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份

基督君王瞻禮

禮儀年的終結 及 開始

將臨期

「那萬古常存者賜給祂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各異語人民都要事奉祂；祂的
王權是永遠的王權，永存不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 (達 7:14)。
基督神國雖已臨現於祂的教會內，但仍未透過「帶著威能及莫大光榮」 (路 21:27)之君王的來臨
而完成。 《天主教教理》671
建立默西亞光榮神國的時間，尚未來到。這神國照先知們所說的，應帶給眾人正義、仁愛與和
平的最後秩序。依上主所言，目前是聖神和見証的時刻，但也是一個標誌著「急難」(格前 7:26)
和邪惡考驗的時刻，連教會也不能倖免，此時刻也開始了最後時期的戰鬥。這是一個期待和警
醒的時期。《天主教教理》672
在基督來臨前，教會將要經歷一個動搖許多信徒信仰的最後考驗。那陪伴她在世旅程的迫害，
將揭露在冒牌宗教的方式下的「邪惡的奧秘」
，它給人提供一種表面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要付
出背棄真理的代價。最大的冒牌宗教就是假基督，即是一種冒充的默西亞主義：人追求自己的
榮耀而取代天主及在肉身內降世的默西亞。 《天主教教理》675
25 周年慶典

慶典聚餐於 12 月 1 日（星期六）黃昏 6 時，在將軍澳廣場一樓煌府將軍薈舉行。
已經購票的教友請準時出席。
25 周年慶典靈修活動 —— 奉獻神花
為慶祝 25 周年 堂區於 2017 年 11 月 19 日(日)中午 12 時，舉行了「慶祝堂區成
立 25 周年及神花奉獻」的啟動禮；並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開始，在地下大堂
設置「奉獻神花收集箱」。活動順利完成，所收集的神花亦曾展示於大堂。

抄寫聖經
為響應教宗方濟各「慈悲禧年」的邀請，默觀天主慈悲面容，本堂區舉行抄寫聖
經活動，從抄寫聖經中細味聖言，默觀天主的慈悲。林祖明神父於 2016 年 5 月
29 日舉行抄寫聖經活動推介會，解釋聖經的靈修，啓動了抄寫聖經的靈修活動。
堂區教友每週在不同時段，用特別訂製印有慈悲禧年圖案的原稿紙，以訂定了的
抄寫格式，自由接力抄寫。進行期間，堂區舉行聖經金句展配合是項活動。
抄寫用了三年，橫跨「家庭年」及「青年年」
，於今年，堂區成立的 25 周年的九
月，完成抄寫全部 73 本聖經書卷。進行了校對工作後，在大堂展覽結束活動。

聖經研習班
時間：12 月 3 日(星期一) 早上 10:00-11:30
內容：瑪竇福音所載耶穌的聖蹟（瑪 8–9）
時間：12 月 5 日(星期三) 晚上 8:00-9:30
內容：聖母無染原罪信條
時間：12 月 17 日(星期一) 早上 10:00-11:30
內容：從厄瑪烏兩門徒事件看感恩祭
（路 24:13-35）
時間：12 月 19 日(星期三) 晚上 8:00-9:30

內容：古時的人九百多歲（創 5-9）

將臨期避靜
時間：12 月 16 日（主日）
上午 9 時半至中午 12 時半
地點：在鳴遠中學禮堂
主題：“生活中的祈禱，祈禱中的生活”
神師：邵偉亮執事
為方便統計人數，參加者請在大堂索取入場券。詳情可
參閱海報。
* 當日請自備聖經和水樽。

東九龍總鐸區慶婚姻週年彌撒
12 月 9 日(星期日)，早上 10 時半至下午 5 時半，在地下禮堂舉行培育講座，主題為「愛的喜
樂」
，婚慶夫婦必須出席講座及禮儀綵排，講座亦歡迎其他教友參加。
12 月 30 日(星期日)，下午 3 時，於聖堂舉行慶祝婚姻週年彌撒，歡迎在今年慶祝結婚 5 週年、
或 5 的倍數和 50 週年以上的夫婦參加。每對夫婦報名費為＄200。每位參與茶會親友為$30。報名
及查詢請到地下大堂特別櫃位或參閱海報。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GraceFULL 青年唱聚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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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及 12 月 29 日放假,
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明愛小堂主日學
12 月 23 日及 12 月 30 日放假,
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聖安德肋堂區
將臨期 及 聖誕期 修和聖事、彌撒及活動時間表
禮儀 或 活動
修和聖事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日期 / 時 間
12 月 16 日 (主日) 下午 2:00 至 5:00
12 月 26 日 (三)
下午 2:00 至 4:00

(粵 語 )

聖安德肋堂
提前彌撒 12月22日(六) 黃昏 6:00
12月23日(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上午7:30、9:00、10:30、中午12:00 及 黃昏6:00
12月24日(一) 聖誕前夕彌撒

黃昏 6:00、晚上9:00、子夜 12:00

上午 9:00、10:30、中午12:00
下午 2:30（嬰孩聖洗禮儀）
提前彌撒 12月29日(六) 黃昏 6:00
12月30日(日) 聖家節
上午7:30、9:00、10:30、中午12:00 及 黃昏6:00
12月31日(一) 謝主彌撒
晚上 8:00 (時間可能有更改，請留意堂區報告)
2019年1月1日(二) 天主之母節彌撒 上午 9:00
12月25日(二) 聖誕節彌撒

禮儀 或 活動

聖誕前九日敬禮彌撒
修和聖事
將臨期第四主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聖誕節彌撒
聖家節彌撒
謝主彌撒
天主之母節

地 點
聖安德肋堂
聖安德肋堂
明愛小聖堂
上午11:00
晚上8:00
上午11:00
上午11:00

上午11:00

聖 雲 先 小 堂 (英 語 )
日期 / 時 間
12 月 15 日至 23 日 每晚 9:00
12 月 24 日 (一)
黃昏 6:00 至 8:00 晚上 10:00 至 11:00
12 月 23 日 (日)
上午 8:00, 10:00, 12:00
12 月 24 日 (一)
晚上 8:00, 子夜彌撒 12:00
12 月 25 日 (二)
上午 8:00, 10:00, 12:00
12 月 30 日 (日)
上午 8:00, 10:00, 12:00
12 月 31 日 (一)
晚上 10:30
2018 年 1 月 1 日 (二) 上午 10:00

東九龍鐸區 各堂區 將臨期修和禮時間
耶穌復活堂
天神之后堂
聖愛德華堂

(2727 2962)
(2344 8817)
(2347 3239)

8/12/2018 (六) 3:00pm
8/12/2018 (六) 3:00pm
21/12/2018 (五) 8:00pm

聖雅各伯堂 (2348 7385)
聖若翰堂 (2344 6997)

15/12/2018 (六) 6:00pm
20/12/2018 (四) 8:00pm

《梵中關係講座》
本堂關社組與聖若翰堂關社組合辦名為《中梵協議，進步？倒退？》的講座，探討教會在中國新修定的宗教條
例下，面對的嚴苛挑戰。日期是 12 月 2 日主日，下午 2 時至 4 時，地點是聖若翰堂地下禮堂。詳情請參閱海
報。

關懷社會樂融融
關社勞委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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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人 權
……教會訓導當局認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價值，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形容它為「人類道德發展路上，一個真正的里程碑」 152
人權最終的根源不是來自人的意願，不是來自國家，更不是來自公共權力，而是源自人本
身和創造他的天主。這些權利是「普遍的、不容侵犯的、不容剝奪的」
。人權是普遍的，因
為所有人都享有人權，不論任何時間、地方，不論享有者是誰。人權是不容侵犯的，因為
「它是人和人性尊嚴所固有的」，
「如果不採取行動來確保人權在全球各地都得到所有人的
尊重，那麼，宣揚人權便是徒然」
。人權也是不容剝奪的，因為「無人可合法地剝奪他人（無
論他是誰）的權利，因為這是對人性的侵犯」
。15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在《百年》通諭中，列出這些權利：
「生命權利，其中不可或缺的是嬰
兒自成孕在母胎中生長的權利；生長於一個團結的家庭、以及生長在有道德環境中的權利，
以利兒童在人格上的成長；發展個人理智的權利、好能自由追尋和認識真理；參與工作的
權利，好能明智地運用物質資源，並從工作中獲得供養自己及家人之所需；自由組織家庭
的權利，透過負責任地履行性本能、生育及教養子女。」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權利的根源與綜合即是『宗教自由』
。所謂宗教自由，指的是生
活在自己信仰的真理中的權利，並且生活符合他作為人所具有的超越性尊嚴」。
……教宗亦強調宗教自由權利旳最高價值：
「在適當範圍內而言，所有人都免受他人、或社
會團體、或任何權力組織所強制，被迫去做違背他信念的事，無論這些事是私下或公開進
行、單獨做的或與他人一起做的」
。尊重信仰自由權利是「在任何一種政權、任何一個社會、
任何一種體制、或任何環境中，人真正進步」的明證。 155
《國際人權宣言》聯合國大會 1948 年 12 月 10 日 第 217A(III)號決議通過並宣佈 70 周年
第 2 條 ：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
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
是獨立領土、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
第 3 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 6 條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 12 條：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
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第 13 條：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徒和居住。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
權返回他的國家。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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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P.1 3:00pm (聖堂)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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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份
堂區活動一覽表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禮堂)

2 將臨期第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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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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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物部 1:30pm (1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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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10:30am (1/2 室)

導師面見慕道者 9:30a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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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東九龍青年牧民
7:30pm (15 室)
慕道班延續(楊)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屠) 8:00pm (14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禮堂)
寶盈基基團 8:30pm

朝拜聖體 (全日)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9 將臨期第二主日

10

13

14

15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侯洗者避靜 8:30am (聖若瑟安老院)
東九龍慶婚姻講座 9:00am (禮堂)
3:3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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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慕道班 (小雲) 10: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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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主日學(Cindy) 10:00am(5 室)
慕道班延續聚會(淑媚)
9:00a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00 pm 慕道班 (陳) 10:15pm (7)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信仰小團體
(梁)
(1/2 室)
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8: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4:15pm (5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3/4 室)
送聖體聖血會
慕道班(Iris) 8:00pm(7 室)
8:30pm (5 室)
慕道班(邵)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12/13 室)
(7 室)
維景灣基基團 8:30pm

親子教育講座(淑媚)
9:00am (12/13 室)

青年唱聚 6:00pm
(14, 15,禮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葡萄園聖詠團 1: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室)
主日學 P.2 3:00 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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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室, 禮堂)
青年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3 室)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禮堂)

16 將臨期第三主日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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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避靜 9:30am (鳴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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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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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送聖體聖血組 1:30pm (3/4 室)
輔祭組 1:30 pm (禮堂)
集體修和 2:00pm
(聖堂, 5,6,7,11,12,13,14,15,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禮堂)

聖經研習班 10:00a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堂家組 7:00pm(禮堂)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慕道班(龍) 10:30am
(7 室)

主日學(Cindy) 10:00am(5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10:00am (1/2 室)
(聖堂)

讀經祈禱分享 8:00pm

母親祈禱會 2:3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4:15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3/4 室)
慕道班(Iris) 8:00pm (7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23 將臨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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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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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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30 聖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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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2:00pm (7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東鐸慶婚姻 2:00pm (聖堂,禮堂)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禮堂)

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禮儀小組 8:3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11

12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新都城基基團 8:30pm

聖誕前夕彌撒
聖安德肋堂
6pm, 9pm, 12am

明愛專上學院小聖堂
8:00pm

聖雲先聖堂
8:00pm,12:00am
輔祭會 4:00pm (7 室)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聖安德肋堂
8:00pm

聖雲先堂
10:30pm

主日學彌撒 3:00pm (聖堂&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例會 5:30p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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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7:30pm(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基督之母 8:00pm (3/4 室)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27

28

29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pm
(1/2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9am,10:30am,12pm
2:30pm(嬰兒領洗)

聖雲先會 7:30pm(7 室)
青年唱聚 8:30pm
(11,14,15,16 室)

明愛專上學院小聖堂
11:00am

聖雲先聖堂
10:00am,12:00pm

基督之母 6:00pm (3/4 室)

謝主彌撒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主日學青年導師 5:00pm (3/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5:00pm (1/2 室)

31 新曆年除夕

(3/4 室)

慕道班 (李) 2:30pm(7 室)

SAK 1:30am (聖堂)

25
26
聖誕節彌撒 活力派對 2:00pm (花園)
聖安德肋堂

葡萄園聖詠團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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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