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聖雲先

(1581 - 1660)

二零一八年 九月份
紀念日 9 月 27 日

聖雲先 (St. Vincent de Paul)，又譯作聖文先或聖味增爵，1580 年四月生於法國南部的一個農
民家庭，家中有七兄弟姊妹，雲先排行第三。十六歲進大學念神學，1600 年晉鐸。聖雲先
於 1660 年以八十歲高齡安逝巴黎會院，教會於 1737 年冊封他為聖人。
聖雲先曾經到非洲傳教。他自幼身歷各種逆境，所以對人生的艱苦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他首先創立了遣使會，專向貧窮人傳福音，並培訓優良的神職人員，派遣他們往外地去傳
福音。後來，約在 1617 年，聯同聖女羅依士 St Louise de Marillac 創立「仁愛修女會」
(Daughters of Charity)，修會的口號是「向窮人傳福音」
，舉辦慈善事業。聖雲先極力推行
救濟的工作，並且要求他的追隨者，常懷熱忱與愛心，尤其特別照顧那些被遺棄的人：被
虜的信友、被遺棄的嬰孩及蹈入歧途的男女青年、罪犯、精神病人、傷殘人士、甚至乞丐
等，這一切都是他要救助的範圍。他可以說是國際救濟工作的鼻祖。也因為他的一生都是
為窮人服務，教宗良十三世 1885 年宣佈聖雲先為「仁愛事業之主保」
。
「我們全體都蒙召成聖，以愛德生活，且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並在我們身處的任何地
方，以特有的方式為主作證。你是獻身生活者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喜樂地活出你的
奉獻。你是已婚者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愛護和照顧你的丈夫或妻子，一如基督怎樣
愛了教會。你正在為謀生工作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正直稱職地完成工作，為你的兄
弟姊妹服務。你是別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耐心教導子女跟隨耶
穌。你是掌權者嗎？那麼你的成聖之道就是努力爭取公益，摒棄私利。」
《你們歡喜踴躍吧》勸諭 教宗方濟各
聖雲先也就是我們坑口聖雲先堂的主保。

坑口聖雲先堂 與 調景嶺聖母升天堂
坑口聖雲先堂 及 調景嶺聖母升天堂
1954 年，一些聖母聖心傳教士來到調景嶺定居。當時的坑口是一細小漁村，一間由耀漢小
兄弟會裴效遠代理主教(Fr A.Palmers)開辦的細小學校，於 1955 年開始為坑口居民提供服
務。
1958 年，將軍澳附近一帶正式委托予聖母聖心會負責傳播福音工作，同年坑口聖雲仙堂區
成立。至 1957 年，村中只有 57 名天主教徒。但在 1958 年，數字上升至 101 名，到了 1959
年堂區已有 114 名天主教徒了。
1969 年，將軍澳被劃分為兩個獨立的區域----調景嶺堂區及坑口堂區。同年，原於中國寧
廈工作聖母聖心會的萬默思神父 Father Willy Wammes, C.I.C.M.被委派到坑口服務。當時，坑
口聖雲仙堂區的範圍包括坑口村及所有由飛鵝山至沿清水灣道一帶的細小村落（如井欄
樹，白石窩，壁屋，孟公屋等等）。而舉行感恩祭及神職人員起居的地方均在聖雲仙小學內
（即聖雲仙兒童中心）。
於 1970 年，坑口聖雲仙堂正式建成，自始感恩祭便在新建成的聖堂內舉行。那時外國人團
體的主日感恩祭也由附近的「PIME HOUSE」轉到在新落成的聖堂內舉行。
1979 年由聖母聖心會負責在坑口的聖雲仙堂及在調景嶺的聖母升天堂，於 1979 年分別成為

獨立堂區。
調景嶺的聖母升天堂自 1965 年祝聖啟用，在調景嶺一帶負起傳福音及牧民工作，直到 1996
年，堂區因為受到調景嶺重建計劃影響而停止運作。

坑口的聖雲仙堂則繼續為附近一帶的居民服務。及至八十年代為方便一些外籍人士參與彌
撒，聖雲仙堂特別開一台英語彌撒，自始形成了一個英語社區，直至現在，即是本堂現在
的聖雲先團體。
《教區建築委員會》提供
「本年九月三日生效——林栢榮神父免任九龍將軍澳聖安德肋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林神父將由其會方安排，另有任用。」 主教主教公署公署 秘書長辦公處通告
林栢榮神父將離開我們，回意大利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我們在此衷心多謝林神父三年來
為堂區的貢獻：照顧堂區的青年，和在明愛專上學院的教學和牧民工作。求主豐厚地回報
他，並伴陪他的進修，及日後的使徒工作。

朝拜聖體更改事宜
由 2018 年 9 月開始，朝拜聖體將有以下變更。7 時至 8 時有神父聽告解。而晚上 8 時至 9
時，神父與教友在靜默中一同朝拜聖體，期間不設聽告解服務。歡迎大家到來祈禱。
本堂區主日學將由 2018-2019 年度將按照牧民指引手冊，修改入門聖事的安排，
預備學生完成領受所有入門聖事，即領洗、堅振及聖體聖事。同時因為課室所限，由今年
9 月開始，只能錄取就讀小學一年級及以上的小朋友入聖安德肋堂主日學（星期六下午上
課）。但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星期日早上上課）則仍然為由幼稚園高班及以上的小學小
朋友開設主日學。

調景嶺
明愛專上學院小聖堂
主日彌撒 星期日上午 11:00
主日學 (9 月 16 日開課)
星期日上午 9:30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9 月 15 日(星期六) 開課。
P1 –P3 下午 3:00 至 4:00
P4-P6 下午 4:30 至 5:30
請各位家長開學日上課時間到聖堂禮
堂，參與當日相同時段舉行的座談會
聖雲先英文兒童主日聖經班
9 月 2 日 上午 9:45

聖經研習班(聖安德肋堂禮堂)
時間：9 月 3 日(星期一)早上 10 時至 11 時半
內容：（a）對觀福音所載「耶穌受洗」—
谷 1:9-11、路 3:21-22、瑪 3:13-17、若 1:29-34

（b）對觀福音所載「耶穌顯聖容」
— 谷 9:2-10、瑪 17:1-9、路 9:28-36
時間：9 月 5 日(星期三)晚上 8:00-9:30
內容：上主的祝福
9 月 12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至 9 時半，
內容：聖詠第 15 篇
9 月 17 日(星期一)早上 10:00 至 11:30
內容：對觀福音
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教友培育班

9 月份暫停一次

關社組講座及祈禱會
主題：無聲者之聲——羅梅洛總主教
地點：聖安德肋堂禮堂
日期：9 月 9 日(星期日)
時間：2:30-5:30
講者：阮美賢博士、龔立人博士
祈禱會主禮：夏志誠輔理主教

GraceFULL 青年唱聚
GraceFULL 青年唱聚將在 9 月 14 日（星期五），
晚上 7 時半舉行。神師韋沐恩神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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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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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社

關懷社會樂融融
《平信徒勸諭》 聖若望保祿二世勸諭
5 我們再次想起人所受到的侵犯

當一個人沒有以人格尊嚴─天主的活肖像(參創 1:26)而被承認，被愛，人會受到的是屈辱和
可恥的「操縱」，使個人確實地降為強者的奴隸。「那些強者」有各種不同的名字：意識型
態、經濟勢力、政治的和不人道的制度、科技，或是大眾傳播的干擾等。再次我們面對那麼
多的人，我們的姊妹和兄弟們，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由於他們過份的忍耐力，以及某
些民法明確的不公：生命和節操的權利，有住屋及工作的權利，有一個家庭的權利以及負責
任的生育權，參與公共的及政治生活的權利，良心自由及信奉宗教的權利。
可是人的神聖性是不容消滅的，不管他是如何受到貶抑及侵犯，因為他有大主─造物主及父
─作為他堅定的基礎。人的神聖性常常一而再地在恢復。
人的尊嚴感應該以強有力的措辭來考量和肯定。一股有利的趨勢，正在世上一切民族中展開
並蔓延，使人們更意識到個人的尊嚴：人不是被利用的「物品」或是「客體」，而主要是一
個負責任的「主體」，一個有良知和自由的，被召負責地在社會和歷史中生活，並且導向屬
靈的及宗教的價值。

財 政 報 告： 2018 年 2 月
支出
司鐸膳費

收入

2 月份

司鐸津貼

10,500.00 捐獻

修女津貼

19,750.00 禮儀收入

薪金/強積金/職工退職金
謝金
交通費

103,398.00
9,350.00
10,430.00

4,400.00 利息

0.00

20,200.00 公教報/書籍/聖物
0.00

電費

19,310.00

水費/電話費/煤氣費

4,083.20

文具/郵費/印刷

4,682.68

禮儀用品

3,333.00

維修保養

68,648.00

公教報/書籍/聖物

358,889.90

138,178.00 彌撒金

地稅

司鐸宿舍

2 月份

4,818.80 主日奉獻

802.20
3,516.00

活動

28,981.20

雜項

1,314.00

佈置

2,651.00

3,393.10

總收入：

485,461.00

教友捐助堂區基金

2 月份 共銀 :

30,250.80

週年奉獻

2 月份 共銀 :

55,590.00

主內兄弟姊妹，歡迎以自動轉賬方式
捐助堂區經費，表格可於堂區辦事處索取。

保安費

27,534.86

清潔費

9,500.00

此外，如用支票 捐助 抬頭必須用英文

設備

4,535.60

明愛專上學院小聖堂

5,000.00

「St. Andrew’s Parish」

支出總數：
盈餘（赤字）：
總數：

381,738.54
103,722.46
485,461.00

2018年3月份及其後月份將會盡快呈報

星期日

星期一

二零一八年

星期二

星期三

九月份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堂區活動一覽表

婦女會 10:00am (3/4 室)/11am (聖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 2:00pm (7 室)
家庭價值關注組 2:00pm (12/13 室)
主日學導師開學前會議 2:30pm(禮堂)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3:30pm (1/2 室)
主日學 4:00pm (11.14.16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0326 小團體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3/4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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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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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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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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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 10:30am (7/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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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2:30pm (16 室)
歡送林柏榮神父
(約 1:30pm 開始) 12:00nn (禮堂)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物部 1:30pm (7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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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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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禮儀小組 8: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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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 Fr.J,譚)
8:00pm(禮堂)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8:30am (禮堂)
9:30am (聖堂)
11:30am (禮堂)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3/4 室)
景林基基團
10:30am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朝拜聖體(聖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3/4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3:30pm (1/2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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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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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 10:30am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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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評議會)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無聲者之聲講座>
2:30pm(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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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 4:00pm
慕道班 (李)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16 室) 2: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 Fr.J & 譚)
慕道班 (邵)
8:00pm-9:30pm (禮堂)
8:00pm(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3/4 室)
運動組 8:30pm
慕道班(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12/13 室) (5 室)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25 週年 Tee 恤領取
2:00pm (禮堂)
青年聚會 6:00pm
(14, 15 室, 禮堂)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開學 2pm (禮堂)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主日學 3: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25 週年 Tee 恤領取 7:00pm (禮堂)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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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週年 Tee 恤領取 8:30am/7pm(禮堂) 聖經研習班 ( Fr.J,譚)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10:00a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龍) 10:30am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母親祈禱會 2:30pm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3/4 室)
慕道班(小雲) 10:30am (7/1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30pm

景林天主教小學 1:00pm (聖堂) 慕道班 (李) 2:30pm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pm (5 室)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7 室)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15pm (1/2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堂家組 8:00pm(禮堂)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淑媚)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25 週年 Tee 恤領取 7:00pm (禮堂)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pm (禮堂)

25

26

27

28

29

播種默觀靈修
10am(3/4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9:00am (聖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3/4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教友培育班 8:00pm
(聖堂)
堂家組 8:00pm(禮堂)
青年聚會 8:0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中學生慕道 莫修女 3:00pm(11 室)
中學生堅振 莫修女 4:30pm(11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淑媚)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嬰兒領洗培育誚座 8:00pm (聖堂)

( Fr.J &譚)

10:00am(禮堂)
慕道班(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7 室)

20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晚上 7:00 至晚上 9:00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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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督導組 8:00pm (5 室)

23 常年期第 25 主日

24

25 週年 Tee 恤領取 8:30am/7pm(禮堂) 慕道班(龍) 10:30am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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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 10:30am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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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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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接待組 1:30pm (7 室)
培育講座 2:00pm(禮堂)
傳道組 2: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基督之母 3:0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7 室)

聖雲先會 9:00am (禮堂) 教友培育班(禮堂)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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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分開 3/4 室, 14, 15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30 常年期第 21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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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 10:30am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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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善別小組 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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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誕辰
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