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份

將臨期
524. 教會每年在舉行將臨期禮儀時，就在實現對默西亞
的這種期待：藉著參與對救主第一次來臨的長期準
備，激發信徒們對祂第二次來臨的熱切願望。教會
藉著慶祝前驅的誕生和殉道，認同他的願望：「祂
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若 3:30)。

耶穌聖誕
耶穌生於貧苦的家庭、在一個卑陋的馬槽中誕生；純樸的牧人們就是這事的首批見証人。在這樣
的貧窮環境中顯示了上天的光榮。教會不斷地歌頌那一夜的光榮。
在天主前「變成像嬰孩那樣」，乃是進入天國的條件；因此我們必須自謙，變成小孩；而且，還
須「由上而生」(若 3:7)，即由天主而生，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12)。當基督在我們內「形
成」時，聖誕的奧跡就在我們內完成了。聖誕就是這種「奇妙交換」的奧跡。

耶穌受割損
耶穌於誕生後第八天所受的割損禮，乃表明祂隸屬亞巴郎的後裔、隸屬盟約的子民。這個割損標
記乃是「基督受割損」，即洗禮的預象。
主顯節
顯示耶穌是以色列的默西亞、天主子，以及世界的救主。此慶節將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和加納婚宴，
連同東方「賢士」來朝拜耶穌的事件一起慶祝。在這些代表四周其他民族的「賢士」身上，福音
看到了那些因聖言降生成人而接受了救恩喜訊的國家的初果。賢士們到耶路撒冷來朝拜猶太人
的君王，顯示出他們在達味之星的默西亞之光照下，到以色列來尋找將要成為萬國之君的那一
位。他們的來臨是在表明，除非轉向猶太人並接受他們記載在舊約中有關默西亞的許諾，他們將
不能認識耶穌，並朝拜祂為天主之子和世界的救主。主顯節顯示「天下萬民都進入古聖祖們之家」
並獲得以色列人的尊榮。

《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
教宗方濟各 宗座勸諭
73. 「婚姻聖事的彼此交付是建基於聖洗的恩寵。藉著聖洗，人與基督在教會內訂立了基本的盟約。藉著彼此
接納，並在基督的恩寵扶助下，夫婦彼此承諾完全的自我交付、忠貞不渝、向新生命開放。夫婦認同這
承諾是婚姻的構成要素，是天主的恩賜；他們因天主的名，並在教會面前，認真對待雙方的承諾。如此，
藉著信德，夫婦領會到美好的婚姻在於他們信守承諾，而婚姻聖事的恩寵有助他們堅守這些承諾。因此，
教會視夫婦為整個家庭的中心，而家庭則注目看耶穌。」聖事不是某種「物件」或「力量」，因為是基
督親自「藉婚姻聖事，與基督徒夫婦相遇。基督同他們在一起，賦予他們力量，使他們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追隨祂，跌倒後再站起來，互相寬恕，彼此背負對方的重擔。」基督信仰的婚姻是一個標記，不僅展
示基督怎樣藉著祂在十字架訂立的盟約愛了教會，亦使這愛臨在於夫婦之間的共融。夫婦成為一體，體
現了天主聖子與人性的結合。如此，
「祂使他們在愛情和家庭生活的喜樂中，在今世就預嘗羔羊的婚宴。」
“納匝肋的聖家是一所學校，在那裡我們開始學習耶穌的生活，這是讓我們學習福音
的學校……首先它給我們的一課是靜默，但願我們恢復對靜默的重視，這是心靈上
不可缺少寧靜氣氛……另一課是家庭生活，納匝肋教導我們甚麼是家庭，甚麼是愛
的交流，甚麼是家庭簡樸而平實的美，以及其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點……另一課是
工作，啊！納匝肋「木匠之子」的家！在你這裡，我們希望了解並宣告那雖嚴厲卻具
救贖效能的勞作……；最後，我們要向全世界的工人致敬，並向他們推薦一位偉大的
模範，就是他們那位身為天主子的長兄。”
(天主教教理 533)

12 月 8 日（星期五）

聖母無玷始胎節彌撒

聖安德肋堂 上午 7:30 及 晚上 8:00

將臨期避靜

明愛小堂 下午 12:30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日期：12 月 17 日（主日）
時間：上午 9:00 時 ~ 中午 12:30
地點：明愛專上學院
神師：林勝文神父
主題：「古聖若瑟」
歡迎參加。

12 月 23 日及 12 月 30 日放假,
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堂區消息

明愛小堂主日學
12 月 24 日及 12 月 31 日放假,
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聖安德肋堂區
將臨期 及 聖誕期 修和聖事、彌撒及活動時間表
禮儀 或 活動
修和聖事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日期 / 時 間
12 月 17 日 (主日) 下午 2:00 至 5:00
12 月 26 日 (二)
下午 2:00 至 4:00

(粵 語 )
12月23日(六) 將臨期第四主日提前彌撒 黃昏 6:00

地 點
聖安德肋堂
聖安德肋堂

聖安德肋堂

明愛小聖堂

12月24日(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上午 7:30、9:00、10:30、中午 12:00

上午11:00

12月24日(日) 聖誕前夕彌撒

晚上 6:00、9:00、子夜 12:00

晚上9:00

12月25日(一) 聖誕節彌撒
12月30日(六) 聖家節提前彌撒
12月31日(日) 聖家節彌撒
2018年1月1日(一) 天主之母節彌撒

禮儀 或 活動

聖誕前九日敬禮彌撒
修和聖事
將臨期第四主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聖誕節提前彌撒
聖誕節彌撒
聖家節提前彌撒
聖家節彌撒
謝主彌撒
天主之母節

上午 9:00、10:30、中午12:00
下午 2:30（嬰孩洗禮）
黃昏 6:00
上午 7:30、9:00、10:30、中午 12:00
及 黃昏 6:00
上午 9:00

上午11:00
上午11:00
上午11:00

聖 雲 先 堂 (英 語 )
日期 / 時 間
12 月 15 日至 23 日 每晚 9:00
12 月 24 日 (日)
黃昏 6:00 至 8:00 晚上 10:00 至 11:00
12 月 23 日 (六)
黃昏 5:30
12 月 24 日 (日)
上午 8:30, 10:30
12 月 24 日 (日)
晚上 8:00, 子夜彌撒 12:00
12 月 25 日 (一)
上午 8:30, 10:30
12 月 30 日 (六)
黃昏 5:30
12 月 31 日 (日)
上午 8:30, 10:30
12 月 31 日 (日)
晚上 10:30
2018 年 1 月 1 日 (一) 上午 10:30

東九龍鐸區 各堂區 將臨期修和禮時間
耶穌復活堂
天神之后堂
聖愛德華堂

(2727 2962)
(2344 8817)
(2347 3239)

9/12/2017 (六) 3:00pm
9/12/2017 (六) 3:00pm
15/12/2017 (五) 8:00pm

聖雅各伯堂 (2348 7385)
聖若翰堂 (2344 6997)

16/12/2017 (六) 6:00pm
21/12/2017 (四) 8:00pm

「東九龍總鐸區慶婚姻週年感恩祭 2017」
12 月 10 日(星期日) 早上 10:00 至下午 5:30 在禮堂舉行培育講座，主題為「愛的盟約」
。
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 時 (下午 2:30 聖安德肋堂地下禮堂集合)
地點：聖安德肋堂 - 新界將軍澳常寧路 11 號
參加者必須參與 12 月 10 日(主日)的培育聚會及禮儀綵排：

時間
上午 10:15~12:15
中午 12:15~1:45
下午 1:45~3:30
下午 3:30~4:30
下午 4:30~5:30

內容
環節一：工作坊
自行午餐
環節二：講座
講解婚慶程序
禮儀綵排

主題：愛的盟約
講者 : 彭碧璇小姐
(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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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教理》
所有職務，應本著服務弟兄及忠於教會的精神，因著主的名義去執行。同時，每個人的良心，在
對其個人的行為作倫理判斷時，應避免受限於個人的想法。他應盡其所能，敞開心胸，念及眾人
的利益，依照道德律，即自然的和啟示的道德律，同時也應按教會的法律，以及教會訓導當局有
關倫理問題的權威性教導，所表示的意思。個人的良心和理性不宜與道德律或教會的訓導背道而
馳。2039.
有為數不少的男女，呈現著天生的同性戀傾向。同性戀並非他們刻意的選擇；正是這事實為他們
大多數人構成了一種考驗。對他們應該以尊重、同情和體貼相待。應該避免對他們有任何不公平
的歧視。這些人被召在他們身上實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們是基督徒，應把他們由於此種情形可
能遭遇的困難，與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結合在一起。2358
「男人和女人藉著夫婦本有而又獨特的行為，彼此互相給予的性，不 純粹是生理的事，而是關係
到人最內在之處。真正合乎人性的性行 為，必須包含著男人和女人彼此相許、至死不變的全部的
愛」。 2361
生育是一個恩賜，是婚姻的一個目的，因為夫妻的愛自然地傾向於生育。孩子不是夫婦之愛的外
在附加品，而是從夫婦彼此交付的核心而來的結晶與實現。因此，教會「站在生命的一邊」。教
會教導「任何婚姻行為都應該對生命的傳遞保持開放」。「教會訓導當局多次講的這端道理，是
基於天主所要而人不可擅自破壞的關係，不可拆散的關係把夫妻行為的兩種意義連在一起：結合
和生育」。2366
夫妻奉召傳衍生命，他們分享天主的創造能力及父性。「夫妻應將傳 生和教育子女，視為他們固
有的使命。他們應當知道，在履行這使命 時，他們是造物主的合作者，又是解釋者。因此，他們
應以人性的及 基督徒的責任感，滿全其任務」。2367.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二零一 七年 十 二 月份堂 區活動 一覽 表
堂區辦事處
電話：2623-5576

星期五
2

朝拜聖體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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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萄葡園聖詠團(兒童彌撒練歌) 3:00pm (聖堂)
主日學兒童彌撒 3:00pm (聖堂,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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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4:30pm (7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3/4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攝影小組祝福禮晚上 6:00 彌撒中
攝影小組 6:30pm (7 室)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7:30pm (3/4 室)

上午 8:00 至 晚上 8:00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傳真：2701-6736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電郵：standrewtko@gmail.com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3 將臨期第 1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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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12:00pm (15 室)
輔祭會 1: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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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將臨期第 2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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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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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將臨期第 3 主日
聖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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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0:30 am (3/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am (1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插花小組 12:00pm (15 室)
聖言宣讀組 1: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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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12/13 室)

24 將臨期第 4 主日(聖誕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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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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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堂區 101 聚會電影晚會 2:0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31 聖家節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16 室)
攝影小組 10:00am(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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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3/4 室)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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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上智之座支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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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培育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8

慕道班 (葉) 7:30pm
慕道班 (李) 2:30am (12/13 室)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6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7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11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3/4 室)
B 班信仰小團 8:00pm
(1/2 室)

12

13

14

景林基基團
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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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3/4 室)

上智之座支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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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3/4 室)
慕道班(Iris)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2:30am 慕道班 (葉) 7:30pm
(7 室)
(12/13 室)

18

19

20

21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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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 8:00pm
(7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慕道班 (李) 2:30am
上智之座支團服務
(7 室)
4:00pm (5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邵) 8:00pm
7:00pm (16 室)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上智之座 8:00pm
7: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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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星期六

1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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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
中學生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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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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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12,13,14,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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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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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主日學 P.1-P.5 3:00pm (禮堂)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6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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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家組 8:00pm (禮堂) 主日學 4:300pm (聖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3/4 室)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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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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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6

27

28

29

30

點核數小組
12:00 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3/4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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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之座支團服務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青年聚會 7:00pm
(14,15,16 室,禮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3/4 室)
攝影小組 4:00pm (12/13 室)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2:00pm 花園)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