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十月

玫瑰月
十月七日 玫瑰聖母紀念日
玫瑰花馨香無比，就取意它在上主前的芬芳和美麗。道明會一直推動玫瑰經成為天
主教徒對聖母瑪利亞的熱心敬禮。
玫瑰聖母這節日的建立，是由一連串勝仗的「感恩」。
這節日最初名為「勝利之母節」，由教宗聖庇護五世於 1571 年制定，為紀念奧國
在立本陶(Lepanto) 擊退土耳其軍；該次勝利被認為是誦唸玫瑰經的效果。繼任的
教宗額我略十三世於 1573 年把這節日改名為玫瑰聖母節，作為羅馬市的當守節日。
1716 年，在匈利的伯德城再戰勝土耳其，那天正是聖母雪地殿節日，為了感謝聖母的幫助，教
宗格肋孟十一世把玫瑰聖母節擴展至整個教會，規定在十月份第一個主日慶祝。教宗聖庇護十
世在 1913 年把這節日改回原來的十月七日，即是立本陶戰役的勝利紀念日。1970 羅馬彌撒書
將該日子給予「紀念日」地位。
教宗良十三世在 1883 年頒發《我們身負最高宗座的責任通諭》，宣佈每年十月為玫瑰聖月，
並且呼籲教友特別恭敬玫瑰聖母，多唸玫瑰經文，並加唸聖母德敍禱文。

聖母七樂
道明會會士在多個世紀以來，大力推動了今天通行的玫瑰經方式。不過不
同的修會團體，則各自發展自己獨特的方式。而方濟小兄弟會，推行誦念
花冠經的方式，默想聖母的七苦與七樂。
聖母第一樂 天使向瑪利亞報告喜訊
「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子，
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路 1:30-31）
聖母第二樂 瑪利亞拜訪表親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
的，是有福的。」（路 1:42,45; 1:48-49）
聖母第三樂 救主耶穌由瑪利亞誕生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裏。
（路 2:6-7）
聖母第四樂 賢士來朝拜瑪利亞的嬰孩
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裏？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
星，特來朝拜他。」….他們一見那到星，極其高興喜歡。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
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他，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乳香和沒藥。（瑪 2:12;10-11）
聖母第五樂 瑪利亞在聖殿尋獲耶穌
他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轄。他的母親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路 2:51）
聖母第六樂 耶穌復活後顯現給瑪利亞
天使對婦女說道：「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他不在這裏了，因為他已
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瑪 28:5-6）
聖母第七樂 瑪利亞升天，成為天地的母后
那時，天上出了一個大異兆：一個女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
（默 12:1）

堂區消息
誦唸玫瑰經
堂區將於 10 月，每台主日彌撒後公唸玫瑰經，歡迎大家留步參與。

堂區旅行
堂區將於 10 月 1 日（星期四）舉行，行程包括到天水圍聖
葉理諾堂探望韋沐恩神父，參觀沙頭角有機農莊，已購票
的教友請準時早上 8:30 在聖堂大堂集合。

嬰兒領洗
堂區將於 10 月 4 日下午 2:30，在
彌撒中舉行嬰兒洗禮。請家長帶同
嬰兒於下午 2:20 到達聖堂。

傳教節
本年教區特別在傳教節舉行佈道會。
10 月 18 日下午 2:30 的佈道會將直接轉播到地下禮堂，
請各教友帶同尚未接受信仰的家人或友好一起出席。

《願祢受頌讚通諭》簡介
教宗方濟各在這通諭的末段邀請世人進行生態皈依。
習慣和行為很難重新養成。因此，教育和培養仍是重大的在
保護我們的地球有重要角色和巨大挑戰：「每一改變都需要
動機和教育行程」(15)；所有教育領域都涉及到，首先是「學校、家庭、傳播媒體、要理講授」（213）。
要以「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為出發點（203-208），這樣便有可能「向那些掌握政治、經濟和社會
權力的人施加健康的壓力」。這情況是在消費者的選擇能夠「改變企業的行為，迫使企業考慮環
境影響及生產模式」時發生（206）。
環境教育過程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舉止及習慣，從節約用水、分類收集垃圾
到「熄滅不必要的燈」（211）：「整體生態也是日常生活簡單舉動的成果，憑藉這些舉動我們能打
破暴力、剝削、利己主義的邏輯」（230）。從來自信仰的默觀視野出發，一切將會更加單純：「為
有信仰的人而言，默觀世界不是從外部，而是靠內心，認出天父將我們與眾生結合的關係。此外，
在增進天主賦予每位信徒的獨特能力的同時，生態皈依也帶領人發揮自己的創意和熱忱。」
（220）
。

關懷社會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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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喜樂勸諭
93 俗化精神藏匿在外表的虔敬、甚至愛教會的背後，尋求的不是主的光榮，而是個人的光榮與
舒適。主為此訓斥法利塞人說：「你們既然彼此尋求光榮，而不尋求出於唯一天主的光榮，
你們怎麼能相信我呢？」（若五 44）這是一種「謀求自己的事，而不謀求耶穌基督的事」
（斐二 21）的狡猾方式。俗化精神的多種形態，取決於俗化在何種人物和團體中進行滲透。
由於此俗化基於細心硺磨的包裝，不常與公開的罪相連，外表看來，一切就緒，但若俗化滲
透到教會當中，「它將比任何其他單純道德上的俗化更後患無窮。」
94.此俗化由兩種方式所推動，兩者深入地相輔相成：其一是玄識論的吸引力，即一種純粹主觀
的信念，持此信念的人的唯一興趣就是某一種特定的經驗，或一套想法和一些資訊，他們以
為能讓人得到慰藉和啟發，但最終人被困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裡。另一種是自大的普羅米修
斯的新白拉奇論(promethean neopelagianism)，有這樣想法的人，最終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又自
命不凡，或許因他們遵守特定的規條，或許因他們頑強地執著天主教教會某種過時的生活方
式。由於自以為有一套健全的教義或紀律，便導致自戀式的或專制式的菁英主義，原應勉力
福傳，卻從事分析和歸類，原應朝向恩寵，卻把精力消耗在檢定與驗證上。身處這兩種情況
中的人都不真正關心耶穌基督或他人。這些是只以人為中心而不求超越的表現。真的無法想
像，福傳真動力又豈能來自這些冒牌的基督徒教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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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月份活動室概況

星期五
2

堂區旅行集合 8:00 (禮堂)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7:30pm (3/4 室)
朝拜聖體 8:00pm (聖堂) 慕道班(儀) 8:00pm
(12/13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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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3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3:30pm(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30pm(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禮堂)
慕道班 (黃、梁) 4:15pm(15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4 常 年 期 第 27 主 日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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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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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派遣禮 12:00pm 彌撒中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1:30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嬰兒領洗 2:30pm (聖堂)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11 常 年 期 第 2 8 主 日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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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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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18 傳 教 節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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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傳教節網上直播 1:00-6:00pm (禮堂)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慕道班(林) 6:30pm(禮堂)

25 常 年 期 第 2 9 主 日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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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5 室)
候洗者避靜 10:00-4:00pm(鳴遠中學)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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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p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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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9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2/13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龍) 4:00pm (1/2 室)
(5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運動組 8:00pm (5 室)
(1/2 室)
慕道班(楊) 8:00pm
(12/13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12

13

14

15

16

10
BABM 信仰小團體 10:0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聖體班 4:30pm (聖堂)
慕道班(康) 4:30pm (禮堂)
堂家組 5:30pm (12/13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6:00pm (禮堂)
插花小組降福禮 6:00pm 彌撒中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17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16 室)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2 室)

(3/4 室)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夏)8:00pm(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室)

中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主日學 P.1 3:00pm (禮堂)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9

20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4: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21

22

23

27

2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1,2,3,4,5,7,12,13,16 室)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13 室) 主日學火警演習 3:00-5: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3:00pm(禮堂)
(1/2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禮堂)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26

慕道班 (黃、梁) 3:005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16
室)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林) 8:00pm(禮堂)

28

29

30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5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12/13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13 室)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31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11 室)
中學生慕道班 3:00-4:00pm (14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導賞高年級 4:30pm (聖堂)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1 室)
慕道班(林) 8:00pm(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