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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主堡瞻禮

牧者的話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邁向廿
周年的倒數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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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默宗徒堂自1999年啟用至今，在
青衣島上己矗立了第十九個年頭了。在這
十九年來，共計有2166人在此接受洗禮成
為教友。其中包括嬰孩、兒童、青少年、
成人及長者。若計其數，即每年平均有一
百一十四人領受洗禮。我在五年前來到堂
區時，當年堂區領洗的總計人數有一百五
十四人。

其實接受信仰而領洗的人，會每年有
所差距是正常的現象。但按增長的幅度，
理應是拾級而上，而不只是保持水平。雖
然堂區的慕道團，一般來說，每個年度只
有五班。而這些班甚少會出現人滿之患；
故每班大底上就是二十至三十人不等。所
以計算起來，每年就是一百幾十人洗禮的
狀況。但其實慕道團有多少班，是取決於
有多少人報名參與慕道的過程。

說到這裏，希望大家反思一點：慕道
者究竟是從何而來呢？正如聖保祿宗徒所
說的：沒有人傳佈福音，又何來會有人信
從福音呢！已經接受洗禮而成為基督信徒
的我們，其實都承擔著傳揚福音的使命和
責任！你可曾邀請過你的親人、朋友、同
事或同學去認識耶穌基督呢？

一般來說，新領洗的教友們，都較積
極和熱切和別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經歷。所
以新的慕道者的來源比率較高是來自新教
友的介紹。

已經洗禮多年的你，這個傳福音的使
命其實仍然沒有免除啊！就從今天起, 祈求
天主繼續派遣你、助佑你，去成為福音的
傳播者。在心裏擬定一些福傳對象，並為
他們祈禱，主動邀請他們參與堂區的聯誼
活動，好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教會、接觸信
徒、接觸主耶穌。

願 聖 多 默 宗 徒 常 在 天 主 前 為 我 們 轉
禱，讓我們學習他對主耶穌的愛，至死順
命，傳揚福音，報謝主恩。

十九有感 陳永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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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職務」- 非常務送聖體員

香港教區已故胡振中樞機，根據教宗保祿六世在
1973年所發出的《無限慈愛》訓令，於1982年以《至
聖聖體牧函》，正式批准在香港教區設立非常務送聖體
員。而在《天主教法典》230條第3項清楚提及「非常務
送聖體員」是一項教友職務。

 非常務送聖體員的服務，是在神職人員不足的情況
下，因應各堂區的需要，在經過適當的培育後，由神父
所委任，協助分送聖體（聖血）給信友，不但包括在感
恩祭中的信友，還有在醫院和安老院，以及留在家裏的
病者、長者，或不便到聖堂參禮的信友。

在香港，非常務送聖體員的委任，是「有時限性（
通常是兩年）」和「地域上」的限制，即僅限於在某堂
區範圍內，或團體之內服務。在今日教會的牧靈上，非
常務送聖體員非常重要，他們是聖職人員的協助者和合
作者，同為團體服務。所以非常務送聖體員只是一個服
務團隊，而非善會。

非常務送聖體員基本上是以基督肢體的身分，作
基督肢體的服務員，體現出基督的心，及肢體的憂戚相
關，使基督肢體得到滋養，在主內相愛、團結合一，作
生活的祭品。非常務送聖體員不單將聖體，送給那些未
能參與感恩祭的弟兄姊妹，也同時將天主聖言，即主日
讀經和主祭的講道，深入淺出地和受領者分享，並與他
們一起祈禱；也要將堂區、教會的訊息告訴他們，同時
也將他們的需要，例如：需要辦修和聖事，傅油或進入
了醫院等等，通知堂區。可以說非常務送聖體員是堂區
和受領者的橋樑，這是堂區生活見證的一部分。

在每次的服務中，非常務送聖體員都是懷著謙卑、
敬畏的心去服務。當中他們亦深受感動，特別是從受領
者的眼神，看到他們對聖體的渴慕，或他們領聖體後的
歡愉、感恩，這都成為一股充滿感謝和讚美主的推動
力。當受領者心情低落的時候，非常務送聖體員便成為
聆聽者和鼓勵者，鼓勵他們將「天主留給他們的歲月，
奉獻給聖神所啟發的新使命，以疾病和痛苦來補足基督
的苦難（哥1:24）」。

非常務送聖體員亦不斷接受在職培訓，使能有完整
的信仰觀，尤其對感恩聖祭和聖體聖事的教會訓導，有
清楚認識；以及豐富自身的靈修觀，特別是對聖體的熱

愛，時常參與感恩聖祭，領聖體聖血，有朝拜聖體的好
習慣；勤讀聖經，聆聽主言，與主交談，使在生活上，
更肖似基督，在送聖體時，感動領受者，共同建立愛的
團體；亦不斷學習送聖體（聖血）的技巧和禮儀，要了
解其中含義和禮儀的藝術各方面。

的確，非常務送聖體員的職務是光榮的，但這光榮
並不是出於他們，而是藉送聖體，反映出天主的光榮。
（格後3:7-18） 

本堂的非常務送聖體員一共有四十二位，由於並
非堂區善會，所以沒有會長，但是為了服務運作，設聯
絡人兩位；一位對外、一位對內，以及書記一人。有部
分成員還已服務達廿多年之久！對於領受者的讚賞或感
謝，他們總謙卑地以侍主為榮。雖然現有四十二位組
員，但他們仍希望神父能揀選多些教友，加入服務。懇
請大家為此祈禱，願主派遣更多合適的新力軍！

這個團體每季都會開一次例會，會中組員分享服務
時的一些技巧及要注意的地方；亦注重靈修的培育 - 修
和、讀經、聖言分享等等， 每次都由神師帶領；每年亦
會參與教區禮委會舉辦的培育課程或活動 (包括周年大會)
。 此外，部分組員每星期都有出外派送聖體服務；如遇
有首次要求服務者，便會隨同牧職人員先作探訪了解，
然後才有恆常服務；現時接受服務的教友中，有一位已
達102歲的高齡呢！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位組員在一次的派送聖體的奇妙
經歷：一天，一位尚未成為教友的人士，為了自身的好
奇，卻與其他教友一同出來領受聖體聖事，幸好及時被
發現，基於「不知者不罪」的心態，即時並沒有責備這
位人士，唯有引領他到神父面前了解清楚原由。原來他
對天主教有著逼切的好奇，於是被邀請參加慕道課程作
釋懷其好奇之心，最後亦能完成學習教理，更接受了聖
洗聖事，正式成為教友，堂堂正正地領受聖體聖事！那
位組員對於這次奇妙的經歷，深信天主無處不在，亦感
受到天主奇妙的安排與恩典！

如任何人有其需要服務及查詢，請直接與堂區辦事
處聯絡，神父會按其需要向「非常務送聖體員」團隊作
出指引。

編輯組：陳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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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台灣之旅與我以前的台灣行有很大分別，因這
次我是朝聖者。我們參觀了傳教士艱苦經營的聖堂，也
拜訪了原住民積極投入建成的天主堂。我們在各座各具
特色的聖堂舉行彌撒，也在不同地方(旅遊車上、天鵝湖
的湖心亭、真福山上聖母巖前) 頌念玫瑰經，這是一次
奇妙的信仰經歷！

但 感 受 最 深 刻 的
是 朝 聖 旅 程 第 二 天 的
下午----漫步田間拜苦
路，由菁寮天主堂漫步
至平安天主堂，整個路
程約兩公里。我們走拜
了十四處苦路，路雖不
算長，可是主給了我們
一個難忘的經歷。

當時戶外溫度是35℃，但體感溫度卻達41℃，我
們在烈日當空下，漫步於綠悠悠的稻田邊，長滿一纍纍
芒果的樹旁，大家都汗流浹背。但在主的慈顏光照下，
我們得到祝福，平安繼續前行。我們更互相扶持；弟兄
們主動抬著重重的十字架、年輕的替年長者背著重包、
壯健的攙扶著走路不便的姊妹。在主創造的大自然下我

們同行，彼此依靠，彼此鼓勵，我們
都是天主的兒女，相比耶穌孤單地
踏上苦路，受盡折磨，為救贖我們而
犧牲，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寵真大！

整個行程中，我用心學習、聆聽
天主的話，將聖言存入心中。在此感
謝盧神父、林太和Anne的帶領，使我
的信仰生活得到滋養，感謝主！

自2014年開始，關社組為區內有需要人士舉行聚餐
及遊戲，希望飯局參與者從活動中能感受到鄰人的關愛
及認識天主。基層飯局後的持續探訪，有助加深對基層
飯局參與者彼此之間認識，從而建立互信關係，促進日
後愛德服務。

根據關社組組長區植榮表示，聚餐形式以到會方式
在堂區進行，2018年基層飯局將在9月9日舉行，約有5
圍枱的參與者，而協助活動的義工來自關社組組員和慕
道班成員。至於財政方面，我們在2015年向堂區教友籌
募捐款支持，現尚餘一萬六千多元捐款備用。

作為籌備飯局的一分子，區植榮表示最感動的是
看見參與的小朋友開心大笑在玩遊戲及家長們表現的喜
悦，暫時放下生活上的苦惱。

一點點愛與關懷的行動和參與者建立一份在基督愛
內的友誼，你也來參與吧!

親愛的垣霖︰

感謝天主！轉眼間自你在2016年3月領洗後，今
年你終於可以領聖體了，衷心感謝堂區神父、白修女
及主日學導師悉心為你們安排的一切，讓你們可以在
初領聖體前作好充分的準備。媽媽祝願你在天主的愛
內日漸成長，主佑！

媽媽

親愛的媽媽︰

媽媽，我也要感謝天主，因為祂讓我有機會領聖
體！我也很感謝主日學導師對我們的教導，好讓我們
在領聖體前能夠清楚明白天主對我們的愛，我希望將
來成為一位愛主愛人的基督徒！

兒子    
垣霖上

舐犢訴情頌聖體

新界西南鐸區基層飯局

台灣朝聖分享            余美華

基層飯局建立愛與關懷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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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長者日

3月31日復活節成人領洗

4月1日兒童領洗
4月8日
嬰兒領洗

4月22日教友培育講座 5月6日耆樂會
19週年會慶



5

5月20日堅振聖事

5月27日新輔祭入會禮儀

4月7日
〝我們都是傳教士〞

4月22日
甘寶維神父

離港前
最後一台
主日彌撒

4月15日
甘寶維神父派遣禮

6月2日初領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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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家組與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於4月28日在三樓禮
堂為堂區家長舉辦親子講座，由資深臨床心理學家李運
英女士主講，旨在幫助家長更好地與步入青春期的子女
相處。

講 者 認 為 家 長 應 與 青 少 年 子
女保持良好的溝通、多聆聽、不強
權、不與他人子女作比較，透過理
解他們的問題，充當導航者，輔導
他們學習判斷，作出決定，進而逐
步掌管自己的生活。

 因此，父母的角色 -- 既是朋
友、老師、伯樂、也是救生員及投
資顧問(給予意見和分析風險)。綜
合上述，切實執行和練習，自能與
青少年子女融洽和睦地相處了！

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3/2018 至 30/5/2018）曾服務

的亡者靈魂祈禱：我們謙誠地求祢，以祢的憐憫收納以下
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中，並得享天國的福樂！

譚笑卿        高慎貞        賴敬初        林國華

韓鳳琼        譚     明        莫華熙        李立志

黎官福        蔡惠貞

為了領導天主子民並使之不斷發展，宗徒們在教會
中設立了：主教、司鐸和執事的職務。執事職務自宗徒
時代起已經存在(宗6：1-7)，而且他們在教會中有着專
務的侍奉，在愛德服務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
第四世紀的時候，執事與司鐸之間發生了衝突，終身執
事的職務逐漸消失了。然而，隨着教會的不斷發展和成
長，梵二恢愎了終身執事的職務，以便在主教及其司祭
團的共融下，為天主的子民舉行禮儀、講道及愛德服務
工作。

執事分為終身執事和階段性的執事。1992年6月，
胡樞機決定設立香港教區終身執事聖職，為香港教區服
務。

終身執事的候選人有着嚴格的殷選條件：人格健全
及素養、福音信仰的實踐、服務的適齡期、家庭狀況及
其他條件都必須經過審慎的評核。

如何才能成為終身執事呢？終身執事必須是男教
友，並且需經歷以下十一個的過程：1 宣傳及申請；2 
初步審核；3預備期及收錄前審核；4 收錄禮；5 信理培
育；6靈修培育；7 社會服務；8 堂區牧民；9 領受宣讀
職；10 領受輔祭職；11 領受終身執事職。

現今香港教區約有二十多位終身執事，及十多位終

身執事候選人。候選人之一楊志
光弟兄于2017年8月領受了讀經
職，並已在本堂區實習。

什麼是終身執事？                欣茵

終身執事候選人
楊志光弟兄

堂家組親子講座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4月14日終身執事候選人收候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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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Another year passes as we have new confirmation 
candidates who now play an even larger part of our parish 
community! Let's welcome and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them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s they grow! 

 Hi! I’m Simone. I’m 10 years old and 
I study at Lantau International School. I’m the 
eldest of four children and I love my family. I 
play the piano, sing, paint and write my own 
songs. I also enjoy swimming. My favourite 
food is pizza. My favourite junk food are ice 
cream and puffy Cheetos but I also like to eat 
healthy food like sour pork stew (sinigang). 

My favourite saint is St. Cecilia. She is the patroness of 
music, and I love music! I also like Saint Anthony of Padua, 
patron saint of lost and stolen articles, because he always 
helps me find my lost things! In Confirmation class, I’ve 
learned about the fruits and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I also 
learned about our church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our Pope Francis and a lot more fascinating facts about my 
religion. For my confirmation, I want to receive the gift of 
courage from the Holy Spirit. Why? Well, that’s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the missing piece of my puzzle. With courage 
I think that I’ll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myself!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my Confirmation.

Hi! I’m Kathleen, 10 years old and excited 
about getting confirmed as I’ll be one step 
closer to God and be a more whole Catholic. 
My favourite saint is Saint Eulalia of Mérida. 
This year, I’ve learnt about different saints, 
the fruits and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unconditional love that God has for us during 

the retreat. I especially loved the Question cupcake part 
at the end of each lesson as I’m very curious and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God. I really hope I can get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becaus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at God’s 
plan is for me.

My name is Paige Hill. My favourite saint 
to pray to is Saint Anthony, I like to pray to 
him because I often loose things and forget 
where I put them, and Saint Anthony always 
helps me find them. Through confirmation 
class I have learnt the 7 sacraments, the 
gifts and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the 10 

commandments, how to pray, and saints. I really liked 
learning about th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a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learn. After my confirmation, I would like to 
have the gift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Confirmation Rites 

Sharing of Newly Confirmed Young Parishioners

“The beautiful month of May is dedicated to the Mother of God”, 
St. Maximilian Ma. Kolbe wrote.  The Month of May is a special gift of 
Our Lady and thus, we in St. Thomas the Apostle organized different 
groups every Sunday to offer flower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mass to 
honor our Lady. 

To culminate the month of May, the Legion of Mary group has 
organized a May Flower Devotion to crown Her with flowers honoring 
Her as our Queen of Heaven and Earth. Some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and guests gathered to pray the Rosary, offering flowers 
and dance for the celebration. 

May Flower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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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Easter      Mothers Day      Birthdays

2000 Hail Mary Devotion

Commissioning 
of Ushers and 

Colle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