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七月份

香港慈悲禧年朝聖聖堂介紹(六)
鹽田梓聖若瑟堂
地址： 西貢鹽田梓
電話： 2792 2967
傳真： 2792 2967
電郵 ： sacredheart@netvigator.com
網址 ： www.shc.catholic.org.hk/yimtin/index.html

朝聖團資料
出團日期：隔週日舉行
活動時間：2:00-5:00 pm
集合地點：西貢碼頭
人數：20 人以上可自行包團
交通：專船 收費：$ 160 /人 (自行包團和晚飯可另外調整)
線路：西貢碼頭乘船---->鹽田梓---->西頁碼頭解散

聖亞納和聖若亞敬（聖母雙親）7 月 26 日
福音並沒有聖母雙親的記載，但是透過他們的女兒瑪利亞，
我們能得知若亞敬與亞納時代的生活型態。在天使報喜的事
件中，瑪利亞如何能夠毫無保留地相信天主？這表示她在父
家中已經習慣將天主擺在第一位。對天使的報喜答覆「是」
，
只是她在家中受信仰熏陶後的果實，即是由父親若亞敬及母
親亞納承襲而來的。

瑪 利 亞 的「 讚 主 曲 」引 述 聖 經，顯 示 她 對 聖 經 有 充 分 的 認 識，儘 管
當 時 她 還 非 常 年 輕 。 顯然瑪利亞在家中，就聽過父母親為她誦讀聖經的記載，之後
才能成為她「讚主曲」的內容。瑪利亞能說出這些話，是因為她從父母親的生活見證，從小
在家中耳濡目染信仰氣息所致，知道這一點讓我們非常感動。
在這慶節我們應特別為所有母親祈禱，因為在今日，恢復母親們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是必須的。
就連不是很熱心的法國分析學者克列孟梭就曾大聲急呼：「人們是在母親的膝旁學習的。」
這為人類的成長是一個提示，為信仰培育也是一樣。教宗若望廿三世說過他對兒時最初的記
憶，是母親帶著他們幾兄弟去一處聖母朝聖地，告訴他說：
「看到聖母了嗎？她是你的媽媽。」
這是何等的教育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祈禱：讓母親們重新發現她們這既偉大又無可取
代的使命。

中華殉道諸聖及真福慶日

7月9日

2000 年 10 月 1 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冊封 120 位中華殉道聖人。這 120 位聖人中，87 位
是中國人，33 位是客籍傳教士。其中有 6 位主教，23 位神父，8 位修士（其中 1 位為輔理修
士）
，7 位修女，76 位平信徒（其中 2 人是慕道者）。
殉道兩個字，用在基督信仰方面，就是為信仰作證，甚致為信仰而捐獻生命。宣聖，而不說
封聖，因為封聖是指某人所沒有的，加給他；宣聖則是把某人已有的宣佈出來。教會把殉道
者宣佈為聖人，並不增加他們在天上的光榮；宣聖的目的是使我們多點認識他們，仰慕他們
為主作證、勇於受苦的精神，也在生活中效法他們的表樣，為主作證。
轉載自 2000 年 10 月 29 日中華殉道者榮列聖品感恩聖祭 李毓明神父講道

向中華殉道聖人誦
可敬的中華殉道諸聖及真福，你們為了信仰基督，勇敢地捨身致命，獲
得了天賜的殉道榮冠，我們感謝天主、讚美天主。今天我們的國家民族，
甚至全世界面臨著艱苦的處境：天災人禍、貧窮、疾病、戰爭，一再破
壞人類生活的安定與和平。我們的社會也正受著唯物、享樂和消費主義
的衝擊，信仰生活也深受其害；懇請諸位中華聖人及真福為我們轉求天
主，恩賜各地都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使基督的福音能到處廣傳；願我
們能效法你們的榜樣，在任何環境中，堅持信仰，忠於教會，勇敢為基
督作證，不屈不撓，至死不渝。願我們在享有平安和自由的生活時，也
能體會基督信仰的珍貴，發揮信仰的活力，善盡福傳的責任，在人類迷
失方向的時代，能作照世的燈塔，引導人類出離迷津，走上救恩之路。
懇請諸位殉道聖者和真福給予有力的援助。亞孟。
中華殉道聖人，請為中國祈禱！
中華殉道聖人，請為中國的主教們祈禱！

主日學消息 ~ 主日學招收新學年
新生報名表：由 7 月 2 日開始派發
交表日期 ：7 月 16 日下午 5:00-7:30，和 7 月 17 日上午 10:00-1:30
入讀資格 ：升讀幼稚園高班（K3）至小學 6 年級的小朋友。
＊ 請留意海報、堂區報告，或參閱主日學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tandrewssundayschool 或電郵：tko_st_andrew@yahoo.com。

堂區周年大會 7 月 10 日
堂區議會將舉行周年大會，屆時回顧過去一年的牧民工作，並介紹新一年牧民方向，
及回答教友提問。現邀請各教友出席。周年大會日期為七月十日（主日）
，下午一時半，
在地下禮堂舉行。

暑期活動
本 堂 區 將 舉 辦 暑 期 活 動，日 期 由 ８ 月 １ 日 至 ８ 月 １ ２ 日 的
星 期 一、三、五 ， 早 上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半。巳 報 名 參 與 義
工 的 青 年，請 準 時 出 席 預 備 培 訓 工 作 坊，而 已 經 報 名 參 與
活動的小朋友請準時出席。

本堂聯同大埔聖母無玷聖心，油塘聖雅各伯堂組團參與在波蘭舉行的世
界青年節，共有 40 位青年參與。出發日期為 7 月 20 日，並於 8 月 3 日
回抵香港。在波蘭，他們將會在不同聖堂舉行感恩祭，參觀朝聖地，也
會出席不同的文化活動，參觀世界文化遺產的城鎮等。其中活動包括：
參觀普沃茨克慈悲耶穌朝聖地，慈悲耶穌首次顯現給聖傅天娜修女的地
方、托倫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堂、西盤半島，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入侵
波蘭的第一場戰役地方。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7 月 29 日參與教宗方濟各主
持的苦路善功和 7 月 31 日在克拉科夫隆重由教宗方濟各主持的感恩祭。
最後 8 月 1 日到波蘭著名的母升天大殿(黑色聖母)舉行感恩聖祭。
為和家樂神父、林柏榮神父和所有參與世界青年節的青年祈禱。願他們
恩寵滿溢，也為我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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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的尊嚴

自由的卓越

在良心深處，人發現法律的存在。這法律的來源並不是人。人卻應服從之。這法律的呼聲告
訴人應當好善、行善並戒惡，在必要時，便出現於人心：這事應當執行。那暫應當避免。人
擁有天主在其心內銘刻的法律，而人性尊嚴就在於服從這法律；在來日，人將本着這法律而
受審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6)
人都不應受別人操縱，來達到一些與他本身的發展無關的目標。……無論他的生命、他思想
的發展、他的福祉、以至那與他在個人和社會活動中共處人，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都不應
受到不公道的限制。
人不是工具，用作執行權力組織所制定的經濟、社會或政治項目，即使這些項目號稱可在當
下或將來促進整個社會或也人的進步。因此，政府要注意，任何對自由的限制，或人在個人
活動中所需堅受的責任，都不得對人的尊嚴構成傷害，從而保證有效實踐人權。 (教會社會訓
導彙編 133)

對平信徒來說，參與政治有價值且是要求甚高的服務，標誌著基督徒服務他人的承擔。以
服務精神追求大眾福祉，發展正義、尤其關注貧窮困苦的情況，尊重世界現實的自主性，
輔助原則，在團結關懷中促進對話與和平：這些都是平信徒在參與政治活動中，啟動他們
的準則。 作為擁有權利與義務的公民，所有信徒都有責任尊重這些準則。那些在建制中處
理公共領域（包括本地、國家和國際）複雜問題的人，更該遵守這些準則。 (教會社會訓導
彙編 565)

為事未晚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二零一六年七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 室)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3 常年期第 14 主日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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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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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祭會 1:3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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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社組 2:00pm (12/13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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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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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攝影小組 全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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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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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報名日 5:00am-8:00pm(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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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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主日學報名日 9:00am-2: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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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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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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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2:00pm (16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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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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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26

27

28

29

30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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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林)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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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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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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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週年大會 1: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堂區越南朝聖聚會 7:3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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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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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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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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祿禮 6:00pm 彌撒中舉行

31 常年期第 18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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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小雲) 11;46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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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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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攝影小組 全日
(14 室)
暑期活義工訓練動
5:00pm (禮堂)

攝影小組 全日 (1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堂家組 6: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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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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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辦事處
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中華殉道諸聖
7月9日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靈修講座 3 (Fr. B)
8:00pm-9:00pm(禮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 0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