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七年

六月份

聖神降臨節 6 月 4 日
由救恩計畫的開始直到完成，聖神都是與父和子一起工作。不過，只在子為
贖世而降生所開始的「末期」內，聖神才被啟示、賞賜、承認及接納為一個
位格。於是，這項在基督──新創造的「首生者」和元首內所完成的天主計
畫，是因著聖神的傾注而實現人間：教會的形成、諸聖的相通、罪過的赦免、
肉身的復活和永生。(686)
聖神的七恩是：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和敬畏天主。七恩的圓滿乃歸屬於基
督、達味之子。七恩使領受的人德行完備，並達致完美的境界。七恩使信徒
溫順良善，爽快地隨從天主的啟發。(1831).
天主教要理書《一扇新門》裏，堅振聖事的一課中，聖神七恩可歸納為：
一. 最後晚餐中耶穌說要派遣聖神，幫助門徒了解祂所說的話。這是帶來天主「光」的恩惠，
使人日益了悟天主的真理。
聰敏、超見、明達、上智都與天主之光有關，助人明白祂的真理，明白祂對我的旨意。
二. 耶穌又屢說，聖神是「護慰者」
，即帶給人「安慰」
，這可成為精神的力量，使人有勇氣
按天主旨意去行。

但若明白耶穌對我的要求，沒有力量實現，還是無用，所以祂又賜與敬畏、孝愛、剛
毅的精神力量。

天主聖三節 6 月 11 日
教會邀請我們慶祝這偉大又神聖的天主聖三節。教會要求我們有意識地默想這奧
妙的信仰大事，認真反省我們在天主前的寵幸，體驗天主對我們的大愛，同時更
敏銳地覺察到天主聖三真實地臨在於我們平凡日常的生活中。天主聖三絕對地超
越我們，但祂卻願意與我們打成一片，在我們生活的任何狀況下從不間斷地與我
們同在。這是偉大的奧秘，這是超凡的信仰，這是天主對我們的寵愛。

梵諦岡廣播電台張德福神父

天主是永遠的幸福、不朽的生命、永不消逝的光輝。天主是愛：父、子和聖神。天主自由地要
傳授祂幸福生活的光榮。這就是祂慈愛的計畫，是一項在創世以前已在祂愛子內擬定好的計畫，
「這項計畫是「在萬世以前……已賜予我們的恩寵」(弟後 1:9‐10)，而其根源就是聖三的愛。
這愛彰顯在創造的工程中，在人類墮落後的整個救恩史中，在聖子的使命中，在聖神及其透過
教會而延續的使命中。
天主整個的救恩工程，是共同又是個別的工程，使人一方面認識天主三位的特性，另一方面又
認識祂們共同的本性。同樣，整個基督徒生活也是跟聖三每一位的共融，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祂
們分開。誰光榮聖父，是透過聖子在聖神內光榮祂；誰跟隨基督，是因受到聖父吸引和受到聖
神推動而跟隨祂。
天主整個救恩工程的最終目的，就是所有受造物都能進入真福聖三的圓滿一體中。但如今我們
已被召叫，要成為至聖聖三的寓所，主說：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
他那裡去，並要在祂那裡作我們的住所」

天主教教理 256-260

紀念六四彌撒
6 月 2 日 (星期五) 晚上 8:00
舉行紀念六四彌撒，為中國的和平與
公義求恩。 同時堂區將於禮堂舉行
六四展覧，歡迎各位出席。

堅振聖事彌撒
6 月 3 日(星期五) 晚上 6:00
施行堅振聖事
由楊鳴章助理主教主禮

誠邀教友投票選出新一屆堂區議會成員
投票者必須年滿十八歲，在本堂已登記戶
籍的教友。投票日期為 7 月 9 日 (星期日)
下午 1:30，在堂區週年大會中投票。

教友培育班
兒童初領聖體彌撒
6 月 17 日 (星期六)
下午 4:00
為主日學學生舉行兒童初領聖體
彌撒。

耶穌聖心節彌撒

（林勝文神父主講）
主題：重溫修和聖事
6 月 3 日 (星期六) 晚上 8:00–9:30 和
6 月 6 日 (星期二) 早上 10:00–11:30 (重温)
主題：加音和亞伯爾
6 月 17 日 (星期六) 晚上 8:00–9:30 和
6 月 20 日 (星期二) 早上 10:00–11:30 (重温)

6 月 23 日（星期五）
早上 7 時半及晩上 8 時有彌撒。

GraceFULL 青年唱聚

主日學～暑假
主日學 2016-17 年度 6 月開始放暑假。
但主日彌撒並沒有暑假。請各位家長
留意，應在主日繼續帶同子女準時參
與主日彌撒。

6 月 9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 GraceFULL
聖經分享聚會。內容包括：晚餐、小組聖
經分享、歌詠祈禱等。主題是「認識耶穌
的喜訊」，讓參加者體會耶穌的喜訊在個
人生命中的意義。神師林柏榮神父。誠意
邀請 18 歲以上的年青人參加，亦歡迎教
友邀請對天主教信仰有興趣的親友參
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
願國家領袖能堅決致力終止那傷害
許多無辜者的武器交易。

紅十字會將於堂區禮堂設置捐血站，請各
位教友踴躍捐血補充香港嚴重短缺的血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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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410 當政者不應忘記或輕視政治代表制度的倫理幅度，這幅度包括一份決心、要完全
地分擔人民的命運，並尋求方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這樣看來，負責任地行使權
力也就是以德行（忍耐、節制、溫和、仁愛、力行、分享）去行使，使得權力能
夠落實成為服務人的工具。負責任地行使權力也指執政者能以大眾福祉作為他們
工作的真正目標，而非為聲譽或個人利益。
411 在民主制度各種缺陷之中，政治腐敗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因為它一併背棄了道
德原則和社會公義的常規，損害國家的正確功能，為當權者和被管治者的關係帶
來負面影響。它引致人民對公共機構愈來愈不信任，引致人民日益不喜歡政治和
政治的代表，結果削弱公共機構的能力。腐敗徹底歪曲代表制度的功能，把這些
制度變成為「顧客要求」與「政府服務」之間的政治交易場域。這樣一來，政治
決定便會利於那些有途徑影響決策的人，偏重他們狹隘目標，有礙為所有人民謀
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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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翠林基基團 2:00pm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2/13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 室)
(1/2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六四彌撒 8:0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堅振 聖事 6:00pm (聖堂)
&4:00pm(禮堂)
堂家組 8:0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7:00pm (7 室)
教友培育 8:00pm (聖堂)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4 聖神降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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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插花組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pm (15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5
6
慕道班 (莫) 10:30am 教友培育
(1/2 室)
10:00am (聖堂)

星期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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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rewtko@gmail.com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星期五

1

3

朝拜聖體 (聖堂)

上午 8:00 至 晚上 8:00

7

8

9

10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青年聚會 7:00pm
(3/4,5,14,15 室,禮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慕道班 10:30am (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主日學初領聖體 修和聖事 4:30pm (聖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4: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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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3/4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延續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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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軍基督之母~青年服務
4:15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靈修培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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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聖三主日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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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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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聖母軍基督之母~青年服務
4:15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7 室)
聖雲先會 8:00pm(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3:00pm (聖堂)
初領聖體聖事
4:00pm(彌撒) & 2:00pm (禮堂)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教友培育 8:00pm (聖堂)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聖體聖血會 8:30pm
(16 室)

基基團聨會 12:00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康) 500pm (禮堂)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6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18 基督聖體聖血節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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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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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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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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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培育
10:00a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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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軍基督之母~青年服務
4:15pm (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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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耶穌聖心節彌撒
7:30am 及 8:00pm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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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軍基督之母~青年服務
4:15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攝影小組 7:30pm
(1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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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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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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傳導組 教理研習工作坊 1:00pm (禮堂)
聖體聖血會 1:30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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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24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 教理研習工作坊 1:00pm (禮堂)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