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
堂區快訊

二零一四年三月

「 你要悔 改， 信從福 音」
「人啊！你要記住，你原來是塵土，將來還要歸於塵土。」

四旬期是準備復活慶典的四十天齋期，這時期不單效法並紀念耶穌曠野守齋祈
禱，對抗誘惑，更該準備善度復活節。所以，我們該有悔罪的誠意，與候洗者所懷
的皈依精神連結，使四旬期成為更新的時刻。四旬期是要聯同基督拒絕魔誘，戰勝
罪惡；為慕道者及已領洗的教友同樣重要。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0 年的聖灰禮儀時說過：
「這一天在頭上撒聖灰並不
是要給教友製造悲觀消極的氣氛，而是邀請大家不再受物質的約束；只有在天主內，
人才能重新找到自己，並發現存在的終極意義。守齋刻苦不僅是外表的規矩，更需
要改變生活，即要求人減輕物質享受，內心因此獲得更大的自由，更容易聆聽天主
聖訓，也更慷慨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成人入門禮由慕道前期開始，經過不同階段到領受入門聖事，即聖洗、堅振及聖
體聖事，和入門後的釋奧期。四旬期首主日，慕道者接受甄選，成為候洗者，積極準
備受洗。整個堂區勉勵他們偕同代父母，一起皈依。堂區各人都該盡力，以祈禱、守
齋和善工陪伴候洗者，彼此都在信仰生活中成長。
為嬰兒施洗，是天主教會一向的傳統，因為所有人都蒙主救贖，嬰兒領洗尤其顯
示天主無條件施予這恩寵。嬰兒的入門聖事由接受聖洗聖事開始，孩子再需要一段時
期的教理培育（即主日學），繼而領受修和聖事、聖體聖事和堅振聖事。「你們作父母
的，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們」(弗 6:4)。基督徒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孩
子領洗後，應積極地敬主愛人，以善行和榜樣來教育孩子，培養他們的神修。

2014 年入門聖事安排
3月

9日

下午 2:30 候洗者甄選禮

3 月 30 日

下午 2:30 教區考核傅油禮

4月

下午 2:30 堂區考核禮

6日

4 月 19 日

晚上 7:00 成人入門聖事

4 月 20 日

下午 2:30 嬰兒領洗

嬰 孩 領 洗 (4 月 20 日 ) 父 母 培 育 講 座
日期及時間:
地

點:
＊
＊
＊

3 月 8 日 、 15 日 、 22 日 及 29 日
(逢 星 期 六 ) 晚 上 8:00 ~ 9:30
聖安德肋堂 ~ 禮堂或聖堂

第 1 至 3 堂 ~ 禮堂 父及母必須出席。
第 4 堂 ~ 聖堂 父、母及代父／代母必須出席
已報名父母請準時出席講座

堂 區 2014 年以 色列朝 聖團
【隨團神師：林勝文神父】

A團 ~
B團 ~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6 日

費用（兩團相同）~ HK $23,320
【董思高旅業（牌照號碼 353056）協辦】
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2014 年 四旬期 及聖週 禮儀 時間表
3 月 5 日 星期三
聖灰禮儀 (彌撒)
3 月 7 日~ 4 月 11 日 (逢星期五)
苦路善工
4 月 10 日 (星期四)
東九龍總鐸區長者避靜

4 月 13 日
基督苦難主日
（聖枝主日）

4 月 17 日
聖週四 主的晚餐

早上 7 時半 及 晚上 8 時
晚上 8 時

當日守大小齋

（前後有修和聖事）

主題：猶達斯依斯加略，他是負賣耶穌者。(谷3:19)
上午 10 時 ~ 下午 4 時 地點: 聖安德肋堂
星期六提前彌撒：4 月 12 日

晚上 6 時

主日彌撒：上午 7 時半、9 時、10 時半、
中午 12 時 及 晚上 6 時
＊ 各台彌撒 祝福樹枝
＊ 中 午 12 時 聖 枝 遊 行 此 時 段 不 設 泊 車 位
彌撒

晚上 8 時

＊ 彌撒後朝拜聖體

堂區避靜 上午 9 時
4 月 18 日
聖週五 救主受難紀念 集體悔罪禮及修和聖事
苦路善功 下午 3 時
＊ 當日守大小齋
苦難禮儀 晚上 8 時

下午 1 時

4 月 19 日
聖週六 耶穌復活慶典 夜間慶典、成人入門聖事 晚上 7 時
4 月 20 日
復活主日

主日彌撒：上午 7 時半、9 時、10 時半、中午 12 時
及 晚上 6 時
嬰兒洗禮：下午 2 時半(彌撒)

聖灰禮儀及聖週五，教友須守大小齋：
 14 至 17 歲 守 小 齋 （ 禁 吃 肉 類 ）
 18 至 59 歲 守 大 齋 （ 禁 吃 肉 類 ， 一 餐 吃 飽 和 兩 餐 吃 半 飽 ）

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 裁勞 正委

關懷社會樂融融
百年通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頒布

前教宗良十三世明白，為要保持人所不可或缺的靈性與現世活動，能正常發展，便有需要先訂定
一套正確的國家理論。因此，
「新事物」通諭特闢一段，數陳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權之分立；為
當時的教會訓導中是一項嶄新的觀點。通諭中三權排列的次序正好反映出人之社會本性的現實一
面︰渴求立法功能可以保護眾人的自由。為達到此目的，三權均應受到互相約束，由各自的責任
範圍去規限其他權力。這也就是所謂「法治」原則，標榜法律的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的意願。 (44)
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及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負
責的統治者，並得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同樣地，教會亦
無法苟同於那些細小圈子的統治集團，他們篡奪國家的權力，以謀取個人私利，或者為實現某種
意識形態。(46)
天主教教理 (1996 年頒佈)
「更好每個權力受到其他權力及其他合法權力的制衡約束，使它維持在正確的限度內。這便是所
謂『法治國家』的原則，在法治國人裡法律是無上的權威，而非個人獨斷的意願」(教理 1904 條)
有關「民主選舉」
、「三權分立」、「法治」等教會有其指引。
法治社會是指社會受法律管治(Rule of Law)，法律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是任何人、甚至是管治
機構的制訂者和執行者本身都必需遵守。是有異於執政者用管治法律治理(Rule by law)，即不可
隨意用立法、廢法、改法、修法、釋法來曲解法律；管治者更不可以口頭承諾去掩飾其政治目的。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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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10:30am (7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林)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8:00pm (3/4 室)
青年牧民小組 10:00-1:00pm (1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10:30-12: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聖母軍檢閱典禮 1:30-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聖物部 1:30-3:00pm (15 室)
聖若瑟會 1:30-3:00pm (12/13 室)
聖母軍檢閱典禮 2:00-5:00pm (聖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聖母軍檢閱典禮 4:00-5:30pm (禮堂)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4

5

6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禮儀小組 8:00pm
(1/2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聖灰禮儀 (彌撒)
早上 7:30 及晚上 8:00
當日守大小齋

星期六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 P.3 4:30-5:30pm (聖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傳導組 7:30-9:00pm (12/13 室)

7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8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譚)
慕道班 (呂)
8:00pm (7 室)
候洗者聚會 (教區) 2:00-5:00pm (聖堂)
8:00pm (12/13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朝拜聖體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7:30pm (3/4 室)
(聖堂)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苦路善功 8:00pm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聖堂)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慧安園基基團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8:30pm (1/2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導師開會 5:30-7:30pm (禮堂)
嬰兒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堂區議會 7:30-9:00pm (12/13 室)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

11

12

13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婦女會 9:30-11:00am (15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堂家組 11:30-1:30pm (15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甄選禮 2:00-4:0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6

9

四旬期第 1 主日

成人堅振班 (李) 慕道班 (陳)
8:00pm (3/4 室)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14

星期六
15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2:30pm (7 室)
慕道班 (譚)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8:0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3/4 室)
堂家組 8:00pm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12/13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運動組 8:00pm
(1/2 組)
苦路善功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聖堂)
慕道班 (李)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8:30pm (1/2 室)
慕道班 (呂)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8:00pm (12/13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青年會 7:30-9:3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9:30pm (1/2 室)
嬰兒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17

18

19

20

21

22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 - 12:00p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30pm (3/4 室)
視聽音響小組 12:00-1:30pm (6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聖言宣讀組 1:15-3:15pm (7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關社組 2:00-5:00pm (12/13 室)
候洗者聚會 (教區) 2:00-5:3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8:00pm (3/4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維修保養小組
9:00pm (16 室)

慕道班 (呂)
苦路善功 8:00pm
8:00pm (12/13 室) (聖堂)

婚禮綵排 8:00
(聖堂)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視聽中心 1:00-6:3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嬰兒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23

四旬期第 2 主日

成人堅振班 (李)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3/4 室) 8:00pm (7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1/2 室)

聖若瑟節(彌撒)
8:00pm (聖堂)

24

25

26

27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1:30p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12/13 室)
基基團聯會 12:00-1:30pm (16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接待組 1:30-3:30pm (3/4 室)
關社組 2:00-5: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逾越節晚餐 1:30-10:00p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30

31

四旬期第 3 主日

四旬期第 4 主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善別小組 12:00-1: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教區考核禮 2:30-5:3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3/4 室)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6 室)
聖母領報節(彌撒)
8:00pm (聖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28

29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聖母軍 8:00pm
凝聚心語
主日學 2:00-6:00pm (禮堂)
(3/4 室)
10:00am (5 室)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慕道班 (呂)
慕道班 (譚)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8:00pm (12/13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聖雲先會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8:00pm (3/4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苦路善功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聖堂)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南豐廣場基基團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嬰兒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聖堂)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二零一四年三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3/4 室)

堂區辦事處
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