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六年二月
慈悲禧年
「禧年遍及普世，不僅在羅馬。我希望聖門的標記臨在於每個
地方教會，好使慈悲禧年能成為人人共享的經驗。羅馬是普世
教會共融的可見標記，願這教會共融變得越來越親密，好使教
會成為天父的愛與慈悲在世上的活標記。」
(教宗方濟各)

聖灰禮儀
「聖灰禮儀這一天在頭上撒聖灰並不是要給教友製造悲觀消極、聽
天由命的氣氛，而是要邀請大家不要受到物質世界的約束，因為物質
世界固然有它的價值，畢竟是要消失的。只有在天主內，人才能重新
完全找到自己，並發現自己存在的最後意義」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以聖灰禮儀開啟的四旬期邀請人悔改皈依，因此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0 年時的聖灰
禮儀日說：
「聖門為眾人敞開著，誰知道自己被罪過所壓迫，也承認自己毫無功德可言，
就請進入聖門吧！誰覺得自己虛無得像灰塵，就請進入聖門吧！虛弱、缺乏信心的人請
從基督的心中汲取新的活力吧！」
。
“你是由土而來的，你既是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創：3:19）
“你們要悔改、信從福音。”(谷 1:15)
聖雲先堂(英文)

聖灰禮儀日是早期教會讓犯罪的人有懺悔及補贖的機會，於四旬期首主日前星期三，
在他們頭上撒上灰土。1091 年教宗吳爾班二世把原來只為公開悔罪的「撒灰禮」推至全
體教友。
8:00pm

在身上或頭上撒灰，象徵人生命的卑微、懺悔者的悲傷及為罪而做補贖。聖灰禮儀清楚
地告訴我們人要死亡。天主自無中，以灰土創造了我們，死亡以後人就要回歸塵土。所
以神父在我們額前灑聖灰，便是在警告我們，不要驕傲，世間的一切不是長久。所以我
們領聖灰時，應當自謙自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懇求仁慈的天主寬赦我們。

主教公署通告
2016 年聖灰禮儀日（二月十日）適逢農曆年初三，按照教區守則，
信友是日免守大小齋，但為履行四旬期真誠悔改皈依的精神，信眾必
須各自選擇其他適當的克己方式，或履行一些愛德善工。

堂區四旬期禮儀
1. 201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聖安德肋堂早上 7:30 及晚上 8:00；
聖雲先堂晚上 8:00 彌撒中舉行聖灰禮儀，施放聖灰。

當日免守大小齋，但當以克己及愛德善工代替。
2. 2 月 12 日至 3 月 18 日逢星期五晚 8:00 時在聖安德肋堂及聖雲先堂皆舉行苦路善工。

聖安德肋堂
農曆除夕謝主彌撒
7/2 (日) 早上7:30、9:00
10:30、12:00 晚上 6:00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8/2(一)早上9:00及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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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堂
農曆除夕謝主彌撒
7/2(日)
早上 8:30、10:30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8/2(一) 早上8:30

派發新年福傳福袋
堂區將於 1 月 31 日（主日）下午，在將軍澳區內派發新年福袋

2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半舉行新春團拜

義工團隊
堂區準備揮春、利是及
壹萬個福袋。
衷心多謝堂區的義工。

2016 復活節嬰孩洗禮家長培育
準備今年復活節為嬰兒領洗的教友，請準時出席 2 月 20 日
晚 8:00，開始的一連四個星期六的父母培育講座。

2016 年成人入門聖事準備
2016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2:00 甄選禮綵排，及 2:30 舉行「候洗者甄選禮」。
2016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0:30 - 1:00 及下午 3:- 5:30 候洗者講座

關懷社會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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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世

福音的喜樂通諭

218. 社會和平不可被理解為講和，或純粹不動武，只因為社會的一方強力控制另一

方。真正的和平也不可用來作藉口，為了合理化一個使窮人噤聲或安靜的社會
架構，因此更多的富人能逍遙地翼庇他們的生活格調，而其他人則必須湊合著
過日子。涉及到分配財富、關心窮人和人權的種種訴求，不能在某些幌子之下
受到抑制，即紙上製造共識或少數人得享短暫和平的幌子。有人拒絕放棄特權
而安享逸樂，但人性尊嚴和公益比那些人的安逸更為重要。當這些價值受到威
脅時，必須高揚先知性的呼聲。
220. 每個國家的百姓若願做承擔和負責的公民，而非被當權者操縱的暴民，須提

昇他們生活的社會意識。我們不要忘記「負起公民責任是德行，參與政治是
倫理義務。」(“responsible citizenship is a virtue,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life is a moral
obligation”.)然而，要成為一個百姓，則有更多要求。這是每個新世代都必須參
與的持續進展：是緩慢和艱苦的努力，要求人對整合的渴求、對成事的意願，
即通過發展平和的與多層面的相遇文化而成事。

星期日

二零一六年
二月份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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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am (15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 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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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翠林基基團 2: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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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農曆新春彌撒
聖安德肋堂

聖灰禮儀彌撒
聖安德肋堂(中文)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9:00am 及 10:30am

7:30am 及 8:00pm

聖雲先堂(英文)

聖雲先堂(英文)

8:30am

5

星期六

2

堂區活動一覽表

7 常年期第 5 主日

星期二

1

6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堂家組 3:00-4:30pm (禮堂)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清水灣基基團 8:30pm

苦路善功
聖安德肋堂(中文)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8:00pm

聖雲先堂(英文)

厚德基基團 8:00pm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4 四旬期第 1 主日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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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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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3/4 室)
堂區議會 1:30 -3:00pm (7 室)
甄選禮綵排 2:00pm (聖堂)
甄選禮禮儀 2:3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21 四旬期第 2 主日

22

23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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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9:0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a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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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3:15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11 室)
點核數組 1:30-3:30p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新春團拜 2:00 - 5: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世青聚會 7:30-10:00pm (12/13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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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梁)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禮堂)
主日學導師團拜 7:00-9:00pm
(12,13,14,15,16 室)

28 旬期第 3 主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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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pm (7 室)
婦女會 11:45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逾越節晚餐 1:00pmpm (禮堂)
攝影小組 1:30pm (3/4 室)
關社組 2: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禮儀小組 8:30pm
(1/2 室)

20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教區候洗者聚會 10:30am , 3:00pm
慕道班 (儀)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12/13 室)
慕道班(康) 3: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3:30pm (鳴遠中學)
苦路善功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30pm (鳴遠中學)
聖安德肋堂(中文)初領聖體班 4:30pm (1,2,3,4,5,7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2/13 室)
8:00pm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5 室)
聖雲先堂(英文) 慕道班(林) 8:00pm (聖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8: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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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 facebook

苦路善功
聖安德肋堂(中文)
8:00pm

聖雲先堂(英文)
8:00pm

慕道班(林) 8:00pm (聖堂)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