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基督君王節 11 月 22 日
668.「因為基督死而復生了，正是為作生者和死者的主」(羅 14:9)。基督的升天

表明祂在自己人性內，分享了天主本身的能力和權威。耶穌基督是主，祂持有天
上和地下的一切權柄。祂「超越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因為
父「將萬有置於祂的腳下」(弗 1:20-22)。基督是宇宙和歷史的主宰。
在祂內人類歷史甚至整個受造界都「總歸」於基督，達到其超越性的完美境界。
675. 在基督來臨前，教會將要經歷一個動搖許多信徒信仰的最後考驗。……
677. 教會除非透過這最後的逾越，追隨主的死亡和復活，將不會進入天國的光榮中。所以，天國

不是因著教會逐步上進、在歷史上凱旋而獲得的，而是因著天主制伏惡者的最後放縱而確立
的。
天主教教理

將臨期第一主日 11 月 28 日
522. 天主子來到世上是如此重要的事，以致天主願意用很多世紀作準備。祂

把「先前盟約」(希 9:15) 的儀式、犧牲、形象和象徵，都集中在基督身
上；又藉在以色列不斷出現的先知，加以宣布；此外，也在外邦人的心
中激發對祂來臨的隱約期待。
523. 洗者聖若翰是主的直接前驅，被派來給祂準備道路。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路 1:76)，是眾

先知中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個；他揭開了福音的序幕；他在母親的胎中，便已接納基督
的來臨。他成為「新郎的朋友」(若 3:29) 而覺得非常高興，並指出基督是「除免世罪的……
天主羔羊」(若 1:29)。他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路 1:17) 走在耶穌前面，他以宣講及使人
悔改的洗禮，最後藉殉道為祂作了見証。
524. 教會每年在舉行將臨期禮儀時，就在實現對默西亞的這種期待：藉著參與對救主第一次來

臨的長期準備，激發信徒們對祂第二次來臨的熱切願望。教會藉著慶祝前驅的誕生和殉道，
認同他的願望：「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若 3:30)。
天主教教理

禧 年
禧年由教宗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於公元 1300 年，舉行第一屆
大禧年，原本定每百年一次。之後的教宗克來孟六世（Clement VI 1342-1352）
跟隨瑞典聖女碧瑾(Bridget)的建議，因人的壽命短促，由逢一百年改為逢五十
年，遂於 1350 年舉行了第二屆大禧年。以後由教宗保祿二世（Paul II 1464-1471）
於 1470 年 4 月 19 日再改為每廿五年一次，並於 1475 年舉行了第七屆大禧年。
近五百年來，迄今每隔二十五舉行一次大禧年。但在公元第廿世紀，基於「特
殊理由」
，有「特別禧年」的新傳統。先是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 1922-1939）
於 1933 年，為紀念基督救贖人類一千九百週年，便舉行了首次「特別禧年」
。
再於 1983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paul II 1978-2005）為紀念基督受難一
千九百五十週年，宣佈另一次「特別禧年」
。教宗方濟各宣佈即將開始的「慈
悲禧年」亦是一次「特別禧年」
。

開啟聖門
「開啟聖門」的典故可追溯至新、舊約時代。在設計和建築一座房子，或甚至城巿時，門被認
為是設計重點事項之一。因此門通常被設計得壯麗宏大，目的是顯示家族或民族的聲譽和保護
自家的安全。門不單有保護家國的意義，還有劃分被保護團體界線的意思。在古以色列的城巿
裏，城門被認為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城門象徵整個城巿和其人口。誰擁有城門的鑰匙，他便成城巿的統治者；誰能控制城門，就是
控制了整個城巿。
古以色列民按照律例每年須要三次往耶路撒冷朝聖。當他們一跨進耶撒冷城門時，喜悅之情油
然而生。
「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耶路撒冷！我們的雙足，己經立
在你的門口。」
（詠 122）朝聖者一進城門便獲得了上主的平安。當朝聖者經過聖殿的華麗大門
而進入聖殿時，他們便能親近住在聖殿內的神聖的上主。任何人踏進聖殿的大門，都感覺己成
主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我就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往
父那裡去。」(若 10:7-9;14:6) 耶穌是我們親近天主的惟一的路道，就好像聖殿的華麗大門是惟
一通徒至聖所的途徑。
「聖門」因此象徵著「上天之門」
，即耶穌基督。耶穌——聖門」象徵著道路、真理及生命。它
帶給我們救恩。它保了那些在教會體內共融的兄弟姊妹。
轉載自《聖地》

聖安德肋主保瞻禮慶典
九日敬禮：由 11 月 4 日至 12 日

晚上 7:30 至 9:30
內含個人及團體祈禱、聖體降福及修和聖事
靈修培育講座：11 月 13 日（星期五）晚上八時 地點：地下禮堂
主題：「步向慈悲禧年」
講者：林祖明神父
特別彌撒：11 月 14 日（星期六） 黃昏 4:00 李斌生主教主禮
【當晚 6:00 彌撒照常舉行】
聚餐：11 月 14 日（星期六）晚上 7:00 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喜善中菜」

信仰靈修書籍售賣日
為鼓勵教友閱讀聖書，堂區特別在 11 月 22 日邀請各公教出版社和機構到本堂區售賣書
籍。歡迎各位參觀選購。家長可為子女選購合適書籍，並嘗試共同閱讀。

永光照之

息止安所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本堂亡者名冊
廖秀蓮
李 愛
李天植
姚妙妍
楊永華
廖偉成
司徒芳
陳彧華
李創華

劉 祥
費其昌
梁美姬
鍾淑貞
黃嘉明
馮美枝
張根廣
羅帶清
蘇慧珍

王百宏
吳德權
尹念真
陳雄騫
方少雄
周新蘭
譚榮創
文錫恩
黎惠貞

謝建堂
黃嘉祿
何根洪
張鴻廣
梁美儀
柳春雨
唐光嬋
梁煥光
麥許銀好

馮秀英 江蘊賢 李 明
謝國添 馬文南 黃八根
張素珍 何潔凝 呂 協
龍永興 姚龍儒 鍾文甫
梁麗端 賴月雲 戚小榮
蕭錦強 杜玉杰 胡 嬋
戴 文 劉 帆 周來生
鄭瑪竇 楊綽均 李重輝
劉 三 謝 洪 張思忠

陸琼愛
何貴連
鄭秀儀
陳惠英
陳蝶鳳
鍾 有
周振權
馬文南
石淑媚

韓錦櫻 鄧餅金
Justin
林漢英
胡 敏 黎忠球
劉 英 葉潔芬
陳少琼 劉惠卿
方洪壯 譚鳯儀
余楚君 魏芳良
周美琴 許繼祥

香港教區聯署呼籲

(11 月 8 日)

聯 合 國 曾 召 開 「 京 都 會 議 」 （ 1997） 及 「 哥 本 哈 根 會 議 」 （ 2009） 等 協 定 ， 但 發 展
中 及 已 發 展 國 家 之 間 的 拉 扯 導 致 氣 候 變 化 不 斷 惡 化 。 多 個 國 家 在 1997 年 簽 訂 的《 京
都 議 定 書 》，是 迄 今 唯 一 在 法 律 上 約 束 發 達 國 家 實 踐 減 排 目 標 的 國 際 公 約。不 過，各
國 的 承 諾 期 將 於 2020 年 結 束，2015 年 的 巴 黎 氣 候 談 判 成 為 達 成 新 協 議 的 最 後 死 線。
因 此，為 回 應 教 宗 方 濟 各 在 «願 你 受 讚 頌 » 通 諭，教 區《 願 袮 受 讚 頌 》通 諭 研 習 小 組
和正委發起【香港天主教教友抗氣候暖化聯署行動】，呼籲各位教友聯署及祈禱。

【聯 署 內 容】
致各國領袖：
第 21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會議旨在
完成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提出的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的協定，將溫度幅度維持在攝氏兩度、
甚至在 1.5 度以內。為回應教宗方濟各在 «願你受讚頌» 通諭，提出為了天主創造的眾受造物，
為了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貧困者，為了下一代可以享有美好的地球家園，國際間要有相應的行
動。為此，我們要求各國與會領袖落實一份合理可行，不超過攝氏 1.5 度的減排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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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勞委正

願祢受讚頌通諭
目錄：
第一章 那些正在我們家園裡發生的事
「我們要把那些正發生在這世界上的事情，視為個人的痛苦，如此一來就可以知
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做出何種貢獻。」 (19)
第二章 創造物的福音
「解救人的天主，與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是同一的天主。」 (73)
第三章 人類生態危機的根源
人類不再認得自己相對於世界的正確位置，而採取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由
此衍生出一種「拋棄式」的邏輯，把他人和大自然視為純粹物件，各種各樣的剝
削與支配也隨之產生。」(123)
第四章 一種整體的生態觀
「我們面對的並非兩個毫不相關的危機，一個是環境的，另一個是社會的的，而
是只有一個複合的社會—環境危機。」(139)
第五章 指導和行動方針
「我們關心的是鼓勵進行坦率透明的辯論，務求個別私利或意識形態不會損害公
益。」 (188)
第六章 教育與生態靈修
「致力發展另一種生活方式。」
（203—208）
「不同領域進行環境教育：學校、家庭、
媒體、要理講解（catechesi）」（213）「再次重拾彼此相依的信念，我們對他人和對
车界需要共負責任值得做良善和正直的人。」(229)

星期日
1 諸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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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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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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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攝影小組派遣禮中午 12 時彌撒中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聖物服務組 1:30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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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別小組派遣禮 晚上 6 時彌撒中
善別小組 7:00pm (7 室)
世青聚會 7:00pm (1/2 室)
8 常 年 期 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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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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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3: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4:00 pm (1/2 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 追 思 已 亡 節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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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禮儀小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追思已亡節彌撒
7:30am & 8:00pm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5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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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福傳小組 8:00pm (16 室)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康) 3:0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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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聖體班 4:30pm (1,2,3,4,7 室)
慕道班(康) 4:3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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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12

慕道班 (李) 2: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9

星期六
7

6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13

14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12:00pm (5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聖安德肋主保培育講座
(禮堂) 8:00pm

主保瞻禮
(聖堂, 禮堂) 4:00pm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pm(聖堂)
15 常 年 期 第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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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9:15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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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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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 12:00p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點核數組 1:3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堂區議會特別會議 1: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世青聚會 7:00pm (1/2 室)
22

基 督 普 世 君 王 節

16

將 臨 期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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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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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傳道組 1: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18

19

20

21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00pm (1/2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送聖體會 (外送)
8:30pm (7 室)
聖母軍煉靈彌撒
(聖堂) 7:30-8:00pm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插花小組幹事會
(1/2 室)
7:3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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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保養組 8:30pm
(16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善別小組追思彌撒
(聖堂)8: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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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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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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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導師例會 6:00pm(禮堂)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聖堂)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23

堂區書展 (花園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7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8: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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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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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3/4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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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 12:00pm (16 室)
慕道班 (邵) 1:15pm(禮堂)
接待組 1: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2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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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24

25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26

27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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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28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南豐廣場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份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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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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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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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林) 8:00pm(聖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禮堂)

凝聚心語 10:00am(5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活動室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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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