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慈悲禧年啟動
教宗方濟各於 12 月 8 日聖母始胎無玷節日，開啟聖伯多祿大殿聖門，
「慈悲特殊禧年」
正式開始。他邀請各地教會於將臨期第三主日開啟主教座堂，或有特殊意義的聖堂，甚
至是朝聖地聖堂的聖門，並稱之為「聖年期間的一扇慈悲之門」
，讓朝聖者找到悔改的途
徑。

香港教區開啟聖門的時間表：
12 月 12 日 6:00pm

主教座堂

慈悲禧年啟動，開啟聖門——湯漢樞機主禮

12 月 13 日 3:00pm

聖多默宗徒堂

開啟聖門——湯漢樞機主禮

聖母無玷之心堂
聖德肋撒堂
鹽田梓聖若瑟堂
大嶼山聖母神樂院
聖神修院小堂

開啟聖門——湯漢樞機主禮
開啟聖門——楊鳴章輔理樞機主禮
開啟聖門——陳志明副主教主禮
開啟聖門——李斌生輔理主教主禮
開啟聖門——夏志誠輔理主教主禮

2016 年 1 月 1 日
3:00pm

慈悲禧年
慈悲禧年的徽號和格言，恰當地綜合了禧年的意義。
格言：
「如同天父滿懷慈悲」
（路 6:36）
，邀請大家跟隨天父
的慈悲榜樣；祂要求我們不要判斷，不要定罪，卻要寬恕，
要無限量地去愛和寬恕（路 6:37-38）。
善牧基督以何等猛力的愛，去改變人的生命。
基督以亞當的眼目為眼目，而亞當也以基督的眼目為眼目，注視和默觀天父的慈愛。每
個人在基督內，找到自己的人性──新亞當，並找到自己的未來。

喜年
「喜年」又稱「聖年」，因為是「神聖之年」
，「恩寵之年」
，「與天主和好之年」
，「特赦
之年」。按肋未紀第 25 章，每相隔五十年，土地應休耕，不可播種。如果土地因奴隸制
或給賣掉而失去，以色列人便可返回祖地，而奴隸亦因此重獲自由。因此，喜年是解放
人類和土地的一年，讓以色列人獲享平等的待遇。簡單來說，喜年旨在提醒我們任何人
也不可奴駕別人的生命或土地，因為只有主才是人類和土地的立人，只有祂拯救以巴列
人逃離埃及，並賜他們福地。
打開「聖門」作為禧年的開始，也象徵教會打開藉基督及諸聖的功德寶庫，分施給天下
的信徒；因此喜年的最終目標，是加強靈修生活，堅強信仰，為基督作見證。讓自己滿
懷希望地迎接永生，並重燃服務主內兄弟姊妹的心志。

朝聖
朝聖一直是教友生活的主要部份，朝聖提醒教友個人步武救主的芳蹤。
藉守夜、守齋和祈禱，朝聖者在基督徒的成全道路上邁進，因天主聖寵
的支持，努力「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 4:13）
（節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降生奧蹟」
）

堂區消息
2015 年 12 月 8 日聖母始胎無玷節（暨慈悲禧年開始）彌撒
聖安德肋堂（中文）

早上 7 七時半、晚上 8 時

聖雲先堂（英文）

晚上 8 時

將臨期避靜
本堂靈修培育組將於 12 月 13 日（主日）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半在鳴遠中學禮堂舉行將臨期避靜。由伍允恆執事主持。
主題為：
「聖方濟亞西西與馬槽」
。當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在
聖安德肋堂有集體悔罪禮。歡迎參加。

九龍東鐸區慶婚姻週年彌撒 2015
 12 月 6 日（主日）
，早上 10 時至 5 時半，在地下禮堂舉行慶婚姻公
開講座，主題是「我愛…..這一家」，歡迎所有教友參與。
 慶祝婚姻週年彌撒將於 12 月 27 日（聖家節 主日），下午 3 時，在
聖安德肋堂舉行。

成人堅振班
堂區將於 2016 年 1 月 4 日開設成人堅振班，時間為逢星期一晚上 8 時。
凡未領受堅振聖事的成年教友，可到辦事處報名。

本堂 2015 年修和聖事、將臨期及聖誕期活動時間表
禮儀 或 活動
修和聖事(中文)

日期 / 時 間
12 月 13 日 (主日)

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 點
聖安德肋堂

12 月 15 日至 23 日 每晚 9 時

聖雲先堂

修和聖事(英文)

12 月 24 日 (四)

黃昏 6 時至 8 時 晚上 10 時至 11 時

聖雲先堂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12 月 26 日 (六)

下午 1 時半至 3 時半

聖誕前九日敬禮彌撒（英文）

聖安德肋堂

聖誕期 彌撒時間
聖安德肋堂 (中文彌撒)

聖雲先堂 (英文彌撒)

24/12 (四) 聖誕前夕彌撒

黃昏 6:30、晚上 9:00、子夜 12:00

晚上 8:00 子夜 12:00

25/12 (五) 聖誕日彌撒

上午 8:30 上午 10:30

31/12 (四) 謝主彌撒

上午 9:00、10:30、中午 12:00
下午 2:30 嬰兒領洗
晚上 8:00

1/1/2016(五) 天主之母節彌撒

早上 9:00

日期

晚上 10:30
彌撒後明供聖體
早上 8:30、10:30

東九龍鐸區各堂將臨期修和禮時間
耶穌復活堂 29/11/2015(日)2:00pm
聖雅各伯堂 12/12/2015(六)6:00pm

聖愛德華堂 18/12/2015 (五)8:00pm
聖若翰堂

23/12/2015(三)8:00pm

天神之后堂 5/12/2015(六)3:00pm

耶穌是誰？
「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
給他們，即給那些信他的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11-12）
耶穌自稱是由天父所派遣，來到世界與人同住，要向世人揭示建設大同
世界的藍圖，教給人成全的準則，和人際間交往的金科玉律。這一切都
是使每人都度更豐盛的生命，以光榮他的、也是眾人的天父。祂甚至告
訴人們，祂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因為只有祂能透徹生命的
秘密，只有祂能指示人走向生命，即自今世開始，而於來世完成的永恆
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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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勞委正委

福音的喜樂——教宗方濟各
183. 真正的信仰從來都不是舒適的或完全個人的，總會牽涉深深的渴求要改變世界、傳

遞價值，即使離世也要為世界留下比先前更美好的局面。我們喜愛這個天主讓我們
居住的壯觀星球，我們愛生活在這裡的人類大家庭，連同人類的災難與奮鬥、希望
與夢想、優點與弱點。地球是我們共有的家園，所有人都是弟兄姊妹。如果「政治
的主要職責是謀求社會和國家的正義秩序」
，那麼教會「對於奮力爭取正義，既不能、
也不該置身度外。」
191. 在任何地區和情況中，基督徒在他們牧者的輔導下，受召去聽窮人的呼喊，如同巴

西的主教團意味深長地說：
「我們願意每天都背負巴西人民的喜樂和希望、困難和
哀痛，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貧民區和農村的人，他們沒有土地、無家可歸、缺少食物
和衛生保健，他們的權利受到損害。看到他們的貧窮，聽到他們的呼喊，知道他們
的痛苦，我們感到憤慨，因為我們知道有足夠的食物給每個人，饑餓是不合理分配
物資和收入的結果。這問題因著通行的浪費習慣變得更為嚴重。」

星期日

星期一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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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將臨期第 2 主日

慶婚姻培育 9:00am(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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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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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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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12:00p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插花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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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社組 2:30pm (7 室)
慶婚姻綵排 3:30pm(聖堂)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13

將臨期第 3 主日

堂區將臨期避靜 9:00am(鳴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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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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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a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am (3/4 室)
集體悔罪受及修和聖事
2:00-5:00pm(聖堂,1-7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頌恩聖詠團 4:00 pm (12/13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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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李) 2:30pm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7 室)

9

10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20

將臨期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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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a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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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1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27

聖 家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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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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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慶婚姻 (禮堂及聖堂) 1:00-6:00pm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世青聚會 7:00pm(7 室)

8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母無玷始胎節

15

翠林基基團 2:00pm 堂家組 8:0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12/13 室)
朝拜聖體 8:00pm
(聖堂)

12

堂區議會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慕道班(康) 3:00p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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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康) 4:30pm(7 室)
基基團聯會 7:30 pm(1/2 室)
慕道班 (林) 8:00pm(聖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禮堂)

福傳小組 8:30pm
(3/4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8

19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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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遵賞小組 9:00am(聖堂), 10:00am(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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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12,13,16 室)
主日學 P.1 3:0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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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7,14,16 室)
主日學 P.3 (禮堂) 4:30pm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2,13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聖堂)

22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23

2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送聖體血會
5:00pm-12:0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禮堂) 5:00-9: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聖誕節前夕 25

聖安德肋堂(粵)
聖誕前夕彌撒

6:30pm, 9:00pm, 12:00am

子夜彌撒前祈禱 11:00pm
聖雲先堂 (英)
修和聖事 6-8pm, 10-11pm
聖誕前夕彌撒
8:00pm,12:00am

29

慕道班 (龍)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7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28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彌撒
(聖堂) 3:00- 6:00pm
(禮堂) 2:00- 6:0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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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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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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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P.5-6 修和聖事 4:30pm(聖堂)
誦唸日課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聖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11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21

星期六
5

16

慕道班 (龍)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4

聖經研習班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1/2 室)
聖安德肋堂(粵) :
上智之座 8: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am 8:00pm
(3/4 室)
7:00pm (5 室)
聖雲先堂(英) :
慕道班 (李) 8:00pm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 室)
景林基基團 9am(7 室) 7:30pm (1/2 室)
慕道班 (盧,呂)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夏) 8:00pm 8:00pm (12/13 室)
10:00am (3/4 室)
慕道班(陳) 10:15am (1/2 (12/13 室)
室)
聖雲先會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3/4 室)
慕道班(董)8:00pm(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室)

14

星期五

3

7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星期四

2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6

星期三

1

30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慕道班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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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曆年除夕
謝主彌撒
聖安德肋堂(粵)8:00pm
聖雲先堂(英)10:30pm
31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聖誕節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花園,禮堂) 9:005:00pm

26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花園,禮堂) 9:00-5:00pm
聖安德肋聖詠團
(禮堂) 5:00-9: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