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八月份

香港慈悲禧年朝聖聖堂介紹(七)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地址：香港堅道
電話：2522 8212
傳真：2521 7957
電郵 ：cathedral@catholic.org.hk
網址 ：http://cathedral.catholic.org.hk

聖堂簡介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是在 1883 年奠基，1888 年落成開始啟用。座堂由落成至今(2016 年)
共一百二十八年，是香港的歷史建築物之一。
教堂的形狀猶如一個希臘十字架；中央尖塔高十米，設有座位一千多個。主祭台位於中
殿和耳殿的交匯處，是整個教堂結構的焦點所在。在祭台的西南面設有主教的座位，作
為主教以宗徒繼承人的身分施教的地方，亦因此稱這教堂為主教座堂。
主教座堂是香港教區的母堂，標誌著教會的團結共融。

朝聖團資料
主教座堂開放歡迎朝聖者：每天早上時至晚上時。如需導賞服務須於到訪前 14 天向座堂
辦事申請。導賞詳情及申請表格可瀏覽主教座堂網頁。

耶穌顯聖容節
『耶穌帶著伯多祿、若望和
雅各伯上山去祈禱；正當祂
祈禱時，祂的面容改變、祂
的衣服潔白發光』。

(8 月 6 日)

“耶穌顯聖容”指出在耶穌身
上一切關於默西亞的預言及
描述完全應驗了，及前瞻到基
督即將要完成的救贖事業─
─苦難聖死、復活、升天，以
及他的再度來臨。

若望福音關於耶穌顯聖容隻字未提，因為在若望的心意中，耶穌整個的一生，即是其天主性
體無限光榮的顯示。
在耶穌顯容時，天主在祂的面容上揭露自己；
『誰看見了我，就看見了父』
（若 14:9）
。我們應
邀在耶穌的面容上瞻仰天主的美麗與偉大，同時，我們從天主那裏接受一個的命令：聽從祂。
這不是一連串要遵守的誡命，而是與一個人的關係；基督徒的法律是耶穌本人，我們要聽從
他。如果，在祈禱中，我們聽從基督、尋求祂的旨意；那麼，就是聽從天主。
保祿宗徒在斐 3:20-21 談到我們的變容；他說：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我們等待主耶穌基
督、我們的救主從那裏降來，他要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祂光榮的身體，我們註定要變
容的。我們的變容是從現在，在地上開始，是在我們塵世生命中已進行的一個過程；誰忠於
基督、誰祈禱、誰尋求天主的旨意，就會逐漸變容。他的美，不是人性上的，是滲透他整個
人的神性美。當我們祈禱時、當我們整個人向來自天主的愛開放，也會變得慷慨、仁慈、像
他一樣滿懷同情心和寬容時，我們便是被改造；那時，我們就變容了。
(阿爾貝·范諾怡樞機主教)

堂區周年大會 ～ 來年牧民計劃及方向重點
堂區議會周年大會於七月十日順利完成。會中各成員報告了去年有關的活動，林祖明神父介紹新一
年的牧民方向及來年計劃。以下是一些來年的工作計劃和重點：

靈修活動
 明供聖體將於新的禮儀年開始，改在每月第首星期五舉行，由 8:00am-9:00pm
 堂區全年繼續進行抄寫聖經直至完成抄寫全部新約部份。

培育計劃
 林祖明神父將舉辦兩日一夜公開退省，為推動默觀靈修體驗
 林勝文神父計劃明年舉辦聖經培育
 林柏榮神父負責一連串的家庭生活培育活動，鼓勵家庭中的慈悲；亦會舉辦電影欣賞電
影，反思信仰與人生。為堂區青少年信仰生活發展，林神父成立小組，一同舉辦適宜青
年的活動。
 黃承義執事發展日課小組推動日課祈禱

檢討及深化活動
 來年將會按部檢視活動，如：每月明供聖體安排、堂區九日敬禮安排、報佳音、善會交
流日、書展。
 設計不同活動為向外福傳和向內深化信仰、新教友投入信仰生活和延續培育
 新重點：教區聖召。堂區為建立聖召文化會籌劃與聖召有關的祈禱會、禮儀等活動。

維修工程
 聖安德肋聖堂大堂將在玻璃門加設防曬隔熱膜及安裝大電視機。
 聖堂亦會更新全聖堂的閉路電視系統，安裝升降機安全系統。
 為支持天主教大學，堂區將會協助籌募經費，為明愛其中一個活動室以『聖安肋德堂』
命名。

暑期活動

林祖明神父 靈修講座

巳報名參加本堂暑期活動的小朋
友，請留意準時出席。
日 期 ： 8 月 1 日 至 12 日 （ 一 、 三 、 五 )
時間：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半。

日 期：8 月 26 日(五) 8pm – 9pm 及
8 月 31 日(三) 10am – 11am (內容相同)
地 點：聖安德肋堂地下禮堂

世界青年節分享會
曾經參與世界青年節的青年將於 8 月 28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 及
12 時彌撒後在禮堂和教友分享經驗。歡迎大家參加。

湯漢樞機牧函
……過去二十年來，香港特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政改過程。我們曾見証：對民主政制的強
烈訴求；多番諮詢、對話交談和各種方案；一些深層次的難題懸而未決或未獲正視；對政
制發展遲滯的極度無耐和失望。……我們要全心信賴天主：祂是人類歷史的主宰，時刻按
祂的旨意帶領着人類歷史和俗世事務的發展。因此，我敦促你們，要把立法會選舉視為推
廣社會福祉的一個契機。你們要善用公民權利和善盡公民責任，積極投票和參選。……

陳志明副主教

(堂區關社支援小組召集人)

立 法 會 選 舉 將 至，選 舉 期 將 於 今 年 八 月 開 始，而 教 會 一 直 關 心 社 會 事 務，鼓 勵 教 友 公 責 任，
積極投票。為此，教區堂區關社支援小組將於 7 月中表選舉指弔，向教友重申社會訓導原
則反相關社會政策倡議，鼓勵教友積極關注立法會選舉。
為一步推動教友關社意識及討論，新界東北總鐸區關社聯席和將軍澳聖安德助堂的關社組
（ 同 屬 新 界 東 選 區 ）打 算 籌 備「 立 法 會 舉 候 選 人 論 壇 」，為 教 友 提 供 平 台，以 了 解 候 選 人 的
政綱是否符教會的訓導，讓教友可掌握更多及清晰的資訊，可在九月投下神聖、理智的一
票 。 ……
為回應湯漢樞機及陳副主教的呼籲，堂區宣傳及籌辦以下活動：

立 法會選 舉 公 開講座
積極參與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聖安德肋堂
14/8(日 ) 下 午 12:30-5:30
講 者 ： 呂 秉 權 講 師 (浸 會 大 學 高 級 講 師 、 前 任 香 港 無 綫 電 視 和 有
線電視中國組首席記者）
蔡 子 強 講 師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政 治 與 行 政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 香
港時事評論員）
張 心 銳 神 父 (慈 幼 會 士 、 教 區 正 義 和 平 委 員 會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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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信徒》

聖若望保祿二世勸諭

平信徒為了達成他們為人類及社會服務的工作，使現世秩序有基督的精神，他們決不可放棄參與「公
務生活」
，即許多不同的經濟、社會、立法、行政及文化的領域，這一切都是為有組織而又制度化地
進行「大眾福利」
。……雖然在政府、國會、統治階級或政黨的人士中被控有陞官發財、權力崇拜、
自私及腐敗，以及公共輿論參與政治有時是道德的絕對危機，這一切不得作為懷疑基督徒參與或自
外於公務生活的正當理由。
此外，為人和社會的公務生活，其行動路線是維護並推行正義，以正義為「德行」
，故需要教育，視
之為道德「力量」，用以支持推行個人權利和義務的責任，基於每個人的人格尊嚴。
「服務的精神」是執行政權基本的因素。服務精神加上必要的能力和效率，能使公務生活中的人的
工作成為「有德的」或「超越批評」的，這也是人民所合理要求的。為達到這一點，必須決心克服
一切誘惑，如不忠和虛偽，浪費公帑圖利少數人和特殊人物，以非法和曖昧的方法，不擇手段地爭
取、維持和增加權力。

星期日

二零一六年八月份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本堂暑期活動
8:00am(禮堂,1,2,3,4,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本堂暑期活動
8:00am(禮堂,1,2,3,4,7 室)

本堂暑期活動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8:00am(禮堂,1,2,3,4,7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延續 (楊)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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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6

青年團體大會 2:0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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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7 室)
(3/4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朝拜聖體 8:0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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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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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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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本堂暑期活動
8:00am(禮堂,1,2,3,4,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9:3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3/4 室)

本堂暑期活動
8:00am(禮堂,1,2,3,4,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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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暑期活動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8:00am(禮堂,1,2,3,4,7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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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堂家組 6:00pm (禮堂)

13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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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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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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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婦女會 11:45pm (15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關社組講座 2:00p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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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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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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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點核數組 1:30pm (14 室)
堂區議會工作坊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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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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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2:3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靈修講座 4 (Fr. B)
8:00pm-9:00pm(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聖母蒙召升天節
聖安德肋堂(粵語)

7:30am, 8:00pm
聖雲先堂 (英語)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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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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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世青分享會 11:00am-3:00pm (禮堂)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am (7 室)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16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15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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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福傳小組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30

31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靈修講座 4(Fr. B)
10:00am-11:00am (禮
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2016 靈修小組
6: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20

主日學 2:00pm (禮堂)
堅振班家長會 4:00pm (12/13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林) 8:00pm (聖堂)

27

慕道班(林) 8:00pm (禮堂)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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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