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份

慈悲特殊禧年閉幕彌撒

日期

時間

聖堂

主禮

11 月 6 日(日)
11 月 12 日(六)
11 月 12 日(六)
11 月 13 日(日)
11 月 13 日(日)
11 月 13 日(日)
11 月 13 日(日)

下午 2 時
下午 3 時
下午 6 時
上午 11 時半
下午 12 時半
下午 2 時
下午 6 時

大嶼山聖母神樂院聖堂
西貢鹽田梓聖若瑟堂
九龍塘聖德肋撒堂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青衣多默宗徒堂
香港仔聖神修院小堂
中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院長高豪神父
陳志明副主教
楊鳴章輔理主教
慈悲傳教士歐陽輝神父
湯漢樞機
夏志誠輔理主教
湯漢樞機

聖安德肋堂主保慶典
九日敬禮

由 11 月 11 日至 19 日 晚上 7:30 至 9:30
內含個人及團體祈禱、聖體降福及修和聖事

彌撒
茶聚

11 月 20 日（星期日）中午 12:00，由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主禮
彌撒後在禮堂舉行，(購票每張$50)

聖安德肋宗徒
聖安德肋是宗徒也是殉道者，名字意謂著「勇氣」。他
是加里肋亞漁夫若望的兒子，同時是西滿伯多祿的兄弟。
他蒙耶穌召喚前是洗者若翰門徒，居住在葛法翁。但是當他認出耶穌就是他們所期待的默西亞之後，便立
即將主引薦給他的兄弟西滿伯多祿。聖人與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在當時組成了耶穌的第一批門徒，後被
選為宗徒。在耶穌的公開事件中，聖人的名字曾多次被提及。按初期教會歷史家的記載聖人領受了由聖神
而來的神恩後，先在卡帕多細雅（Cappadicia）、迦拉達、彼提尼雅（Bithynia）、叔提雅（Scythia）傳教，
而後轉往拜占廷。聖人的宣講足跡也曾履及特瑞斯（Thrace）
、馬其頓、帖撒肋（Thessaly）與阿該雅（Achaea）
。
最後，聖人在阿該雅的帕特雷（Patrae）領受了殉道冠冕。相傳他是在羅馬官長 Aegeas 的命令下，被判處
X 形的十字架之刑。一般相信聖人是在尼祿皇帝任內，也就是公元 60 年的 11 月 30 日殉道的。
希臘正教會奉聖安德肋宗徒為主保。
公元 357 年，聖人的聖髑由希臘的巴達斯 Patras 的聖安德肋聖殿運到君士坦丁堡，
存放於當地的教堂。十三世紀初，君士坦丁堡被法國佔領後，聖髑亦由君士坦丁堡運
到意大利南部山城亞馬爾菲 Amalfi 的聖安德肋大教堂。教宗真福保祿六世曾於 1964
年，把一直珍藏在聖伯多祿大殿內的聖安德肋的頭骨聖髑送回希臘派特拉索城 Cable
City 希臘正教的主教手中。相傳聖安德肋宗徒就是在這裏被釘十字架殉道的。
聖安德肋的頭顱骨現存放希臘正教佩特雷的聖安德肋聖殿。

明愛專上學院彌撒
11 月 2 日至 12 月 7 日，每逢星期三，
中午 12:15 分，在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舊校舍
十樓小聖堂舉行彌撒。歡迎參與。

堂
區
消
息

朝拜聖體
11 月 3 日（星期四）
，
晚上 8 時，
在聖堂明供聖體，
歡迎大家來祈禱。

主日學休假
11 月 12 日及 19 日休假，
請各位家長留意。

信仰靈修書籍售賣
11 月 13 日 (星期日)
聖保祿孝女會到本堂區售賣書籍。
歡迎各位參觀選購。
家長可為子女選購合適書籍，
並嘗試共同閱讀。

『齊心建聖殿，共創新里程』
步行籌款
為明愛專上學院小聖堂
11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在聖安德肋堂起步，
前往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

林祖明神父 靈修講座
日 期：11 月 25 日(五) 及 11 月 30 日(三)
地 點：聖安德肋堂 ～ 禮堂
時 間：星期五：10am – 11:00am 及 星期三：8pm – 9:00pm（重覆星期五的講座內容）

善別週年追思彌撒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晚上 8 時正 (聖堂)
永光照之

息止安所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本堂亡者名冊
羅 四
林淑德
徐勵勵
張靜賢
黃智仁
龔蕙芬
陳 珪
羅己招
曾錦泉
廖少芬

蔡致中
余漢輝
李 妹
林石發
何 好
鄭世良
龐桂仙
李揚人
鄭錦濤
周烱進

馮萬光
葉玉珍
麥 潔
麥 妹
呂安度
羅佩瑜
徐新莉
冼惠賢
何翠霞

徐炳泉
林竹蘭
吳芝女
詹立遜
李漢強
黃 要
張心和
張靜儀
鄺健進

黃振亮
黃良友
陳婉娥
盧 裕
曾夢霜
謝登堡
吳美妮
陳曼萍
羅國領

趙雪蓉 鍾秀英 余 炳
何五嬌 梁 廣
蕭振揚 梁傑麟 鍾 林
梁 賞 周玉英
賴秀雲 劉恩娣 李 添
周寶田 周淑明
陳金枝 趙 恩 梁麗芳
謝素馨 朱裕強
潘啟智 馮素芳 吳麗芳
湯弟章 白樹添
張新棠 林志道 葉 斯
周廷培 朱 生
區 榮 伍清芳 Reginaldo Sonny Bugo
胡珊珊 徐子琪 凌隆豐
老家發 鄭日明
朱 仁 孫敏霞 馬鳳貞
謝思敏 吳巧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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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社勞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和平於世通諭》1963 年

聖教宗若望廿三世

……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體，如能基於三種權力的分界，以適應政府權力的三種主要
任務，乃為最符合人性要求者；因為在此政體之下，不獨政府的職權，即普通人民與政
府公職人員間的關係亦都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人民對於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亦由是而
可獲得保障。
……然而，為使這種法治體制能產生實益，政府應以適當的行動及方法善盡自己的責職，
按照國家實際的情況以解決所遇的一切困難。為達到此目標，立法機構，不論實際情況不
斷的演變，總不得忽略倫理秩序、憲制法則，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構則需要熟知
所訂法律，審慎權衡情況，使凡事都能普遍按法執行；司法機構於判斷時，則應公正無私，
不受任何一方的威迫利誘。國家的真正秩序，不獨需要中間性社團，並且需要每個國民，
都能在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上──不論是有關私人間，或人民與政府官員間之事上──獲
得法律有效的保護。

《百年通諭》2003 年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44. 教宗良十三世明白，為要保持人所不可或缺的靈性與現世活動，能正常發展，便有
需要先訂定一套正確的國家理論。因此，
「新事物」通諭特闢一段，數陳立法、行政、
司法等三權之分立；為當時的教會訓導中是一項嶄新的觀點。通諭中三權排列的次
序正好反映出人之社會本性的現實一面︰渴求立法功能可以保護眾人的自由。為達
到此目的，三權均應受到互相約束，由各自的責任範圍去規限其他權力。這也就是
所謂「法治」原則，標榜法律的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的意願。

至於真正的民主，只能向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的法治政府中去求取；……前者乃通過
真正理想的教育和培養，而後者則通過參與式，和分擔責任式的結構的建立。……如果
沒有終極真理去引導與指引政治活動，則思想和信念將易於為權力的理由，而受到操縱。
正如歷史所宣示那樣，沒有價值觀的民主政治，終將流為極權主義，分別只在於公然為
之或是遮遮掩掩吧了。

星期日

星期一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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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2
3
4
諸聖節彌撒
追思已亡節彌撒 翠林基基團 2: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7:30am 及 8:00pm(聖堂) 7:30am 及 8:00pm(聖堂)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堂家組 6:00p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3/4 室)
(16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延續 (楊)
(1/2 室)
8:0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3/4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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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慕道班(梁)8:00pm(12/13 室) 攝影小組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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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步行籌款小組 8:00-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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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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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孩子們的心聲講座 2: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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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傳道組 1: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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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關社組 2:30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B 班信仰小團體
8: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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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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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聚會 7:00pm (禮堂)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9:30pm(聖堂)
20 基督普世君王節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梁)8:00pm(12/13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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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盧,呂) 8:00pm
步行籌款小組 6:00pm (禮堂)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5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3/4 室)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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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9:30pm(聖堂)

16

17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維修小組 8:3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18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9:30pm(聖堂)
19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明愛專上學院步行籌款開步禮 2: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禮堂)
(3/4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8:00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9:30pm(聖堂)
7:30-9:30pm(聖堂)
7:30-9:30pm(聖堂)
7:30-9:30pm(聖堂)
7:30-9:30pm(聖堂)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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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籌款小組 12:00pm (12/13 室)
主保瞻禮 彌撒 12:00pm (聖堂)
主保瞻禮 茶會 1: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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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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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梁)8:00pm(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靈修講座 7Fr. B)
10:00am-11:00am (禮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6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1/2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13 室)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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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候洗者避靜 9:00-2:00pm (鳴遠中學)
步行籌款小組 8:00-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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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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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11:45am (3/4 室)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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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梁)8:00pm(12/13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7 室)
頌點核數組 1:30pm (1/2 室)
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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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7,1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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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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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籌款小組 6:0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5 室)
日課小組 7:00pm (7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聖堂)
明愛賣物會籌備會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厚德基基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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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賣物會九龍區
聖保祿孝女會售賣書籍 (早上 地下大堂)
步行籌款小組 8:00-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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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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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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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星期六
5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靈修講座 7Fr. B)
8:00-9:00pm (禮堂)

24

25

善別週年追思彌撒
8:00pm (聖堂)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7:30-9:30pm(聖堂)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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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7,1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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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步行籌款小組 6:00pm (禮堂)
攝影小組 7:00pm (3/4 室)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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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 關閉聖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