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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主保瞻禮

牧者的話
願天主的平安與喜樂常與我們同在！

余淑湞修女

藉慶祝聖多默宗徒堂建堂二十週年的
機會，我願意與你們分享我服務期間的一
些感想，領受到天主對我們特別關愛、照
顧和協助我們去實踐福傳之使命。

從堂區的建築設計來說，是很有宗教
特色的：

在大門口有一個聖母抱著耶穌的聖
像，而這個聖像還面向街外，像向過路
的人招手，好讓他們有機會認識聖母和耶
穌，繼而入教學習天主的道理。

聖堂的大門有十六幅銅畫分別介紹基
督救恩史，以及中國福傳和香港福傳的發
展史；進入聖堂大門，便是聖洗池，池之
左右兩側有梅瑟領以民出谷及新約若翰在
約旦河為耶穌施洗的圖象；向上望更有聖
神七恩。

聖堂中央是最莊嚴的祭台，面向祭
台，便有一幅巨型的玻璃壁畫，是我們
的主保聖多默用手探入耶穌身體釘孔的畫
像。

聖堂也採用開放式的玻璃外牆，讓我
們的堂區更容易與居民接觸。

聖堂在這二十年間招募了很多各具
不同特質的教友；有充滿活力的年青教

友、有活潑好動的小朋友、有閱歷豐富的
長者、有專業學歷的中年教友等等！最幸
福是還有一班樂於服務的義工教友，每天
早上他們熱心參與感恩祭，之後繼續為堂
區、為教會、為香港、為世界等祈禱。他
們不但熱心恭敬天主，愛主愛人，更是教
友們的學習好榜樣。

我在堂區服務了約有十二年半，期間
雖然經歷過各種變遷、挑戰和困難，仍賴
天主的仁愛，神父們的包容、信任及教友
們的關心、愛護和代禱等，不斷恩賜我繼
續在天主的平安及喜樂中為主服務！

祝願堂區建堂二十週年，得蒙天主
厚賜，堂區充滿聖神的恩寵，在天主眷顧
下充滿活力。讓我們常懷感恩，珍惜天主
給我們每人不同之神恩，在主任司鐸陳永
超神父及助理司鐸盧賢喆神父的帶領及牧
民指導下，使堂區發揮彼此關愛，不分彼
此，懷著團結共融的精神，實現堂區是一
家。此外，關懷教友及青衣居民，拓展福
傳，使更多的人接受天主的救恩，令更多
人回應天主的召叫。大家達至成聖自己，
聖化他人，共顯主榮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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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  張琛賢

 小四  馮晞滺

小一  方瑋婷

 小二  陳芷悅

小六  陳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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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 信仰的搖籃                     編輯組

導師心聲

星 期 六 的 下 午 ， 我 們 都
會見到一群活潑可愛、蹦蹦跳
跳的小孩在家長陪伴下，走進
聖堂學習天主教的信仰，這就
是主日學作為天主的工具之時
刻。聖多默宗徒堂開辦主日學
已超過二十年，在戴安娜校長
帶領下，導師有二十九人，教
學助理有四人，而神師是白德
蘭修女。

主日學現有學生三百多人，他們都是來自公教家庭。
除了家庭外，主日學也同時給予小朋友們信仰支援和薰陶的
搖籃，培育著大家的共同信仰，生活出基督的愛。

主日學現在共有九班，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幼 稚 園 ( K 2
、K3) 階段、小學(小一至小
六) 階段 和中學(中一) 階段 。
課程方面主要以教理中心所擬
為藍本，然後根據學童的需要
而調適課程：小三著重修和聖
事，小四是初領聖體班，小五
注重講解舊約聖經，小六則著
重理解主日彌撒的讀經經文，
而中一的重點是聖神的德能及

聖神與教會的關係。

導師們都是有愛心的義工，他們大都接受了教理中心
主辦的培育課程，用生動教學的方法吸引小朋友，讓他們感
到上主日學有如回家的感覺，領他們走向未來的信仰生活。

雖然，主日學是福傳工具，但也會遇上困難。由於有
些家長的價值觀不同，他們重視學業，而把信仰生活放在較
次的位置，尤其是小五、小六呈分班級的學生，他們的出席
率較低。另一方面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堂管理，教
區並無提供培訓，幸好校長及個別導師在外機構接受訓練，
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導師都有一點幫助。

感謝堂區、牧職人員及導師們對主日學的支持，善牧
一群羊棧內的小羊，使他們明白主基督的愛，藉著聖事的恩
寵在基督內成長，活出天主子女的自由和身份，獲得幸福豐
盛的生命！

今年有兩位主日學導師領取教區服務獎，分別是服務
20年的戴安娜，及5年的 Jenny姐姐！恭喜恭喜！

若沒有福音宣講者，人又怎可以認識耶穌基督；若沒
有慕道班導師的帶領，慕道者又怎可以有系統地了解基督
的教導，及相信主基督呢？今年有四位導師獲服務獎：服務
20年的有曾麗珊、10年的有鄺國全、5年有的盧惠德及潘潔
芳。以下是導師的分享。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用此
話來描述筆者過去十年服務於慕道
團，實在貼切不過。回想2008年，
亂打亂撞下，被白修女召喚加入慕
道團，當時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我
已離開教會十年多，上主卻就這樣
召回這個流產兒(格前15:8)，要作祂
的器皿。十年過去，感謝天主給我
的信實，讓我在每位慕道者身上，
重新經驗祂那從不離不棄的「愛」。因着這份，成為
這十年來的動力。懇請大家繼續為所有傳道員祈禱，使
我們甘願成為祂應手的「器皿」，為祂地上的天國作見
證。

「莊稼多而工人少」--昔日耶穌
派遣門徒兩個兩到各城各地傳揚福
音；「主耶穌一見到羣眾，就對他們
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
有牧人的羊。」(瑪9：36) 其實，在
慕道班服務，是給予傳道者為主作見
證的機會，並以天主的平安以及信仰
帶給我們生命改變的可能，還能夠分
享別人的生命片段，是何等的福氣！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是耶穌的門徒，基督耶穌不斷派遣
我們到天主的莊園內工作。

回想起八年前的一個晚上，
透過白修女的邀請，天主召叫了
我加入聖多默宗徒堂的導師團服
務。回望這八年的時間，我見證
著慕道者從未認識天主，到領洗
真正成為天主的子女，在他們的
慕 道 過 程 中 ， 引 導 他 們 走 向 天
主，陪伴他們、與他們同行，我
深深感受到他們對主的渴求、他
們 願 意 皈 依 、 天 主 的 慈 愛 和 大

能。願天主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繼續與
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同在! 

被揀選的「器皿」(宗9:15) -- 鄺國全 Cosmas

Margaret導師的心聲 -- 潘潔芳

盧惠德導師

曾麗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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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0日
成人領洗

2019年4月21日
兒童領洗

2019年4月28日嬰兒領洗

2019年5月25日
主日學結業禮



5

聖
事
與
活
動
回
顧

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6/3/2019 至 30/5/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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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瑪利        何瑪麗        黎亞九

黃立誠        李婉玲        梅作彬

2019年5月26日
聖召月彌撒及何家怡修女分享

2019年6月2日
 「抄寫聖經運動」

經驗分享聚會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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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20周年開放日              編輯組

白德籣修女給教友的訊息

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建堂20周年開放日將於8月10日
（星期六）舉行，本堂將開放予公眾參觀。為了配合
建堂20周年主題「願你們平安 (若20:21)」，本堂來自
各個小組的教友將在這個開放日呈獻多項配合主題的
精彩活動，包括有開幕典禮、夏日學堂結業禮表演、
薪火相傳及各式各樣的攤位遊戲活動。

開放日的開幕典禮於當日上午11時在本堂三樓禮
堂舉行，典禮除了為整個開放日揭開序幕，也為本堂
新製成的「聖多默千人照」揭幕。而典禮其中一個環
節將會進行夏日學堂結業禮，屆時結業的小朋友將會
為大家表演。當日下午，新教友更為我們及還未認識
天主的朋友們預備了「薪火相傳」福傳活動。

當日設置了多個攤位及遊戲活動供來賓參與，
讓大家一同享受歡樂氣氛，認識基督的真理。活動內
容包羅萬有；有資訊性的、富娛樂性的、以及環繞信

仰的，適合各年齡階層的人士參與。資訊性的有本堂
導賞員向參觀人士介紹本堂的歷史及建築特色，有環
保組織「天主教永續樂田園」為我們介紹綠色資訊。
環繞信仰的包括聖經故事分享及心靈茶座，慕導團的
成員會為大家解答一些信仰疑難、提供信仰資訊及分
享。此外，亦會提供一些社區關愛活動，如量血壓服
務及一般健康資訊。

那 天 本 堂 更 提 供 一 個 天 才 表 演 的 機 會 ， 名 叫
「Solo Corner」，讓大家一顯才能！另外也舉行一個
「野生捕獲神職人員」的活動，讓非教友人仕有機會
認識他們。

我們熱切期望各位帶同親友撥冗參加是次20周年
開放日活動。而堂區不時更新各項活動內容的資訊，
敬請留意堂區最新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願復
活基督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藉 著 堂 區 主 保 瞻 禮 的 通
訊，與你們分享我的近況。各
位會覺得奇怪不見我的影子，
也 沒 有 在 堂 區 參 與 各 項 活 動
中。在幾個月前，發現有了癌
症！施了手術後，需要化療和
休息，好使身體能早日康復，
在這情況下，要停止堂區的服
務。但是，在身體健康情況許
可下，我喜歡以義工的身份為
堂區服務，與堂區內的弟兄姊
妹閒談，給予我歡樂和力量。

在患病的過程中, 體驗到屬於修道人和一個大堂區
聖多默宗徙堂的恩寵，你想像不到有這麼大的支持， 
無論在祈禱中，精神上和具體行動中，特別有一些弟
兄姊妹們，在不同方面給予我多大的幫助，使我真實
到看見、捉摸到耶穌對衪的門徒講的話：「你們為我
和福音的緣故，放棄了一切，將會獲得百倍的賞報。
」(谷10:28-30)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想借這個機會，衷心多謝
你們每一位，上主知道如何賞報各位，願上主賜給你
和你的家人平安和喜樂，願衪使我們成為傳播救恩的
見証人，在無論健康或疾病時，都能光榮上主！

願上主祝福各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the peace of the 
Risen Lord be with you!

 I would like to take of this issue of the Parish Feast 
Newsletter to reac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nd share 
something about my present situation and why you don’t see 
me as befo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rish meetings, activities, 
Mass etc. Already a few months ago my health has shown 
some problems that lead me to have an operation followed 
by few months of chemotherapy with the hope of getting 
well again. In this situation I need to take rest and take care 
of my health in order to make the chemotherapy effective; 
for this reason I stopped my service as pastoral sister in the 
parish. But even though I will not be working as before I can 
always do voluntary service when my health situation allows 
it. I will be coming for the Mass, when I feel better, in this 
way I can meet the people: this is always a great joy for me 
and gives me a lot of strength. 

 During these months I have experienced the great grace 
of belonging to a community of sisters and to the bigger 
community of St. Thomas parish. You cannot imagine what 
a great support, spiritual and concrete has been for me the 
prayers, the help given in many different ways by each and 
some of you in particular. This made me feel how true are 
the words of Jesus to his disciples in the Gospel: “You who 
have left everything for my sake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will receive a hundred times more.” (Mk.10:29-30)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each one of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May 
the Lord reward each one of you as only He knows how; 
May He fill your hearts and your families with His peace 
and joy. May He make each of us bearers of the good news 
of salvation and joy: in time of good health and in time of 
sickness, always and only for His glory. 

 May God bless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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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The Saint Thomas The Apostle English Community 
is our Christian community, simply sharing a common life 
in Christ. It moves us beyond the self-interested isolation 
of private lives and beyond the superficial social contacts 
that pass for "Christian fellowship." The biblical ideal of 
community challenges us instead to commit ourselves to life 
together as the people of God.

We all know too well that maturity takes time. We 
know less well that it also takes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in Christ. It’s a process that is revealed in the "each other"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Love one another, forgive 
each other, regard each other more highly than yourselves. 
Teach and correct each other, encourage each other, pray 
for each other, and bear each other’s burdens. Be friends 
with one another, kind, compassionate, and generous in 
hospitality. Serve one another and submi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This list just scratches the surface, 

but it is enough to remind us that we need the community of 
faith to grow up in Christ.

The community is also where we learn to strip away our 
self-interest in order to serve others. It is here that we learn to 
share what God has given us, whether it be goods or spiritual 
gifts. It is also here that we learn to be served, though we are 
sometimes prideful and reluctant like Peter, who hesitated at 
Jesus washing his feet (Jn. 13:2-10). Sometimes we are the 
washers and sometimes the washees, but in many ordinary 
ways we can learn what submission and service mean.

God never intended for any of us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alone. Thanks to St. Thomas English Community, the place 
of our continuing conversion. Its goal is that, individually and 
together, we should become mature, and be able to stand tall 
and straight, embodying the very "fullness of Christ".

STEC . . . hurray!

STEC, Our Christian Community

Valentines and Jan-Feb 
Birthday Celebration

Easter and Mar-Apr Birthday Celebration

2000 Hail Mary Devotion on
 March 31, 2019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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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en Recollection - "Women in the Bible" 
with Sr. Judette Gallares

Sunday School and 
Youth Activities

MayFlower Celebration 
"Flores De Mayo"

Divine Mercy 
Sunday / 

Understanding 
the Family Theory 

with Sr. Dai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