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份

諸聖瞻禮、追思已亡諸聖、基督普世君王節《天主教教理》
961. 「諸聖的相通」也指「諸聖」在基督內的共融，祂「為一切人而死」
，以致每人在

基督內及為基督而作的或忍受的一切，為眾人都有效益。
962. 「我們相信所有基督信徒們的共融，即那些在此世作旅客的，那些在淨煉中的亡
者，以及那些在天堂上享真福的，共同形成的獨一教會。 我們相信在這共融中，
充滿慈悲和仁愛的天主及諸聖不斷地聆聽我們的祈禱」。
1053. 「我們相信在天堂上，圍繞耶穌和瑪利亞的眾多靈魂組成天上的教會，他們在那
永恆的真福中，看見天主實在怎樣，同時他們以不同的程度與眾聖天使聯合，一
起跟榮耀中的基督執行天主的統治，他 們以手足之情的關懷，為我們轉禱，扶
Jesus Christ Pantocrator
基督：救世主與審判
持我們的軟弱」。
者
1048. 「對大地及人類終窮的時刻，我們一無所知，亦不知萬物將如何改變。但為罪惡所玷污的這個世界的
面目，必將逝去。我們可從啟示得知，天主將替我們準備一個新的住所、新的天地，那裡正義常存，
幸福將要滿足並超出人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和平的願望」。
1049. 「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僅不應削弱，而且應增進我們建設此世的心火。因為新的人類大家庭的雛
型，是滋長發育在今世的，並已能給予人一些新天地的預象。故此，現世的進步雖然與基督王國的廣
揚有其分別，但就現世的進展而論，它有益於改善人類的社會，故此，極為有利於天主的王國」。

諸聖節彌撒

追思已亡節彌撒

11 月 1 日(星期三)

11 月 2 日(星期四)

聖安德肋堂

(粵語)

早上 7:30 及 晚上 8:00

早上 7:30 及 晚上 8:00

明愛專上學院

(粵語)

中午 12:30

中午 12:30

聖雲先堂

(英語)

晚上 8:00

晚上 8:00

聖安德肋堂區
善別週年追思彌撒 11 月 23 日 (星期四) 晚上 8 時正 (聖堂)
1/11/2016 ~ 31/10/2017 亡者名冊
余伯勁
許智行
羅佩芳
黃娟鳳
李家暉
黎 錦
周錦德
李家桁
黃佩霞
程 天

蘇寶寶
李 瑩
楊永祿
陳錦蘭
梁玫瑰
劉偉雄
阮日仟
何永森
曾繼治
何愛珠

陳運生
陸志生
馬潔蘭
梁潤海
何 滿
嚴來娘
韋雲華
陳 錕
陳建義
邵小姍

陳 剛
梁寶瑛
何俞英
李金娣
陳鳳蓮
黃介淮
曾有娣
陳鄭麗霞
唐錫斌

蔡芸蓉
伍廣憲
馮慧嫻
吳惠強
馮淑儀
何麗萍
張 祥
李富強
黃訪經

劉國偉
許賢申
彭業威
伍緒玉
萬擎漢
陳熾明
吳馮蓮娜
李承禧
梁家亮

李汀坤
羅斯智
黃秀琼
陳素貞
梁燕儀
陳 明
鄭敏婷
陳昌德
劉五女

蘇德允
黃 壽
李月華
劉煥安
譚麗珍
李鄭琴珍
李子堯
江明德
汪燕清

聖安德肋禱文
聖安德肋，你是第一位門徒，
最先認出了耶穌，天主的羔羊，
並跟隨了祂；
你和你的朋友聖若望，
從那一天起便終身隨伴主耶穌直到永遠，
你亦曾引領你的兄弟伯多祿及其他人，
認識基督。
求你也引領我們歸向祂；
更求你教導我們，
因著對主耶穌基督的愛和奉獻，
引領別人到祂跟前，求你幫助我們，
明白十字架的意義，
並甘心情願地背起我們每天的十字架，
讓這十字架，帶領我們到耶穌跟前。
亞孟。

聖安德肋主保瞻禮慶典

九日敬禮

由 11 月 9 日至 17 日 晚上 8:00 - 9:00
聖堂
包括讀經，簡短講道、個人祈禱、聖體降福及修和聖事。

靈修講座 ~「聖事靈修」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晚上 8:00 - 9:30
神師--溫國光神父

主保慶典彌撒

11 月 19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彌撒後茶聚

GraceFULL 青年唱聚
日
期：11 月 10 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 7 時半 本堂禮堂
主
題：
「開啟天主的禮物」
內容包括：晚餐、小組聖經分享、歌詠祈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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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假期
11 月 11 日及 11 月 18 日聖安德肋堂主
日學放假。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地下禮堂
本堂禮堂

願祢受讚頌
183. 環境影響的評估，應該優先於商業計劃案，或特殊的政策、計劃或方案的制定。環境評估
自始就應是整個過程中的一部分，而評估的進行應是跨學科的、具透明度的和不受任何經
濟或政治壓力左右。評估應涉及到工作條件的研究，須考量對人的身心、本地經濟和大眾
安全的可能影響。若能評估各種潛在可能的情況，及為糾正不良影響所需的額外投資，經
濟回報的預測將會更貼近現實。不同利益之相關者應總能達成共識，並提出多種方案、解
決辦法和替代方案。本地居民在參與評估中應佔一席特別位置，他們關心自己和子女的將
來，及考慮以超越即時經濟利益為更長遠的目標。我們要停止以「介入」的思考模式來保
護生態，為要給予相關人士作政策上之思考及辯論的空間。為使相關人士能積極參與，他
們必須完全知曉計劃的內容、風險及可能性等資訊；參與者不只參與初步的決定，也參與
包括所有後續的行動和持續的監測過程。在有關科學和政治的討論中，需要公開透明，不
應只限於某項特定計劃在法律上是否容許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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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 教會的社會教導發展於十九世紀，正是福音與現代工業社會相遇，與消費物資生產的新結
構，與社會、國家、權利的新概念，與勞動和財產的新形式相衝擊之時，教會的社會教導，
在經濟、社會事務上的發展，証實教會教導的持久性價值，同時証實教會恆常生活而主動
的聖傳的真正意義。
2425. 教會在現代已揚棄那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聯合的極權主義及無神主義。此外，教
會也拒絕「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把市場的法則視為比人的工作更重要的作法。只憑
中央企畫來控制經濟，將敗壞社會關係的基礎；經濟的控制專憑市場的法則，並不能實施
社會主義，「因為很多人性方面的需要，並不能由市場來獲得滿足」。需要按照正確的價值
等級，並為了公益，鼓勵一種市場和經濟創業活動的合理控制。
2242. 假如政府擅自越權、欺壓國民，國民不應拒絕實踐為促進公益的客觀要求。然而，國民有權
維護自身及其他國民的權利，免受政府濫用權力的危害。不過應尊重自然律及福音原則所
畫定的界限。
2317. 不義、經濟或社會制度的過度失衡、嫉妒、不信任及傲慢，在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蔓延，
便不斷威脅和平並引發戰爭。為剷除這些失序而作的任何努力，有助於建設和平及避免戰
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份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三
1

追思已亡節彌撒 朝拜聖體 (聖堂)

10

11

青年聚會 7:00pm
(3/4,14,15 室,禮堂)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聖安德肋堂 (粵語)
7:30am & 8:00pm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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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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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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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祭會 1:30pm (12/13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聖物服務組 1:3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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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上智之座支團䏜務
慕道班 (李) 2:30pm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7 室)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1/2 室)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B 班信仰小團體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8:00pm (3/4 室)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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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6:15pm (5 室)

星期六
4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維修保養小組
8:30pm (3/4 室)

上智之座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星期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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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P.1 3:00pm (聖堂)
慕道班 (葉) 8:00pm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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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30pm (鳴遠中學)
(16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16 室)
主日學 修和聖事 4:3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5:3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00pm (12/13 室)

諸聖節 彌撒
聖安德肋堂 (粵語)
7:30am & 8:00pm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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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

慕道班延續 (楊)
8:00pm (1/2 室)

9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上午 8:00 至 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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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靈修 2:00pm (禮堂)

慕道班 (林) 8:00pm
(16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8:00-9:00pm (聖堂)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8:00-9:00pm (聖堂)

8:00-9: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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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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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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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12:45pm (1/2 室)
點核數小組 1:30pm (3/4 室)
傳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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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上智之座支團䏜務
4:00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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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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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7:30pm
(12/13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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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6:15pm (5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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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誦唸日課彌撒後 7:00pm(聖堂)
8:3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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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主保九日敬禮

教友靈修培育講座

8:00-9:00pm (聖堂)

8:00-9:00pm (聖堂)

8:00-9:00pm (聖堂)

8:00 - 9: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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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德肋主保瞻禮慶典彌撒

12:00pm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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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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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室)
輔祭會 11:0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8:00-9: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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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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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6:15pm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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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支團䏜務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4: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7:00pm (1/2 室)
(16 室)
上智之座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 室)
新都城基基團
慕道班 (郭,夏) 8:00pm
8:00pm
(12/13 室)
聖言宣讀組 8:00pm
(3/4 室)

8:00-9:00pm (聖堂)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善別追思彌撒
8:00pm (聖堂)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26 基督普世君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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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洗者避靜 8:30am 出發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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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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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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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pm (3/4 室)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接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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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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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之座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陳) 10:15am
慕道班 (龍) 10:30am
7:00pm (16 室)
(7 室)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屠)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1/2 室)
(7 室)
4:15-6:15pm (5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福傳小組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慕道班 (Iris) 8:00pm
(1/2 室)
(12/13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7 室)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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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8:00-9: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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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葡萄園聖詠團 9: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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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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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 聖體班 4:3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5:30pm (禮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青年聚會 8:30pm
( 5, 14, 15, 16 室)
聖母軍彌撒
8:00pm (聖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