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七年 七月份

向中華殉道聖人誦
可敬的中華殉道諸聖及真福，你們為了信仰基督，勇敢地捨身致命，獲得了天賜的殉道
榮冠，我們感謝天主、讚美天主。今天我們的國家民族，甚至全世界面臨著艱苦的處境：天
災人禍、貧窮、疾病、戰爭，一再破壞人類生活的安定與和平。我們的社會也正受著唯物、
享樂和消費主義的衝擊，信仰生活也深受其害；懇請諸位中華聖人及真福為我們轉求天主，
恩賜各地都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使基督的福音能到處廣傳；願我們能效法你們的榜樣，在
任何環境中，堅持信仰，忠於教會，勇敢為基督作證，不屈不撓，至死不渝。願我們在享有
平安和自由的生活時，也能體會基督信仰的珍貴，發揮信仰的活力，善盡福傳的責任，在人
類迷失方向的時代，能作照世的燈塔，引導人類出離迷津，走上救恩之路。懇請諸位殉道聖
者和真福給予有力的援助。阿們。
(轉載自台灣輔仁禮儀研究中心)
「基督原為忠實的見證（殉道者），死者中的首生者」；跟隨他的人,充滿聖致殺身成仁。如
此，中外古今，教會擁有無數為信仰而犧牲奉獻的見證者。事實上，「殉道者的血是基督徒
的種子」（戴者良《謢教書》50,12）。中華教會也在殉道諸聖和真福的作證下，不斷福傳神
州。
2000 年 10 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他們為聖人。中華殉道者巳被列入聖品的有 121 位。其
中國籍教友及神長共有 87 人，外藉傳教士有 34 人。他們殉道時由 7 歲至 79 歲不等，當包
括 76 位教友（兩位是慕道者）、8 位修士、7 位修女、24 位神父及 6 位主教。
他們於 1648 至 1930 年間，在福建、四川、貴州、湖北、廣西、山西、陝西、河北、廣東等
地殉道。此外，榮列中華真福的有；在西藏殉道的杜仲賢司鐸 C.R.B.，及以聖德和犧牲精神
為主作了美好見證的福若瑟司鐸 S.V.D.、雅松大修女 F.M.M.、和德理司鐸 O.F.M.及梅慕雅
司鐸 M.E.P.。還有兩位擁有中國血統的海外殉道聖人，即在日本殉道的鄭安道（教友，華裔
日本藉）和李樂倫（教友，華裔菲律賓籍）。相信還有許多中華聖者，只有天主知道他們的
名字。我們一起慶祝他們在基督內的凱旋。

聖婦趙郭瑪麗、女兒趙洛莎、趙瑪麗 1900 年殉道
趙郭瑪麗，聖名瑪麗 Maria，是河北吳橋縣油房趙家村。趙瑪麗
在未婚夫杜希珍進入耶穌會後，跟隨姊姊，選擇過獨身生活。
庚子年 7 月 28 日，義和團拳民來到鄉內搜查教友，她們三母女
因為留守在家中祈禱而被捕。她們被拉往村外行刑時，途中看
見村頭路旁有一口井，她們都跳了下去。拳民把她們撈起來，並
且逼令她們背教。趙洛莎毅然拒絕說：「我們早就己經拿定主
意，死也不會背教。」，又勸自己的母親和妹妹呼求耶穌幫助，甘心捨生殉教。
此時有拳民嘗試勸趙瑪麗作他的妻子，以保全她的性命；同鄉的趙五海，也苦
口央求拳民饒過她們母女三人，但聖趙洛莎對他們說：「不要再費神了，我們
既要保全信德，就應受死，讓我們都死吧！」隨即對押送她們的人說：「村中

不是殺人的地方，你們定要殺害我們，便請在我們的祖墳上殺吧！」拳民帶著母女三人到了
趙家墳地，把她們砍殺後了，並且把她們的屍首燒成灰。
一位老婦人形容趙洛莎是一位典型的傳教姑娘：「她熱心、貞嫻、恬靜、謙誠、有愛心、肯
犧牲。我雖然是一個窮苦可憐的老太婆，可是她從來沒有輕視過我。」
趙瑪麗的 14 長孫趙名振，聖名保祿，和八個月的孫兒趙若瑟，在一個月後，即 8 月 31 日也
被拳民砍殺。

堂區消息
聖安德肋堂區「堂區教友周年大會」
暨第十四屆「堂區議會選舉」
日期：7 月 9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1 時半
地點：堂區禮堂
誠邀各位教友出席

堂區主日學
主日學 2017-2018 招收新生報名表已於 6 月 24 日開始派發，
交表日期：7 月 15 日 (星期六) 下午 5:00-7:30 和
7 月 16 日 (星期日) 上午 10:00-1:30，
請留意海報，或參閱「聖安德肋堂主日學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tandrewssundayschool 或
電郵至：tko_st_andrew@yahoo.com 查詢。

捐血日
日期：7 月 23 日(星期日)，
時間：早上 10 時 至 下午 4 時
地點：禮堂

捐血前的準備
1. 早睡, 養足精神.
2. 不要空肚捐血, 若未進食早餐或午餐而感肚餓者, 請通知工作人員.
3. 適當衣著.切勿穿太緊的長袖內衣,寧可在外加披肩或外套.
4. 帶捐血証及香港身份證
5. 若年齡介乎 16-17 歲之青少年須先徵得家長簽署同意書及帶身份證,方可捐血.

林勝文神父

教友培育班

一小時講解，半小時明供聖體、聖體降福
地點：聖安德肋堂～聖堂
星期六：8pm–9:30pm;
星期二：10am–11:30am
(星期二為重覆上一個星期六的講座內容）

主題：諾厄方舟 7 月 1 日 (六) 及 7 月 4 日 (二)。
主題：巴貝耳塔 7 月 15 日 (六) 及 7 月 18 日 (二)
主題：聖祖亞巴郎(一) 7 月 29 日 (六) 及 8 月 1 日 (二)

暑期活動
活動目的：為以輕鬆愉快的遊戲方式加深小朋友對天主的
認識，同時培育表少年的自信心及領袖能力，從
而加強兩者對教會的歸屬感。是次主題為「創世
紀」，地上任何東西都是天主創造。以 6 日的
活動，包括室內及室外，靜態及動態，更深一步
了解天主創造過程，認識天地的奧妙之處。
本堂區將舉辦暑期活動，日期由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的星期一、三、五，
早上九時至下一時半。已報名參與義工的青年，請準時出席預備培訓工作坊，
而已經報名參與活動的小朋友請準時出席;家長也請出席 7 月 28 日的家長會。

「基督信友平信徒」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勸諭
16 在教會內每一位由於都是教會成員，領受並共有成聖的共同使命。平信徒與教會其
他成員一樣被召成聖：「任何身分與地位的基督信徒，都被召達成基督徒生活的圓
滿和愛德的成全」；「每位基督信徒都被邀請，並有責任獲致聖德及本人生活地位
的成全」。
20 一個平信徒「決不得自外於團體，而應該與別人不斷交互影響而生活，要有活潑
的友誼，享有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奉獻，使個人的天賦開花結果。主的聖神提供各
種不同的神恩，邀請人們接受不同的職務和工作，提醒他們就像祂提醒所有的人
在教會內的關係，區別人們的不是地位的尊高，而是有特殊的和互補的服務能
力……為此，平信徒所有的神恩、職務、和所做的不同的服務，是在共融中並為了
共融而存在的。它們是為了眾人的好處，在其牧人賢明領導下，彼此互補的寶藏」
。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二零一 七年 七月 份 堂區 活動一 覽表
2 常年期第 13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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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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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基團聯會 12:00pm (45 室)
傳導組 教理研習工作坊 1:00pm (禮堂)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物服務組 1:3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3/4 室)

9 常年期第 14 主日
攝影小組 7:00am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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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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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大會 1:00pm (7 室,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16 常年期第 15 主日
主日學收生報名日 10:00-1:3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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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a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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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室)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23 常年期第 16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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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 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接待組 1:15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30 常年期第 17 主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15am (禮堂)
慕道班 (邵) 10:3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a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1/2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凝聚心語 3:00pm (5 室)

3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4

教友培育
10:00a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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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班信仰小團 8:00pm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3/4 室)

5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2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6
翠林基基團 2:00pm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7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18
教友培育
10:00am (聖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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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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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31
暑期活動 9:00am
(1,2,3,4,7 室,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25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7

8

朝拜聖體 (聖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上午 8:00 至 晚上 9:00
主日學 教理研習工作坊 1:00pm
攝影小組 7:00pm
(禮堂)
(14 室)
攝影小組 9:30am (14,15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堂家組 8:00pm (禮堂)

寶盈基基團 8:30pm

11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7:00pm (7 室)
教友培育 8:00pm (聖堂)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12/13 室)

10
慕道班 (莫) 10:30a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星期六
1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12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2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慕道班 (郭,夏) 8:00pm
(12/13 室)
福傳小組 8:00pm (16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3

14

15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青年聚會 7:00pm
(3/4, 5, 14, 15 室, 禮堂)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收生報名日
5:00-7:30pm (禮堂)
教友培育 8:00pm (聖堂)

19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2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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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

22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2016 靈修小組
7:30pm (7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主日學 理研習工作坊 1:00pm (禮堂)

26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莫)
3:00pm (1/2 室)
暑期活動義工訓練
5:00pm (禮堂)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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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抄寫聖經 3:00pm (11 室)

暑期活動家長會
7:00 - 8:30pm (禮堂)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抄寫聖經 9:00am (11 室)
聖母軍青支服務 10:30am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葉) 7:30pm
(12/13 室)
播種默觀的種子
7:30pm (16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3/4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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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林) 8:00pm
(1/2 室)
聖雲先會 8:00pm
(7 室)
抄寫聖經 8:00pm (11 室)
南豐廣場基基團
8: 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