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九年一月
2019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教宗方濟各
《良好的政治是為和平服務》 「願這一家平安」

路 10:5

「誰若想做第一個，他就得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並要做眾人的僕役」
（谷九 35）引用教宗保祿六世
的話：
「凡認真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在不同的層次上，無論是地方性的、區域性的、國家性的或
世界性的──就是肯定，每一個人的責任是去認知自由的現實性和價值觀是為城市、為國家乃至
為全人類謀取福利。」……因此，政治職位和政治責任持續不斷地挑戰那些受召為國家服務的人，
要他們盡一切可能來保護那地方的居民，並創造條件，以走向有價值及公義的未來。 (2)
每一次的選舉和再次競選，以及公職生涯的每一階段，都是一個回歸初衷的機會，而那也正是激
發正義和法律的起始點。有一件事是無庸置疑的：良好的政治是為和平服務。它尊重和促進基本
人權──同時也是人彼此間的責任，能堅定現在和未來世代之間的信任度及感恩情誼。 (3)
如果政治能具體地培養年輕人的才華和他們的抱負，他們的前景就有和平，他們的面容也會顯露
出平安。……政治若能藉著在每一個人的才幹和能力得以體現，政治便是為和平服務。 (5)
和平是基於尊重每一個人，不論這人的背景如何，是基於尊重法律和公益，基於尊重託付給我們
照顧的環境，並基於尊重過去歷代所留傳給我們的豐富道德傳統。 (6)
和平的政治，意識到並深深關心人類脆弱的每一個情況，永遠能從聖母──救主基督之母、和平
之后的讚主曲得到靈感和啟發：「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賜與敬畏祂的人。祂伸出了手臂
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正如
祂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路 1：50-55） (7)

茲奉楊鳴章主教諭，公布免任令如下：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馮賜豪神父(Fr Joseph Fung)免任長沙灣、李鄭屋邨及美孚新邨聖老楞
佐堂區助理主任司鐸，並出任九龍將軍澳聖安德肋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我們歡迎馮神父來到我們堂區，一同在堂區建設我們的教會團體。

主日學消息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1 月 5 日上課，2 月 2 日開始放兩星期農曆新年假。
明愛主日學月 6 日開學，2 月 3 日及 10 日放農曆新年假。請各位家長留意。
首星期五朝拜聖體
1 月 4 日（星期五），由早上 8 時至晚上 9 時。晚上 7 時至 8 時有神父聽告解。
8 時至 9 時，神父與教友在靜默中一同朝拜聖體，期間不設聽告解服務。歡迎大家到來祈禱。

GraceFULL 青年唱聚
1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主題為：“冰山與靈修：認識自己，讓天主的愛滋潤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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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召簡介會
1 月 13 日夏志誠輔理主教將主持 10:30am 彌撒，禮儀中推廣聖召，並於彌撒後在禮堂有簡短介紹，歡迎教友
留步參與。
長者新年團年晚宴
堂區將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主日）舉行長者團年晚宴，地點：東港城壹滙中菜館
聖經研習班

聖安德肋堂禮堂

1 月 2 日(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30，

1 月 16 日(星期三)晚上 8:00-9:30

內容：盧德傳
1 月 7 日(星期一)早上 10:00-11:30
內容：感恩聖祭的神學意義（二之一）
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內容：亞巴郎喪妻和兒子成親（創 23-24）
1 月 21 日(星期一)早上 10:00-11:30
內容：感恩聖祭的神學意義（二之二）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1 月 18 日至 1 月 25 日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是一個普世性的基督徒運動，以治療不同基督宗教教會間的分裂，促進各教會
團體間的對話，及鼓勵所有基督信徒彰顯「一主、一信、一洗」的含義。每年的一月十八至二十
五日，我們祈求所有基督信徒一起祈禱，作為在基督內合一的一個標記，並祈求終有一天可以實
現基督信徒的合一。
1 月 20 日合一主日的 12 時彌撒中，有循道衛理的牧師前來證道。

2019 年合一祈禱週主題
義！也只有義是你們應當追求的。
義德是倫理的德行，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到的。對天主，義德又
稱為「虔敬的德行」(virtue of religion)。對人，義德使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奠定在人際關係
中的和諧，因而促進人類之間的平等和公益。有義德的人經常在聖經中被提及，他們思念正直習
以為常，對待近人公正不偏。
「不可袒護窮人，也不可重視有權勢的人，只依正義審判你的同胞」
(肋 19:15)。
「作主人的，要以正義公平對待奴僕，因為該知道，你們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哥 4:1)。
天主教教理 1807.

循道衞理在香港的歷史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政治形勢的變化，使香港循道公會脫離華南教區，獨立發展。
而一直沒有在華南地區工作的衛理公會（美國背景）
，亦於五十年代初遷港。由於大量難民南遷，
香港人口激增，許多原先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基督教宗派亦紛紛撤至香港，香港地區成為全球宣教
資源的密集中心。各宗派目睹社會的急需，乃積極參與，向許多有需要人士伸出關懷之手，基督
教在港尤是取得急劇的發展。由於宗派背景相同的關係，循道、衛理公會在五、六十年代開始，
在各自發展之餘，亦已謀求事工的合作。1970 年 1 月，兩會通過聯合草案，並成立委員會積極研
究有關聯合步驟。1975 年，循道公會及衛理公會正式聯合，成為「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
。原本隸屬英國循道公會的香港英語循道會，亦於 1988 年正式加入香港循道衛理會成為英語
聯區。在合一運動上向前走了一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教 義
認定並珍惜本身在基督的身體--普世教會--中的地位。
相信獨一上帝：就是眾人的父；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亦努力追隨聖靈的引領。
相信聖經為信仰唯一的權威，並奉行一次聖洗。
相信凡屬「信徒皆有祭司職分」的教義，而信徒皆受託在世界與上帝作同工，藉宣道與服
務，見證祂的慈愛和公義。
本會肯定接受歷史信條、更正教會、及衛斯理傳統的原則及教訓。
本會以聖經的神聖啟示作信仰及行為的最高規範。
聖 禮

(一)
(二)

聖禮是內在靈性恩典的外在可見表徵。
本會承認兩項聖禮，即聖洗禮及聖餐禮。此乃神聖之責任及永存之本分，凡屬本會教友皆有
接受此兩聖禮之權利與義務。
(三) 照本會習慣，成人與兒童皆可領受洗禮。凡未接受基督教洗禮者，應於接納其加入作成年教
友之前或之時，為其施洗。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The Method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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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委關社勞委正委關社勞關社

天主是愛
社會和國家的正義秩序是政治的主要任務，如果一個國家不以正義來治理，就會成為
一個巨大的強盜集團，奧斯定說：“如果是遠離正義的人來做國王，難道不是一個巨
大的強盜嗎？”…正義是一切政治的目標，所以也是其內在的標準。政治不單純是一個確立公共
秩序的方式：其根源與目的就是正義，而正義則屬於道德性質的。這樣，無可避免的，國家所要
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在此時此刻實現正義。但是這個問題包含另一個更為徹底的問題：正義是什
麼？這是需要實際面對的問題，但為能正確的實行這一點，理智常需要淨化，因為道德的盲目常
是一個危險，這從來不會完全脫離，而利益和權力會造成道德的盲目。
建設正義的社會和國家秩序是每一代人都需要面對的根本任務，這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作為一項
政治性的任務，不會成為教會直接的範圍。但同時也是人類的第一任務。藉著理智的淨化以及道
德的陶成，教會有責任奉獻自己獨特的觀點，為能使正義的要求成為可理解的，同時在政治方面
可以具體實行。……
教會不能、也不應該代替國家。但同時不能、也不應該置身于為正義而奮鬥的範圍之外。應該通
過理性的思考置身其中，應該喚醒精神的力量，沒有精神的力量正義不會發展，因為正義常要求
捨棄。正義的社會不能由教會來實現，而是由政治來實現。可是教會特別要努力的為正義而向善
的要求開啟人的理智和意志。 (28)
為了熙雍，我決不緘默！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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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二
1

星期三

天主之母節 2

天主之母節彌撒
9:00am (聖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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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星期五
4

5

主日學 (Cindy)

播種默觀靈修

朝拜聖體 8am (聖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10:00am (5 室)

10:00a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pm (5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2:30pm (7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青年會
7:30pm (3/4 室)

慕道班 (淑媚) 3:00pm (1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7:30pm (1/2 室)
主日學 3:00pm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禮堂&1,2,3,4,5,7,12,13,14,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上智之座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楊)
8:00pm (7 室)
8: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寶盈基基團 8:30pm

www.facebook.com/TKOst.andrew

星期六

3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康) 4:15pm (禮堂)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6 主顯節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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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傳道組 1:30pm (7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物部 1:3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聖若瑟會 2:00pm (15 室)
關社組 2:30pm(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主日學 (Cindy)

關社組 9:00am (7 室)

10:00am (5 室)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慕道班 (龍)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小組

9:00am (12/13 室)

10:30am

8:00pm (1/2 室)

2:00pm (1/2 室)

播種默觀靈修

青年聚會 6:0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14, 15 室,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 P.3 活動 3:0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4:15pm (5 室)

10:00am (1/2 室)

(1,2,3,4,5,12,13,14,16 室)

景林基基團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8:00p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pm (1/2 室)

10:30am (3/4 室)

慕道班(淑媚) 3:00pm (15 室)

福傳小組
8: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2:30pm (7 室)

主日學 4:30pm

10:00am

(禮堂)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慕道班 (Iris) 8:00pm(7 室)

12

主日學 3:00pm

上智之座 8:00pm(7 室)

(1,2,3,4,5,12,13,14,16 室)

慕道班 (邵)

慕道班 (康) 4:15pm (禮堂)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厚德基基團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8:00pm (3/4 室)

主日學例會 5:30pm (禮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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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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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雲)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聖召簡介會 (夏志誠輔理主教)
11:30 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30am (5 室)
堂區議會評 1:30pm-3:3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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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聖安德肋祈禱會

主日學 (Cindy)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10:30am

10:00am (3/4)

10:00am (5 室)

9:00am (12/13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 4:15pm (5 室)

慕道班 (李)

堂家組 8:00pm (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主日學低年級朝聖集隊
9:00am (禮堂)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8:30pm

慕道班 (康) 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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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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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接待組 1: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收錄禮 6:00pm (聖堂)
長者團年晚宴 7:00pm

聖經研習班

聖安德肋祈禱會

主日學(Cindy)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青年唱聚 6:30m

10:00am (3/4)

10:15am (5 室)

9:00am (12/13 室)

(11,14,15,16 室)

慕道班 (龍)

慕道班 (李)

10:30am (7 室)

8:00pm

母親祈禱會

慕道班 (屠)

2:30pm (3/4 室)

8:0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新都城基基團 8:30pm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1/2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䏜務
上智之座
4:15pm (5 室)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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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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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4:15 (禮堂)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送聖體聖血會培訓 7: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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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00pm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慕道班 (Iris) 8:00pm(7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維景灣畔基基團 8:15pm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10:00am

(禮堂)

(3/4 室)

8:00pm (7 室)

(1/2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7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27 常年期第 3 主日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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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婦女會 11:30am (12/13 室)
詠主聖聖詠團 12:00nn3/4 室)
派福袋祈禱禮 12:30am (禮堂)
3:0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慕道班(龍)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主日學(Cindy)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10:00 am (5 室)

9:00am (12/13 室)

基督之母支團

慕道班 (李)

播種默觀靈修

8:00pm

8:00pm

基督之母支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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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 (邵)
8:00pm (12/13 室)

10:30am

(7 室)
(7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3/4 室)

7:30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 , 3/4 , 5 , 7 , 12/13 , 14 , 16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送聖體聖血會培訓 7:30pm (禮堂)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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