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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主保瞻禮

牧者的話 羅彼得神父
在復活節期間，我們謹記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犧

牲。而整個夏天， 我們將繼續牢牢記着基督的無私大愛，並為天
主的國到來而祈禱。今年---2021年，我們的堂區及整個教會將進
行一個更新活動。首先，我們為〝堂區更新〞祈禱，特別是聖多
默堂，尤其今年和去年因疫情而過得很艱難，我們堂區的生活在
這期間中確實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我深信通過你們各人的熱
切祈禱，我們的堂區將會跨越各種挑戰，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或許有些人不太想面對更新所帶來的挑戰和未知的恐懼，
我在這裡用一個生活例子來作回應。假如你已經接種了新冠肺炎
的疫苗，你知道可能會有一些小的副作用。盡管那些副作用未必
十分嚴重，但也可能會有點痛。以我自己為例，在接受第二次注
射時，我的手臂真 的疼了兩三天。雖然不是很痛苦，但還是有
點痛。不過幾天後，那疼痛已很快地消退，現在什麼問題都沒有
了。 

有些人因為身體的情況而不能接種疫苗。但是，也有許多人
卻只是害怕接種疫苗，因為他們是擔心那副作用。不過，這是可
以理解的---即使只是暫時的，也沒有人想感受痛苦。 

但是，如果我們想避免病毒的感染，我們就必須先捱一點痛
苦。在這方面，我們非常像孩子。當父母帶孩子去接種疫苗時，
孩子會哭，他們會認為父母拋棄了他們似的。我們的父母應該關
愛我們---為什麼他們會讓我們感到如此痛苦？他們真的拋棄了我
們嗎？他們不再愛我們了嗎？當然，這些感覺都不是真的。作為
父母的一定知道，孩子必需經歷一點點困難(我們或稱之為“痛
苦”)才能得到成長和自我保護的能力(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們現時的情况與上述的比喻也相似。堂區和我遇到了比想
像中有更多的困難。回想四年前升神父的時候，我從沒有想過之
後的生活會變成這樣。我從沒想過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得不處
理那麼多的問題。我之前還天真地覺得，至少我當神父最初的歲
月會很容易。我常用愉快、放鬆的心情，去慢慢學習語言，還想
有很多時間學習做本堂神父的職責。更特別認為在香港、在聖多
默宗徒堂，應該沒有很多的困難。

也許我真有點幼稚。作為一個新神父，很容易會變得幼稚，
並且認為不會有什麼困難的情況。然而，社會問題和疫症帶給我
從未預料到的挑戰。我意識到我的工作(實際上，這是我們的全部
責任)是互相扶持。我知道我不是完美，我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
但是，正是由於在聖多默宗徒的幫助與代禱下，我才得以繼續工
作。儘管遇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們仍然有希望，一起共
同努力，使天主的國臨於青衣和整個香港教區。 

此時此刻透過疫情提醒著我們所有人。在體驗快樂之前，
我們必須先體驗悲傷。基督向我們展示了這個榜樣。只有在四旬
期苦難之後，耶穌才能在復活當中顯得更榮耀。不管遇到什麼困
難，我們都將會變得更强大和團結。讓我們利用這段時間開始堂
區的更新之旅。很可能在這更新的旅途中，會有接踵而來的痛苦
和考驗。但我相信一旦完成更新工作之後，我們將成為新的人、
新的堂區，並在心中常充滿新的希望。因為我們深知道有一位強
而有力的中保，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天主保佑，亞孟。

During Easter, we were reminded of the sacrifice our Lord Jesus 
Christ made on the cross. Throughout the summer, we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Christ’s sacrifice and pray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is year, 2021, our parish, along with the entire Church, will have 
a renewal. First, we pray for a renewal of our parish. Because this year 
and last year have been difficult, so our life in the parish has changed a 
lot. But, through prayer, our parish will grow and will be even stronger. 

If you have received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already, you know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mall side effects. Even though the side effects 
are not serious, they can be a little bit painful. When I received my 2nd 
shot, my arm was a little sore for two or three days. It was not very 
painful, but was still a little sore. The pain quickly subsided and now, 
there is no problem. 

Some people cannot be vaccinated because of medical issu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people are afraid to get vaccinated 
because they fear the side effects. This is understandable – no one 
wants to feel pain, even if it is only temporary. 

However, if we want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e vaccine, we have 
to feel a little pain first. In this, we are very much like children. When 
parents take their children to be vaccinated, the child will cry and they 
will think their parents have abandoned them. Our parents are supposed 
to care for us – why would they make us feel such pain? Have they 
abandoned us? Do they not love us anymore? Of course, these are not 
true. Parents know that protection (a good thing) can only be received 
after going through a little difficulty first (we call this “pain”, or “suffering”). 

Our current situation is very similar to this. We recently have 
experienced more difficulties than we ever thought. When I became a 
priest four years ago, I never thought my life would turn out this way.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to handle so many issues in such a short 
time. I thought at least my first four years of working as a priest would 
be easy. I was happy to be relaxed, slowly study language, and have a 
lot of time to lear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priest. Coming to Hong Kong, 
specifically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should be free of many 
difficulties. 

Maybe I was a little naive. As a new priest, it is easy to be naive and 
think no difficult situations would occur. However, societal issues and the 
pandemic have presented challenges I never expected. I realised that 
my job – actually, it is all of our responsibility – is to support one another. 
I am not perfect and I do not know all the answers. But, it is because of 
the help of the St. Thomas the Apostle parish that I am able to continue 
work.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make God’s 
Kingdom exist in Tsing Yi and the whole Hong Kong. 

These times are reminders to us all. Before we can experience 
happiness, we must first experience sadness. Christ shows us this 
example. Only after the suffering of Lent could the Lord come into glory 
at Easter. No matter the difficulties, we will emerge stronger and united. 
Let us use this time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renewal. It may be a painful 
process and there may still be more suffering. But once it is finished, we 
will become new people and a new parish, filled with a new hope in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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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然 的 强 制 隔 離
在這疫情下，因工作上常約見客人，所以會特別留意自己

的身體狀況和注意個人衛生，以安心保障他人和自己。但萬料
不到……

4月29日，知悉公告聖多默堂被列入强制檢測地方後，當
日我便前往做深喉檢測，並於隔日上午時段高興地收到了〝陰
性結果〞訊息通知。可是，相隔不到兩個小時，衛生署職員來
電，與我展開了一段雞同鴨講的不能溝通對話，莫明地被扣上
了〝緊密接觸者〞帽子，要送往竹篙灣隔離營9天。原已安排
的一切工作被迫放下，更嚴重是不能出席95歲媽媽的母親節家
庭聚會！

30日晚上約9時，衛生署職員全副武裝來到我家，與同座
另一樓層的一位工人姐姐一同接往竹篙灣。當我們到達樓下，
電梯門打開時，有些等待入電梯的街坊誇張地即時彈開及生人
勿近的表情，令原本心情不好的我感到更加難受！

被困房內失自由的九天，我體驗了三種心情；

一) 對不起媽媽，你的話使我心疼！

入營後，家人朋友來電問候，與大家訴說營内生活點滴，
使各人都安心。可是到了第三天，姊姊來電告知媽媽還是擔心
我而睡不好，整日苦着臉不開心。我立即跟她來個視像電話傳
情，但怎樣的安慰，她仍是這句：「年年都同阿媽食母親節
飯，今年你不來喇？想吓辦法，我想你出來一家人食母親節飯
呀！」

唉……媽媽，真的對不起，今年令妳過一個〝沒有我〞的
母親節，心裡很疼！

二) 與你倆同在

當知道班中有兩位慕道者也同被送竹篙灣隔離時，内心
感到是天主揀選了我作陪伴者！我們大家在同一天空下，此時
此刻互訴彼此的心情、健康及房内的活動情況，我們真的很親
近，互相鼓勵和扶持，期待回家的日子！

三) 被守護着及深愛着

首先，感謝竹篙灣隔離營內的所有職員，幸運地我遇上了
有禮貌、耐性和專業的一群，烈日當空下穿上全副武裝為我們
每天派送飯、水、生果、垃圾袋等日用品，間中派檢測樽仔、
探熱、詢問身體狀況，電話職員的回應問題，都令我感受到你
們的辛勞和盡量配合，多謝你們的守護！

接着十分多謝聖多默堂主內的弟兄姊妹無私關愛，入營的
第一日，已多次聯絡我們且提出如有任何欠缺物品，會安排運
送給我們，感激你們人雖在營外，但心卻是與我們共處營内，
感動！

入營前我巳為自己安排足夠的日常用品，包括零食杯麵、
個人護理、及工作上電腦電話配備等，似乎樣樣都有，不用麻
煩別人。因營内沒有Wifi, 要依靠電話數據支持工作，但到了
第四天，叉電線失靈，電話無電致不能處理工作，唯有告知堂
區弟兄姊妹，怎料當天晚上已收到你們的補給電線，問題解決
了！天主讓我體會到〝施與受〞的喜悅，你們為我解決問題的
喜悅，使我領受〝被愛〞的恩寵！

的確，被強制隔離令我有不服氣和無奈的感受，但上主
天主也給我留下彼此支持、被關愛和保護的美好回憶，感謝天
主！

Angela Leung

聖堂深層全面消毒

送物資到隔離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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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領 聖 體

初奉獻《七天貧窮》祈禱運動----我們有能力伸手施惠       夏志誠輔理主教

各位兄弟姊妹，今屆世界窮人日文告的第五節裡面有一句讓我感受
良多，就是這一句「我們有能力伸手施惠。」。我特別欣賞這一句：有
能力。

為什麼呢？因為今日可以說是一個無力的時代，面對着年多以來，
一直以來長時間的社會動盪，好多我們覺得對的事，完全又不是，好多
事不知道怎樣適應，不知道怎樣走下去，疫情一來，使我們很多的計
劃，很多想著明天、下星期、下個月，甚麼都做不到，真是使人有很大
很深的無力感。但是今日世界窮人日文告提醒我們，其實我們是有能力
的，有能力去幫其他人，有能力去做善事、做好事。我相信這是非常重
要的，特別是為我們今日的香港。

與大家分享幾件自己知道發生的好人好事，為甚麼呢？因為我在聖
神修院做院長，過了暑假，很多修生回來跟我分享他們在暑假的經歷，
其中一位去了上水的教區勞工中心服務，參加了一個社區支援行動，在
那裡接觸了很多基層的家庭，而由於疫情，有一些善長人翁捐出一些物
資，有人出錢有人出力，要安排物資、分開包裝，接觸基層家庭。原本
只在上水基督之母堂進行，星期六的上午，之後擴展到粉嶺聖若瑟堂，
星期六的下午，修生分享由十多二十個家庭增加到現在百多二百個家庭
得到援助，雖然不是很多，但是這是一份令他們感覺到不會孤單，不是
一個人去面對，這個相當重要。

另一個修生跟我分享，他去了南昌邨仁愛之家服務，大家都知道他
們是協助一些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的人士，另一樣就是他們是會派飯，仁
愛會的修女當然是愛主、是非常虔誠的，派飯之前一定會祈禱，以前會
講一些關於天主的故事讓來取飯的兄弟姊妹多少有一些福傳的作用。但
是因為疫情一方面他們堅持派飯，有些義工表示很大的冒險，但修女表
示很多派飯的單位、機構已經停止服務，如果我們都不做，他們可以去
那裡吃呢？此其一。第二，這個不能不佩服修女，由於希望縮短排隊取
飯的時間，不可這麼擠迫，這麼多人，他連祈禱、連福傳的機會都可以
不做，都可以放棄，這是相當大的體諒。福傳不是一定要找住人，問你
是否認識耶穌的名字，要低頭祈禱，這份善的行動本身就已經是，在他
們身上我們看到「我們有能力伸手施惠」正如文告所說的。

在疫情下，貧窮、無力，這些是特別彰顯出來，不過正正因為這

樣，其實更加提醒我們，作為我們基督徒在這些時候就要作證，地鹽世
光，更加在這時候更能表達出那份光輝、那份味道。有一個老師跟我分
享，他自己每一個學生他都花時間打給他們，與他們傾談，發覺每一個
學生都感受很深，老師記得我，一個一個逐個逐個在班上。我們先由個
心去開始，有一個關懷的心，有一個憐憫的心，有一個願意與人溝通的
心，我們自然有能力「伸手施惠」。如何有這個心呢？在這裡第五節講
到我們反映天主的臨在，我們的心首先要有天主的臨在才能反映出來，
讓我們在祈禱當中去呼求天主，都告訴衪我們的無力，我們有時做得不
是很好，有時我們自己都看到當看不到，我們自己都是這樣不要指責別
人。求天主給我們力量，首先讓我們經驗到他的慈愛，他的伴同，他與
我們一起，我們就有力量，就好像第五節最後一句，就能夠啟發我們再
接再勵，上主的臨在使我們心中充滿希望。

我們千萬不要看輕自己微小的善行，即是覺得這麼細小的事情，
幫不幫助人也沒有大礙，做不做也沒有影響，不是這樣的，因為涓滴成
河、聚沙成塔，點點滴滴可以成為河流一樣這麼大，砂粒這麼細少，多
的時候都可以成為高塔，天主就是要感動不同的人，但是每一個人都被
衪所呼召的，於是用我們小小的行動、小小的善心結合在一起，我們彼
此扶持、一齊成長，可以改善我們整個周遭的環境、我們的社會。

這就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說的鄰家聖人，隔離鄰舍可以是一個很有德
行的人，我們的隔離鄰舍可以是，我們自己都可以是，這一點在今天尤
其重要，因為受疫情、社會事件影響，我們很容易被這些經常聽到的負
面新聞、負面消息所包圍著，所淹沒，以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就
是這樣，很可怕、很混亂，看不到有出路，在日積月累之下，自己感到
很累，很無力量，甚至找不到有希望。

讓我們回到信仰裡，回到天主，時時要記得，世界是不會戰勝天
主，不過會戰勝相信天主的人，因為他們不信，他們離開了天主。各位
兄弟姊妹，我們信靠天主，我們就有力量，我們體會衪與我們同行，親
臨我們當中，讓我們可以彼此扶持，去為有需要的人伸手施惠。

各位兄弟姊妹，我們互勉，天主保佑大家。

《資料來源：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第四屆世界窮人日網站
http://7dayspoverty.hkccla.org.hk/》

1. 聖體是精神的食糧：聖體以麵餅與酒的形象呈
現，基督以衪的體與血滋養我們的靈魂。

2. 真實的臨在：在聖體聖事裡，基督展現衪自己，
並與我們分享他的生命，我們與耶穌基督如朋友般在一
起，對祂的愛將與日俱增。

3. 犧牲：試著以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犧牲，以衪
的血肉之軀獻給天父，作為救贖世界的禮品。將這「奉
獻禮品」的概念來幫助孩子暸解聖祭禮中「犧牲」的價
值與意義部分。

4. 慶祝：聖祭禮是一個感恩的慶典。一起回憶基督
的死亡與復活，慶祝上主藉耶穌基督呈現的奧蹟。

對學員有何期望？

1. 勤辦告解和勤領聖體

2. 守瞻禮主日

3. 視耶穌和聖母為朋友

4. 遠離魔鬼不犯罪

5. 開始準備第三步的堅振聖事，以達成做一個完善
的天主教徒。

在初領聖體禮前一個星期六(5月29日)舉行
避靜，包括靈修活動、祈禱、修和聖事和大綵
排。參與的小孩子最印象深刻是辦告解！初時
心情很緊張，當自己把做錯的事向超神父說，神
父原諒了自己，立即感到很開心，心情輕鬆了不
少，現在很想做多一次呢！

6月6日在12:30的彌撒中進行初領聖體禮，為
瞭解如何培育小孩明白初領聖體的意義，遂邀請負
責人Diana接受訪問。

為甚麼初領聖體那麼重要？

為天主教徒而言，孩童首度領受聖體的禮儀
稱為「初領聖體禮」，這是個人完全加入教會的第
二步驟，在此之前先領受聖洗聖事，之後是堅振聖
事。

可否介紹初領聖體班的課程架構？

為準備孩子的初領聖體，從孩子的生活
經驗出發，幫助孩子們瞭解與領會甚麼是聖
體。從孩子們所看重的一些日常熟悉的事實，
一起探索聖體的意義。以下有四種方法，透過
日常熟悉的事實與孩子談論聖體的意義，好使
他們瞭解將要初次領受的聖體的神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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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相 集

4月3日成人領洗

4月4日新教友子女領洗

2019-21 新教友名單
星期二班

劉可兒     吳靜儀     何嘉茵     吳敏霞     李毓娟     林君量     鍾慧恩

梁靜雯     程美蘭     葉爍垣     蔣雅霜     關麗珊     黃羡雯     黃洁麗

黃禮豪

星期三班

郭星衛     李慈恩     胡凱琪     甘巧思     蘇海龍     章穎蘭     李淑萍

趙潔盈     王文欣     梁潔麗     傅佩欣

領堅振

史家寧

星期四班

朱兆基     温文慧     梁詠心     李福成     張翠翠     黎帶有     李美蘭 

領堅振

尹國華

星期六班

楊慧儀     梁佩茵     何穎嵐     蔡弋匡     李錦康     莊夏苧     鄭英佳

羅志敏     羅琼俞     黎惠儀     冼貴卿     張國泰     林美坪     陳嘉雯

郭榮建     鍾佩芝     郭志森     鄭少容

星期日班

鄧文鳳     區玉琼     盧本德     吳兆雄     張偉良     李翠珍     賴佩雯

新教友子女領洗（2021年4月4日）
何映澄     岑亭鋒     蔡睿珩     蕭熙玥     李潼欣     黃姵婷

施樂蔚     岑泳妡     馬誠熙     范綽見     羅柏喬     黃希娜

林文晞     郭殷希     馬巧晴     郭禮泓     羅若熙     黃希兒

楊雋永     覃思澄     朱鋑珀     郭禮彤     張     喆     樊卓蕎

葉蔚晞     蘇靖軒     朱浚樂     蔡海悠     張     諾     樊卓蕘

葉嘉愉     曾浩賢     蕭熙晨     蔡海遙     黃綋騰 

嬰兒領洗
王思爾     陳     悅     黃譽天     李日曦     劉鍶鋙

劉洺睿     湯芯睿     麥晉豪     雷樂橦     羅浠嘉

曾玥妍 4月11日嬰兒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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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收錄禮

5月23日堅振聖事

6月5日送聖體員派遣禮

6月6日聖體會入會儀式

6月12日超神父晉鐸20周年

活 動 相 集

6月27日明愛慈善籌款 —
和諧粉彩初體驗

6月27日新一屆堂區議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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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是母親節，堂區為了鼓勵我們敬愛及照顧母親，特別準
備了在疫情下最適切的小禮物──搓手液，並附上金句「看，我
的母親和我的兄弟！因為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親」（谷3：34-35）送給堂區的母親。

當天訪問了教友們，聽聽他們心聲，在疫情下的母親節有甚麼
願望和體會:

1. 鍾蓮：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今午與女兒慶祝，我們一定要藉著耶穌的
福音愛主愛人。

2. 姚麗霞：

希望世界和平，染疫的人快些痊癒，今晚去奶奶家慶祝，疫情
下還是要小心，平常心度過母親節。

3. 彭太：

願大家身體健康，疫情趕快離開，今晚與家人吃晚飯慶祝，
疫情下，感到不開心。如果疫情消失後，便可以出外吃飯和旅行
了。主佑大家平安！

4. 林太：

希望仔女健康快樂成長，疫情快過。今天會在家外賣晚飯。

疫情下，人變得疏離，母親節以往是高興熱鬧，如今聚會變得
有點顧忌，要限人數，不能超多人一起，還要小心清潔衛生。

5. 田太：

願疫情炔過，世界和平和大家平安。因疫情關係，今晚晚飯是
女兒們準備外賣越南、泰國食品。現在心情當然不開心，疫症早
日平伏，不用帶口罩，開開心心返聖堂，不用探熱和搓手液，因
此我們多做補贖和祈禱，望疫情快過。

6. 梁潔儀：

希望子女平安、健康和快樂。今晚和奶奶慶祝母親節，也是老
爺的生日飯。

母親節啓示我要學習聖母媽媽和修女們的溫柔和謙卑。為疫情
多祈禱。

7. 孫安華：

希望媽媽身體健康！平安快樂！主內信仰生活越來越好。因為
疫情，我們的慶祝都是外賣。疫情下，我體會一家人一起平淡地
生活已足夠，不祈求多姿多采的生活。祝所有母親生活愉快！

8. 趙佩竹：

願母親身體健康，跟我返聖堂。今晚在家吃飯慶祝，由家人下
廚。

疫情前，多在外吃飯，現在自己在家煮飯，感覺溫馨，多了溝
通聯繫和關心。

9. 尹國華：

希望媽媽精神好及平安，太太身體健康。今晚我們出外吃飯，
疫情下只能說接受。

10. 鄺國全：

母親對我是無計較的愛，眠朝睡濕把我養大，我和她感情很
深。

這年來，疫情使媽媽擔憂、困惑和焦慮，祈求天主平安的祝
福，得到天主的忍耐。母親節是西方傳來的節日，現在變成商品
化、禮物化來表達愛意。其實記掛養育我們的母親，天天都是母
親節。

慶祝母親節是為了表揚每個家庭或個人的母親，亦是去歌頌母
愛、母親的情誼和母親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星期日的母親節，和
很多傳統和節日一樣，起源是與宗教有關係。最初，這是一個敬
禮和感謝童貞瑪利亞，亦是聖母瑪利亞的日子。這個宗教節日涵
蓋的範圍由感謝聖母瑪利亞，漸漸擴展到一個聖教會的慶典，最
後更成為感謝和歌頌所有母親的節日，成為了星期日的母親節。

母親節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去突顯作為母親這份美麗的召叫和誕
生生命的恩賜。這節日令我們去反省珍惜母親給與我們生命的恩
賜。讓我們為所有母親祈禱，因為天主用了一個獨特的方法，將
生命交托給她們。

今年是大聖若瑟年，聖若瑟是父親的象徵，令我們想起父親們
在家庭中的角色。父親辛勞工作，為照顧家庭作出犧牲和貢獻。
作為妻子和兒女，會對父親十分敬重。而且當我邀請堂區的一些
父親幫忙準備母親節禮物時，他們很樂意答允幫忙。確實地，父
親們是我們的力量泉源！祈求天主祝福他們，賜與他們健康和智
慧，讓他們能帶領家庭成員，找到喜樂與平安。

與 宗 教 有 關 的 母 親 節       施修女

疫 情 下 的 母 親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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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is always with u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that was a special spring for 

us, the faithful in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Our lord sent us lots of mercy in this special period. 
Thank you lord. We have a sister who recovered from 
the Covid-19, and we have tried a special new way to join 
our Sunday masses.

That was an special experience for us to join the 
masses by zoom. Lord is always with us in all times!

*For I am convinc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principalities, nor present things, nor future 
things, nor powers,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 other 
creature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ROMANS 8:38-39

STEC
MEMBERS SHARING

Eucharistic Adoration June 2021

Online

Quarantine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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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亡 者 祈 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6/3/2021 至 15/6/2021）曾服務的亡者

靈魂祈禱：天主，我們相信祢以恩澤與仁慈對待倚恃祢的人，
並以祢的憐憫收納以下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中，得
享天國的福樂！也讓我們因依靠袮而獲得心靈的平安。

麥華雄     黃麗施    胡淑貞    嚴美儀    梁金麗

王艷貞     李帝保     梁國禮     潘  旺

STEC
MEMBERS SHARING

May Flower Devotion 2021

聖堂維修
聖堂地磚及聖體小堂牆身維修由7月中開始，本

堂舉行彌撒地點將遷移到三樓禮堂並於三樓及四樓
課室進行聯播，日期由7月10日起（即提前主日彌
撒）至大約10月中。教友由停車場進入，前往三樓
禮堂或課室，由於只有一部升降機，教友請預留時
間，提早到達堂區，盡量使用樓梯，將升降機留給
有需要人士使用。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