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六月
六月：特敬耶穌聖心
若我們注視耶穌和他慈悲

一六七五年七月十六日，瑪加利大修女在

的目光，我們便體驗到至聖

聖體前祈禱時，耶穌顯現給她，吩咐她推動此

天主聖三的愛。耶穌被父所

敬禮，耶穌敞開胸膛，手指著帶有茨冠的聖心，

派遣的使命，就是要把天主

說：「妳看，這顆心愛人之情如何深摯，而世

愛的奧秘彰顥無遺。若望是

人給我的回報，卻是傷害苦痛，我願妳做我聖

聖經中第一及唯一位明認

心的使徒，使世人能承受我聖心的恩惠，為賠

「天主是愛」(若一 4:8;16)。

補我在聖體聖事內所受的種種凌辱，應在基督

這愛如今在耶穌成可見的，可觸及的。祂本

聖體聖血節後的星期五訂立一個慶節。」因著

身無非就是愛，白白交付的愛。耶穌與前來

聖女瑪加利大和她的神師耶穌會士聖高隆卞

尋找祂的人建立獨一無二的關係。耶穌所行

神父的努力宣揚，很快就受到神長和教友們的

的神蹟，尤其在罪人、窮人、邊緣者、病人、

注意，耶穌聖心節就成立了；到一八五六年，

受苦者面前，都是慈悲的教導。在耶穌內，

教宗庇護九世把此慶節推廣於普世。

一切都講慈悲。耶穌總離不開憐憫。
慈悲面容 教宗方濟各詔書

2015 年的耶穌聖心節是 6 月 12 日，
早上七時半和晚上八時都有彌撒。

《愛德的聖事》— 聖體聖事
教宗本篤十六世宗座勸諭
至聖聖體這件愛德的聖事，是耶穌基督親自作禮物，
給我們揭示天主對每人的無限愛情。在這奇妙的聖
事中，耶穌展示了那「更大的」愛，即那驅使他「為
自己的朋友拾掉性命」的愛。 (1)
主教會議的教長討論到信友在聖禮中的主動參與時，也特別提及要有效地參與所應有的個人
條件。這些條件之一，當然就是一切信友不斷皈依精神。如果以膚淺的態度參與彌撒，絲毫
不去反省，是很難主動參與的。然而至少在禮儀開始前稍作收歛和靜默、禁食、及在有需要
時先行告解等，都能有助這內心狀態。尤其應提醒信友，若要主動參與神聖奧蹟，就該同時
主動參完整的教會生活，包括把基督的愛帶進社會。
要完整地參與感恩聖祭，當然也要親自到祭台前恭領聖事。不過，話雖如此說，郤要小心，
勿讓信友以為只要出席聖堂內舉行的禮儀，自然便有權利、甚至只前去領受聖體。即使有時
無法領受聖體，參與彌撒聖祭仍是必須、有效、有意義和有裨益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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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重溫講座
地 點 ： 聖安德肋堂

主 講 ： 林勝文神父
內 容 ： 病人傅油聖事
日 期 ： 6/6/2015 星期六 8pm – 9:30pm ， 10/6/2015 星期三 10am – 11:30am
（重覆上一個星期六的講座內容）

主日學消息
主日學招收新學年升讀幼稚園高班（K3）
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主日）

至小學 6 年級的小朋友。新生報名表將

時間：下午一時半至三時

於 6 月 27 日開始派發，交表日期為 7 月

地點：地下禮堂

18 和 19 日，請留意海報、堂區報告，或

主辦者：聖安德肋堂堂區議會

參閱主日學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tandrewssundayschool 或
電郵： tko_st_andrew@yahoo.com 查詢。

恭請所有教友參加

兒童暑期活動 2015
日 期 ： 8 月 3 日 至 8 月 14 日 的 星 期 一 、 三 及 五
內容：包括祈禱、集體遊戲，勞作手工、聖經故事、
天才表演等，加深他們對天主的認識，並提升
他們的能力。
參加者資格：升幼稚園高班至升小六
費 用 ： 港 幣 270 元 正 。

在 2014 年復活節、10 月初和聖誕節，於本堂嬰兒領
洗的家長們，領洗紙和相片 DVD 早已備妥，各位家長
請儘快到堂區辦事處領取。

四旬期「以愛奉獻，分享福樂，捐贈糧油食物包」活
動，本堂共收集 235 個食物包。感謝主內兄弟妹姊
妹的捐贈，也感激所有幫助九龍兩個總鐸區劏房戶
的祈禱和犧牲。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
對我做的」 (瑪 25:40) 願主祝福各位。

謝

育兒
動物界有一套超越萬物之靈的育兒理念，許多動物在牠們的幼兒很羸弱時，會把牠的幼崽含在
嘴裏窩在翼下，怕牠們遇險而夭折；但當牠們的孩子長大些，牠們會毫不留情地把孩子趕離自
己身邊，讓牠們獨自去經歷風雨、練本領，甚至不給孩子留下回頭路！只有這麼做，孩子才能
經得起任何風浪之襲擊，才能夠絕處逢生。
含在嘴裏窩在翼下和趕離身邊，都是父母對孩子不同的愛的體現，連動物也深懂「慣子如殺
子」的道理。
再富也要窮孩子，才能逼孩子學習獨立前行，學會感恩惜福。畢竟……孩子的後半生我們不一
定能參與。
石鏡泉

關懷社會樂融融
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 裁勞 正委

福音的喜樂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類正經歷著歷史上的轉捩點，我們可以從許多領域的進展上看到。有許多
改善人民福利的步伐值得稱讚，如保健制度、教育和通訊科技。我們必須謹記：在同代的人中，
大多數每天過著赤貧的日子，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流行病的數目正在增長。人心充滿恐懼與
絕望，即使在所謂富裕的國家也是如此。生活的喜樂多次消退，不尊重人和暴力行為與日俱增，
貧富懸殊愈加明顯。要活便要掙扎，若活得有丁點兒尊嚴已算難能可貴。這劃時代的銳變早已
啟動，其啟動力源於科學和科技的突進及其即時的應用。突進方面不論量或質、速度或累積，
都是前所未有；應用方面，不論在自然的或民生的不同領域中，都是非常廣泛。我們身處知識
和資訊的時代，其所引發的新勢力，經常難以命名。52.
就像「你不可殺人」的誡命設定了一個明確的界限，為保障人生命的價值，今天，面對排他經
濟和不平等，我們必須說：
「絕不可。」這樣的經濟致人於死地。……當食物被扔掉，卻有人在
忍飢挨餓，我們能繼續袖手旁觀嗎？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案例。今天，一切都在競爭和適者生存
的定律之下，進行弱肉強食。結果是大批民眾發現自己被排擠、被邊緣化了：沒有工作，沒有
前景，沒有任何的逃生途徑。
人被看成是消費品，在使用之後可以丟棄。我們創造了一種「用完即棄」的文化，且正在蔓延。
這不再是單純的剝削和壓迫，而是一種新的情況。排擠最終按其意義就是打擊對社會的歸屬，
而社會是我們生活的地方。誰被排擠就不再歸屬於社會，至於基層也好、邊緣也好、甚至被剝
奪選舉權的也好，總之再不歸屬社會了。被排擠的人連成為「被剝削者」都不可以，而是圾垃、
是「殘渣」罷了。53

二零一五年六月份活動室概況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2

3

4

5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2 室)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7 基督聖體聖血節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 (3/4 室)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莫) 10 :30am(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 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 pm (3/4 室)
活動組 12:00 p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禮堂)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插花小組 1:30pm (14 室)
婦女會 1:30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新教友修和聖事 2:00pm (聖堂,3/4,5,7)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13 室)
聖樂祈禱檢討會 4:30pm (16 室)

14 常 年 期 第 1 1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終身執事問卷調查於 10:30 彌撒後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12/13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 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領洗週年慶 (禮堂) 5:00pm

21 常 年 期 第 1 2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a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10:30am (11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視聽音響小組 12:00-1:30 (6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28 常 年 期 第 1 3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0am (3/4 室)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小雲) 11:45am(1/2 室)
婦女會 11:45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彌撒 6:00pm

8

9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景林基基團 9am (7 室)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15

16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3 /4 室)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22

23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1/2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29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5 室)
7:3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上智之座 8:00pm
(1/2 室)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慕道班 (李) 8:00pm
8:00pm (3/4 室)
(7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慕道班 (呂) 8:00pm
(3/4 室)
(12/13 室)
慕道班(夏) 8:00pm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10
教理重溫 (聖堂)
10:00am - 11:30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6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7
暑期活動幹事會
1: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2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排綵 (聖堂)
8:00pm

星期六
6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11

初領聖體 (禮堂) 2:00 pm
(聖堂)3:30 pm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教理重溫 (聖堂) 8:00pm

12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13

堂家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00pm

BABM 信仰小團體 10:00am(1/2 室)
主日學導師 (禮堂) 2:00 pm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8:00pm(7 室)

耶穌聖心節彌撒
7:30am 及 8:00pm

18

19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25

26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20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8:0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7:00pm
(1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27
慕道班 (黃、梁 ) 3:00pm (15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30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2 室)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堂區辦事處
電 話 ： 2623-5576
傳 真 ： 2701-6736
電 郵 ： office@tkoacc.org.hk
網 頁 ： 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