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七年

一月份

2017 年教宗世界和平日文告
「非暴力:一個和平的政治風格」
我們處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世界戰爭時斷時續。每個人都有義
務建設一個擺脫暴力的世界。讓愛和非暴力來引導人際關係，
以及社會和國際關係；在我們針對家庭和國家關係作出決定時，
應讓本屆世界和平日的主題『非暴力』成為一種生活風範。
我們今天正面對一場可怕的時斷時續的世界戰爭。這種支離破碎的暴行造成了巨大的痛
苦：從恐怖主義到難以預料的武裝襲擊，從移民遭受侵犯到環境被破壞都是。……教會
努力支持在許多國家以非暴力策略來促進和平的行動，甚至規勸最兇惡的人也努力建設
一種公正及持久的和平。因此，為非暴力效命並非天主教會的專有財產，也是許多宗教
的傳統。沒有任何一個宗教奉行恐怖主義，暴行是玷污天主之名。決不可用天主之名為
暴力辯護；唯有和平是聖的，戰爭卻不是。
家庭是愛的喜樂和走非暴力道路的首要場所。家庭與世界的命運密切相連，迫切需要把
愛的喜樂從家庭內部散播到世界上，傳遍整個社會。
透過積極的非暴力來締造和平乃是必要的，它符合教會不斷努力限制使用武力的思想。
耶穌以祂的真福八端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締造和平的手冊。天主教會將陪伴各種嘗試建設
和平的行動，包括積極和具有創意的非暴力行動。這項努力也以新成立的「聖座促進人
類整體發展部」而得以加強。在這方面的各種微薄之舉，都旨在努力建設一個擺脫暴
力，朝向正義與和平邁進的世界。

朝拜聖體
1 月 6 日 (星期五)
早上 8:00 至 晚上 9:00
以聖體降福作結。

主日學消息
1 月 2 日放假，
1 月 7 日恢復上課。
請各位家長留意。

長者新年團年朝聖
堂區將於 2017 年 1 月 8 日（主日）
舉行長者朝聖，午餐享用齋宴，
下午往上水基督之母堂朝聖，
已報名參加的長者屆時請於早上準時 10 時 30 分在禮堂集合。下午 3 時回程。

派發農曆新年福袋
堂區將於 1 月 22 日（主日）下午 2:00，
在將軍澳區內派發新年福袋，下午 3:30 以祈禱結束。
2 月 5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半堂區舉行新春團拜

聖安德肋堂（粵語） 家

有
農曆除夕謝主彌撒
萬
27/1 (五) 黃昏6:00
金
不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28/1 (六) 早上9:00及10:30 為
富
農曆新春主日提前彌撒
28/1(六) 黃昏6:00

天主教社會訓導 之

人
無
真
理
便
是
貧

聖雲先堂（英語）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28/1 (六) 早上 8:30

常年期第4主日提前彌撒
28/1 (六) 黃昏5:30

天主教與政治團體

424 雖然教會與政治團體都具有可見的組織架構，但它們本質不同，因為它們的結構

和所追求的目標都不相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嚴正地重申「在各自的領域內，
政府與教會彼此獨立並自行管理」
426 教會有權利以其正式身分獲得法律上的承認。正因為她的使命觸及人的所有現象，教會
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她自覺到有權利就人的所有現象表達
她的道德判斷，以維護人的基本權利及人靈的得救。教會因此尋求：表達的自由；教導
和傳福音的自由，公開崇拜的自由；組織和內部管治的自由；挑選、教育、任命和調派
牧職人員的自由；興建宗教埸所的自由；購置及擁有維持活動所需財物的自由，結社的
自由，而結社不僅局限於宗教目的，也可以是為了教育、文化、醫療和慈善目的。

中梵關係知多 D
教會關心的是實行其宗教使命，領導信徒傳播福音。政府關心的是管治國家，使社會
穩定、繁榮。教宗任命主教是行使他的最高神權：這權力及其行使是純宗教性的，並
不干預國家內部事務，或侵犯國家的主權。國際公約也闡明某一宗教團體任命牧者，
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權的一個構成因素。
教宗庇護十二世在 1958 年第三次發表「致中國教會」通諭中指出：
「至於愛國會人士辯
護說：填補主教空缺是為了照顧信友：事實上，這種辯護也不見得有說服力，因為主
教空缺是政府嚴厲的措施造成。為甚麼要用自選主教去接替合法的主教？認可自選主
教的是政府而迫走合法主教的又是政府。這種做法，等於是讓無神論者把自己的人選
安插在教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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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80 作為教會倫理訓導的一部分，教會的社會訓導具有與倫理訓導同樣的尊嚴和權威，這是真
正的訓導權威，信徒有責任遵從。
81 當罪出現時，社會訓導就有責任去譴責：不公義和暴力的罪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橫掃社會並
存留在社會中。藉着譴責，教會的社會訓導充當判斷者和保衛者，捍衛被忽略和被侵犯的
權益，尤其是窮人、卑微者和弱者的權益。這些權益愈被忽略或被踐踏，不公義和暴力的
情況便會愈廣泛，波及受影響的整個群體。進而波及世界廣泛地區，導致各種社會問題，
導致濫權和失衡，繼而引發社會動盪。

給媽媽的信

王利霞

“媽媽，媽媽，您親愛的長女利霞，曾時常在睡夢中依稀聽到你親暱的呼喚聲；曾時常在
生火做飯時矇矓看見您在火鍋旁做飯的身影，但，定晴細看，空空如也，伸手摸摸，只泡沬
一團。淚水會漏透了自己的枕巾和衣襟。媽媽，您在何方？但愿只一次看到您的身影。您曾
為我洗尿布，梳辮，剪指甲，孩子們哪會輕易忘記？只盼再次吃上一頓您親手熬成的小米粥。
看到同齡小朋友歡聲笑語，回首弟弟骯髒瘦弱，沉默寡言，涕淚再次滙成涓涓細流。
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個甜甜的夢，夢見我們全家人幸福的團聚在一起，忽地睜開眼睛，原
來是一埸夢。尋找媽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媽媽，現在你究竟在何方？我會不懈地努力
下去。”
(王利霞 11 歲，6 歲關始照顧 4 歲及 1 歲的弟弟)

「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
也不能忘掉你啊？」(依 49:15)
「教會的社會訓導常指出需要尊重兒童的權利。在家庭——人的團體中，應該特別注意兒
女，深深尊重他們的人性尊嚴，亦需尊重和慷慨地關注他們的權利。這份尊重為每一個
孩子都應如此，孩子愈年幼，就愈讓如此。尤當孩子患病、受苦或有殘障時，他(她)們就
愈加需要照顧」。(彙編 244)

天主之母，為我等祈！
家庭的護佑，為我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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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天主之母節日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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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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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聖物服務組 1:30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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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延續 (楊)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梁)
8:00pm(12/13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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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林基基團 2:00pm

朝拜聖體 (聖堂)

8 主顯節

9

10

11

12

長者團年朝聖(集隊) 10:3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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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徐) 9:0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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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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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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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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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7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慕道班 (葉) 8:00pm
(7 室)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青年聚會 7:00pm
(3/4 室)
(禮堂)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盧,呂)

2016 靈修小組
7:00 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星期六
7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8:00am-9:0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葉)
8:00pm
(7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6 室)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3:00pm (1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堂家組 6: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盧,呂)

(12/13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8:00pm (12/13 室)

13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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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4:30pm (禮堂)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5 室)
日課小組 7:00pm (7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聖堂)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14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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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康) 3:0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慕道班 (莫) 3: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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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5 常年期第 2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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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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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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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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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組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福袋預備 9:00am
(禮堂)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16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B 班信仰小團體
8:00pm (3/4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福袋預備 9:00am (禮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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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7 室)
抄寫聖經 3:00pm
慕道班 (葉) 8:00pm
(11 室)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3/4 室)
(11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新寶城基基團
(7 室)
8:30pm
慕道班 (盧,呂)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 2:00pm (禮堂)
慕道班(康) 3:000pm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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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4:30pm (禮堂)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禮堂)

22 常年期第 3 主日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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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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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莫) 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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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室)
街頭福傳 1:00pm (禮堂)
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街頭福傳 3:30pm (聖堂)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凝聚心語 12: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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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農曆除夕謝主彌撒
6:00pm

29 農曆新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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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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聖堂)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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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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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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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德肋堂 (粵語)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9:00am 及 10:30am
農曆新春主日提前彌撒
6:00pm
聖雲先堂 (英語)
農曆新春彌撒 8:30am
常年期第 4 主日提前彌撒
5: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