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八年 四月份

逾越慶典
「你們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祂不在這裡了，祂己復活了」(路

24:5‐6)

面對這些(福音書內記載的)見証，我們不能在物理秩序之外去解釋基督的復活，也不能
否認它是一宗歷史的事件。門徒們信仰是經過他們師傅所預告的苦難，和十字架上之
死亡的徹底考驗。苦難所引起的震驚如此深刻，以致門徒們(至少其中幾個)不敢立刻相
信復活的消息。將復活說成是宗徒們信仰(或輕信)的「產物」，這假設是沒有根據的。
反之，他們對復活的信仰，是在天主恩寵的推動下，來自耶穌基督復活的直接經驗。
(天主教教理 641)

「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 15:14) 。
復活首先確認基督所行和所教的一切。所有的真理，甚至那人類理智最難領悟的都會
找到解釋，因為基督藉復活決定性地証明祂天主性的權威，正如祂應許的。(651)
復活後的耶穌透過觸摸和一起用膳，與自己的門徒們建立了直接的關係。祂請他們辨
認祂不是鬼神，尤其請他們查驗祂給他們呈現的復活後的身體，就是那曾受折磨和被
釘的同一身體，因為仍帶著苦難的痕跡。然而這個原有及真實的身體，卻同時擁有光
榮身體的新特性：它不再置身於時空，而能按自己的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隨意臨
現，因為祂的人性已不能再被扣留在地上，如今它只隸屬天父屬神的權下。也是為這
緣故，復活的耶穌能絕對自由地照祂喜歡的去顯現：以園丁的形象或以其他為門徒們
所熟悉的形象，都是為激發他們的信德。(645)
基督、
「死者中的首生者」(哥 1:18)，是我們復活的本原，這復活從今日起是藉我們靈魂
的成義、日後是將藉我們肉體的復甦而完成。 (658)

逾越慶典
教會在禮儀中慶祝的核心是逾越奧跡；基督藉此奧跡，完成了救贖我們的工程。
教會在禮儀中宣布和慶祝的就是基督的奧跡，為使信友能在世界上見証這奧跡，並依
此生活。事實上，藉著禮儀，尤其在感恩聖祭中，
「我們得救的工程得以實現」
，因此，
禮儀最能促使信友在他們的生活中表達並昭示基督的奧跡，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 (天
主教教理 1068)

神聖的靜默是慶典的一部分，應在指定的時刻加以遵守。其性質按慶典的不同時刻而
有所不同：在懺悔禮及禱詞前，是要每人收歛心神；讀經或講道後，是為簡扼地默想
所聽到的聖道；領受共融的聖事後，是讓各人能在心中讚美並祈求天主。(羅馬禮儀經書總
論 45)

我們越來越清楚體會到，靜默是禮儀的一部分我們以歌唱和祈禱，來回應那位向我們
說話的天主，但那超越一切吉語的更大奧秘，卻要求我們要靜默 這當然是個有內容的
靜默，不只是沒有盲詞和行動 我們期望禮儀能為我們提供積極的靜止，好能恢復我們
一一這種靜止不應只是暫停，期間還要受到千恩萬念的襲擊，而是一個收斂心神的時
間，讓我們得到內心的平安，讓我們透透氣，好能發現那遺忘了的唯一必需的事。 (禮
儀的真諦 165 頁)

本堂區於 3 月 31 日聖周守夜禮儀中，共有 199 位成年人領受入門聖事。4 月 1 日復活主
日 37 位嬰兒領受聖洗聖事，及 4 月 15 日 110 聖教友子女及主日學學生領受聖洗聖事。

多謝堂區義工為聖週禮儀預備，
所需要的派發的聖枝及聖枝卡。願主報答各位！

復活節街頭福傳

紅十 字會在本 堂舉 行
捐血。當日，共有 95 人
登記，成功捐血人數為
64 人。
多謝各位踴躍參加。

新教友迎新日
善會招募日

4 月 1 日(日) 下午 1 時至 3 時

當日於坑口港鐵站 A 出口對面，
置設攤位遊戲、街坊填寫祝福句
語、派發單張等。

暨

4 月 8 日 (日) 下午 3:30
於禮堂舉行新教友迎新日和善會招募日
並在 6:00 彌撒中缷白衣

GraceFULL 青年唱聚
日期：4 月 13 日晚上 7:30 開始
主題：恆心祈禱
神師：林柏榮神父。
內容：晚餐、小組、聖經分享、歌詠祈禱等。
支持環保、自備餐具

主日學消息

明愛主日學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4 月 1 日及 8 日放假，
4 月 15 日上課。

\4 月 7 日復課

預報救主降生節彌撒
4 月 9 日(一) 早上 7 時 30 分 及 晚上 8 時

原本 3 月 25 日慶祝的聖母領報節日因為遇上聖周，故移至復活節八日慶期後的星期一慶祝。
預報救主降生節(聖母領報)
天使向瑪利亞報喜，揭開「時期圓滿」(迦 4:4)的序幕，就是恩許的實現和準
備工作的完成。天主教教理 484
「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37‐38)
「她因服從而成為自己和全人類得救的原因」
。不少古代的教父，也同他一起強
調：
「厄娃抗命的死結，因瑪利亞的服從而解開；貞女厄娃因缺乏信心所束縛的，

也因貞女瑪利亞的信心而獲得了釋放」
。他們把瑪利亞與厄娃比較，稱瑪利亞為
「眾生者的母親」
，並多次聲稱說：
「因厄娃而死亡，因瑪利亞而獲得生命」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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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21. 人具有尊嚴，並且他本性上渴求天主，故在宗教方面，他不應受任何逼迫。社會
和國家不能強迫任何人違反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撓任何人依照良心行事。
425. 教會與政治團體雖然各自獨立自主，但並不排除合作的可能。兩者各以不同的名
義，同樣奉召為個人和社會服務。事實上，教會與政治團體雖然都具有組織架構，
但卻不以此為目標，而是為服務人、協助人完全地行使作為基督徒和公民應享有
的權利，並履行隨之而來的各種責任。
教會和政治團體如果「以適合於當前和地方處境的方式通力合作，便能更有效地
為所有人的好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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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宗教場所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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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四月份
星期日
1 耶穌復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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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點核數組 11:0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pm (15 室)
頌恩聖詠團 12:45pm (1/2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嬰孩領洗(禮儀) 2:30pm (聖堂)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星期一
2

星期二
3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三
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基督之母支團 3:00pm 慕道班延續 (楊)
7:00pm (16 室)
8:00pm (1/2 室)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聖母軍區團檢閲
9:00am (聖堂)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5

6

7

翠林基基團 2:00pm

中學生慕道班(莫)
4: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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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am (1/2 室)

婚禮綵排 10:30am (聖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12,13,16 室)
主日學 P.1 3:0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 3:30pm (鳴遠中學)
(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邵) 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1.2,3,4,5,12,13,14,16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主日學 P.3 4:30pm (禮堂)
上午 8:00 至 晚上 8:00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復活節八日慶期彌撒 復活節八日慶期彌撒 復活節八日慶期彌撒 復活節八日慶期彌撒 復活節八日慶期彌撒
8:00pm (聖堂)
8:00pm (聖堂)
8:00pm (聖堂)
8:00pm (聖堂)
8:00pm (聖堂)

8 復活期第 2 主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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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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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歡迎新教友暨善會召慕日 3: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10

11

12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龍) 10:30am
慕道班 (李) 2:3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7 室)
10:00am (3/4 室)
(7 室)
(16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B 班信仰小團體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 室)
8:00pm (3/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12/13 室)
(12/13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1/2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3/4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插花小組幹事會
7:00pm (1/2 室)

13

14

中學生慕道班(莫)
4: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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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m (1.2,3,4,5,12,13,16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中學生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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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pm (1.2,3,4,5,12,13,14,16 室)
主日學 P.3 4:3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am (1/2 室)
青年聚會 7:00pm
(14,15 室,禮堂)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主日學導師例會 5:30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 pm (12/13 室)

15 復活期第 3 主日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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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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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30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教友子女領洗 2:3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莫)
4: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抄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播種默觀靈修
7:30am (1/2 室)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22 復活期第 4 主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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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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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會 11:45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堂區議會評議會 1: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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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復活期第 5 主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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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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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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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pm (16 室)
基督之母支團 2:30 pm (7 室)
領洗週年慶 3: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1/2 室)
(7 室)
(7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7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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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會議 1:00pm(12/13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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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彌撒 4:00pm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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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抄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00pm (5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慕道班 (陳) 10:15a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7 室)
(16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插花小組 研討班
(3/4 室)
7:00pm (3/4 室)慕道班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1/2
室)
(7 室)
(7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屠) 8:00pm
慕道班
(Iris)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7 室)
(12/13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12/13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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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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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慕道班(莫)
4:00pm (1/2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青年聚會 8:30pm
(3,4, 14, 1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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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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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12,16 室)
主日學 P.1 3:0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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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7,12,14,16 室)
主日學 P.5 4:00pm (禮堂)
主日學 堅振修和 4:30pm (聖堂)
中學生堅振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3 室)
慕道班 (黃,胡,蔡) 4:30pm (1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