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主保瞻禮

牧者的話

陳永超神父

少年十五二十時

Young at the age between 15 to 20

〝少年十五二十時”此句老生常談的說話，原是
出於詩人王維的《老將行》。

“Young at the age between 15 to 20”, this traditional saying
is from the poem “Song to an Old General” of Wang Wei.

我們的堂區聖堂也介乎這個年齡組別。雖說聖堂
已矗立在青衣島上有十七年之久，其實天主教信仰團體
在青衣島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
在聖母月期間，有幸與區內較早期的信仰團體--保祿村的信友一起祈禱。聽他們述說天主教在青衣島
的一些發展典故：由拯望會修女的牧民探訪、興建漁
民村，及至明愛籌建保祿村和顯主會修女營辦郭怡雅神
父紀念學校的事件。在提起時，他們都顯得格外興奮雀
躍，因為他們就是這個信仰團體發展和成長的見證人。
而我們基督徒團體的聚會地方，由起初的漁民村
及保祿村、繼而到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明愛聖若瑟中
學，直到今天我們所在的聖多默宗徒聖堂。
1996年11月24日，由陳志明副主教主持新聖堂的
奠基禮，建築工程正式開展。32個月後,堂區於1999年
7月4日，舉行落成祝聖大典，由胡振中樞機，偕同當
時的陳日君助理主教及湯漢輔理主教，率領數十位神父
共祭。當時的本堂歐陽輝神父，盡心竭力地與教區及堂
區的弟兄姊妹，一起共建這個新聖堂新家園。承如歐陽
輝神父所言：「《聖多默宗徒堂》就是我的初戀，今生
今世，他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在二千禧年時，聖堂被欽點為聖年朝聖地點；十
六年後的現在，聖堂再次被選擇為慈悲禧年朝聖聖堂。
適逢堂區主保瞻禮，我們特意邀請首位堂區主任司鐸，
暨教宗在慈悲禧年內，特派的慈悲傳教士歐陽輝神父，
蒞臨主持堂區主保瞻禮彌撒。敬請弟兄姊妹們，不單只
自身來參與，更可邀請您所認識的，但已久未在此露面
的友好，回來相聚擘餅，同享天賜恩典，共慶團聚之
樂。

Our parish church is also at the age of this period. Though
the church building has been built on Tsing Yi Island for seventeen
years, the catholic church community has been last for over sixty
years.
In May, during the month of Our Lady, I have the honorable
chance to pray with one of the most senior church communities,
the inhabitants of St. Paul’s Village.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about
the church development on this island. Beginning with the pastoral
visi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shermen Village by the
Sisters from the Society Of The Helpers (Known as 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 Paul’s Village by
the Caritas and the opening of Fr. Cucchiara Memorial School by
the Sisters Announcers Of The Lord……they told all these stories
with passion and joy apparently, since they are the witnesses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aithful community.
The gathering places for the faithful community started from
the halls of Fishermen Village and St. Paul’s Village, then the Mass
congregation moved to Father Cucchiara Memorial School, follow
then to St. Joseph Caritas Secondary School, till now we are in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On the date 24th November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building kicked off after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by Vicar General Rev. Dominic Chan Chi Ming. Thirty two months
later, on 4th July 1999, the Holy Mass of blessing the Church and
the building was celebrated by Your Eminence Cardinal John B.
Wu and concelebrated with both Bishop Joseph Zen, Bishop John
A. Tong and decades of clergies.
At the time, the very first Parish Priest Rev. Luigi Bonalumi,
PIME, spent his great effort to build this church and this family with
the help from the brethren of the diocesan and the parish. Quote
from his own words, Fr. Luigi said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is my first love, she will be always on my mind during my lifetime.”
During the Jubilee Year Two Thousand, our church has been
appointed as one of the pilgrimage church; nowadays, sixteen
years later, the year of Jubilee of Mercy, our church has once
again been appointed. It happened to be our parish feast day,
we honorably invite the very first Parish Priest of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also as one of the Missionaries of Mercy, Fr. Luigi
Bonalumi, send forth by Pope Francis during the Jubilee of Mercy,
to celebrate the feast day mass with u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ut of your presence, hope that you can also invite those seldomshow-ups to come back and join the Communion, to share the
Heavenly grace and enjoy the happiness of gathering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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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團導師服務獎
開心很舒服。

主日學導師服務獎

從前在明愛學校上堂前後，都有操場及籃球場讓
學生跑跑跳跳，自從有了自己聖堂之後，主日學活動地
方只有三樓禮堂。因此，當時楊修女知道我很喜歡踢足
球，就借用明愛學校一個籃球場，叫我負責課後足球活
動，我立即就答應了。反應雖然不太熱烈，但每年都有
十人或以上參加。起初都是高年班學生為多，後來連K.3
也有，甚至前後亦有五位女生參加過，也很投入，真是
喜出望外，令我鼓舞。

趙慧玲 - 10年

周永強 - 20年

鄭凱迎 - 10年

廿載恩寵

周永強

感謝天主！作為教友的確是鼎大光榮的，因為有機
會侍奉天主。能夠服務堂區，實在是天主的恩賜，而能
夠成為導師，將天主的訊息傳播，我認為是莫大的【恩
寵】。
我是主日學導師，起初很多事都不太懂的，但是
慢慢地很容易就熟習了。因為開學前，有導師培育，包
括課堂管理、授課技巧、靈修培育等等；每年都有導師
避靜，從中獲益良多；每月都有導師會議，互相交流心
得。還有藉著備課，使我溫故知新，多了機會促使我翻
閱聖經，這應是教學相長了。

或許在足球活動上，我接觸多了低年級學生，約在
五六年前，使我萌起念頭教最年幼的班級—K.2。當然
我也曾在導師會議上提出過，可是大家總是當我說笑罷
了。但是我為這事祈禱，終於在2013年9月我有機會教
K.2了，真是上主的安排，感謝祂使我【重新從新】學
習，更使我勾起重溫與子女年幼時的溫馨。
從1995年9月開始，因為當了主日學導師，除了接
觸小朋友之外，亦接觸了不少家長及導師同工，使我在
堂區內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每當主日返回聖堂，就好
像回家一樣。他們見到我很多都主動與我打個招呼，當
然也包括這三年來由K.2到今年小一的小朋友，再者更有
一對雙胞胎兄弟有時見到還會熱情地來個抱抱，擁著我
喊著：「周生周生！」，真使我有一種莫名的感恩。

時間過得真快，今年主日學又完結了，散學禮之後
我服務已滿廿一年。我所得著的實在很多很多，無可否
認是主的【恩寵】，否則這廿一年就沒有這麼輕鬆愉快
我願意接受成為主日學導師，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很 地過去。因為主的軛是柔和的，祂的擔子是輕鬆的。感
喜歡接觸小朋友，因為他們都是純真的，和他們相處很 謝天主！
~~~~~~~~~~~~~~~~~~~~~~~~~~~~~~~~~~~~~~~~~~~~~~~~~~~~~~~~~~~~~~~~~~~~~~~~~~~~~~~~~~~~~
放棄，也想過休息，但上主不讓我停下來，唯有聽命！

成人慕道團導師服務獎

若論作為導師的苦與樂，最大的苦當然是時間的付
出，每個新班一開始，就寓意著兩年沒有空閒，不止是
備課上課，不能中斷，臨近他們領洗時的活動，更需要
陪伴支持，因為我們是他們信仰的同行者，也是他們獲
得信仰的見證人。有時確像一個母親看著孩子成長，你
豈能放過他每個第一次而不加以陪伴。而最樂的，當然
是他們接受洗禮，接受這個新生命的恩賜！是的，我們
的宣講，就是要叫他們得著生命，獲得這永恒的生命。
所以每次他們領洗時，我都有這份喜悅和激動。

梁燕玉 - 5年

馮惠蓮 - 20年 梁仙靈 - 5年 陳子良 - 5年

二十年

林馮惠蓮

〝不經不覺二十年了〞，這是修女告知可以獲得教
理委員會頒發二十年獎的第一個感受！是的，在這堂區
已教了二十年慕道班，即有十屆的同行者成了教友，曾
有新教友笑言我是他們的媽媽，那我該有〝百子〞了，
何時有〝千孫〞呢？各位我曾教導的教友們，若你們讓
十位以上的親友們成為教友，又或成為別人的代父母，
那我就有〝千孫〞哩！
回想昔日因楊修女的臨危授命，她要到澳洲，叫我
暫替她教慕道班，心想她一、兩年便回來，該不困難，
那知一答應，卻是二十個年頭有多。曾幾何時，也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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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堂區在這二十年，慕道團都有很大的發展，最
初我們叫〝慕道班〞，來學習道理的是〝同學〞，每班
可能只有一位導師，課程也不統一；今日，我們是慕道
團--因為導師也在學習中，課程大致相同，每班有多位
導師或陪談員，再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有商有量，我們
更是慕道者的同行者，與他們一起在信仰上成長，見證
天主在他們身上的恩賜。
各位教友，若你們願意成為天主發聲的工具，就不
要吝嗇自己，不要怕自己不懂說話，天主聖神自會用你
的嘴巴，叫你發言。看！我這個無用的人，還不是讓祂
借用了二十年嗎？其實獲二十年獎不只我一個，在我前
面的還有阿妙(吳妙賢)和阿珊(曾麗珊)，她們都是我的前
輩，默默耕耘已有二十一年，盼我們的努力，能激勵你
們加入，不管是導師，不管是陪談員，整個慕道團體都
很需要你的一分力，願天主降福大家。

聖堂大門知多些(四)
盧惠德姊妹
聖堂大門救恩史的銅板畫上下
是「四活物」，其起源來自默示錄
（默4:6-7）是作者描寫他所見到
的天堂之景——「四活物」（獅、
牛、人、鷹）圍繞著寶座。它們既
可表示天主權能駕御萬物，亦可象
徵天主卓越的智慧。後來早期教會
基督徒以此聯想到福音作者，認為
他們表徵著每部福音所表達的信
息，故以「四活物」圖像表達四福
音各有特色。

帶翅的人：
表徵瑪竇，因為他寫的福音以
耶穌的族譜為開端，描述耶穌人性
方面較重。
帶翅的獅：
表徵馬爾谷，因為他寫的福音
以「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為開
端，而象徵王權的獅子恰與曠野相
關連，正好代表基督永世不替的王
位。
帶翅的牛：
表徵路加，由於牛為祭品，為
犧牲的表徵，而路加所寫的福音特
別著重於救贖的普遍性和基督對罪
人的慈愛：「懸掛著的凶犯中，有
一個侮辱耶穌說……另一個耶穌給
他說：……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路加福音23:39-43）也正好代表
了耶穌的無限慈愛，自我犧牲，完
成救贖人類的大工程。
飛鷹：
表徵若望，若望以強調耶穌與
天主父關係的筆法來記載救主的事
蹟：「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
主同在……」。（若望福音1:1,14
）猶如鷹之高翔，衝入雲霄，直達
天庭。鷹是飛得最高的鳥，也是在
飛鳥中最高最強者。
這四活物除了象徵四福音外，
它們亦可表示天主的權能駕御萬
物，又或表示天主的卓越智慧。
此外，聖門的四邊角位各有銅
牌刻著：亞孟。主耶穌、請你，來
罷！這是新約默示錄最後的一句話
（默22:20），指出我們期盼主耶
穌的再度來臨，達向天國的完滿。
我們聖堂大門的銅畫從福音到默示
錄正標示新約的始與終。

尚有已往介紹聖堂設計的文章，可登入以下堂區網頁瀏覽：
http://www.stthomaschurch.org.hk/2016/05/21/堂區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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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事
與
活
動
回
顧
3月26日 成人領洗

3月27日 兒童領洗

4月3日 嬰兒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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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全民退休保障
諮詢研討會

5月2日 教友同樂日

5月14日 堅振聖事

5月15日 華神父晉鐸金禧

5月29日 初領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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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聖多默宗徒堂協會
聖雲先會是於1833年由佛德力奧撒南先生在法國
巴黎創立。它是一個由平信徒組織成的國際性慈善機
構，主要任務是透過人與人接觸的方式，直接幫助貧
困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對象不分宗教或種族，一視同
仁。
香港聖雲先會於1863年在香港成立。它是教區早
期的慈善機構之一，同時亦是香港公益金的創會成員。
香港中央分會領導全港各區的三十四個堂區協會及兩個
青年協會。
聖多默宗徒堂協會是於2001年成立，會員皆為居
住在青衣、馬灣、荃灣並參與本堂彌撒及活動的平信
徒。目前神師為余淑湞修女。服務範圍及對象多集中於
青衣區的長者及有需要人事。透過本協會的服務工作，
會員會勉力幫助他們渡過困境，並給予懇切的關懷和慰
藉，希望藉此將基督的愛帶入社區，親身體驗神聖的德
能，為天主的大能及慈愛作出見證。

趙佩竹

慈善工作包括每月在聖堂門口籌募捐款，但其他形
式的捐贈，無論是現金或支票，亦十分歡迎。各協會的
募捐所得必須先上繳中央分會，然後每月申報並領回所
需開支。聖雲先會透過以富助貧、急重先後、互通有無
的原則來分配資源，以達致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除
籌募捐款之外，本協會亦與耆康會合作，定期探訪青衣
區內獨居老人、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和人士，並協助堂區
內的各種慈善活動。本協會成員也會參與中央分會或其
他協會組織的服務及靈修活動。
聖雲先 探訪老人院

聖雲先 會員合照

會議在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早上9:30在堂區辦事處閣
樓舉行。內容有研討福音及如何將福音的訊息傳達到堂
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會上討論以不同的方式來幫助那些
天主託付給我們的人；成員也會在神師的指導下，輪流
對選定的經文分享其中的精神。由於本協會是一個中文
的議會，一切活動都以粵語進行。
本協會歡迎任何年滿18歲或以上的成員加入，只
要是真誠地以天主的愛為基礎來服務有需要的人士。最
後，如果你知道任何人可能需要我們的幫助，請聯絡我
們的神師余淑湞修女或直接聯絡我們。
聖雲先會的標誌
魚是代表聖雲先會。魚眼是天主注視在我們中間尋求需要幫助的窮人。尾部或領帶結代表成員、
協會與窮人之間的團結和統一性。外圍的圓形標誌著聖雲先會的全球性或世界性是國際社會一份
子。〝serviens in spe〞意思是從服務帶來希望，藉仿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服務人群而帶來希望。
欲知更多資訊，請瀏覽香港聖雲先會的網頁： www.svp.org.hk 或
聖雲先國際總會的網頁： www.ssvpglobal.org
~~~~~~~~~~~~~~~~~~~~~~~~~~~~~~~~~~~~~~~~~~~~~~~~~~~~~~~~~~~~~~~~~~~~~~~~~~~~~~~~~~~~~

4月3日 歡送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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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St. Thomas English Catechism Class 2015-2016
has fulﬁlled again in giving the Sacrament of Healing
and Initiation – First Confession, First Communion and
Conﬁrmation.
On Pentecost Sunday, as the theme of the mass
is “Unity in Diversity” you can really attest the principal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o unite us as we celebrate
the Pentecost by having sixteen candidates of diﬀerent
nationalities being conﬁrmed during the concelebrated
mass of Bishop Joseph Ha and Fr. Joseph Chiu.
The ﬁve children - Hannah Penas, Giulia Cattaneo, Richelle Mamoyac, Camill Cheung, Ethan Yap
and eleven adults - JayR Abianza, Florence Cheung,
Cecille Perante, Jesusa Coa, Judee King, Lucia Escoro,
Madelyn Seno, Maribel Manalo, Mary Claire Tubio, Estela Akiatan, and Joefe Baldone and the catechists were
very thankful to Bishop Joseph Ha for sparing his time
to come to our parish to give the sacrament to our candidates. It was such an honor to have the Bishop for the
ﬁrst time in our celebration. After mass, the conﬁrmed
candidates and their parents, sponsors, friends and catechists gathered in Rm. 407 for a simple celebration and
certiﬁcates were given by Sr. Teresa.
The following Sunday,
on the Feast of Holy Trinity
before the Holy Mass three
children - Russell Elower,
Margaritha Baradel and
Patrick Toh Chi Ket had
their First Confession.
Three of them were very
excited to talk to a priest
one on one in the confessional room. They were
happy after receiving the
sacrament.

On the Feast of the Blood and
Body of Christ, three beautiful girls
were given their First Communion
by Fr. Joseph Chiu. They were Simone Galang, Hannah Herd, and
Kathleen Miranda. Seeing them
dressed beautifully with their white
dress and pretty headdresses I
felt God’s gift of wonder and awe
in this Catholic faith. It was such
beautiful!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the English Catechism
Class Ministry, we thank the parents for their support and
trust in us in sharing our wisdom and knowledge in this
journey of faith. We are excited to see your kids in the
next catechism school year. God bless us all!
Special thanks to Catechists and volunteers:
Beginners Group – Eloisa Damulo, Diza Enerlan
Confession Group – Eunice Damulo, Kenneth Miranda,
Abi Casino
First Communion Group – Nanette Mueller, Mayel Bernal, Ana Yacon
Pre- Conﬁrmation Group – Elemy Matte, Milyn Manalansan, Benedict Casino
Conﬁrmation Group – Gina Damulo, Elna, Seth Damulo
Adult Conﬁrmation Group – Sr. Teresa – PIME, Cielo
Santelices, Gina Damulo, Fr. Reynolds -SVD and
Sr. Daisy Superable-RGS

Shared by Gina Damulo

Sacrament of Conﬁrmation with
Bishop Joseph Ha and Fr. Joseph Chiu

First Holy Comm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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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urse in One
Family Talk by the
Caritas Medical Centre

Acolytes Commissioning
and Renewal of Vows

Pilgrimage in the
Cathedral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n May 2

Fr Reynolds Farewell Party and
March April Birthday Celebration

May Flower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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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Cathedral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
Pilgrimage of the English Sunday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