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四月份

香港慈悲禧年朝聖聖堂介紹
聖神修院(黃竹坑)
地址：香港仔惠福道 6 號
電話：2552 6230
傳真 ：2553 3109
電郵 ：hss@hss.org.hk
網址 ：www.hss.org.hk

團體朝聖聯絡方法：
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致電 2552 6230（修院總務賴太）
接待朝聖者時間：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主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基 本 資 料
地址： 香港仔黃竹坑惠福道 6 號
傳真： 2553 3109
網址： www.hss.org.hk
彌撒：平日彌撒只限聖神修院團體

電話： 2552 6230
電郵： hss@hss.org.hk
*沒有提前主日彌撒及主日彌撒

世界青年節
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當選教宗的那一年說︰「青年是世界
的未來，是教會的希望。」1984 年，他邀請青年一同在羅
馬參加基督苦難主日的特別聚會。30 萬名青年應邀出席那
次在聖伯多祿廣場的青年慶典。在聖枝遊行中，教宗認為
必須加強青年跟隨耶穌的決心，使世界各地的青年能更共
融。在那個慶典，教宗將救贖聖年的十字架交予青年，作
為信仰的記號。這十字架後來就成為「世青十字架」。
1985 年，聖若望保祿二世同樣邀請青年於基督苦難主日前往羅馬相聚，共有 45 萬青年回
應。1986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邀請全球青年在 1987 年，參加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
辦的第一屆普世青年節大聚會。從此，每 2 至 3 年，在世界不同地區都舉行一次這樣的
青年大聚會。來屆的聚會將於 2016 年 7 月 26 至 31 日在波蘭克拉科夫市舉行，主題為：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 5:7）。
普世青年節讓全球公教青年聚首一堂，目的是：
• 教會與世界關心青年人所需；
• 青年能在基督內加深信德；
• 青年能認識不同文化及不同國藉的朋友，並攜手為和平與正義而獻身；
• 青年向教會及世界發出他們的聲音。

聖母領報節彌撒
4 月 4 日（星期一）
早上 7 時半及晩上 8 時有彌撒。

入門聖事

堂區於 3 月 26 日復活慶典夜間禮
儀為 202 位成人施行入門聖事，並
於 3 月 27 日主日下午為 25 位嬰兒
和主日學慕道者付洗。120 位新教友
的子女的聖洗聖事將於 4 月 10 日
下午舉行。

林祖明神父 靈修講座
日 期：4 月 20 日(三) 及 22 日(五)
地 點：聖安德肋聖堂
星期三：10am – 11:00am
星期五：8pm – 9:00pm
（重覆星期三的講座內容）

嬰兒洗禮照片
2015 年 聖 誕 節 嬰 兒 洗 禮 的 照 片
DVD 已備妥。各位家長可到辦事
處領取。

世界青年節活動

4 月 17 日（主日）在地下禮堂，為宣
傳波蘭世界青年聚會，當日下午 2 時
至晚上 10 時，將有為小朋友的遊
戲，及為青年和成人的電影和分享。
請大家參與。

慈悲禧年活動
為回應慈悲禧年教宗方濟
各邀請信友默觀天主慈悲
面容，本堂將舉行抄寫聖
經。首先 5 月 29 日舉行講
座，講解抄寫聖經的靈修意
義並介紹計劃及啟動日期。
將於復活節節後宣傳及報
名，請各位留意堂區報告及
踴躍參加。

教宗方濟各環保通諭：
《願祢受頌讚》

96 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
「五隻麻雀不是賣兩文銅錢嗎？然而在天主前，他們中沒
有一隻被遺忘的」
（路 12：6）
。
「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
也不在糧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瑪 6：26）
89.世上的受造物不是沒有主人的：
「祢愛一切所有，萬物都是祢的」（智 11：26）
我們全由無形的聯繫連接起來，組成一個宇宙大家庭和一種崇高的共融，這促使我
們彼此要有神聖、慈愛和謙卑的尊重。我願意重申：「天主如此親密地把我們和周
圍的世界聯繫起來，所以當土地沙漠化時，我們能感覺到好像身體有病。當某一物
種滅絕時，我們能感到如同痛苦的截肢。」
92.再者，當我們的內心真正對普世的共融開放時，此兄弟情誼不會排除任何人或物。
由此可知，我們對世界上其他受造物的漠視或虐待，早晚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
方式。人只有一顆心，若我們卑劣地摧殘動物，此卑劣的行為很快便會在我們與
近人的關係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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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委

福音的喜樂
201.任何人都不可說他不能和窮人親近，因為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花更多精力在其他
方面。這是一個經常聽到的藉口，出現在學術、商業、專業，甚至是教會的圈子
內。事實上，平信徒的基本聖召和使命就是使世俗現況和人類活動得到福音的轉
化，我們中沒有任何人能認為自己得到豁免而毋須關心窮人和社會公義：
「精神的
皈依、愛天主和愛近人的強度、為正義與和平的熱忱、以及福音賦予窮人和清貧
的意義，是對每個人的要求。」恐怕我這番話也會導致評論或討論，卻沒有帶來
實際效益。話雖如此，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是開放的並已準備好了，我懇求你們
以團體之名，去尋找有創意的方法接納這個更新的召喚。毋須關心窮人和社會公
義：
「精神的皈依、愛天主和愛近人的強度、為正義與和平的熱忱、以及福音賦予
窮人和清貧的意義，是對每個人的要求。」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二零一六年四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堂區辦事處

星期六
2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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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康) 3:00pm(禮堂)

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3 復活期第 2 主日

星期五
1

4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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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5

6

7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8

9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7 室)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董) 8:00pm (7
(3/4 室)
(1/2 室)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慕道班 (楊) 8:00pm
(7 室)
(3/4 室)
(12/13 室)
慕道班 (盧,呂)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朝拜聖體 (聖堂)
(12/13 室)
8:0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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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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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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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新教友迎新日暨善會招募日 1:00p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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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10 復活期第 3 主日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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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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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 1:30 pm (7 室)
新教友子女領洗彌撒 2:30pm (聖堂)
關社組 2: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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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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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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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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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康) 3: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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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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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pm (禮堂)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17 復活期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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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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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12:00pm (14 室)
插花組 12:00pm (1/2 室)
世青活動 1:00pm(禮堂)
聖言宣讀組 1:15 -3: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及勞委講座 2:00pm(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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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插花小組研討會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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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講座 10:0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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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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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撒 3:00pm (聖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康) 3: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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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例會 6:00pm (禮堂)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24 復活期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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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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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信仰小團體(小雲) 11:45a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15am (12/13 室)
婦女會 11:45a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母領報節
早上 7:30 及
晚上 8:00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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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主日學 P1 3:0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 4:30pm(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6:00pm (禮堂)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康) 3:00pm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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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16 室)

靈修講座重溫
8:00pm (禮堂)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25

26

27

28

29

30

慕道班 (龍)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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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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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靈修講座重溫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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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心語 12: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主日學 P1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康) 3: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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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