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十月份
教區慈悲禧年活動
聖十字架及花地瑪聖母敬禮遊行
2016 年 10 月 9 日（主日），香港教區將在長洲舉行花地瑪聖母敬
禮，由主教湯漢樞機主禮，夏志誠輔理主教襄禮。下午 12:30 誦唸
玫瑰經 20 端，3:00 聖母像出遊，最後有聖體降福。

向童貞瑪利亞的敬禮
(天主教教理)

「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路 1:48)：「教會對榮福童貞的孝愛是基督徒敬禮的本質」。
榮福童貞「理當受到教會特別的崇敬。從很古老的時代，榮福童貞已被尊以『天主之母』
的榮銜，信友們在一切危難急需中，都呼求聖母，藉此投奔她的護佑。這項敬禮，雖具絕
無僅有的特徵，但對降生的聖言，對聖父及聖神的欽崇禮，仍然有本質上的區別，而且
聖母的敬禮特別能促進這項欽崇禮」。教會對聖母的敬禮包括敬禮天主之母的禮儀慶節
以及敬禮聖母的經文，例如：玫瑰經的內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見教理#971)
教宗良十三世 1883 年宣佈每年十月為玫瑰聖母月，並且呼籲教友特別恭敬玫瑰聖母，多
唸玫瑰經文，並加唸聖母德敘禱文。
本堂於十月份每台主日彌撒後，公唸玫瑰經，歡迎大家留步參與。

金錢之外福傳廣播電台節目

慈悲禧年電台福傳節目

教區慈悲禧年專責小組透過電台節目「金錢之外」，與廣大市民分享慈悲的意義。節目
中，夏志誠主教及小組成員分享教會的神形哀矜，教宗稱為喚醒人們良知的方法的意義。
第一類的形哀矜，即是形可見的慈善行動。它們包括：給饑渴的人飲食、為衣不蔽體的
人送衣服、接待無家者、探望囚犯及讓臨終者得到善終。第二類針對人精神需要的慈善
行動的神哀矜，即：解人疑惑、教導愚蒙、勸人改過、安慰憂苦、寬恕他人、忍受磨難及
為生者死者祈禱。一共 22 集。有興趣可以在以下網頁收聽：
http://www.livingspringfoundation.com.hk/

傳教主日

(10 月 16 日)

平信徒，一如所有的信徒，因著聖洗和堅振，從天主那裡領受了傳教工作的任務；因此平信徒，
無論是個人或社團，都有責任和權利去從事此項工作，使救恩的屬神訊息，能在全世界被眾人認
識和接納。在一些只有透過他們，才能使人聽到福音和認識基督的情況下，這項任務便變得更為
迫切。在教會的團體中，他們的工作是如此需要，如果沒有它，牧者們的宗徒工作，很多次都不
能達到圓滿的效果。 (天主教教理 900)
傳教主日提醒我們有傳教責任和使命，把基督的信仰與人分享，延續基督救世的工程，使眾人都
能認識天主的真、善、美。

傳教主保
聖方濟各沙勿略

(St.Francis Xavier)

原是西班牙貴族，1534 年發聖願，並於 1540 年與朋友共同創立耶穌會。1541 年
受教宗委派，以「宗座欽使」的名義往葡萄牙所屬的亞洲教區工作後便忘我地工
作，積極地福傳。聖人以祈禱和愛德將基督的愛聖化回教徒和異教徒，從印度實
踐了福音的精神。由馬六甲、日本，到踏上往中國福傳之路, 最終於 1552 年熬不
住病魔纏繞，在上川島遺下未能聖化中國的願望而去世，享年四十六歲。
在方濟各十多年的傳教過程，奔走過的地域的廣大，感化人數之眾多，是傳教史
上的一個異彩，被教會尊為「傳教主保」。

里修的聖女小德蘭

(St.Thérèse Lisieux)

也是傳教主保之一，這並不是因為她曾到過何處，而是因為她對傳教有著一股特
別的熱愛；也因著她對傳教士在祈禱與信件上的支持。聖女的一生，可作為我們的
提醒：當人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時，那才是使天主國繼續茁壯的「小事情」。

聖德蘭修女宣聖奇蹟
在 2008 年，巴西若翰類斯卡伯羅軍醫在桑托斯醫院當值時，患
了腦疾的瑪撒連奴，因為癲癇病發作而緊急地被送來。顱骨電腦
掃描發現他的腦內有八個腫瘤。腦內有兩個腫瘤已經足以致命，
有八個腦腫瘤仍然生存的，相信是世界首個病例。瑪撒連奴因為
腦部積水、腫脹和腦液外溢，卡伯羅醫生要在做腦手術前，為他
先作引流手術。但在手術開始前，病人突然甦醒，並且再沒有需
要做手術。回到深切治療部時，卡伯羅醫生發現他情況穩定。在
服用幾天的抗生素後，他奇蹟地完全康復。
瑪撒連奴的家人要求醫生向醫學界發表聲明，說這是因真褔德蘭修女代禱的奇蹟，因為在準備為
他做手術時，他的家人為他向真福德蘭修女祈禱。
不是所有醫院的醫生贊成發聲明，但卡伯羅醫生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肯定，真福德蘭修女的
代禱醫治了這位瑪撒連奴，因為醫學上無法解釋這個突然的痊癒。他形容這是一個「非常事
件」。卡伯羅醫生深信在瑪撒連奴治療和康復期間幫助他的，是真福德蘭修女。
獲教宗方濟各邀請，卡伯羅醫生和瑪撒連奴出席真福德蘭修女 9 月 4 日的宣聖典禮。

歡迎牧職修女加入
寶血會賴秀清修女 Sr Cecilia Lai
9 月 15 日開始加入聖安德肋堂區牧職團。
我們熱切歡迎修女加入。

堂區大旅行
地點：大嶼山大澳
日期：10 月 1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早上 8:40
集合地點：地下禮堂

主日學
10 月 1 日假期，主日學放假一天。
其他慕道班及善會聚會是否放假，或是照常活
動，請參考活動一覽表。

傳教士分享會

林祖明神父 靈修講座

日期：10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7:30~10:00
地點：聖安德肋堂 ～ 禮堂
分享嘉賓：宗座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現於泰國服務）
內容：分享、祈禱等

日

期：10 月 19 日(三) 及 10 月 21 日(五)

地

點：聖安德肋堂 ～ 禮堂

時

間：星期三 (10am – 11:00am) 及
星期五 (8pm – 9:00pm)（重覆星期三的講座內

容）

步行籌款
『齊心建聖殿，共創新里程』。本堂為即將落成的明愛專上學院
內的小聖堂舉辦步行籌款。日期為 201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
下午 2 時起步，由聖安德肋堂前往調景嶺的明愛專上學院。步
行贊助表格將由 10 月 8 日起，每台感恩祭後於地下大堂派發，
請大家踴躍支持。詳情請參閱地下大堂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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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正委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在民主制度內，政權應向人民負責。代表人民的組織必須受有效的社會機制監管。落實
監管最重要的方式是自由選舉、選舉和更換人民的代表。當選者有責任向人民交待他們
的工作，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重要元素，也是當選者尊重選舉協定的表示。(408)
政黨有任務促進廣泛參與，並使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公務。政黨應理解公民社會的期望，
使這些期望導向大眾福祉，並讓公民能有實際機會為公共政策的制定作出頁獻。政黨內
部組織必須奉行民主，並具有作政治整合及策劃的能力。
全民公決定(即公投)是另一種政治參與的機制，人民可藉此直接作出政治決定。當社會生
活遇上重大決定時，代表制度並不排除直接問准人民的做法。(413)
資訊是民主參與最主要的工具之一。若不明白政治團體的狀況、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問題
本身，政治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在這社會生活微妙的一面，務要確保能有真正的多元性，
保證資訊及傳播的各種方式/工具的存在。同樣，也需有合適的法律，使得人們能有平等
的條件，去擁有和使用這些工具。在諸多妨礙人們獲得客觀資訊的現象中，應特別注意
的是新聞媒體被少數人或集團所控制。當這種現象與政府行動、金融和資訊組織掛勾時，

便會危及整個民主制度。(41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二零一六年 十月份

星期四

星期五

堂區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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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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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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1:30p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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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孩領洗 2:30pm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明愛小聖堂步行籌款
籌備組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延續 (楊)
8:00pm (1/2 室)
B 班信仰小團體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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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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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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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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9:15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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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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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2:3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2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3/4 室)
慕道班 (盧,呂)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慕道班 (盧,呂)
(7 室)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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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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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 12:00pm (12/13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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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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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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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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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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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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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靈修講座 6 (Fr. B)
10:00am-11:00am (禮堂)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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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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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7:00pm (16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慕道班 (梁) 8:00pm (12/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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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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p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15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 晚上 6 時彌撒中舉行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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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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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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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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例會 5:30pm (12/13 室)
傳教分享會 7:00 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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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青年聚會 7:00pm (禮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主日學 P.1 2:00pm (禮堂)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堂家組 8:00p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6 傳教節主日

堂區旅行集合 8:40a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日課小組 7: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堂家組 6:00p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葡萄園聖詠團 1:45pm (1/2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星期六
1

21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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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主日學 4:30p (1,2,3,4,5,12,13,14,16 室)
主日學 4:30pm (聖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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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靈修講座 5(Fr. B)
8:00pm-9:00pm(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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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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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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4:15pm (15 室)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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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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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