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五月份

香港慈悲禧年
朝聖聖堂介紹(四)
聖母無玷之心堂（大埔）
地址：大埔運頭街 10 號
電話：2652 2655
傳真：2654 7748
電郵：taipochurch@gmail.com
網址：www.taipo.catholic.org.hk

早於 1861 年，大埔已是香港正式的堂區。二十世紀初，教友人數漸增，原有教堂不敷
應用，便於錦山興建一較大教堂。及至 1961 年，現今所用教堂才告落成。聖堂奉聖母
無玷之心為主保。聖母充滿聖神，聖母聖心亦完美地充滿天主的愛和慈悲。常見之聖
母聖心畫像：火顯示了聖母對主的熱愛，圍繞聖母聖心的玫瑰花代表她圓滿的德行，
穿透聖心的劍則象徵聖母與耶穌一起為救贖人類而受的極大痛苦（另見路 2:35）
。

接待朝聖者時間：平 日
星期六
主 日

上午 8:00 至晚上 8:00
上午 8:00 至下午 4:30
下午 2:00 至下午 7:00 (個人) (團體則在彌撒時間以外)

請致電堂區秘書預約，明供聖體時間不接待團體朝聖。也可下載及填寫「慈悲殊禧年小組/團
體朝聖報名表」，經傳真/電郵或直接交回此堂區。
備註：人數上限 50 人。泊車方面，團體可於預約時說明，但不能停泊大型旅遊巴。
朝聖禱文：為方便朝聖者朝聖、默觀及祈禱，此堂區準備了「朝聖單張」供朝聖者使用。

聖神降臨節
聖神降臨頌
伏求聖神降臨，從天射光，充滿我心。
爾為貧乏之恩主，孤獨之父，靈性之光，憂者之慰，
苦者之安，勞者之息，涕者之樂，吾心之飴客也。
伏求聖神降臨，以潔心污，以灌心枯，以醫心疾，
以柔心硬，以暖心寒，以迪心履，伏求聖神降臨也。
請眾同禱：
以聖神之名，滿信者之心，天主者，
賜我等聖神光輝，以長至智，以恆安樂，為我等主基督。
亞孟。

733 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 5:5)。
736 因著聖神這種德能，天主的子女才能結出果實。那位把我們接在真正葡萄樹上的，

必要使我們結出「聖神的果實，就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
柔和、節制」(迦 5:22-23)。「聖神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越是棄絕自己，就越能「依
照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迦 5:25)。
739 由於聖神是基督的傅油，是基督──身體的頭──把祂傾注在自己的肢體上，以便

滋養、醫治他們，在彼此的服務上加以組織，賦予他們活力，派他們作証，聯同他
們與自己一起奉獻給聖父及為整個世界轉求。是基督藉著教會的聖事，把祂的聖神，
即聖化者，通傳給自己的肢體。

施放堅振聖事
夏志誠主教將於 5 月 14 日到本堂區為堅振班學員施放堅
振聖事。讓我們熱切為他們祈禱。願他們藉著聖事所授與
的聖寵，有能力接受信仰上的一切要求，更圓滿地與教會
聯繫，以言以行為基督作證，做一個徹底的基督徒。


天主聖三節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子；我信聖神，祂是
主及賦予生命者。》
天主聖三的奧跡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主要奧跡。天主——父、子、聖神，把自己啟示出來，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天主。（天主教教理 261）
第四世紀出現的「亞略異端」（Arianism），過度強調嚴格的一神主義，反對天主子和天主
父的同性同體。為此教會訂定「天主聖三節」來宣揚和肯定一個信仰教導。天主聖三節綜合
天主對人類的整個救恩奧蹟：天主聖父創世、天主聖子贖世、天主聖神聖化世界。
「在這聖三節，教會邀請我們有意識地默想這奧妙的信仰大事，認真反省我們在天主前的寵
幸，體驗天主對我們的大愛，同時更敏銳地覺察到天主聖三真實地臨在於我們平凡日常的生
活中。天主聖三絕對地超越我們，但祂卻願意與我們打成一片，在我們生活的任何狀況下從
不間斷地與我們同在。這是偉大的奧秘，這是超凡的信仰，這是天主對我們的寵愛。」
摘自梵諦崗廣播電台張德福神父

今年普世教會於 5 月 22 日（主日）慶祝天主聖三節。



耶穌聖體聖血節
香港天主教教區在「天主聖三節」後的主日慶祝「耶穌聖體聖血節」。這節日紀念的
核心是耶穌親臨在聖體聖血內。今年這節日是 5 月 29 日（主日）。
本堂將於 5 月 28 日（星期六），黃昏六時的彌撒中，有 60 位主日學學生初領聖體。

中
華
聖
母

五月 聖母月
五月第二主日前的星期六慶祝中華聖母節，是紀
念 1924 年 6 月 18 日，全國主教會議在上海舉行
後，教廷駐華代表剛恆毅主教領導參加會議的全
體主教，將全中國奉獻給聖母。

 集體誦唸
堂區將於五月的主日感恩祭後，集體誦唸聖母德敍禱文。
5 月 22、29 日將誦唸「佘山聖母頌」。
 家庭玫瑰經
堂區亦在五月舉行家庭玫瑰經，聖母軍團員將帶同聖母像到訪家庭，
誦唸玫瑰經及分享聖經。
 聖母像出遊
5 月 31 日，晚上 8 時，有「聖母像出遊」慶祝聖母月結束。
 5 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教宗本篤十六世定為「為中國教會祈禱日」，
邀請普世教會當日特別為中國祈禱。請主內兄弟姊妹謹記 24 日聯同整個教會
為我們祖國教會熱切祈禱，多行善工。

抄寫聖經 推介會
為響應慈悲禧年，默觀天主慈悲聖容，本堂區將舉行抄寫聖經，默想天主的慈
悲。林祖明神父將於 5 月 29 日 (主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在禮堂舉行講
座，解釋抄寫聖經的靈修。當天靈修培育組將解釋抄寫聖經的安排細節。歡迎
各位兄弟姊妹踴躍參加。

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委

教宗方濟各 2016 年 1 月 1 日

世界和平節文告
在制度面上，對他人冷漠、漠視他人的尊嚴、基本權利和自由，當這些成為追求利益和享
樂之下的文化，則會滋生不正義的行為和政策，甚至將其合理化，最終成為對和平的威脅。
冷漠甚至令人把可悲的經濟政策視為合理正當，而那會孕育不公義、分裂和暴力，以保障
個人或國家的福利。更常見的是，為了鞏固並維持勢力和財富而制定的經濟和政治計劃，
甚至不惜踐踏他人的基本權利和需要。當人們目睹他們的基本權利，如食物、飲水、健康
照顧或就業的權利遭到否定，他們就會用武力來獲取了。
此外，默許砍伐樹林、污染、大自然的災難，這會破壞生態系統，而根絕整個社區，造成
嚴重的不安全，最後則產生新形式的貧窮，新的不公義，到後來，安全與和平都大受威脅，
這些都是對自然環境冷漠的後果。試想，有多少戰爭是因為缺乏物資或是對自然資源貪求
無厭而產生？有多少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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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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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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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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會交流日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8 耶穌升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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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鮮花義賣 (地下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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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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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振班避靜 1:00pm (禮堂)
堅振班修和聖事 3:00pm (1,2,3,4 室)
堂區議會 1:30 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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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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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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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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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放堅振聖事 6:00pm 彌撒中

15 聖神降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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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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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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點核數組 1: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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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1/2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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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22 天主聖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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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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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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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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接待組 1:30-3:00pm (3/4 室)
關社組 2:00-5:3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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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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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靈修講座 2
8:00pm (禮堂)
(3/4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29 基督聖體聖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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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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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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抄寫聖經簡介會 2: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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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7:3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3: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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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 復活期第 6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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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5 室)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插花組 6: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1/2 室)
(1/2 室)
(3/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慕道班 (董) 8:00pm
(3/4 室)
(3/4 室)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慕道班 (楊) 8:00pm
(7 室)
(12/13
室)
(12/13 室)
慕道班 (盧,呂)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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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籌備母親節鮮花義賣 (禮堂) 9:00am-3:0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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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主日學 修和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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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1/2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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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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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結業禮 2:00pm (禮堂) 3:00(聖堂)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主日學 6:00pm (12/13 室)
慕道班(林) 8:00pm (聖堂)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慕道班 (楊) 8:00pm
維修保養組 8:30pm
(12/13 室)
(16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凝聚心語 12: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母像出遊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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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初領聖體聖事 2:00pm(禮堂)3:30pm(聖堂)
慕道班(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二零一六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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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