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八月
香港教區主教公署秘書長辦公處通告
本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
林祖明神父接替施永泰神父，出任九龍將軍澳聖安德
肋堂區主任司鐸。
林柏榮神父出任上述聖安德肋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施永泰神父接替宋啟文任宗座外方傳教會區會長，將在清水灣宗
座外方傳教會修院履行其會長職務。
我們在此衷心多謝施神父十多年來，由建設聖堂到發展堂區的艱
辛工作。求主豐厚地回報他，並繼續降福他。同時我們歡迎林祖明神父
及林柏榮神父，願堂區繼續成為愛主愛人，以福音光照社區的團體。

新一屆堂區議會選舉因為候選人數與議席相等，按堂區議會憲章，與會者只對每位候選人
投信任票。當日共 150 人投票，當中有 1 張廢票。各候選人所得信任票票數如下：
鍾紹華（128 票）
林偉良（131 票）
廖艷英（118 票）
鄧志成（128 票）

范啟文（135 票）
林惠儀（137 票）
龍鳳蓮（124 票）
黃家輝（135 票）

韓靜儀（138 票） 許國輝（120 票） 郭劍雄（129 票）
李露連（138 票） 李偉三（123 票） 梁玉燕（132 票）
沈立鳴（134 票） 蘇美華（122 票） 譚學權（129 票）
黃國強（122 票）

因為各候選人獲得超過投票人數三分之二的信任票，所有參選者均當選為新一屆堂區議會議員。

堂區消息
歡送施神父及
歡迎林祖明神父、林柏榮神父茶會
日期：2015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天主教鳴遠中學禮堂舉行。
餐券費用：每張$50

10 月 4 日嬰兒領洗之
父母培育講座（已報名者）
日期：9 月 5 日、12 日、19 日及 26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 (請準時出席)
地點：地下禮堂

八月二十二日

聖母元后

自中世紀以來，已有團體在祈禱中，尊聖母為天使、
諸聖及世人之后，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瞻禮。
一九五四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先在五月三十一日定為
慶祝聖母天地元后的日子；到一九七 ○ 年由教宗真福
保祿六世改為八月二十二日，即聖母升天後第八日。
基督的逾越奧蹟延續在祂的肢體身上，特別在祂的母
親身上。聖母升天是她逾越奧蹟的完成，分享聖子的
尊榮。基督既作為普世君王，故教會也尊聖母為元
后，表示她參與了基督救贖世人、建立天國的工程。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著《基督信友平信徒》
論平信徒在教會興世界中的聖召及使命
60

培養「人性價值」在完全整合的培育中心也有一席之地，這時平信徒的傳教及使
徒工作含有特殊的意義。對此大公會議曾寫道：「平信徒應當注意自己在職業上
的特長、家庭意識、國民意識以及社會行為有關的美德，即廉潔、正義感、誠
實、禮貌、道德勇氣；沒有這些美德，不會有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把他們的生活形成有機的綜合體，即同時表示他們在教會及社會中是一致的，
並以此成為他們有效完成使命的條件，這樣平信徒在內心受到聖神的指引和支
持，因為祂是合一及活力的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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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的工作上，某些信念感到特別需要和有效。首先是，假如一個人沒有接
受或發展本人對培育的責任，不可能為別人提供供真正的有效的培育：因此「自
我培育」是重要的。
另外的信念是，我們每個人同時是培育的對象和主體：我們愈受到培育，愈感
到需要獲得並加深我們的培育，愈受培育就愈有能力培育別人。
尤其重要的是知道培育工作，一方面明智地運用人類科學的方法和工具，但培
育工作越有效則越要對天主的行動開放。只有當樹枝不擔心被天上的園丁所清
理，才能為自己和別人結更多的果實。

關懷社會樂融融
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勞委正委關社

教宗方濟各著《福音的喜樂》
186.基督成為窮人，而且總是接近窮人和被遺棄的人，我們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人的全人發展，這
關心建基於對基督的信仰。
187.每個基督徒和每個信仰團體都蒙召成為天主的工具，為窮人的脫貧和進步效力，讓他們能完全
融入社會。這要求我們對窮人的呼喊要珍而重之、細心留意，並幫助他們。我們只要翻閱一下
聖經就足以明白，我們仁慈的天父會俯聽窮人的呼喊：「我看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
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我已注意到他們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
所以你來，我要派你……。」（出三 7-8，10）我們也看到祂對他們的需要何其關注：「當以
色列子民向上主呼求時，上主給他們興起了一位拯救者。」（民三 15）身為天主俯聽窮人的工
具，如果我們對窮人的呼求充耳不聞，就是違反父的旨意和祂的計畫；窮人「如果呼求上主反
對你，你應負罪。」（申十五 9）沒有設身處地顧及窮人的需要，這會直接影響我們與天主的
關係：「因為人心在愁苦中，若咒駡了你，他的創造者必要垂聽他的哀求。」（德四 6）這個
老問題總是會回來的：「誰若有今世的財物，看到自己的弟兄有急難，卻對他關閉自己憐憫的
心腸，天主的愛怎能存在他內？」（若壹三 17）讓我們回憶宗徒雅各伯如何直截了當地談到被
壓迫者的呼喊：「看，工人們收割了你們的莊田，你們卻扣留他們的工資，這工資喊冤，收割
工人的呼聲，已進入了萬軍上主的耳中。」（雅五 4）
188.教會早已明白，有需要留意人們的呼求，這需要源於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恩寵的釋放行動，問
題不在於將使命預留給少數人：「教會由慈悲的福音和對人的愛引領，她聽到哭求正義的呼
喊，想要以她全部的力量回應。」在這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耶穌給祂門徒的命令：「你們自
己給他們一些吃的吧！」（谷六 37）即意味著剔除導致貧窮的結構性原因，促進窮人的全人發
展，並在遇到有真實需要的人，給予日行小善的精誠協助。「精誠團結」(solidarity)一詞有點
被濫用，有時候被人狹隘地理解，而它所指的，比偶然零星的善行更豐富。它預設一種新的思
維，就是以團體為大局，所有人的生命遠比由少數人擁有及支配全部財物更為重要。

很多時候，愛就是一種麻煩
當孩子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長大成人了；
當父母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當愛人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去麻煩别人了；
當朋友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不再需要你了。
教友不麻煩神父的時候，可能已經不信任你了。
神父不麻煩教友的時候，可能已經傷心绝望了。
人不麻煩天主的時候，可能已經被世俗俘虜了。
人其實就生活在麻煩中，在麻煩中解决問题，
在問題中化解麻煩，在麻煩與被麻煩中昇華自己。
在麻煩及被麻煩中讓自己成熟，堅强自己；
找到基督，成聖自己；幫助别人，博愛衆人，活出基督，聖化眾人。
轉載自《心靈加油站》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慕道班 (黃、梁) 3:00pm (3/4 室)
慕道班 (黃、梁 ) 4:15pm (3/4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
慕道班 (林) 8:00pm(禮堂)

二零一五年八月份活動室概況
2 常 年 期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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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慕道前聚會籌備會 11:30am (15 室)
公教婚姻輔導會 12:00p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p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 pm (12/13 室)
插花小組 1:30 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9 常 年 期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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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前聚會 10:00am(禮堂)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3/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4:30pm (5 室)

16 常 年 期 第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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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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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am (12/13 室)
輔祭會派遣禮 12:00pm 彌撒中
舊教友聚會 12:00p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1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點核數組 1:15pm (15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土耳其朝聖講座 2: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3

8:00pm (1/2 室)

6

7

8

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BABM 信仰小團體 10:00a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龍) 4:00am(5 室) 7:00pm (5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7:30pm (3/4 室)

堂區議會工作坊 1:00 pm (禮堂)

慕道班(屠) 8:00pm(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暑期活動幹事會
5:00pm(禮堂)

慕道班 (林) 8:00 pm (聖堂)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8:00pm (7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 pm (3/4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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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慕道班 (李) 2:30pm(7 室)
慕道班(龍)10:30am(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輔祭會 BBQ (停車場)
7:00pm (5 室)
(3/4 室)
4:00pm-9:00pm
基督之母支團
上智之座 8:00pm(3/4 室)
8:00pm (1/2 室)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8:00pm(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16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景林基基團 9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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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主日學導師訓練 2:00pm (禮堂)
堂家組 8:00pm(1/2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 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聖母蒙召升天節彌撒
8:00pm (聖堂)

葡萄園聖詠團派遣禮 6:00 彌撒中

慕道班 (林) 8:00 pm (禮堂)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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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10:00am(禮堂) 暑期活動 10:00am(禮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慕道班(龍)10:30am(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婚委 7:00pm (5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 /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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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慕道班 (李) 2:30pm(7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上智之座 8:00pm(3/4 室) 8:00pm (1/2 室)

10:00am (3/4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李)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龍) 4:00am (5 室) (1/2 室)
慕道班
(夏)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楊)
婚禮排綵 8:00pm (聖堂)
8:00pm (12/13 室)

22
主日學導師訓練 2:00pm(禮堂)
歡送施神父,歡迎林祖明神父及 林
柏榮神父
3:00pm-5:0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3:00 pm (3/4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 pm (3/4 室)
慕道班 (林) 8:00 pm (禮堂)
堅振班家長會 5: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25

26

慕道班(龍)10:30am(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8:0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27

28

29

上智之座 8:00pm(3/4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主日學導師訓練 2:00pm (禮堂)

福傳小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pm (3/4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 pm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3/4 室) 慕道班 (林) 8:00 pm (禮堂)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30 常 年 期 第 2 2 主 日 31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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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5

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23 常 年 期 第 2 1 主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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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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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14 室)
關社組 2:00pm (15 室)
土耳其朝聖講座 2:00pm(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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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8:30a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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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