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九年三月

四旬期 (2019 年 3 月 6 日開始)

你要回頭改過，信從福音！

四旬期傳統上是指教會以四十天去守大小齋，祈禱準備耶穌受難、死亡與復活的逾越奧蹟。
是一個復活節前的隆重準備期，從聖灰禮儀日起，至復活節前的四十天之齋戒期。
今年的聖灰禮儀日是在三月六日舉行。這天是羅馬禮全教會的一個補贖日，應守大小齋。
小齋：即不吃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
大齋：即除小齋外，只可飽餐一頓，其餘兩餐可進食少量食物，其他時間只可取用流質飲品，
而不能進食。
* 《天主教法典》
1250 條 - 在普世教會內，補贖日期和時間為全年的每週星期五和四旬期。
1251 條 - 全年每週星期五應守小齋，不食肉類，或主教團所規定的其他食物，但星期五
遇到節日不在此限；聖灰禮儀星期三，及吾主耶穌基督死難日星期五則應守大齋及小齋。
* 1252 條 - 凡滿十四歲者應遵守小齋法；凡成年人而未到六十歲者應遵守大齋法，但因年
齡幼小而不受大小齋法約束者，人靈的牧者及父母應設法培養他們補贖的真精神。
* 香港教區主教按《天主教法典》1253 條的授權，規定逢星期五信友可免守小齋，但必須踐
行一些愛德或克已善工，例如：節制飲食、減少娛樂消遣，，獻出餘暇，為窮人、病人、
老人、孤兒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服務。然而，在「聖灰禮儀」星期三及聖周五「救主受難
聖死紀念日」香港信友一如普世教會，應守大小齋。
在四旬期內，信友宜作特別的善工，例如：每天參與彌撒，每天朝拜聖體或拜苦路。本堂區
則在四旬期的星期五晚上舉行苦路善工，團體一同默想耶穌生平和救世的苦難，並加深自己
對靈性生活的修養。
傳統十字架苦路有十四處，但由於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有時會加上第十五
處。十字架苦路的敬禮隨着教會的發展漸具雛型，而在大概第十七至十八世紀發展為特定的
敬禮。而本堂區的十字架苦路，是只按照聖若望福音記載的耶穌苦難編輯而成，只有九處。
信友參與十字架苦路，是以祈禱默想耶穌的苦難死亡，妥善自己的心靈，準備聖週的來臨。
參考《天主教法典》及《天主教羅馬禮儀日曆》2018-2019 年

2019 年四旬期主題
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但要在言語行為上，在愛德、信德和潔德上，做信徒的模範。 (弟前 4:12)
第一週：聖言心坎印：天主的話離你很近，就在你口裡；就在你心中。(羅 10:8)
第二週：明辨是非因：因為有許多人，行事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敵人…；他們只思念地上的事。(斐
3:18-19)

第三週：省察保純厚：凡自以為站得穩的，務要小心，免得跌倒。(格前 10:12)
第四週：實信修和路：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天主曾藉基督，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並將這和好的職
務，賜給了我們。(格後 5:18)
第五週：天國在人間：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的獎品。 (斐 3:14)

人啊！你要記住，你原來是塵土，將來還要歸於塵土。（創 3:19）

清明節通告 2019
於 2019 年 3 月 3 日至 2019 年 5 月 1 日，因警方將會實施特別交通封路管制措施，柴灣天主教聖
十字架墳場附近道路一帶，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所有車輛將不可進入連城道、歌連臣角道
及墳場一帶。(如已預約的殯葬禮儀，靈車及其隨同家屬之車輛必需經殯儀公司於最少 5 個工作天
前絡本處預先登記，方可於禮儀當日由警方安排進出墳場，禮儀完成後，所有車輛必須駛離墳場
範圍，未有登記之相關車輛，將不得駛進管制範圍)
有關資料更新，可電聯絡墳場辦事處，電話：2557-4213 (柴灣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辦事處 2019/2/19

聖灰禮儀 ：
時間：3 月 6 日早上 7:30，晚上 8:00 舉行。
四旬期苦路善工。
3 月 15、22、29 日、4 月 5、12 日
地點：聖安德肋堂聖堂舉行
歡迎各位參加。

主日學消息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3 月 2 日放假。
請各位家長留意，勿帶學生回主日學。

GraceFULL 青年唱聚

傳道組講座
日期：3 月 3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時-5 時,於本堂禮堂舉行,
主題：如何同長者/病重者/面對死亡陰影響者同行,
主講：林艾雯修女。
毋須報名費用全免歡迎參加,
詳情請參閱海報

日期：3 月 8 日 講座：「守心如玉」
日期：3 月 22 日 講座：「男女的完美配搭」
神師：神師韋沐恩神父。
內容：晚餐、小組、聖經分享、歌詠祈禱等。
(支持環保、自備餐具)
歡迎 18-25 歲青年參加

首星期五朝拜聖體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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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地點：聖安德肋堂禮堂舉行。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
時間：3 月 4 日(星期一) 早上 10:00–11:30
時間：3 月 13 日（星期三）晚上 8:00-9:30
內容：宗徒大事錄總論
內容：艾斯德爾傳(二之一)
時間：3 月 18 日(星期一)早上 10:00–11:30
時間：3 月 20 日（星期三）晚上 8:00-9:30
內容：聖母四項信條(二之一)
內容：艾斯德爾傳(二之二)

聖若瑟節彌撒
聖安德肋堂區於 3 月 19 日（星期二）早上 7:30 及晚上 8:00 舉行。歡迎教友參與。

給血銅章
聖安德肋堂獲紅十字會捐血中心會頒發《給血聯盟》章的
銅章，並於 2019 年 2 月 12 日刊登在頭條日報。

關社討論會
堂區關社組及正義和平委員會舉行 “明日大嶼” 討論會
日期及時間：3 月 31 日，下午 2:00 至 5:00,
並邀請嘉賓分享及分析有關東大嶼計劃及綠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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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受讚頌》通諭

教宗方濟各

除了要有責任地善用大地的產物外，我們也必須明白，在天主的眼中，其他受造物也有其價
值：
「它們就以其存在本身，讚美光榮天主。」的確，
「上主喜樂自己的化工」
（詠 104：31）
。……
德國主教團的教導說，當涉及其他受造物時，
「我們可以說『存有』比『有用』優先。」69.
若要評估商業投資和計劃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需要能自由交流意見及具透明度的政治協商過
程。另一方面，若有利益輸送，或隱瞞計劃中對環境的實質影響的貪腐行為，通常會提出似
是而非的協議書，無法提供完整報告，且讓人不能深入研究討論。182.
環境影響的評估，應該優先於商業計劃案，或特殊的政策、計劃或方案的制定。環境評估自
始就應是整個過程中的一部分，而評估的進行應是跨學科的、具透明度的和不受任何經濟或
政治壓力左右。評估應涉及到工作條件的研究，須考量對人的身心、本地經濟和大眾安全的
可能影響。若能評估各種潛在可能的情況，及為糾正不良影響所需的額外投資，經濟回報的
預測將會更貼近現實。不同利益之相關者應總能達成共識，並提出多種方案、解決辦法和替
代方案。本地居民在參與評估中應佔一席特別位置，他們關心自己和子女的將來，及考慮以
超越即時經濟利益為更長遠的目標。我們要停止以「介入」的思考模式來保護生態，為要給
予相關人士作政策上之思考及辯論的空間。為使相關人士能積極參與，他們必須完全知曉計
劃的內容、風險及可能性等資訊；參與者不只參與初步的決定，也參與包括所有後續的行動
和持續的監測過程。在有關科學和政治的討論中，需要公開透明，不應只限於某項特定計劃
在法律上是否容許的討論。183.
當我們面對極可能影響現代和未來人民福祉的潛在環境風險時，訂定決策必須是「需要衡量
各種不同政策下可預見的利弊。」，特別是當某項計劃可能消耗更多天然資源、導致更高的
氣體或液體排放水平、增加廢棄物；或嚴重改變地貌、改變受保護物種的棲息地或公共空間
等等。184.
在商討合作方案時，需要多多提出問題以分辨是否真正有利於整體的發展。185.
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宣言》聲明：
「當有可造成嚴重或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威脅時，不可藉
詞缺乏全面的科學確定性，而延遲推行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來阻止環境惡化。」此預防性原則
可以保護最弱小者，及那些在捍衛自身權益和搜集確切證據方面能力有限的人。即使缺少無
可置疑的證據，若客觀的資料顯示可能會出現嚴重和不可逆轉的損害，此一計劃應予以停止
或修訂。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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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一覽表

朝拜聖體
8:00a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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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

慧安園、富麗、旭輝台
8:30pm

聖若瑟瞻禮 3 月 19 日

家庭價值關注組 10:00am(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12/13 室)
教區候洗者聚會(2) 1:00 (聖堂)
聖經靈修聚會(馮) 2:30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鳴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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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常年期第 8 主日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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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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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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傳道組開會 12nn (7 室)
教區候洗者聚會 1:00pm (聖堂)
聖若瑟會 1: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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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組講座 2:0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2:30a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莫修女 5:30pm (禮堂)

聖經研習班
10:00a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經靈修聚會(馮)
8:00p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聖灰禮儀
7:30am & 8:00pm (聖堂)

慕道班親子課程
(淑媚)
9:00am (12/13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李)
2:30pm(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青年唱聚 6:30pm
(14, 15 室, 禮堂)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苦路善功
8:00pm(聖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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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
學)
慕道班 (康)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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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例會 5:30pm (禮堂)

10 四旬期第 1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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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良友之聲書展 8: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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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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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洗者甄選禮 2:30pm (聖堂)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莫修女 5:30p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00pm
聖經靈修聚會(馮)
8: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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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Cindy)
10:00am(5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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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維景灣畔基基團
8:15pm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
媚)
9:00am (12/13 室)
播種默觀靈修
10:00am (1/2 室)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景林基基團 10:30am
(3/4 室)

莫修女 5:30pm (禮堂)
苦路善功 8:00pm
(聖堂)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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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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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17 四旬期第 2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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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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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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信仰小團體 1:30pm (14 室)
家庭價值關注組 2:00 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莫修女 5: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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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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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綵排 8:00p (聖
堂)
慕道班 (Iris)
8:00pm (7 室)
聖經研習班 8:00pm
(禮堂)

慕道班親子課程
(淑媚)
9:00am (12/13 室)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苦路善功 8:00pm
(聖堂)
青年唱聚 8:30pm
(3/4,14, 15,16 室)

「信仰小團體」領袖培育
(Cindy) 9:00am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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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p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康)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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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24 四旬期第 3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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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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30a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接待組 1:30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堂區考核禮 2:00pm (聖堂)
基督之母 2:0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 pm (5 室)
莫修女 5:30pm (禮堂)

聖母領報節彌撒
7:30am & 8:00 pm
(聖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經靈修聚會(馮)
8:00pm (禮堂)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陳) 10:00am
(7 室)
慕道班(李)8:00pm
(3/4 室)

主日學(Cindy)

慕道班親子課程(淑
媚)
9:00am (12/13 室)
長者避靜 9:00am
(聖堂&禮堂)
慕道班(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7 室)

聖雲先會 7:30pm (7
室)
苦路善功 8:00pm
(聖堂)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10:30am
(12/13 室)
主日學拜苦路 2: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7 室)
慕道班 (淑媚)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3: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康) 4:30pm (7 室)
主日學 3:00pm(,12,13 室)
慕道班 (莫) 4:30pm (11 室)
慕道班 (惠玲) 4:30pm (15 室)
嬰兒領洗講座 8:00pm (禮堂)

31 四旬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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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2:00nn(7 室)
善別小組 12:00nn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堂區考核禮 2:00pm (聖堂)
關社組 2:00pm (禮堂)
基督之母(靈修聚會) 3:00pm(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10:00am(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陳)
10:00am(7 室)
慕道(李)
8:00pm(3/4 室)
慕道班(屠)
8:00pm (7 室)
福傳小組
8:00pm (5 室)

福傳小組炎
f

聖若瑟節彌撒
7:30am & 8:00pm
(聖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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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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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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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盈基基團 8:30pm

10:00am(5 室)
聖言分享小組
2:00pm (1/2 室)
基督之母支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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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廣場基基團
8: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