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份

香港慈悲禧年朝聖聖堂介紹(五)
聖德肋撒堂
地址: 九龍太子道西 258 號
電話: 2336 2241
傳真: 2336 9464
電郵: stteresa@catholic.org.hk
網址: www.stteresa.catholic.org.hk
聖女德肋撒像在正祭台的左邊及在小聖堂。聖女德肋撒是法國里修聖衣會
隱修院的修女（1873-1897）。她十五歲入會，二十四歲逝世。1927 年教會
立她為傳教區的主保，1997 年傳教節被立為教會聖師。聖女的瞻禮日為 10
月 1 日。
祭台正中的雲石雕像，是法國里修加爾默羅修會聖堂內的複製品。背後的
彩石鑲嵌畫，與祭台和讀經台正面的彩石鑲嵌聯成一脈，喻意聖女所說，
她將渡生於天，為世人祈禱，撒下玫瑰花雨，造福世人。
正祭台的右邊的花地瑪聖母像，是 1917 年聖母顯現後，第一批從葡萄牙運
出來花地瑪聖母像。

朝聖資料：
開放時間:上午 6:30 至 晚上 8:00 （感恩祭時間除外）
正祭台的右邊，供奉聖女及她雙親（聖路易及澤莉‧馬丁夫婦）的聖髑。
教宗方濟各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宣佈他們列為聖人。

團體朝聖聯絡方法:
於堂區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必須於到訪前 30 天向堂區辦事處申請。
團體朝聖人數上限為 60 人，可供泊車。

慈悲禧年小巴
由 5 月份開始，慈悲禧年綠色小巴車在港九
新界各地走動。車身有三個圖像,分別是已
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德蘭修女及現任教宗
方濟各，車輛閘門是聖門。
請大家藉這些標記，與身邊的
人（不論是認識或不認識，是
教友或不是教友）
，打開話題，
勇敢地真正談論.
(＃慈悲小巴：每條專線小巴一至數輛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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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先驅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6 月 24 日
路加福音敘述，若翰的父親是司祭匝加利亞，母親是依撒伯爾，他們兩人老年時，天
主賞賜給他們的兒子（
「若翰」希伯來文即是「天主的恩賜」）
，由天使報知他們將懷孕
的消息，並告知若翰負有特殊的使命，將成為默西亞的前驅（路 1:13-17）。
若翰長大後，心神堅強，居住在猶太曠野中（路 1:80）
，直到天主召叫，於是他開始在
約旦河一帶宣講悔改的洗禮：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若翰呼籲大家承認自
己的罪過，接受他的洗。許多猶太人，甚至包括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都到他那裡，接
受洗禮。
耶穌也來到若翰面前，接受他的洗禮，為完成全義。若翰認出耶穌，他明認自己不是
默西亞，並為耶穌作證，說明人們不認識的耶穌才是默西亞（若 1:19-28；瑪 3:11）。若翰
也把耶穌介紹給自己的門徒 ─ 安德肋和另外一位不知名的門徒立刻就跟隨了耶穌。
若翰以性命為正道與真理作證，嚴詞譴責當時猶太的最高權威黑洛德分封侯的婚姻不
當，因而被抓，最後被斬首（瑪 14:1-12）。
教會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聖誕節前六個月慶祝洗者若翰的誕辰，而在八月二十九日
紀念他的蒙難。
摘自方濟思高讀經推廣中心電子版

堂區消息
耶穌聖心瞻禮彌撒
6 月 3 日（星期五）
早上 7 時半及晩上 8 時有彌撒。
並為 6 月 4 日受難者、
其家人及生還者舉行感恩祭。

“慈悲禧年與聖言” 靈修講座(2)
主講神師：林祖明神父
日 期：6 月 29 日(三) 及 30 日(四)
地 點：聖安德肋堂 ~ 禮堂
星期三：10am – 11:00am
星期四：8pm – 9:00pm（重覆星期三的講座內容）

2015 年領洗的教友週年聚會
6月5日
晚上 5pm 至 8pm
本堂 禮堂
2015 年領洗的教友
舉行週年聚會

抄寫聖經
抄寫聖經默觀天主慈悲聖容。於六月堂開始
抄寫聖經行動，詳情請參考大堂海報。

關懷社會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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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受讚頌
203. 市場傾向推崇極端的消費主義，為銷售貨品，令人捲入不必要的購買及消費這旋風

中。……此模式導致人相信只要享有所謂的消費自由，他們就有真正的自由。但是真正
有自由的是掌握經濟和金融權力的少數人。在這混亂中，後現代的人仍未能脫離迷津，
重新認識自己，而這對自己身分的不認識是焦慮的來源。我們有太多的方法和扭曲的目
標。
204. 目前全球的情況醞釀一種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感覺，進而成為
「集體性自私自利的溫床。」

當人變得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閉，貪念就越強。人心越空虛，就越有購買慾、佔有慾和消
費慾。要接受現實的掣肘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此境況，真正的公益意識也消失殆盡。當
人類這種態度越是普遍，社會規範就只有在它們不與個人需要相衝突時才會被遵守。因
此我們關注的不應只局限於極端天氣的威脅，更應擴展至社會因動盪不安所導致的災
難性後果。在社會沉溺於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時，最重要的是，在僅有少數人能維持此
種生活方式的狀況下，只會造成暴力衝突和互相毀滅。
205. 然而，我們並未失去一切。人類既能作出最卑劣的事情，人類也能夠超越自我，縱使受

到各種心理和社會條件的制約，還是有能力再次選擇美善，再次重新開始。

美國 9 歲女童海莉‧福特（Hailey Ford)為了幫助鎮上那些無家可歸
的遊民，從 2014 年開始在自家後院建立了一個小菜園，自己種植
蔬果，將所有的收成都捐給當地的食物賑濟處，光 2014 年就捐出
了 58 公斤的蔬菜。後來，海莉又看到許多無家可歸的遊民，認為
「他們不應該睡在路邊，每個人都該有個家」
，因此開始著手繪製
設計圖，拿著電鑽等器具，一步一步的蓋起流動式的小木屋，到
2015 年底，預計蓋了 12 間小木屋。
原文網址: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23733127607.html

六月

世界環境日，世界難民日

聯合國於 1972 年將 6 月 5 日定為世界環境日，透過呼籲各國政府關注及公眾的參與，
喚醒世界各地携手保護環境。
1951 年，聯合國難民和無國籍人地位全權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
。
從 2001 年起，把每年的 6 月 20 日定為「世界難民日」
。這是為保證難民的基本權利，
以及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在災難、戰爭、民族及種族爭端等造成的難民問題。
難民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的一大頑疾。從 1993 年到 2003 年的十年，世界爆發了 80 多
戰爭或衝突，造成了大規模的難民潮，難民數量一直高達 2000 多萬人以上，1994 年
達至 2742 萬人，其中，婦女和兒童占難民總數的 80%。而 2016 年按聯合國開發計劃
署的統計，目前全球超過 8000 萬人需要緊急人道主義救助，全球難民人數已超過 6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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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

二零一六年六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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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3/4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慕道班 (夏)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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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星期六

3

4

耶穌聖心節彌撒
7:30am 及 8:00pm
(聖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堂家組 6:0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1/2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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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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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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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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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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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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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活動組 12:00p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插花組 1: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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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洗週年慶 5: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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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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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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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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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社組 2: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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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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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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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家組(玩具工作坊) 2:00-5:00pm(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電影分享 7:00-10:00pm (聖堂)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林) 8: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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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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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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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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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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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財務小組 8:00pm
(1/2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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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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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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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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 7:00pm
(14 室)

靈修講座 2 (Fr. B)
10:00am-11:0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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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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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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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12: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堂區議會幹事會
8:00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福傳小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靈修講座 2 (重溫)
8:00pm-9:00pm(禮堂)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