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份

本堂區主保 聖安德肋宗徒 11 月 30 日
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了兩個兄弟：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在海
裏撒網，他們原是漁夫。衪就對他們說：
「來，跟隨我! 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
立刻捨下網，跟隨了衪。衪從那裏再往前行，看見了另外兩個兄弟：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
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親載伯德修理他們的網，就召叫了他們。他們也立刻捨下
了魚船和自己的父親，跟隨了衪。
(瑪 4:18-22)
每年的 11 月 30 日是宗徒聖安德肋的慶日。聖安德肋是加里肋亞漁夫若望的兒子，西滿伯多祿
的兄弟，原是一個漁夫。在這福音的記載中，當他和伯多祿一聽見耶穌的召叫，便放下網，
跟隨了祂，後來被耶穌揀選為十二宗徒的一個。
聖安德肋的名字是個希臘化的字，意謂著「勇氣」
。按初期教會歷史家的記載，聖人是先在卡
帕多細雅（Cappadicia）、迦拉達、彼提尼雅（Bithynia）、叔提雅（Scythia）開始他的傳教使命，而
後轉往拜占廷。聖人的宣講足跡也曾履及特瑞斯（Thrace）、馬其頓、帖撒肋（Thessaly）與阿該
雅（Achaea）
。最後，聖人在阿該雅的帕特雷（Patrae）領受了殉道冠冕。相傳他是在羅馬官長 Aegeas
的命令下，被判處 X 形的十字架之刑。事實上，聖人並非是被處以釘刑，而是被綁在十架上
受折磨而死的，因此，受苦的時間可能更長。一般相信聖人是在尼祿皇帝任內，也就是主後
60 年的 11 月 30 日殉道的。
參閱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大聖安德肋，你曾是捕魚的能手，今日為捕人的漁夫，奔走四方。
偉大的使徒，請撒下你的漁網，援救我眾信徒，脫離世海的驚濤駭浪。
與聖伯鐸生為兄弟，殉道時也如同手足，甘心接受十字架的苦刑，雙雙進入永生的天堂。
偉大的同胞兄弟，共同分享榮冠，同為聖教之父，同為世界之光。
你找到耶穌在先，又把西滿帶到主的身旁，求你時時引導我們，馳騁在天國道上。
聖伯鐸的傑出伴侶，求你顯示愛心，使戰鬥中的教會，信心堅強。
大聖安德肋，基督的愛徒，求你接引我們，奔向永恆的天鄉，永遠歌頌上主的榮光。阿們。」
《每日禮讚》聖安德肋慶日晨禱讚美詩

聖安德肋堂 25 週年慶典
聖安德肋堂區今年慶祝 25 週年。我們感謝天主多年的眷顧愛護，賜予無限恩寵。也感謝所
有曾在聖德肋堂區及聖雲先小堂任職的歷任神長、修士及修女。願主繼續降福保守他們。
* 10 月堂區快訊資料更正：盧伯榮神父是 2006 年上任為本堂助理司鐸。

堂區九日敬禮由 11 月 8 日(星期四)開始，至 11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至 9 時，在聖堂
有明供聖體、講道，並以聖體降福結束。其間有神父聽告解。
堂區邀請了以下本堂的前任主任司鐸及助理司鐸主持九日敬禮 (以英文姓氏排先後)：
1.Rev.Bouckhout Ferdinand 顧厚德神父
4.Rev.Kwok Jacob 郭偉基神父
7.Rev.Masschelein Patrick 馬偉良神父

2.Rev.Giorgio Pasini 施永泰神父
5.Rev.Lam Benedict 林祖明神父
8.Rev.Mong Ambrose 孟一仁神父

3.Rev.Grioni Vittorio 龔偉南神父
6.Rev.Lo Peter 盧伯榮神父
9.Rev.Reginio Mechelle T.韋沐恩神父

主保瞻禮彌撒將於 11 月 17 日（星期六），晚上 6:00 舉行。
主保聚餐：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晚上 6 時恭候，7 時入席。餐券每位 300 元，大小
同價。詳情請參閲海報。

11 月煉靈月
煉獄 與 大赦 《天主教教理》
1031.教會的聖傳參照聖經一些章節談到煉淨之火：
聖大額我略，《對話集》
：有關一些輕微的罪過，我們必須相信，在公審判前是有煉淨之火
的。那自稱為「真理」的一位曾肯定過，假如有人口裡褻瀆聖神，不論今世或在來世，
都不會被赦免的(瑪 12:31)。由此引申有某些罪過可在今世得以赦免，另一些則在來世得以
淨化。
1032.這煉獄的訓導是依據為亡者祈禱的做法，教會自始便紀念亡者，為他們奉獻祈禱，尤其
是感恩祭，為使他們得到煉淨，進入天主的榮福直觀中。教會也鼓勵人為亡者行施捨、
得大赦和做補贖：
金口聖若望，《格林多前書講道集》：讓我們援助和懷念他們。假如約伯的兒子能因父親的
犧牲而得到淨化，那麼為何我們懷疑為亡者的奉獻不會帶給他們安慰呢？我們無須猶疑
去幫助亡者，為他們獻上祈禱。
1054.那些在天主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而尚未完全煉淨的人，雖然他們永遠的得救已確定，
在死後要經過煉淨，為能獲得必需的聖德，進入天主的榮耀。
1471.甚麼是大赦？
「大赦，是在『罪過已蒙赦免』後，因罪過而當受的暫罰，也在天主前獲得寬赦。按照
指定的條件，準備妥當的信友，通過教會的行動，獲得暫罰的赦免。教會是救恩的分施
者，藉著自己的權利，分施並應用基督及諸聖的補贖寶庫」
。
「大赦可赦免『部分』或『全部』的暫時罪罰，依此可分為『限大赦』和『全大赦』」。
信友可獲得大赦，以裨益自己，或用來救助亡者。
1472.為明瞭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重後果。重罪使我們喪失
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喪失稱為罪的「永罰」
。另一方面，所有罪
過──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戀，這種依戀不論在現世，抑
或在死後，即那稱為在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化。這種煉淨解除罪惡的「暫罰」
。
上述兩種罪罰，不應視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出自熱心愛
德的皈依，能使罪人完全淨化，以致再沒有任何罪罰存留。

花地瑪聖母為煉靈禱詞
吾主耶穌，請寬赦我們的罪過，助我們免地獄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
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裡去。
為亡者祈禱
周懷德修女，1932-2001, 本堂第一位牧職修女
1973 年來港傳教，1989-1999 服務於本堂區，2001 年病逝祖國菲律賓
聖安德肋堂 2017/11-2018/10 亡者名單
鄭健興 曾翠珊 馬雄標 楊 芳 梁偉忠 Amparado Gilberto 許妙花 鄭 榕
李少文 黃富春 梁玉卿 區澄寰 陳克明 蔡奇耀 張碧鳳 蘇國耀 蔡金花
曾郁義 馮燕珠 何 蓮 魏何稼誼 周國薇 林順華 劉右靈 冼佩雯 王少梅
楊立德 陳國光 鄧成輝 林良傑 許樹榮 何慧儀 崔國全 黃國偉 錢晚祥
梁明德 候玉英 吳維鏗 梁運友 羅婉儀 梁寶玉 練耀民 高賽琴 林瑪麗
顏明錠 劉燕清 何偉泉 莫麗蓮 杜小燕 陳漢蓮 蘇淑儀 阮竹容 馮黎鳯娟
周 嬌 林佛成 趙玉琼 周尚賢 戴建清 何筱娟 楊健德 杜國強 林福娣
楊忠福 孫惠瑜 蘇振學 吳維仁 陳玉英 李錦洪 程美霜 程惠霞 陳建強
黃少英 鄧申來 羅見安 趙寬容 黎慶圓 布潔貞 鄧桂珍 陳美枝
Alexander Maria Vieira

堂區消息
主日學假期
11 月 3 日聖安德肋堂主日學放假。敬請各位家長留意，不要帶同學回聖安德肋堂參與主日學。
GraceFULL 青年唱聚
11 月 9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 GraceFULL 聖經分享聚會。內容包括：晚餐、小組聖經分享、歌
詠祈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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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海報。
明愛賣物會
堂區福傳小組將於 11 月 4 日在本堂花園舉行義買，並於 11 月 11 日，由早上 10:00 至下午 6:00
在九龍界限街花墟公園的明愛賣物會設置攤位，歡迎大家擕同親友出席參觀選購，支持為明
愛機構各項服籌募經費。
主保聖人
領洗時，基督徒領受他在教會中的名字。父母、代父母和堂區主任該悉心為他選擇基督徒的
名字。這名字可以是一位聖人。這聖人是一個基督的門徒，忠於主的典範，善度了在世的一
生。這位主保聖人提供他一個愛德的表率，又保証為他轉禱。聖洗的名字也可以是指基督的
一個奧跡，或一個基督徒的德行。這新名字提供了他追隨基督的的一個方向和道路。
鮑思高神父——罪惡的救藥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認為死亡的思想，是預防罪惡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你們該每晚思想：如果我
今夜就死，我的命運怎樣？」
。他為他的青年每個月定立的習練善終，目的不單是用死亡的思想
來叫青年們躲避罪惡，也用這個思想來叫青年們好好地生活。他說：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如
同永遠不死一樣，但在生活的時候，卻好比每天該死。」「我們不需要知道死亡的日子；預備
多些善工，用心保存天主的聖寵是卻需要的。」
「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在死的時候，會後悔
自己做了太多的善事；也沒有聽有人在死的時候，會滿足他所做了的壞事。」
有人問他其中最聖善的學生多明我：
「多明我，如果你今年做完了所有的事，明年你將做什麼
呢？」多明我回答說：
「如果明年我還活着，就告訴你做什麼；至於現在，我要盡力做我所能
做的一切……我要努力快跑，否則半途日暮，就不能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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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

教宗本篤十六世

32. 人的尊嚴及公義的需求，今日尤其要求我們在作出經濟決策時，不應過份及不道德地擴大財富的差
距，同時要繼續優先為所有人爭取持久的工作機會。從「經濟思維」的角度看來，這也是合理的。在
同一國家不同的社群間，以及各國家的各民族間，不公平的情形不斷增加，相對的貧窮又暴增，這樣
不但會侵害社會的凝聚，陷民主於危險，同時對經濟也會有負面的衝擊，因為「社會資源」會逐漸被
腐蝕，所謂社會資源即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條件，即信任、信實和守法。
63.「尊嚴」一詞套用在工作上指的是什麼？這是說：這工作在任何社會上都應能顯出男女眾人的基本尊
嚴：一份自由選擇的工作，一份把工人 ── 不論男女 ── 與他們社區發展有效地聯繫起來的工作；
一份令到工人受尊重和不受任何歧視的工作；一份能滿足家庭的需要，讓子女上學，而無須迫使兒童
從事勞動的工作；一份允許工人自由結社，使他們能表達自己意見的工作；一份讓人有足夠的空間在
個人、家庭和靈性上找回自己的根的工作；一份保證工人在退休時，維持生活尊嚴的工作。
71. 民族的進步始終不能全靠一些幾乎自動的，與人沒有關係的力量來保證：不論是市場的功效，或是
國際的政治，都不能保證。人類的進步一定需要有正直的人去推動，他們在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常
堅決地以大眾的福利為他們的使命。專業的資格和倫理的堅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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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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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1 諸聖節

星期五
2 追思已亡節 3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朝拜聖體
8:00am-7:00pm
(聖堂)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維修組 8:30pm (3/4 室)

諸聖節彌撒
7:30am 及 8:00pm(聖堂)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追思已亡節彌撒
7:30am 及 8:00pm
(聖堂)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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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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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 小團體 7:00pm (5 室)
明愛賣物會 (簡介會) 7:00pm (12/13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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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賣物會預售 7:30am-1:00pm (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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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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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傳道組 1:30pm (12/13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物部 1:30pm (15 室)
堂區議會(評議會) 1:30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收錄禮 黃昏 6:00 彌撒中 (聖堂)

聖經研習班 10:00am

主日學 10:00am(5 室)

景林基基團 10:30a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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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pm (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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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延續 (楊)
8: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青年聚會 6:30pm
(14, 15 室, 禮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聖雲先會 7:3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7 室)
禮儀小組 8:3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翠林基基團 2:00pm

主日學 3:00p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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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聖經研習班 8:00pm
(7 室)
(禮堂)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主日學 4:30pm-5: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主日學例會 5:30pm (禮堂)

寶盈基基團 8:30pm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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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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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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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7
室)

堂家組 7:00pm (禮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 3:00pm-4: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主日學 4:30pm-5: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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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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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7:30pm (3/4 室)
慕道班(Iris) 8:00pm(7 室)
慕道班(邵)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16 室)
維景灣基基團 8:30pm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樂頤居基基團 6:00 pm 慕道班 (陳) 10:15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7)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21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聖安德肋主保瞻禮 6: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九日敬禮 8:00pm(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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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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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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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波蘭朝聖分享會 2:30pm(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經研習班 10:0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主日學 (Cindy) 10:00am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7
(5 室)
室)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慕道班
(陳)
10:15am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慕道班(龍) 10:30am
4:15pm (5 室)
(7 室)
(1/2 室)
(7 室)
插花組幹事會 7: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母親祈禱會 2:30pm
7:00pm (16 室)
(3/4 室)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葡萄園聖詠團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30pm (1/2 室)
(7 室)
(3/4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屠) 8:00pm
(禮堂)
(7 室)
婚禮綵排 8:00pm
新都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22

23

堂家組講座 7:00pm(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1/2 室)
信仰小團體 12:00nn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7 室)
主日學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室)
青年唱聚 8:30pm
(11, 14, 15, 16 室)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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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主日學 P5 修和聖事 4:30pm
(聖堂及禮堂)
慕道班(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24

25 基督普世君王節

26

27

28

29

30

聖保祿孝女會書展 7: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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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小雲) 10: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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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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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組 12:00p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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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Cindy) 10:00am
(5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聖雲先會 7:30pm(7 室)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禮堂)

點核小組 1:30pm (3/4 室)
接待組 1: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7 室)
康盈花園基基團
8:30pm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00pm (16 室)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慕道班 (李) 8:00pm
7:30pm (1/2 室)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慕道班 (邵) 8:00pm
(7 室)
(12/13 室)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教友培育講座
10:30am(禮堂)

教友培育講座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8:00pm(禮堂)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