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 安 德肋 堂 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九年二月

建立聖伯多祿宗座 慶日 2 月 22 日
『我已經為你祈禱，使你不致失去信德，等你回頭以後，要堅強你弟兄們的信心』
建立聖伯多祿宗座節早於第四世紀中葉就已存在，可能源自古代羅馬一種追念亡者的禮俗，
在每年自 2 月 13 日到 2 月 22 日為已亡親友舉行紀念禮；行禮時，空置一個座位，表示為某
固定亡者保留。由於聖伯鐸殉道的實際日期並不為羅馬教友確知，因而定在 2 月 22 日，以
追念他的逝世日。紀念禮時，也為他保留一個空座位（Cathedra）
。以後，教友團體才把此座
位解釋為：主教在教導教友時所坐的座位，並且把此慶節視為紀念伯鐸就職管理羅馬教會的
日子。
教宗保祿四世 1558 年時把高盧地區 1 月 18 日紀念伯鐸首席特權的節日，及安提約基
（Antioch）2 月 22 日的伯鐸建立宗座日的兩個節日定為普世教會應遵行的慶節。1960 年，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時修訂禮規，只保留了 2 月 22 日的慶節，稱之為「聖伯鐸建立宗座」
，並
定為慶日。此慶節的主要目的在尊敬伯鐸的宗座權威，強調他在教會中的地位職責，一如在
彌撒經文中所表達的：
「主對伯鐸說：
『我已經為你祈禱，使你不致失去信德，等你回頭以後，
要堅強你弟兄們的信心』。」
伯多祿是教會第一任教宗，這項傳統在天主公教內延續至今。教宗也身兼羅馬主教。
羅馬主教在所有牧人團中的使命，正在於看顧（Episkopeina），如同一個哨兵，因此，藉著牧
人們的努力，基督牧人的真實的聲音，可以在所有的個別教會中被聽到。以這個方式，在每
一個託付給些牧人的個別教會中，這至一、至聖、至公和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就呈現出來了。
所有的教會都在完全和可見的共融之中，因為所有的牧人都與伯多祿共融，而因此也都聯合
在基督內。
如果沒有權力和權威，這樣的一種職務將成為虛幻不實。因此，羅馬主教（亦是教宗）
必須以權力和權威，來保證所有教會的共融。為這個理由，他是合一的首要僕人。這一項首
席權行使在不同的層面上，包括注意聖言的傳承、禮儀和聖事的舉行、教會的使命、風紀，
和基督徒的生活。伯多祿繼承人的職責，就是要喚起注意教會公益的需求，是否有人企圖為
個人的利益而忽視它。他有義務勸誡、警告，有時候，當某些與信仰合一互不相容的見解四
處流傳時，他也要宣布、澄清。當環境需要時，他就以全體與他共融的牧人的名義說話。他
也能——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所清楚訂下的明確條件下——以宗座名義（EX Cathedral）
宣布某些教義是屬於信仰的寶庫。以此對真理的見證，聖伯鐸的繼承人為合一服務。
(轉載自 耶穌會中華省>聖人真福>聖伯鐸建立宗座慶日)

天主教教理
教會是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811.……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這四個特徵，非由教會自己加上去

的，而是基督透過聖神，使祂的教會成為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而且也
是基督召喚她去實現這些特徵。
882.教宗──羅馬主教和聖伯多祿的繼位者，
「是主教們和信友群眾的一個永久而可見的統

一中心和基礎」。「事實上，羅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個教會司牧的職務名義，對教會
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能時常自由地使用」。
883.「世界主教團若不以羅馬教宗為其首領……便毫無權力」
。這樣，主教團「對整個教會也

擁有最高和完全的權力，但這項權力除非獲得羅馬教宗的同意，便不能執行」。
884.「世界主教團在大公會議時，以隆重的方式行使它對普世教會的權力」
。「除非被伯多祿

的繼承者批准、或至少接納，大公會議便不能召開」
。

農曆新年彌撒時間表
聖安德肋堂
(粵 語)
農曆除夕謝主 彌撒
2 月 4 日 (一) 年三十晚
農曆新春求恩 彌撒
2 月 5 日 (二) 大年初一

St. Vincent’s Church
(English)

黃昏 6:00
早上 9:00 、
早上 11:00 (原定時間為早上
10:30, 現改為早上 11:00)

Daliy Mass
5 February (Tue) 8:00am

主日學消息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2 月 3 日及 9 日放兩星期農曆新年假。
明愛主日學 K3 班開 1 月 27 日至 2 月 10 日開始放農曆新年假，
而小一至小三則由 2 月 3 日才開始放新年假。請各位家長留意。

2019 年新春團拜暨歡迎馮賜豪神父
時間：2 月 17 日（主日）下午 1 時半，地點：地下禮堂舉行。
為支持環保參加者請自備餐具。
聖言頌讀 Lectio Divina ——
透過默觀福音，與耶穌結伴同行
神師：馮神父及團隊
上課日期：2019 年 3 月初至 5 月初，
共 11 次聖經靈修聚會。
地點：聖安德肋堂
名額：30 名（需見面選，
上課後每位收費 100 元）
報名方法：直接向馮賜豪神父及/團隊報
名
截止日期：2019 年 2 月 17 日

聖經研習班
地點：聖安德肋堂禮堂
2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至 9 時半，
內容：天主創造天地(創 1-2)
2 月 20 日(星期一)早上 10:00 至 11:30
內容：多俾亞傳
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電影放映會
名稱：“傘上：遍地開花”
地點：堂區禮堂
時間：2 月 24 日，下午 2:00-5:30
分享善賓：陳健民博士、黎汶洛先生（慕道者、註冊社工）舒淇先生（電影製作人）

首星期五朝拜聖體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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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義工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招募義工，為該校新移民小二學生補習英文。補習地點為該校的圖書
館。時間為逄星期二、三、四，下午 2:15–3:00。補習將以小組形式進行。每組 5-6 人。
有意參加者請與馮賜豪神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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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183 現時，貧窮人被交託在我們手中，在末日我們受審判時，審判的標準正是這責任：
「主早已說過，
假如我們在貧窮者和他弱小兄弟的急需中，不向他們施予援手，我們就會與他分離」
。(瑪 25:3146)

184 福音真福的信息、耶穌本人的貧窮，以及他對貧窮人的關懷，都啟發教會去愛護貧窮人。……
「當中，施捨窮人，是友愛的一種主要見證，也是中悅天主的正義工作」。然而實踐愛德並不
局限在施贈，也針對貧窮問題的社會幅度和政治幅度。教會常教導人們正視慈善和正義之間的
關係：
「當我們照顧匱乏者的需要時，我們是把原屬於他們的東西」而非我們的東西給予他們。
我們所做的，不僅是慈愛的工作，我們是償還正義的債」。(聖大額我略)。大公會議的神長們強
烈建議，應正確地滿全這責任，
「正義要求我們付出的東西，不可視為愛德禮物般去給予」
。(教
友傳教法令)。愛護窮人定必「與無節制地愛財或自私地使用錢財不能並存」
（參閱琟 5:1-6）(天主
教教理 2445)

205 真理、自由和正義等價值，都是在愛的泉源中衍生和生長的。社會生活之所以有序，結出善果，
以及符合人的尊嚴，乃是基於：建立在真理之上；活出正義，即是有效地尊重權利、並履行相
關的責任；富於「無我」精神，即是把別人的需要視作自己的所需，加強精神價值的融匯，關
注別人物質上的需要；並由相稱於人尊嚴的自由來促成，而人亦在理性的驅動下為行動負起責
任。上列這些價值都是支柱，給多人力量和持久的能力去教化生命/行動。這些價值決定每一
個社會行動和社會制度的質素。

星期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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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朝拜聖體 8am (聖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8:00pm (1/2 室)

8

9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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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常年期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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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小雲)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pm (1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a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10 農曆新春首主日

4

5

6

7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翠林基基團 2:00pm
農曆除夕謝主彌撒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年三十晚
大年初一
寶盈基基團 8:30pm

晚上 6:00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早上 9:00
及
早上 11:00

11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龍) 10:30a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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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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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信仰小團體(李老師) 1:30 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12

13

15

16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信仰小團體 8:00pm
(1/2 室)
慕道班(李) :00pm(3/4 室)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主日學(Cindy)10:00am(5 室) 景林基基團 10:30am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1/2 室)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楊)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慕道班(邵) 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16 室)

14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堂家組 8:00pm(禮堂)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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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堂)

17 常年期第 6 主日

18

19

20

21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3/4 室) 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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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堂區新春團拜 12:00pm (禮堂)
點核數組 1:30pm (1/2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15pm (16 室)
關社組 2:30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聖經研習班 10:00a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母親祈禱會 2:30pm (3/4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慕道班(陳) 10:00am(7 室)
慕道班(李)8:00pm(3/4 室)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Cindy)10:00a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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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9:00am (12/13 室)
青年唱聚 8:30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11,14, 15,16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24 常年期第 7 主日

25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2016 靈修小組 7:30pm(1/2 室) 10:00am (3/4)
慕道班(陳) 10:00am(7 室)
慕道班(李)8:00pm(3/4 室)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王、宋) 8:30a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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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0:30am (3/4 室)
詠主聖聖詠團 12:00nn(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2:00nn (12/13 室)
嘉俾額爾聖詠團 12:30nn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16 室)
關社組 (電影分享會) 2: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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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6 室)

23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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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康) 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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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主日學團拜 5:30pm (禮堂)
攝影組 6:00pm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培訓 7:30pm (聖堂)

26

27

28

主日學(Cindy)10:00am(5 室)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媚)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1/2 室) 9:00am (12/13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4:15pm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5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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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