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十月聖母玫瑰月

二零一八年 十月份
玫瑰聖母瞻禮 (紀念日 10 月 7 日)

聖母瑪利亞在升天後，猶未放棄她襄助天主子民的職份。而以她不斷的轉禱，繼續扶助我們獲取永生。以她的母愛照
顧她聖子尚在人生旅途上為困苦所侵擾的兄弟姊妹們，直到他們被引進幸福的天鄉。因此，榮福童貞在教會內被稱為
保護人、輔助者、援助者、中保。不過須肯定這樣稱呼聖母，對基督唯一中保的尊嚴和能力，並無任何增損。」
《教會憲章 62》
教宗保祿六世於梵二大公會議後，頒佈「聖母瑪利亞為教會之母」。
在聖教會的每一個時期，信友們常體驗到聖母的助佑多麼有能力；因此在一切患難中，尤其是當教會和其元首教宗受到
威脅時，信友們滿懷信心，投奔到她聖壇前，依靠她的助佑，脫免了大難。
在 1571 年，當土耳其企圖闖入歐洲，席捲天下，教宗庇護五世 (Pius V) 把教會托付給聖母進教之佑。義勇的十字軍依
恃童貞聖母的助佑，於 10 月 7 日，在萊濱多 (Lepanto) 海戰中，大破土耳其艦隊，榮奏凱歌。教宗為紀念光榮的勝利，
訂定了 10 月 7 日為玫瑰聖母紀念日，並且鼓勵教友唸玫瑰經；從此信友們也更恭敬進教之佑聖母。
教宗良十三世，他在 1883 年 9 月 1 日頒布的"最高使徒職務" 通諭指出玫瑰經是對付社會邪惡的精神利器。“您是教會顯
赫、偉大的庇護，您是天主子民神奇的助佑；您嚴肅如陣容整齊的軍旅，把世上所有異端邪說都摧毀了。”(向聖母進教
之佑禱文)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2 年頒布的「童貞瑪利亞玫瑰經」宗座牧函說：「教會始終認為這個祈禱有特殊的效力，因而把
最難解決的問題交托給玫瑰經，請信友一起並持續不斷地為此意向誦念玫瑰經。……今天，我誠願把世界和平及家庭的
和睦都托付在這個祈禱的大能之下，世界所遭逢的重大挑戰，使我們想到惟有靠上主的介入以開導那些生活在衝突中的
人，及掌握國家命運者的心，才有希望期待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2018 年 9 月 26 日教宗方濟各也寫了一封文告給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在結束時教宗寫「瑪利亞，進教之佑，我
們為了中國向你祈求祝福與和平的日子。」在同一文告中，教宗亦呼籲所有中國主教、司鐸，修道人及平信徒去努力「一
起尋找在教會內能承擔複雜而重要的主教牧職服務的良好候選人，即合乎耶穌心意的真正牧者，努力慷慨地為天主子民，
尤其為最貧窮者及最弱小者服務，並奉上主的話為至寶：“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
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眾人的奴僕”的人。」
為此我們熱切地在這聖母玫瑰月，為中國所有受苦的主教，司鐸及信友祈禱，誦唸玫瑰經，及特別為司鐸祈禱。

為司鐸祈禱文
全能的天父！ 求你因聖子耶穌的功勞， 和他大司祭的愛心， 垂顧你召選的司鐸。仁慈的主！請不要忘記，他們亦是
軟弱的受造物。求你激發在主教覆手時所給予他們的聖寵， 使他們能緊緊地追隨你，不要被仇敵所戰勝，永遠不做任
何不相稱神聖使命的事。
主耶穌！ 我為忠信和熱心的司鐸祈禱； 也為不忠信和不熱心的司鐸祈禱； 為在本地或在外地工作的司鐸祈禱； 為在
被迫害、誤入歧途、受誘、孤獨、頹喪的司鐸祈禱； 並為年輕的、病弱的、臨終的和在煉獄中的司鐸祈禱。更為我所
愛、給我付洗、赦免我罪、為我主持彌撒、將聖體聖血分給我們的司鐸祈禱；也為開導、訓誨、幫助、鼓勵我的司鐸祈
禱。
主耶穌！ 求你將他們緊密地放置於你的聖心内， 賜予他們無限量的祝福，從現在直到永遠無窮世之世。亞孟。
教會之母聖瑪利亞，請為我們祈禱。

護守天使——我們遺忘了的忠信友伴

(紀念日 10 月 2 日)

人的生命由童年開始至死亡，常由天使所保護和代禱。「每個信徒都有一位天使在他身旁作為保護者和牧者，為引導他
達到永生」。從此世開始，基督徒生活已藉信仰，參與結合於天主的天使和人類的真福團體。(天主教教理 336)
教會恭敬天使們，因為他們能在現世的旅途上協助教會，並保護所有的人。(352)他們(天使)保護了耶穌的童年，在曠野中侍
候祂，在山園祈禱中安慰祂，那時耶穌大可讓天使從敵人手中將祂救出，如同過去發生在以色列一般。(333)同樣，整個教會
的生活都享有天使們的奇妙和有力的援助。(334)
聖彌額爾，意即「誰能相似天主」；他是在天上率領眾天使與撒旦及其隨從爭戰的那一位。是戰勝地獄勢力的天上領軍者。
從宗徒時代開始，這位總領天使就特別為教會所崇敬，且常視他為教會的主保與保護者——教會的護守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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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聖心會在景林邨開辦了景林天主教小學，並且借出了小學禮堂充當彌撒中
心。比利時籍的馬偉良神父(Fr Patrick Masschelein)出任第一任司鐸。
已故胡振中樞機親自祝聖彌撒中心為聖安德肋準堂區。臨時堂區議會亦同日宣
誓成為正式的堂區議會。經教友投票後，彌撒中心獲命名為聖安德肋彌撒中心。
11 月 14 日準堂區正式升格成為聖安德肋堂區，繼續由聖母聖心會管理，並由該
會的馬神父擔任該堂首任主任司鐸。宋偉立神父(Fr Rex Salvilla)1996 年復活節
時出任助理司鐸 。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聖母聖心女修會)的周懷德修女出任牧
職修女。
政府終於按照原定計劃，將位於坑口地鐡站附近，約三千平方米的土地賣給教
區，興建可容納七百人的新聖堂。
周懷德修女回菲律賓養病，並於 2001 年病逝。
1 月 比利時籍的顧厚德神父( Fr Ferdinand Bouckhout)接替馬神父出任司鐸。
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的林艾雲修女年中出任牧職修女。
除了周六的提前感恩祭，聖安德肋彌撒中心的主日感恩祭已增至三台。
11 月 聖母聖心會基於人手問題，把堂區交回敎區管理。
杜泰安神父年中接任為助理司鐸，至 2002 年底離任。
3 月 10 日 新聖堂舉行動土禮。
11 月 夏宇善神父(Fr Eugene Arco)接替杜泰安神父(Fr Marcos Trinos)出任助理司鐸。
5 月 顧厚德神父調任到天水圍。由 5-8 月期間由當時助理司鐸夏宇善神父出任
署理主任司鐸。
8 月 宗座外方傳教會意大利籍的施永泰神父 Fr Giorgio Pasini)履任主任司鐸。
9 月 同會的意大利籍邵錦棠神父(Fr Cantoni Luigi)出任助理司鐸。
7 月 新聖堂的上蓋建築物，包括新聖堂、聖安德肋幼稚園和神父宿舍已基本完成。
11 月 香港教區的盧伯榮神父出任助理司鐸。
5 月 宋偉立神父調職回菲律賓。
9 月 新聖堂主要的內部裝修已完工。
9 月 林艾雯修女調職到台灣，母佑會莫慧宜修女任牧職修女。
9 月 23 日 在新聖堂舉行了首次感恩祭。
11 月 19 日由當時的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為新聖堂主持祝聖儀式。

參考資料：教區網頁、堂區網頁、建堂特刋及聖母聖心會中國會省 Verbist study notes

頌唸玫瑰經
十月份恭唸玫瑰經的時間及地點有以下更改

彌撒時間
星期六
星期日早上
星期日早上
星期日中午
星期日晚上

晚上 6 : 00
早上 7 : 30
早上 9 : 00 及 10 : 30
正午 12 : 00
晚上 6 : 00

誦唸玫瑰經時間
彌撒後
早上 700
彌撒後
彌撒後
彌撒前 5 : 30

詳情可參閱大堂海報

地點
聖堂
聖堂
禮堂
聖堂
聖堂

首星期五朝拜聖體

聖經研習班

10 月 5 日（星期五），由早上 8 時至晚上 9 時。晚
上 7 時至 8 時有神父聽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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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聖安德肋堂禮堂
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誦唸日課
由於 10 月為玫瑰月，10 月 6 日(下星期六) 提
前彌撒後的晚禱將暫停一次。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三)
晚上 8:00-9:30
內容：十災的靈修

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一)

早上 10:00 – 11:30
內容：對觀福音

(出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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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歡喜踴躍吧！》宗座勸諭 教宗方濟各
論於當代世界成聖的召叫
「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
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瑪 25:3536）

面對耶穌這些強烈的要求，我有義務呼籲基督徒以真誠開放的態度接受召叫，而「無須註
釋」（sine glossa），也就是說，無須再提供任何註明、詮釋或辯解，以免削弱它們的力量。 97.
當我遇到在風雨交加之下露宿在寒夜街頭的人，我可以視他為突然碰到的負擔、游手好閒
的罪犯、擋著去路的障礙、良心上的一根刺、執政者要解決的問題，甚至是弄髒公眾地方
的垃圾。或者我可以懷著信德和愛德作出回應，看到他是與我享有同樣尊嚴的人，是天父
以無限的愛垂顧的受造物、天主的肖像、獲基督救贖的弟兄姊妹。這才是基督徒的態度！
要是未能真正認清每一個人的尊嚴，還可能明瞭聖德嗎？ 98.
這意味著基督徒須懷有某種健康和常存的不足感。雖然援助別人是我們應做的事，但這還
不夠。加拿大主教團明確指出這一點。舉例說，他們指出聖經有關禧年的教導不只是關於
行善，也要求促成社會變革：「為使未來的世代也能獲得自由，我們的目標必須是恢復正義
的社會和經濟體系，再不排斥任何人。」 99.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十月份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一
1 國慶日

星期二
2

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

4

5

主日學(Cindy) 10:00a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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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媚) 9:00am
(1/2 室)

朝拜聖體 8:00am (聖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開學祈禱 3:00pm(聖堂)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莫)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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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主日學例會 5:00p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誦唸玫瑰經 7:00pm (聖堂)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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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6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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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唸玫瑰經 7:00am(聖堂),
10:00am(禮堂), 11:30am(禮堂),
1:00pm (聖堂),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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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小雲) 10:30a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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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嬰孩領洗 2:30pm(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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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Cindy) 10:00am
(5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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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景林基基團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青年聚會 6:00pm
(14, 15 室,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基督之母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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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主日學 3:00pm (1/2, 3/4 , 5, 12/13, 14, 16 室)
主日學 P3
3:00pm (禮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 (莫)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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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誦唸玫瑰經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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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唸玫瑰經 7:00am(聖堂),
10:00am(禮堂), 11:30am(禮堂),
1:00pm (聖堂),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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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小雲) 10:30a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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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經研習班 10:00a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4:00pm
(5 室)

慕道班 (淑媚) 9:00am
(1/2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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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 (1/2, 3/4 , 5, 7, 12/13, 14,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莫)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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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誦唸玫瑰經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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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母親祈禱會 2:3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7 室)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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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誦唸玫瑰經 7:00am(聖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10:00am(禮堂), 11:30am(禮堂),
(7 室)
1:00pm (聖堂), 7:00pm (聖堂)
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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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小雲) 10:30a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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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雲先會 7:30pm(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主日學(Cindy) 10:00am
(5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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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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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 (1/2, 3/4 , 5, 7, 12/13, 14,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莫) 3: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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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堂)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青年唱聚 6:30pm (禮堂)
誦唸玫瑰經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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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唸玫瑰經 7:00am(聖堂),
10:00am(禮堂), 11:30am(禮堂),
1:00pm (聖堂),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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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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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小雲) 10:30a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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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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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7 室)

慕道班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室)
慕道班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陳) 10:15am
7:00pm (16 室)
(李) 8:00pm (3/4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屠) 8:00pm
(12/13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青年聚會 8:00pm
(分開 3/4 室, 14, 15 室)
堂家組 講座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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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