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八月份

8 月 15 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節日)
8 月 22 日
聖母元后 (紀念)
聖母升天的信理雖然是在上世紀 50 年代，才由教宗比約十二世宣佈為當信的教義，
是天主啟示的真理。事實上，這個節日早於第六世紀已經存在於東方教會之中，以希
臘文的名字稱它為「聖母安眠日」Dormitio，當這個節日在第八世紀傳到西方時，才
出現「聖母升天」Assumptio 的名稱，但同時也稱為「聖母聖誕」
，即代表聖母的去世，
即誕生在天上的日子。
這個節日共有三個主題：首先是指瑪利亞的去世，但她的去世跟一般人很不相同，因
為天主「提升」了她；在聖母升天節的集禱經中祈求說：天主：
「提升了無玷童貞瑪
利亞，你聖子之母，靈魂和肉身光榮地升天」
。那就包括了她的無玷始胎(無染原罪的童
貞)和她神聖的母性(天主聖子的母親)。
第二個主題：瑪利亞的肉身沒有腐壞，實為分享了基督的逾越奧迹，是母子之間最深
情的表達，生命的創造主豈能讓自己的母親接受原罪的後果！
第三個主題：聖母的升天實在提醒及鼓勵我們每一位跟隨基督的人，聖母的升天不是
在於她作為天主之母的身分，更是在於她是一位忠實的基督門徒；所以，若我們能效
法聖母忠於自己作為基督徒的召叫，我們在末世必能與她同享天上的光榮。
當教宗於 1925 年設立了「基督君王節」後，全球許多信眾有着強烈的要求，教宗比
約十二世於是在慶祝無染原罪聖母信條頒佈百周年(1954)的機遇上，欽定了「聖母元
后」這個慶日。而這個慶日的神學基礎，與聖母升天是緊密相連的：「今天童貞瑪利
亞被接升天：請歡欣踴躍，因為她與基督永遠為王」(聖母升天節謝主曲對經)。 節錄自《妙
哉！瑪利亞》高夏芳修女

《教會》教義憲章
耶穌的母親現在身靈同在天堂安享榮福，她正是教會將來圓滿結束時的預象與開
端；同時，在此人世，她給旅途中的天主子民明白指出確切的希望與安慰，直到
主的日子來臨的時候（參閱伯後：3:10）。(68)
……希望所有基督徒都向天主之母、人類之母傾訴急切的禱告，她曾經以其虔禱
協助了初生的教會，如今在天堂，位居諸天神聖人之上，在諸聖的共融中，仍向
其聖子轉禱，使各民族家庭，無論其佩有基督的名號，抑或尚未認識其救主者，
在和平與敦睦中快樂地集合為天主的惟一子民，以光榮至聖不可分離的天主聖
三。(69)

朝拜聖體
8 月 3 日（星期五）
由早上 8 時至晚上 9 時，連續 13 個小時在聖堂明供聖體，歡迎大家到來祈禱。

聖母蒙召升天節彌撒
8 月 15 日（星期三）
本堂於早上 7 時半 及 晚上 8 時

聖經研習班

教友培育班

(郭偉基神父 及 譚兄弟)

主題:中竼關係今與昔
由郭偉基神父主持
嘉賓講者:林純慧女士(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
8 月 29 日 (星期三)
早上 10:30 – 中午 12:00 (禮堂)
(重温) 8 月 31 日 (星期五)
晚上 8:00-9:30 (禮堂)

8 月 1 日(星期三) 早上 10:00-11:30 (禮堂)
8 月 6 日(星期一) 晚上 8:00-9:30 (禮堂)
8 月 15 日(星期三) 晚上 8:00-9:30 (禮堂)
8 月 20 日(星期一) 早上 10:00-11:30 (禮堂)

泰澤國際青年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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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堂區共有四位青年報名參加，10 個家庭
願意參加接待家庭。
泰澤將在不同堂區舉行。詳情請參閱活
動單張。

主日學
2018-19 年度聖安德肋堂主日學收取了的學
生人數為 471 人。名額已滿,多謝家長支持。
明愛主日學則招收了 140 位學生。

開學日
聖安德肋主日學 為 9 月 15 日
明愛主日學 9 月 16 日
請各位家長留意

天賦 Talent —— 塔冷通
波比偉納 (Bob Wieland)原本職業是獸醫。1969 年他前往越南時，是位魁梧的俊男，身高六呎，體重
200 磅。幾年後，他回國時竟然變成三呎半高，體重只有 87 磅。原來他在當地染上虐疾，體溫高達
106 度，下身全部被切除。他需要被縛在木板上，且用冰包裹著，但偉納仍訕笑說：
「我的軀體雖然
遭到毀壞，但我的狀態仍不錯呢！」二十年後，當時他 40 歲，參加在紐約舉行的馬拉松賽，憑著隻
手推動自己的軀體，以「蛙跳」式的樣子。跑畢全程共 26 里。
當人不把焦點放在自己的「不幸」或「不足」
，不難發現天主給了我們很多才幹。只要人肯努力，發
揮獨特的才能，便可以在生命中得到成就和喜悅，
「凡有的，還要給他，使他富裕」
。(塔冷通的比喻瑪
25:14-24)

在學年交替之時，讓我們認真反思；在過去一年，我有沒有善用才幹，使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更豐盛？
抑或只是渾噩地、哇啦地虛度？待耶穌向我們算賬時，可以交出甚麼？讓我們在新學年開始前，計
劃一下，在未來一年盡，最大努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完成上主交託給我們的工作。
余福綿神父 《故事半百篇(二)》

好消息！
抄寫聖經快將完成了！
現在只剩下：
1. 列王紀下 22 章 8 節—25 章
2. 厄則克爾 41 章—48 章
3. 匝加利亞 11 章 9 節—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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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社會樂融融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甲. 公民社會的價值
公民社會是各種關係和資源（無論是文化上/組織上）的總和，這些關係和資源
相對地獨立於政治領域和經濟範疇。「公民社會的目標有普世性，因為它關乎
大眾福祉，而大眾福祉是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各按其分享有的」
。公民社會具有
計劃能力，以促進更自由、更公義的社會生活，當中各組別的巿民可以結社、
發展和表達他們崇尚的事，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和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
417

乙. 公民社會的優先性
政治團體和公民社會，雖然互有關聯和互相依賴，但它們的目標優次並不相同。
政治團體基本上是為公民社會服務，最終來說，是為組成公民社會的個人和團
體服務。因此公民社會不能被視為政治團體的延伸，也不是政治團體內可變的
元素；反之，它比政治團體優先，因為政治團體是在公民社會中才找到自己的
存在意義。
國家應提供足夠的法理框架，使社會內各團體或個人，都能自由地進行各種活
動，國家也要在有需要時，按輔助原則介入其中，使人們自由組成的社團與民
主生活之間的互動，能導向大眾福祉。公民社會有各種不同的面向，亦不規則，
有其模棱兩可和矛盾的一面，它也是不同利益角力的場域，會發生強者壓倒弱
者的情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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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四
2

聖經研習班 ( Fr.J,譚)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8:00pm(禮堂 or 1/2 室)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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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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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星期六

3

4

朝拜聖體 (聖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上午 8:00 至 晚上 7:00 主日學 2:00p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3/4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 室)
維修小組 8:3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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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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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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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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 Fr.J,譚)
10:00am(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泰澤聚會 全日
(禮堂+聖堂)

播種默觀靈修 10am
(3/4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維景灣畔基基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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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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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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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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a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堂區議會工作坊(12/13 室) 12:30pm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14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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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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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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慕道前聚會 10:00a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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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插花組開會 12:00pm (15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點核數組 1:30pm (3/4 室)
輔祭會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Fr.J, 譚)
10:00am(禮堂)

送聖體聖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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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之母 3:00pm (3/4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16

17

聖母蒙召升天節彌撒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7:30am &8: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聖堂)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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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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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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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導師培訓 2:3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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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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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 8:30pm

29

30

31

教友培育班(禮堂)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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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教友培育班 8:00pm
(禮堂)

聖經研習班 ( Fr.J,譚)
8:00pm(禮堂)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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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7 室)

18

慕道班 (邵) 8: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00pm (16 室)
(3/4 室)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30pm (1/2 室)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婚禮綵排 8:00pm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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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關愛之家(捐血) 8:4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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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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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2:00pm (7 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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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