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五月份

五月聖母月
以瑪利亞和聖神行動的獨特合作為出發點，教會發展出對天主之母的祈禱，
這祈禱集中在基督一生的奧跡上。在表達這祈禱的無數讚美詩和對經中，兩個動
向經常交替出現：一是「頌揚」上主在祂卑微的使女身上，和透過她而為全人類所
行的「大事」；二是將天主子女的懇求和讚頌託付給耶穌之母，因為她現在知道在
她內的人性，與天主子結合為一。2675
西方中世紀的虔敬發展了玫瑰經，作為取代時辰頌禱禮的一種普及大眾的方式。
2678

瑪利亞是完美的祈禱者，教會的典範。當我們向她祈禱時，我們便與她一起依附
天父派遣聖子拯救世人的計畫。就如那一位愛徒一樣，我們也接待那成為眾生之母
的耶穌的母親，到我們家中。我們可以與她一起祈禱，並向她祈禱。教會的祈禱可
說是由瑪利亞的祈禱帶動，並在望德中與瑪利亞的祈禱連結在一起。2679
《天主教教理》

家庭玫瑰經
堂區在五月聖母月舉行家庭玫瑰經，聖母軍團員將帶同聖母像到訪家庭，誦唸玫瑰經及
分享聖經。同時堂區將於五月三十日晚上八時舉行聖像出遊。歡迎教友參加。
聖母德敍禱文
聖母德敍禱文是教會對聖母的一篇讚頌詓歌。它的四十九句短句，揭示了聖
母的殊恩異寵，她的聖善生活，她的和藹慈祥，她的大能，她的慈母精神和天
地母后的輝煌顯赫。
逹味敵樓
古代的城都有巨牆圍繞，牆內興築堡壘，供瞭望敵情，拱衛城巿之用。達味敵
樓是古代耶路撒冷最堅強的堡壘。人類與地獄勢力的戰爭中，聖母是一座固
若金湯的堡壘，同時也是供應信徒各種武器的軍火庫。基督的勇兵在此提取
各種銳利的武器，如正義的甲、信德的盾、救恩的盔和聖神的劍，和撒旦對
抗。
象牙寶塔
象牙是古代最珍貴物品的一種，有錢人往往用象牙鑲飾他們的房屋；有時，一座建築物，
耗用了大量的象牙，便稱為象牙的房屋。因此，古時的象牙房屋，象牙宮殿等詞，含有
華麗、富貴的意義。「達味敵樓」、「象牙寶塔」二榮銜，是前後呼應，相得益彰的。
「達
味敵樓」使人想到戰爭，想到戰爭帶來的艱苦、犧牲；
「象牙寶塔」含有和平喜樂的意義，
它使人想到光榮勝利的果實。寶塔的高度、象牙的優點、象牙建築物的雄偉，都貼合聖
母理利亞的身份。

黃金之殿
在一般人眼中，黃金代表最寶貴的財物，古時宮殿廟宇等高貴建築都用黃金鑲飾。天主
替祂聖子建造宮殿時，也採用最貴重的材料；可是這貴重的材料並不是世上的黃金；世
上的黃金和祂的恩寵、祂的無窮愛情相比，簡直連糞土也不如。黃金是愛的象徵，所以
天主建造聖子的宮殿時，便用祂的無窮愛情作為材料；聖父、聖子、聖神三位的愛，天
主使用種種恩寵來鑲飾祂的聖子的宮殿。天主是愛，天主把祂烈火似的愛燃燒聖母的心，
把祂的愛火傳給聖母，因而聖母滿懷愛主的熱情，甘願為天主犧牲一切。黃金需要用火
煉淨，聖母的愛也像黃金般受磨煉。

堂區消息
關社愛德行動
堂區關社組將於 5 月 5 日及 6 日(星期六及日)
收集 1.食物包 2.超巿禮券，送贈以下機構和它們的服務對象。
同日，關社組也召募一同前往派發食物包的義工。
構：1. 胡頌恆神父的比薩派對 pizza party
2. 方濟廚房
3. 油麻地仁愛傳教女修會

機

食物包內容：1. 三罐 罐頭 (要附有開罐匙，或設易拉環，以方便露宿者打開罐頭)
2. 兩包 500 克以下的包裝麵
3. 一包 300 克以下的餅乾
派發 日期：5 月 20 日
歡迎教友參加。詳情請到大堂參閱海報。

Gracefull 青年唱聚

5 月 11 日(星期五) 晚上 7 時半舉行。
主題：「團體生活」
內容：小組聖經分享、歌詠祈禱等。
神師：林柏榮神父
讓參加者體會耶穌的喜訊在個人生命中的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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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振班學生避靜及修和 5 月 13 日(星期日)
時間：1:30pm–5:00pm。請同學準時出席。
施放堅振聖事

5 月 19 日(星期六) 聖神降臨節的黃昏 6 時提前彌撒中施放。
由陳志明副主教主禮。

主日學結業禮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將於 5 月 26 日(星期六) 4:00pm 至 5:00pm

初領聖體

6 月 2 日(星期六) 下午 4:00 彌撒中舉行。

主日學暑假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6 月 2 日開始放暑假。請各位家長留意。

避靜是什麼？
避靜（Retreat）一詞源於收回、撤退、取消和退回的意義。在天主教的傳統裏，避靜意味
著爲了淨化和升華自己的超性生命，達至永恒，獲得聖化而暫時離開俗世的紛擾，靜心
與天主在一起的美麗時光。在舊約中，當人蒙受天主的召叫向人類通傳天主的聖意時，
他需要“離開”生活的世界以及自己過往的生活方式去找到天主，聆聽天主的聲音，追隨
天主的足跡。所以，教會避靜的傳統從舊約時代便已經開始了。在新約中，耶穌基督在
約旦河受洗之後，在沙漠退隱了四十天，進行齋戒祈禱，在聖神帶領下，與天父神交密
談，準備自己的救贖使命。門徒們也同樣受到主的召叫，跟隨耶穌，離開自己熟悉的生
活和環境祈禱。聖保祿宗徒在歸化以後，進入沙漠曠野退隱了很長一段時間，準備自己
向外邦人的傳教使命。
避靜不是去聽課或聼道，念幾本靈修書籍，抄寫一些筆記，而是讓天主聖神通過神師循
循漸進的輔導，在避靜者的心中工作，使避靜者的心靈，在柔和的微風細雨中，在人生
十字路口的選擇時，抑或在生命狂風巨浪的挑戰與徘徊中，聽到天主的聲音，感受到聖
神之風的吹拂。真正的避靜是通過我們内心深度的反思與祈禱，保持心静、耳静、眼静、
口静，在靜謐的時空中，引領我們與天主建立更深的關係。在日常的生活中, 體會天主
的臨在, 在一切事情上, 看到天主的帶領，進而改變自己的生活。在繁忙的生活中，我
們需要在一個寧靜滋養的環境下與天主獨處，能讓我們專心注視著那位創造我們、愛我
們、以及為整個人類的救贖而工作和生活的天主，與他同行。因此，在物質生活日漸豐
富的同時，我們的靈性生命也需要得到健康的成長和滋養，一如耶穌所說的，“人生活
不只是靠餅，也靠天主的聖言。”
節錄自

《心之所屬，與主共融》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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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社會樂融融

《愛的喜樂》 論家庭之愛

教宗方濟各

由於缺乏體面和適當的居所，人們經常延後共結連理。我們應謹記：
「家庭有權利享
有體面的居所──適合於家庭生活，相稱於家庭成員人數，而其位處的環境應能為家
庭和社區生活提供基本的服務。」 家庭與住所，兩者是共存而不可分離的。由此可
見，不要只著重個人的權利，爭取家庭的權利也是重要的。家庭是社會不能缺少的福
祉，但應獲得保護。捍衛這些權利「是教會先知性的呼籲，以確保家庭制度受到尊重，
免受侵擾」
，在今天尤其重要，因為在施政綱領中，家庭問題常常顯得微不足道。家
庭的權利也包括「可倚靠政府機關在司法、經濟、民生、財政方面所制定的適當家庭
政策。」44
在聖神的催促之下，家庭不僅接納他們孕育的生命，也會開放自己，走出家庭，與其
他人分享美物，並會關懷別人，尋求他人的福樂。……當家庭接納別人，並主動接觸
其他人，尤其是貧窮和遭受遺棄的人，他們將成為「教會母職的象徵、見證人和參與
者。」在社會內體現的愛是聖三的反映，確實能夠貫穿家庭的靈修意義和家庭應對別
人履行的使命，因為這愛展現了福音宣講對團體生活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家庭活出其
靈修的方法，就是既要成為家庭教會，也要成為世界一個重要的細胞，為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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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

2

3

善會交流日
10:00a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堂家組(幹) 12:3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室)

星期五
(7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插花小組
7:00pm (14, 15 室)

星期六

4

5

朝拜聖體 (聖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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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8:00 至 晚上 9:00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1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2016 靈修小組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16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7:30p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12/13 室)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16 室)
慕道班(李) 8:00pm (7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初領聖體班 4:30pm (禮堂)
慕道班 (邵) 8:00pm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維修小組 8:30pm (16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5:30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6 復活期第六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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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組 1:00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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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社組 2:30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關社組 9:30am (3/4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13 耶穌升天節

14

15

母親節鮮花義賣 (花園,禮堂)
母親節鮮花義賣 8:00am-2:00pm (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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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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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核數組 11:00am (3/4 室)
婦女會 11:45pm (1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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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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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00pm (7 室)
點核數組 1:30pm (3/4 室)

9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16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
室)
慕道班 (葉) 8:00pm
(1/2 室)
慕道班延續 (楊)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8:00pm (1/2 室)
(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7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13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16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龍) 10:30am
慕道班 (陳) 10:15am
7:00pm (16 室)
(7 室)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慕道班 (葉)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30pm (1/2 室)
(3/4 室)
(7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7 室)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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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7 室)

10

11

12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母親節鮮花義賣
3:00-10:00pm (5 室)
青年聚會 7:00pm
(3/4,14,15 室,禮堂)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母親節鮮花義 9:00- 7: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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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母親節鮮花義 6:00pm-10:00pm (5 室)

17

18

19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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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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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27 聖三主日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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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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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p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2:00pm (7 室)
攝影小組 12:00pm (12/13 室)
新教友修和 2:00 - 5:00pm (聖堂,
1/2, 3/4, 5, 6, 7, 14 & 15,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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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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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聖母像出遊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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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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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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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結業禮 3:00- 4:00pm (禮堂)
3:30- 5:3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1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青年聚會 8:30pm
(3,4, 14, 15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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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4:3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堅振 聖事 5:00-7:30pm (聖堂)
(16 室)
堅振 茶會 6:30-8:30pm (禮堂)
堂家組 8:00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接待組 1: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初領聖體班修和 4:00pm (聖堂)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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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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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