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一月份
慈悲禧年
大赦
為得慈悲禧年大赦的基本條件
信友必須棄絕對罪惡（包括小罪）的任何依戀，並履行以下善功：
1. 妥當告解：必須在履行指定的善工之前或之後大約 20 日內領受。
2. 善領聖體：在聖祭禮儀中領聖體較佳，但為獲大赦，單單善領聖體已經足夠。
3. 為教宗的意向祈禱：按教宗的意向，誦念天主經及聖母經各一遍，或自行選擇念任
何其他經文。
除了以上方式，慈悲禧年大赦亦可由「朝聖」獲得，即到教區指定的七個朝聖聖堂之
一，跨越其中的「聖門」——「慈悲之門」，並向慈悲的天主熱心禱告。

香港慈悲禧年朝聖聖堂介紹 (一)
嚴規熙篤會聖母神樂院
地址：大嶼山大水坑 353-354 地段
電話：2987 6286
團體朝聖先聯絡：電話留言司客神父（李達修神父）
電郵：ocsohk.guesthouse@gmail.com
郵遞地址：香港坪洲郵箱五號聖母神樂院 司客神父收
接待朝聖者時間：上午 9:30 – 下午 4:30
嚴規熙篤會於 1098 年在法國創立，總院設於羅馬。大嶼大聖母神樂院原址
於國內河北省正定河灘。中國解放後幾經走難與逃亡，在 1950 年來到香港，
覓得當時渺無人跡的大嶼山重建修院。現時神樂院有九位神父，五位修士。
往聖母神樂院，可由大嶼山愉景灣或稔樹灣步行前往，行程需大半個小時。院
中聖堂樸實無華，教堂向海的一面有 TM 兩個大字，是 Trappist Monastery 的縮
寫，從坪洲乘船到神樂院者清晰可見。修院內亦有敬禮花地瑪聖母的聖母亭。
從神樂院碼頭或稔樹灣步行至神樂院，沿途有十四處苦路，紀念耶穌受難。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2016.1.18-25）
2016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主題「被召去宣揚上主的德能（伯前 2:9）
」。

合一祈禱：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2016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8pm-10pm，
由楊鳴章輔理主教講道。
聖樂祈禱：聖安德肋堂，2016 年 1 月 17 日（主日）2:30pm。

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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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主教公署秘書長辦公處通告
黃承義執事由新界下葵涌聖斯德望堂區調任至九龍將軍
澳聖安德肋堂區，以協助該堂區的牧民服務。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心聲絮語

黃承義執事

轉載自：香港教區終身執事團 網
對我來說，追隨聖召的路並不是一帆風順，在二○○三年聖召節
決定申請後，因為種種原因，要到翌年三月廿五日（聖母領報瞻禮日），
才終於安排到與委員會見面。但途中我卻遇上車禍，生命中面臨第一次
“生死一剎”，仰賴聖母的轉禱，最終是化險為夷，但那一刻的“空白”，
或許正 提醒我：“你還未準備好！”
無論如何，得到執事委員會的諒解，我終於趕及面試，獲收錄成為“有
志者”。可是，不到半年，太太在身體檢查中發現患上乳癌，做完手術後
不到兩星期，又發現另一邊乳房有鈣化物，於是又要做第二次手術，幸好
這次是虛驚！
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年多，以為可以開始安心過新年，太太又在聖堂中摔倒，再要折騰她半年
多；休養好了以後，卻又在“正電子掃描”檢查中， 發現脊骨有異常，於是“復發”的陰影又
壓下來，幸好經過多次檢查，醫生確定又是虛驚一場。
經歷了這些事件，真正體會到人的有限，面對自己和至愛的生死，人根 本一無是處；但在這
些時刻，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我最憂心掛慮的時刻，耶穌親口對我所說的：“我也和你一
起焦慮、傷心和難過。”我相信這份同行的訊息，正是我的聖召，希望更多人能體會到這位慈
悲的救主與人同行，與人一起憂傷的信仰經驗。

我們熱切歡迎黃承義執事來到我們堂區，和我們一起為主工作。

四旬期愛德活動
東九龍總鐸各堂區及關社組、基督勞工堂、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明愛牛頭角社區中
心聯合主辦「愛心同行、關懷蝸居」IV 靈修啟動日 (費用全免)
日期：2016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至 6 時
地點：觀塘聖若翰堂地下禮堂
(觀塘宜安街 29 號)

內容：
1. 夏志誠主教靈修分享講座——「慈悲與服務」
2. 派遣與探訪觀區蝸居/ 劏房家庭
3. 教友探訪分享與主教啟廸
4. 簡介「愛心同行 IV 計劃」
5. 感恩祈禱及降福

報名查詢：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曾先生洽(牛頭角安德道一號)
查詢電話：2750 2727

電郵

tsangandrew@caritassws.org.hk

截止報名日期：2016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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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勞委正委

全球氣溫升四度

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5 年 11 月 10 日綜合報導

2015 年 1 至 9 月的平均溫度，已較 1850 至 1900 年的
平均溫度高出攝氏 1.02 度。如果溫度仍如預測，

2015 年將是首次跨越高出攝氏 1 度的危險門檻。
那麼，世界在邁向高出攝氏兩度，而這引發更嚴重
的危機。美國氣候中心曾發警告：就算聯合國氣候
高峰會限制全球升溫不得超過攝氏兩度，中國大陸
的上海、印度孟買、美國紐約等大城市，仍將有大
片地區沒入海中。如地球真的升溫攝氏兩度，現有 2 億 8000 萬人居住的地區將泡在海
中。若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未來全球將升溫攝氏 4 度，淹沒地區更涵蓋 6 億多人的居
住範圍。
援助機構樂施會警告，由於與創紀錄全球高溫有關聯的乾旱和突然降雨，加上預估出現
的「超級厄諾尼爾」天氣模式，今、明年將有至少 1000 萬窮人面臨飢餓。根據聯合國機
構，光在埃塞俄比亞就有 450 萬人需要糧食援助。
2015 年的厄諾尼爾現象預估 10 月到 2016 年 1 月間威力最大，且可能成為史上最強。英
國樂施會執行長高德林說：
「稻米和玉米收成都受到影響，嚴重衝擊從南非到中美洲仰賴
這些主食的數百萬窮人。」聯合國糧農組織表示，中美洲玉米收成今年減少 6 成，豆子
減少達 8 成，原因是與極端天氣有關的乾旱延長了。

《真理中實踐愛德》
48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通諭

大自然表達天主愛與真理的計劃。它先我們而有，是天
主賜予我們的生活環境。它向我們講論造物主（羅 1:20）
及祂對人類的愛。萬物被預定在時間終結時要「總歸」
於基督（弗 1:9-10; 哥 1:19-20）。所以，自然界也是一個「呼
召」
。大自然是為我們享用的，但不應當作「一堆無意義
的廢物」
， 而是造物主的一份禮物，祂為萬物制定了一
個內在的秩序，讓人從中領略到應有的行動準則，好能
「耕種和看守」大地（創 2:15）。……自然環境並非只由我們任意處理的物質，而是造物
主的奇妙化工，自身帶有一個「法則」
，指出其終向及其如何明智使用，而非任意濫用
的準則。今日的民族發展備受損害，都是這些錯誤思想所導致。把大自然純當作一些偶
然事物的彙集，只會變成戕害自然環境的因由，甚至助長輕蔑人本性的行為。因為人的
本性不僅是由物質、也是由精神組成，因而是富有意義的，且具有崇高的終向，這本性
也規範文化。人透過文化給予自然環境一個詮釋，並加以塑造；人負責地使用其自由而
賦予這文化一個方向，使它符合倫理的規定。因此，促進人整體發展的計劃，是不可以
忽略其後代的，卻應顯示歷代人之間的團結互助和公義，這又關係到不同的範疇：生
態、法律、經濟、政治和文化。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二零一六年一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天主之母節彌撒
9:00am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星期六
2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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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3 主顯節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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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0pm (禮堂)
輔祭會 1:30pm (3/4 室)
傳導組 1: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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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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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導組 7:45pm
(禮堂)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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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運動組 8:00pm
(1/2 組)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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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0 主受洗節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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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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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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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am (15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 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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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7 常年期第 2 主日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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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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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p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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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 -3: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教區聖樂委員會 1:45pm(聖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長者團年晚宴 6:00pm (東港城百匯軒)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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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傳導組 7:45pm(禮堂)

主日學旅行集隊 8:00a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 (12/13 室)
鍾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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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7,12,13,14,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24 常年期第 3 主日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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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接待組 1:30pm (3/4 室)
關社組 2:00pm (12/13 室)
傳導組講座 2: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晚上 6 時彌撒中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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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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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P6 4:3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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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pm (禮堂)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31 常年期第 4 主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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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街頭福傳 1:00pm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收錄禮晚上 6 時彌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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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維修保養組 8:30pm
(16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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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7,12,13,14,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m (禮堂)
主日學導師例會 6:00pm(禮堂)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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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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儀)
8:00pm
上智之座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2/13 室)
(3/4 室)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李) 8:00pm 傳導組 7:45pm(禮堂)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 (李) 3:30pm (鳴遠中學)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盧,呂)
主日學 4:30pm(1,2,3,4,5,7,12,13,14,16 室)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傳導組 7:45pm(禮堂)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福傳小組 5:30pm (1/2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傳導組 7:45pm(禮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 00pm

8: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堂區辦事處

慕道班(康) 3:00pm(禮堂)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