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六月份

聖心月
2018 年 6 月 8 日 耶穌聖心節 耶穌聖體聖血節後之星期五
2018 年 6 月 9 日 聖母聖心節 耶穌聖心節次日

耶穌聖心節
1675 年 7 月 16 日，聖女瑪加利大在聖體前祈禱時，耶穌顯現給修女聖瑪加利大．亞

拉岡 (St.Margaret Mary Alacoque)，吩咐她推動對他的聖心的敬禮。耶穌對她說：
「妳看，這
顆心愛人之情如何深摯，而世人給我的回報，卻是傷害、苦痛，我願妳做我聖心的使徒，
使世人能領受我聖心的恩惠，為賠補我在聖體聖事內所受的種種凌辱，應在聖體節八日
後的星期五訂立一個慶節。」
因著聖女瑪加利大和她的神師耶穌會士聖高隆卞神父（Claude de la Colombiere, SJ），的
努力宣揚，很快就受到神長和教友們的注意，直到 1856 年，教宗庇護九世才把此慶節推
廣到全世界。
"正確的敬禮耶穌聖心，並不能只停留在個人的靈修生活內，而是要向外觸及到他人和教
會團體。首先我們要了解，我們在敬禮耶穌聖心時，其實是在表明我們對聖子耶穌降生
成人奧蹟的信仰。因為耶穌聖心是耶穌的人性與天主深愛世人的標記與象徵。
當我們真正敬禮耶穌聖心，敬禮耶穌、敬禮耶穌的愛時，我們也就是在愛我們的天
父；而我們也必會愛耶穌所愛的人，愛耶穌所救贖的人。耶穌說過：
「誰看見了我，就是
看見了父」
（若 14:9）
；又說：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 25:40）
。因此，愛我們的鄰人是愛天主的基本行動，是與愛天主不可分的。在這個愛
天主也愛人的合一行動中，我們得以向耶穌聖心獻上現代最完美的敬禮。因此祈禱、默
想天主聖言、守聖時、參與彌撒、恭領聖體、勤領修和聖事、為人服務、寬恕、接納、
救助及同情他人等，都應該是我們敬禮耶穌聖心的表現。"
(梵蒂岡廣播電)

聖母聖心節
17 世紀時聖若望‧歐德（St. Joannes Eudes, 1601-1680）極為熱心推動對耶穌聖心和聖母
聖心的敬禮。1917 年聖母在花地瑪聖母顯現後，對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更為廣傳。1942
年 10 月 31 日聖母花地瑪顯現 25 週年的紀念日，教宗比護十二世將所有基督徒家庭，及
整個人類奉獻給聖母無玷聖心，並在 1944 年 5 月 14 日將這慶節推廣到整個教會中，定
在聖母升天節第八日舉行，新訂的禮儀年曆將這慶節移到耶穌聖心節後星期六。
「我們可以說，
「救贖奧跡」是在納匝肋之貞女說『爾旨承行』時，在她心中完成的。從
那時起，這顆童貞之心且又是母親的心，在聖神的特別影響下，一直追隨聖子的事業，
並關心所有基督所曾接納，並以無盡愛情繼續接納的人。」
(人類救主通諭)
聖母是天主和救主的真正母親，也是關心我們的得救的好母親。

關社愛德行動
堂區關社組於 5 月收集食物包和超巿禮券的愛德行動完滿地結束
了，多謝堂區兄弟姊妹的慷慨捐贈。關社組用了籌得的$5475，交付運輸
費，購買食物為補充不全整的食物包，和添加食物包數量。
5 月 20 日 4 位關社組成員，聯同招募了的 14 位教友義工，一同前往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參與了胡頌恆神父的‘比薩派對’，並在派對中派發了食物包。
因應機構的要求，及他們能夠從其他機構得到物
資的多寡，關社組把所預備了的物資，分配如下：

機構

服務人數

食物包/物資

胡頌恆神父

約 250 人

275 包食物包

方濟廚房

約 40 人

40 包食物包

仁愛之家

約 55 人

坑口拾荒婆婆

3人

樽裝水
肥皂
鬚刨

3.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及明愛專上學院小堂主日學報名日
為以下兩日時段：
7 月 15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1:30

165 張 $50 禮券

明供聖體

2. 明愛專上學院小堂主日學則於 6 月 3 日開始放暑假。

(2)

1 張 $100 禮券

各1包

1.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於 6 月 2 日開始放暑假。

7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 5:00 至晚上 7:30

65 張 $50 禮券

210 張 $50 禮券
35 張 $100 禮券

$1500
$250
$990

主日學消息

(1)

超巿禮券

及

6 月 1 日 (星期五)，
在聖堂明供聖體，
由上午 8 時至晚上 7 時。

6.4 紀念彌撒
6 月 1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
舉行紀念 6.4 彌撒，由陳日君樞機主禮。

耶穌聖心節彌撒

於聖安德肋堂禮堂接受新生報名。
請各位家長留意不接收提早報名。

6 月 8 日（星期五）
早上 7 時半及晩上 8 時有彌撒。

堂區牧民論壇

「教會不離地」講座

於 6 月 24 日(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 5 時，
主題「溝通的藝術」於地下禮堂，
講者關俊棠神父，費用 20 元。
憑門券於當天出席蓋印後可作 20 元使用，購買堂區 25 周年 Tshirt，歡迎各堂區教友參加。

GraceFULL 青年唱聚
GraceFULL 青年唱聚將在 6 月 8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半舉行。主題是「福傳及服務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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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關社組與教區正委於 6 月 10 日(星期日)
下午 3 時半，在本堂禮堂舉辦，
由夏志誠輔理主教主講教會的社會訓導。
誠邀教友出席，詳情請參閱海報。

泰澤國際青年聚會
6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 10 至 9 時 30 分
泰澤修士將在禮堂舉行泰澤祈禱聚會。
歡迎教友參加。
此外，8 月 8 日至 12 日期間在香港舉行泰澤之
「信心及修和之旅」的國際青聚會。
將在不同聖堂舉行。詳情請參閱活動單張。

《平信徒》聖若望保祿二世勸諭
的確青年人要成為，而且要鼓勵他們代教會成為福傳工作的主角，以及社會革新中的
參與者。青年期是特別密集發掘「自己」及「選擇生活」的時刻。是成長的時期，應
「在智慧、年齡和在天主和人們前的恩寵上」有進步(路 2:52)。
主教會議的教長們解釋說：
「青年人的感性深深影響到他們覺察正義、非暴力及和平
的價值。他們的心傾向於友誼、友情及團契。他們特別對有關生活品質和保存自然的
事心動。不過他們因世界的憂慮、欺騙、苦悶及恐懼而煩惱，也由於青年期的誘惑而
心煩」。
教會應該設法再點燃基督在福音中對那位青年的特別愛心：
「耶穌看着他，喜愛了他」
(谷 10:21)。為此，教會不厭其煩宣報耶穌基督，宣講衪的福音，作為唯一能滿足青年
人最深切期望的答覆，猶如在基督自己強有力的及崇高的召喚門徒時所顯示的「來，
跟隨我」(谷 10:21)，要他們分享耶穌對天父的孝愛並參與祂救人類的使命。
教會有很多事要與青年人說，青年人也有很多事要與教會分享。這項以誠意、坦誠和
勇氣所作的對話，能有助於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相聚與交換意見，為教會和社會都是
富裕和青春朝氣的源泉。大公會議在致青年文告中說：
「教會以信心及愛指望你們…
教會是世界的真正的青春……看教會你們會在她身上找到基督的面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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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權應制定公平的法律，即是合符人性尊嚴、正直理性(right reason)的法律。
「人類的
法律稱得上為法律，便要合符正直的理性，由永恆的法律所推衍出來。然而，當一條
法律偏離理性，它就稱為不義的法律；這樣，它就不再是法律，而變成一種暴力行為」
。
遵照理性統治的政權，不會把國民置於人與人的臣服關係，而是服膺於道德秩序，也
因此是服膺於天主本身，他是政權力量的最終來源。誰若拒絕服從按照道德秩序行事
的政權，就是「反抗天主的規定」(羅 13:2)。同樣，當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它
的基礎在人的本性之內，同時屬於天主預先制定的秩序——不尋求大眾福祉時，它即
背棄自己的宗旨，自我解除其合法性。 298

青年年禱文
全能仁慈的天父，求祢降福青少年，讓他們在祢的愛內成長，
能夠明辨善惡，持守真理，勇於承擔，樂於分享。
願他們在困難中，獲得你的支持和助佑，
在徬徨時，體會祢的慰藉和陪伴。
主啊！求祢幫助他們，
去回應祢給他們每一個人獨特的召叫，
在生命中發光發熱，活出豐盛的人生。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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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六

1

2

朝拜聖體 (聖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上午 8:00 至 晚上 7:00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六四彌撒 晚上 8:00
主日學 11:0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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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7:00pm (1/2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主日學初領聖體 4:00pm 彌撒
2:00 - 9:00pm (聖堂)
3:30 – 5: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3:30pm (3/4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3 基督聖體聖血節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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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勳組 12:00pm (15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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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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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培育組 8: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12/13 室)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室)

8
(7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耶穌聖心節彌撒
上午 7:30 及 晚上 8:00
(聖堂)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青年聚會 7:00pm
(14,15 室,禮堂)
慕道班 (邵) 8:00pm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1/2 室)

9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2:0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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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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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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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夏主教講座 3:00 -5:45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15

16

聖經研習班 2:00pm(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7 室)
(7 室)
(16 室)
慕道班延續 (楊)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8:00pm (1/2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1/2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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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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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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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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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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景林基基團 9:00am
(1/2 室)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24 聖若翰洗者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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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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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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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牧民論壇 2: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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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20

21

22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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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泰澤祈禱 7:00pm(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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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青年聚會 8:30pm
(3,4, 14, 15 室)

25

26

27

慕道班 (龍) 10: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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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10:15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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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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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7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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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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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29

30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堂家組 9:00am -10: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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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3: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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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