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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讓我們感謝上主

各位親愛的嘉賓和親愛的朋友：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愛情，以及聖神的相通，常與你們眾人相偕。」
（格後13:13）

大家都知道，會務報告大會是評定我們一起走過的時光，堅信眾志可以成城。我們將
閱讀不同的報告，有機會圍繞一些題目提出問題或商議，這是好事，因為為了繼續迎
向未來，我們需要知道要走的方向。所以這大會是如此重要。然而，兩年一度的大會
為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感謝天主，沒有祂我們的努力便沒有成果。無論今時
直至永遠，一切光榮都歸於主。

我們懷著信德進行這次會務報告大會。正如我所說的，我們走向揀選了我們的天主，
祂使我們成為祂的工具，向青年人，即這使命的對像，宣揚天主對他們的愛。我們需
要透過祈禱和實際行動，時時刻刻與天主在一起。因這信德，令我深信不疑，祂既然
揀選了我，便永不遺棄我，也決不會把超過我能力負荷的十架放在我肩膀上。雖然遇
到疑難時，這十架有時似乎感覺沉重，但天主在我們身旁同行，一直賜與我們力量。
這信德使一切困難的事情都能解決，為此我們感謝天主。

我們懷著愛德進行這次會務報告大會。這愛德給予我們力量，好能履行我們已領受的
使命。我們的評估顯示了我們的關愛和所做的事有好的成效。但值得一提的是，此刻
所展示的愛，反映了我們已領受的愛，這愛使我們有能力犧牲其他活動或與家人相聚
的時光，與青年人成為一體，去尋求在耶穌內過有意義的生活。我們中的一些人，確
實錯過了與朋友和親戚在一起的重要時刻，或者其他有意義的社交活動來完成這項使
命，充份意識到沒有其他事情比完成天主的使命更重要。願這份愛繼續影響生活中的
其他領域，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們懷著望德進行這次會務報告大會。我們的希望是在於天主，祂繼續向我們展示，
這份愛令我們的信德得以增強。很多其他事情都提及希望，但為我們來說，「我的救
助來自上主，祂創造了天地宇宙。」（詠121）如果真正相信天主，不會感到失望，
因為天主就在身旁。我的一位老師曾對我說：「感到失望就是否認天主正在默默工
作。」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常常作天主的朋友。因為祂召叫我們去跟隨祂，祂知道這
使命具有「此時」和「未來」，因為時間屬於祂。我們的希望不僅因為我們「沒有選
擇」，而是因為耶穌是我們的選擇。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止祂作時間的主宰。可以這樣
說，青年人在這時出現，「此時」和「未來」是有其意義。親愛的朋友，讓我們繼續
發光發熱，讓世界不會因為你們年輕而小看你們。（參弟前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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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內閣做了很多事情，不容易以幾行文字來簡單概括。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簡化
青年委員會的使命宣言，只用一個口號，就清楚地說明我們的工作性質和意義：陪伴
年輕人尋找耶穌，並通過建設社會來表現他們的才幹。不錯，基督召喚每一個人，我
們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與耶穌相遇。但不能否認團體的角色。我們一起學習，一起進
步。我們所做的，都是奉耶穌之名和對年輕人的愛。只要耶穌看顧，這項工作將會繼
續。

這次特別的會務報告大會，將是一個機會感謝第13屆內閣成員，並歡迎將組建第14屆
的新成員。我們將不會忘記那些離開的人對委員會的貢獻，以及工作的熱忱，而新成
員亦一樣因為他們對委員會的熱愛，同樣不會被忘懷。願這次溫馨的交流，成為延續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這一崇高願景的標誌，並且通過你們，年輕人可以知道耶穌是愛，
並且祂愛年輕人。因為我也將離開委員會，但我有一個信念「離開委員會並不表示我
離開年輕人」。作為同一個教會的成員，分享同一的信仰，我們永遠是同路人，即使
對那些不認識耶穌的人，我們可以將同樣的愛分享給他們。讓我們成為耶穌的門徒，
肩負傳教的使命。

天主保佑大家

主席

麥冠達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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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架構

香港教區主教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幹事會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辦事處

青年牧民工作

發展組

學校

牧民關注小組

堂區及總鐸區

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跨範疇

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由夏志誠輔理主教

協調

幹事會

主席：麥冠達神父

副主席：洪志遠先生、梁偉才神父

幹事：許加路先生、麥英健神父、王以恩小姐

支援職員：莫靜儀小姐［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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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
組長：洪志遠先生
委員：巢景峰先生、何建儀女士、麥冠達神父
支援職員：梁翠珊小組［青年牧民幹事（培育）］

區家維先生［合約青年牧民幹事（培育）］
莫靜儀小姐［執行秘書］

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組長：許加路先生
委員：梁偉才神父、潘蕙翹小姐、李偉榮先生、梁凱寧女士
支援職員：雷詠茵小姐 ［青年牧民幹事（學校牧民）］

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組長：麥英健神父
委員：劉善瑜小姐、吳君臨先生、鄧敏賢小姐
支援職員：羅偉聰先生［青年牧民幹事（堂區牧民）］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組長：王以恩小姐
委員：鄭文威先生、陳慧琳小姐、陸志浩神父
支援職員：李珮思女士［青年牧民幹事（培育）(至2021年3月］

莫靜儀小姐［執行秘書］（自2021年4月）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辦事處
執行秘書：莫靜儀小姐
青年牧民幹事（培肓）：梁翠珊小姐、李珮思女士（至2021年3月)
青年牧民幹事（學校牧民）：雷詠茵小姐
青年牧民幹事（堂區牧民）：羅偉聰先生
合約青年牧民幹事（培育）：區家維先生
文員：蔡麗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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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

組長的話

今屆發展組除了完成網頁重整及舉辦一些慣常的活動例如媒體福傳外，我們也發
展了以下的青年牧民工作：

（一）陪伴及建立青年的活動：「聆聽與同行」青年與神長交談聚會、「沸點讀
書會」、「沸點靈修日」、除夕倒數活動、手機拍攝工作坊、新媒體使徒
培育計劃 (招募了20多位媒體義工)等。

（二）今屆我們除了繼續全面地運用沸點的平台來加強吸引公教青年關注教會動
向外, 更加増添了很多創新的節目包括:「麥神和你Pray」、「沸點不停
學」、「聖召on Board 玩玩玩」、「Music Moment」、「"CHUR" 得太
盡！？Happy Hour！」、「尋找他鄉主的羊」、「晚安沸青」、「夏主
教金句Inbox」等等。

（三）沸點也開始發展合作聯播平台：天主教關愛自然行動、Emmanuel music、
教區聖召委員會、Zume Music。

（四）製作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因信仰小團體為青年人成長由其重要，
但一直以來，各堂區及學校卻缺乏有系統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發展計劃，
今屆承接著去屆的教區支持，展開全新的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透
過這計劃，我們發展組在ㄧ系列的工作項目中，推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
支援和策勵工作，以強化青少年信仰小團體領袖及青年牧民工作者的能力，
並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素，長遠制定一個符合香港教區現況的青少
年信仰小團體運作模式、材料及指引。

最後，在回顧今屆發展組工作之餘，也讓我們展望來屆發展組的工作方向和定位，
特別在探討青年牧民議題、媒體福傳培育及推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上，蒙主的祝
福和帶領，使我們的青少年能和我們的主耶穌ㄧ樣，「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
主和人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2:52)。

組長：洪志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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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沸點」 教區青年網上平台

教區青年網上平台「沸點」於2016年建立，是本會與教
區視聽中心合作的工作項目，主要由教區視聽中心項目主
任（新媒發展）謝婷婷小姐與本會發展組負責職員共同構
思及推行。期望藉此平台吸引教教青年關注教會資訊，並
以輕鬆手法傳播福音，讓更多青年認識天主教信仰，同時
亦鼓勵青年在此平台分享信仰、發揮神恩。

分享平台方面，「沸點」由最初建立Facebook 專頁及
Instagram 帳戶，及後推展至YouTube頻度、MeWe專頁，並於2020年，把「聖言
Day Day Bite」、「夏主教金句Inbox」聲音檔上載於多個串流平台Apple Podcasts、
Spotify、Podcast Addict﹐務求接觸更多教會內外的青年。「沸點」Facebook專頁
於去屆累積追蹤人數為9,358人，今屆增至20,312人。

內容方面，過去兩年香港社會及教會面對極大的挑戰，「沸點」作為新媒體青年平台，
製作了不同類型的節目、網上聚會、帖文及青年活動等，為求快速地、準確地回應青
年各種需要和關注。與此同時，為了讓網上媒體工作配合教會青年牧民工作的推展，
「沸點」亦舉辦青年培育活動，務求能達至「O2O」（Online to Offline）的果效，
今屆更招募媒體青年義工組成新媒體使徒團隊，與青年一起推動教會內新媒體福傳事
工。

小組工作報告

1. 製作「沸點」節目

• 「麥神問號」——自2018年10月起首播，形式是由青委主席麥冠達神父就不同主
題，以青年的角度向嘉賓提問。今屆製作多達25集，訪問嘉賓眾多，包括：陳日君
樞機、夏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神父、胡頌恆神父、羅國輝神父、董澤龍神父、郭
偉基神父、殷灝峰神父、張心銳神父、廖雅倫神父、潘銘智神父、德詩雅修女等，
另外亦有平信徒及青年團體代表，訪問內容包括回應社會情況、配合節期或個人信
仰或聖召分享等。延伸節目包括「麥神和你Pray」及「麥神放假去剛果」。麥神父
晉鐸十周年時，製作了「麥神父訪問麥神父」，影片讚好多達一千人次。

• 聖召主題節目——「沸點」今屆與教區聖召委員會合作，製作及推行多項與聖召
相關主題的節目和活動，包括四集「聖召動心島」網上清談直播、四集「聖召 on 
Board 玩玩玩」遊戲節目、「2020聖召大合唱」影片製作、「為聖召祈禱玫瑰經直
播」及「聖召行Challenge」網上行動，務求令青年對聖召主題提昇興趣。例如
「聖召 on Board 玩玩玩」由青年與神父、修女、終身執事及非聖職修士玩桌遊及
分享回應聖召經歷的節目形式，期望以修道人好玩、輕鬆的一面，令青年明白尋找
聖召並非遙不可及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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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青Life & Live」——自2016年11月起曾多次進行直
播，主要形式是邀請神長與幾位青年就特定題目進行討論
及分享，並於「沸點」Facebook專頁播出。期望能為青
年提供發聲的平台，讓教會內不同年齡層的人士更了解青
年的心聲和需要。今屆因應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實體清
談節目需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同時配合社會氣氛，推行
「沸點不停學」及「沸點係限聚」直播節目，透過嘉賓與
青年的交談，嘗試幫助青年以信仰角度去看社會事件，以
及分享自己的感受。部分題目包括：「最緊要人有事？！
天主公義幾時報？」、「世界末日到了麼？」、「Home 
Sunday School大作戰？」等。另一方面，於2021年起，
製作以公教男青年為對象的節目「Chur得太盡！？Happy 
Hour！」邀請公教男青年分享他們感興趣的話題。

• 音樂節目——過去兩年，「沸點」曾與多位公教音樂人
及組合合作，製作不同音樂節目，其中自2020年5月首次
播出的「Music Moment」，現已成為「沸點」每月一次
音樂直播節目，由Vansie（AMDG成員）和 Carl 擔任主
持，就不同主題邀請嘉賓或點唱，輕鬆地分享信仰訊息。
另外亦曾不定期與 FreeUp Music合作製作「FreeUp
Music Lab」音樂直播節目、由法國真福團Christopher修
士進行「Brother Sing and Pray」、與來自不同地區眾多
音樂人或組合製作「沸點跨年Live」等。

• 疫情下特備節目——在暫停公開彌撒期間，「沸點」為了
令教友能維持最基本的禮儀生活及靈性滋養，製作一系列
特備節目，包括：在聖神修院神長及修生們的協助下，安
排平日彌撒、晨禱及晚禱直播、中午播放「三鐘經」、晚
上播放「玫瑰經」，配合教區視聽中心專頁直播主日彌撒，
教友可每天定時在家中參與禮儀或祈禱。另外，為幫助教
友在暫停實體聚會期間，仍能與教會連繫，「沸點」製作
「神父修女Home Office」、「疫境中的祈禱」等節目，
邀請修道人分享抗疫生活點滴及信仰反思。恢復公開彌撒
後，「沸點」保留每天晚上播放「玫瑰經祈禱」的安排，
並先後邀請多位修道人及青年製作「聖言Day Day Bite」，
以及至今仍繼續每天播放，由夏主教協助製作的「夏主教
金句Inbox」。

2. 舉辦「沸點」青年活動

「從日落～到日出」沸點跨年「#和你CAMP」於2019年12
月31日至五日2020年1月1日在聖神修院舉行。活動包括天
台日落謝恩彌撒、與夏主教營火送話、跨年倒數玫瑰經及元
旦晨光彌撒，部分環節進行網上直播。活動約50人參加，參
加者於聖神修院足球場露營，參加者表示此形式十分新鮮，
能吸引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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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青年就反送中事件的憂慮和關注，「沸點」於2019年10月19日舉辦了一次
「聆聽與同行」聚會，邀請了在主教公署工作的神長們，包括：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
機、夏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神父、李亮神父、蔡惠民神父、陳國輝神父及林祖明神
父，以及青委主席麥冠達神父出席，旨在代表教會聆聽青年的心聲，共100位青年出
席。

曾於 2020年8月30日（全日）及2021年3月7日（半晝）舉行兩次沸點網上靈修日，
主題分別是「嬲到爆炸點算媒！？」及「寬恕！？談何容影」，邀請了夏志誠輔理主
教擔任神師、心靈教育導師游小允小姐擔任主持。兩次靈修日也有100人參加。所有
問卷回覆表示滿意網上靈修的安排，認為能幫助他們於疫情下放鬆心情和祈禱。

受疫情影響，教會聚會已變成不可能，為令教友可以繼續有相聚和信仰交流的時間，
「沸點」曾於2020年8月16日、8月27日、10月11日及11月15日進行了四次「沸點
書友會」視像聚會，主題分別是「大時代讀好書」及「我哋真係好__愛香港」。首兩
次約 30人參與，另外兩次約10人參與。每次邀請數位有閱讀書慣的教友擔任主持，
分享多本與主題相關的書本內容，再進行討論。

3. 鼓勵青年參與新媒體福傳工作

為了讓更多青年參與「沸點」工作，今屆沸點著力邀請具設計能力的公教青年協助沸
點工作，包括設計活動宣傳圖/海報、沸點Logo、Facebook橫額、聖人圖像、節期
介紹插圖、揮春設計、WhatsApp桌面及貼子製作、剪接工作等。其中，首次以長期
特約形式，邀請蘇秋燃小姐協助「沸點」設計及專頁管理工作。如此，一方面能增加
「沸點」人手，亦能加強「沸點」帖子風格的青年元素。

與此同時，新增「晚安沸青」欄目，邀請青年提供照片或寫信仰反思文字，每晚上載
於IG及FB平台，青年可選擇自己觸動的照片不定期撰寫內文，建議每月4篇，現時撰
文及提供照片的人達25人。

為招募有興趣推動教會媒體工作的青年，使他
們除了協助沸點工作外，更重要是建立媒體義
工小團體，「沸點」於2021年5月推出「沸點
（聖神內）自肥企劃」招募青年參與，計劃25
人參與，於第一次聚會後，計劃改名為「沸點
新媒體使徒培育計劃」。參加者就自己興趣和
強項分為五個小組：a. 沸青Life & Live：圍繞
基督徒青年生活熱話及信仰反思的清談節目；b. 
沸青角度：到堂區/團體訪問青年心聲；c. 音樂
祈禱：邀請基督徒音樂人，帶領音樂分享及祈
禱；d. 插畫 & 製圖師：信仰小清新畫作 / 懶人
包製圖及e. 文字小編：靈修及祈禱短文/ 懶人
包文字整合。在推展不同工作的同時，亦舉行
聚會及工作坊，務求讓成員彼此合作、互相支
持、一同學習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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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繫青年網上平台及團體

近年有不少教會內青年團體也用心經營各自的專頁，「沸點」作為教區設立的青年平
台，期望能把不同青年專頁的資訊推廣及發放，務求令更多人關注這些青年團體的動
向。除了分享青年團體專頁帖子外，今屆曾與多個團體進行聯播，例如青年團體
Touch、Emmanuel Music、天主教關愛自然行動等。網上平台的聯繫有助整體新媒
體福傳工作的發展，同時為做到「O2O」，期望日後能邀請不同青年網上平台的青年
代表相聚，一同分享與交流網上福傳的心得，彼此支持。

（二） 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

信仰小團體為青年人成長的重要性，在青委的願景宣言之中可以看到，信仰小團體是

青年人發掘和發展神恩，促進整全成長的理想場地。一直以來，各堂區及學校缺乏有

系統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發展計劃，感謝教區的支持，讓青委得以在2018年9月開始，

展開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

計劃開展三年以來，我們透過一系列的工作項目，推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支援和策

勵工作，包括製作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提供青少年牧民工作者靈修及進深培

訓項目、支援青少年牧民工作者及青年領袖組織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等等，以強化青少

年信仰小團體領袖及青年牧民工作者的能力，並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素。三年

以來的累積經驗，將整理成一套符合香港教區現況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資料。

1. 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

本會於2019-2021年度，繼續與在2019年成立的石籬天主教中學青少年信仰小團
體同行，職員持續參與其小團體聚會。在2019年初，職員使用本會編寫的聚會配套，
協助該小團體的建立和發展。及後，石天小團體的成員漸漸學習自行帶領聚會，例如
帶領生活分享和祈禱部份。在2020年初，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香港蔓延，
學校停課，導致石天小團體的聚會轉為網上視像形式。在此期間，職員多次準備網上
聚會材料，協助石天小團體進行聚會。目前，石天小團體已經成立兩年，小團體成員
漸趨成長，能夠在導師和職員陪伴之下，自行準備和帶領小團體聚會。

5. 新媒體工作坊

應教區青年節2021籌委邀請，於2021年 7 月10
日舉行一次「沸點實戰工作坊」，由沸點兩位負
擔職員擔任導師，分享手機拍攝及剪接技巧。當
天共16人參加，大部分是參與教區青年節合作堂
區的成員及教區青年節籌委。所有參加者透過問
卷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工作坊內容，大部分認為
內容合適及能幫助他們媒體福傳工作。不少參
加者表示對平面設計軟件工作坊也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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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見過去三年的發展小團體工作累積不少寶貴經
驗，為幫助往後推廣和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工作，
職員在2021年，著手整理有關經驗，歸納為有系統的、
適合在香港推廣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資料」。這份資
料的目的，是為日後向天主教學校和堂區推廣小團體理
念時，能有一份參考資料，讓有關人士便於理解青委的
小團體理念，並以文字方式方便傳播。

這份資料有兩大部份，分別論述小團體理念層面和經驗
層面。理念層面方面，由聖經出發，回看初期教會以小
團體的形式存在，輔以不同教會文獻和教區文件，建立
出本會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理念。經驗層面方面，主要
分享建立一個新的小團體所需要考慮的因素、進行小團
體聚會的基本框架、本會所建立的這套理念的優點與限
制等等，最後亦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資源，以供準備聚
會內容。

2. 青少年牧民工作者靈修聚會

本會於2020年12月19日成功舉辦了一次青少年牧民工
作者靈修聚會，由於在該期間，香港的「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仍然反覆，實體聚會有一定風險，因此是次
靈修聚會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當日靈修聚會主題為「禪繞靜觀」，由禪繞認證教師、
同時亦是學校牧民工作者的葉碧琪女士擔任導師，透過
指導參加者繪畫禪繞畫，幫助一眾帶領學校和堂區青少
年信仰團體的同工放鬆身心，進入祈禱的氣氛，並默想
聖言。

聚會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由導師葉碧琪女士介紹禪繞靜觀，帶領參加者進入靜觀
狀態，及指導他們學習繪畫禪繞畫。第二部份先由神師麥冠達神父分享主題聖經章節
（詠80），重點帶出人在現時環境的困局，如何繼續對上主的盼望，並進行默想。然
後，導師指導參加者以該聖經章節中的葡萄樹形像，繪畫禪繞畫。

是次靈修聚會一共有18人參與，分別來自2個堂區和16間中小學。聚會於2時半開始，
並在大約6時完結，比原定時間長半小時。聚會後，職員一共收到16份問卷回覆，對
整體安排方面，6人給予6分滿分，7人給予5分，3人給予4分。參加者大致上欣賞今次
聚會安排，亦非常滿意導師準備的內容。有參加者的意見表示，為網上聚會而言，3
小時已是極限，超過3小時則過於疲累。最後，不少參加者希望繼續參加藝術、活動
形式的靈修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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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上青少年聚會工作坊（與學校牧民關注小組和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合

作）

在2020年「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時期，職員區家維曾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網上帶

領小組工作坊，以支援同工在疫情期間推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發展。職員在疫情期間

亦繼續定期與石籬天主教中學信仰小團體進行網上聚會，相關經驗值得向學校和堂區

的同工分享和推廣。因此，職員在2020年5月份之內，分別與學校組和堂鐸組職員合

作，舉辦了合共三次工作坊，其中兩次對像為天主教中小學牧民同工，一次為堂區和

青年團體的青年領袖，合共45人，來自三十多間中小學、四個堂區和一個青年團體。

工作坊的內容，包括善用視像會議軟件的各樣功能，促進組員在語言溝通受限的情況

下，保持小組動力和溝通、示範在網上小組進行遊戲、配合其他流動電子學習工具進

行活動和討論，從而增加學習成效，促進分享討論。

綜合三次工作坊的經驗，兩次學校工作坊的報名情況比堂區工作坊熱烈，某程度反映

學校工作的牧民同工，在運用流動工具進行青年牧民的掌握上，需要更多支援，因此，

在兩次學校工作坊當中，較多處理硬件技術上的問題。相反，堂區青年領袖較多掌握

基本技術，而對如何靈活運用各工具於聚會安排，從而加深青年人的投入感更有興趣。

最後，舉辦工作坊的經驗，不單止為應付疫情，其實對長遠小團體工作進展，以致其

他青年活動也大有幫助。因為，各種流動電子學習工具，既可幫助網上聚會模式，同

時也能豐富實體聚會和活動，轉變傳統活動的框架，提升網絡世代青年人在傳統活動

中的興趣。

（三 ）網頁重整

本會網頁（www.dychk.org）自2007年8月重整啟用

後，一直沿用至今，經歷十數年的網絡發展，無論是

技術發展或人們瀏覽網頁的習慣，也有很大的轉變。

為此，本屆發展組落實重整本會網頁的工作，並於第

十三屆會務報告大會中正式推廣。網頁內容包括：青

委介紹、青年牧民資源區、青年活動推介、產品介紹

及義工登記等，其中青年牧民資源區除上載了青少年

信仰小團體聚會配套外，亦開設欄目，分段刊登青年

聖人介紹及學校牧民工作者口述歷史，此部分將於未

來不斷更新，以豐富青年牧民工作資料，供前線牧民

工作者運用。為配合推廣工作，製作兩款手機氣墊支

架，分別於會務報告大會、學校牧民工作者聚會及教

區青年節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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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會牧職學文憑課程

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主辦兩年制教會職務文憑課程，本會

獲邀成為協辦機構，開辦青年牧民專修課程（約 100 小時

課堂授課、工作坊、學習營和實習等訓練），課程內容由

發展組編寫及執行。課題包括：青年牧民理念、青年成長

及需要、青年教理講授及聖召培育、青年文化及媒體人、

牧民策略及規劃、小組建立及帶領、宗教輔導及個人成長

營。此課程曾於2020年6月及2021年6月招生，並由職員

於學院舉辦的課程簡介會進行講解，可惜由於報名選修人

數不足，本屆未能成功開辦課程。

（五） 德國柏林與香港交流

香港教區的青年代表於2019年7月到訪德國柏林教區與當地青年交流。德國柏林教區

的青年原計劃於次年回訪，但受疫情影響2020年及2021年的回訪計劃也未能進行，

只可以網上形式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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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組長的話

自己的青年時代，常羨慕哥哥可以參與世青、亞青，可以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和神長
交流；也常羨慕妹妹參與逾越之音，跟神父走遍世界各地獻唱。自己卻為口奔馳，
為成家立室，不知不覺已經不再是青年了。懊悔遲遲沒有參加青委的活動，去開開
眼界，轉眼已過了三十五歲的年齡上限，但天主卻遍遍揀選了這個不再是青年的人，
去為青年人服務。

年少時參加了聖神修院主辦的聖召營，認識了當時的甘寶維修士；四年前接到甘神
父的邀請，加入青年牧民委員會。心想可以跟隨甘神父學習，估不到他卻到柬埔寨，
眨眼4年過去，他回港服務了，我卻任期滿了。

擔任青委學校組，首兩年可說是摸索階段。小時候，我總是飾演問題兒童，這樣那
樣都問個究竟？到現在人到中年，到任何新環境也總是不停地問為什麼？對於香港
教區的不同機構之間的關係，甚至是青委四小組的分工，我心中都有很多為什麼，
怕浪費了教會的資源。正因為這種陌生，卻令以往可能稍欠效率的地方，可能有一
種新思維，重新探索新的合作關係。

過去兩年擔任學校組的組長，卻要面對社會運動，以及防疫限制的影響。作為小學
校長，面對教育局的指示，當然不得不從；但正因時代需要，學校更應加大福傳的
力度。我們只好窮則變、變則通，不能夠實體與學校牧民工作者聚會，小組便想出
教授校牧使用視像軟件，提升校牧的網課帶組技巧。為鼓勵在疫症中，學校繼續推
展以禮儀牧養同學的信仰生活，我們便不厭其煩地打擾夏主教，結果得到學校校牧
們的欣賞，全港的同學也可以聆聽夏主教的講道。在學校牧工正擔心未能邀請堂區
神父之時，科技也為大家帶來不錯的及時雨。

還記得2019年6月的一次校牧聚會，當天校牧們神情肅穆，也有不少校牧交通受阻。
我們總不能活在平行時空，一面口講如何向學生福傳，卻漠視早一晚發射了百多枚
催淚彈，當社會發生的事從沒發生。這使我們更覺得學校的牧民工作有一份先知的
角色，作為成年人都感受到信仰的衝擊，此刻學生更需要成年人理性的陪伴。

未來我會繼續擔任教區牧民協調小組的副主席，以及新任基督小先鋒的統籌，希望
在不同的教會組織中，繼續為校牧作一道橋，為建設學校的小團體出一點綿力。最
後，感謝雷婆和一起合作過的組員，特別鳴謝梁偉才神父，往往在討論中飾演眾人
皆醉我獨醒的角色，為我們整頓思緒，清晰未來三年的發展方向。希望青年人在教
會內可以Reborn、Reunion及Reconnect。

組長：許加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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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工作報告

（一 ) 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

由今屆起，營會沒有特定主題，只集中於屬靈領袖的培訓
及建設Katso團體的元素，營會將分成兩階段舉行：

1. 入門營會（營會A及營會B）：每年十一月舉行。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同學發掘自己的才能、學習
領袖的特質或元素。同學藉此機會，彼此交流和
分享校內信仰團體的現況和心得；更期望透過營
會的活動，加深同學對信仰的認識，在初中階段
能掌握作為信仰團體（Katso）領袖的角色，從
而建設Katso團體。營會對象為中二及中三的同
學。

2. 升級營會（營會C）：每年七月舉行。主要提升入
門營會的訓練，如何在團體中看自己的成展，培
育同學成為屬靈領袖。營會參加者只准許曾參與
入門營會的學生，對象為中三及中四曾參與入門
營會的學生。

2019-2020年度營會，共23間天主教中學報名，當中16
間是教區、7間是修會。另外，有22位大專生青年協助擔
任組長，當中12位是第一次參與此工作。在營會舉行前
已舉行了兩次的組長聚會及兩次導師會議，為營會作準備。

是次營會A順利於2019年11月9至10日舉行。透過遊戲
讓參加者經驗到在團體中作為領袖的元素，由他們自己發
掘，及在小組內進行分享。亦設有祈禱會讓他們在祈禱氣
氛中與主相遇及與同學進行信仰分享。在營會第二天午飯
前舉行感恩祭，由麥冠達神父主禮。午飯後，各校自行離
開；有學生因居住位置較遠，帶隊導師擔心社會事年影響
交通，因此，在彌撒後便帶學生離開。

營會B的營前聚會及營會，因社會運動局勢的嚴峻，因而
取消，營費亦已全數退回有關學校。

2020-2021年度，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行實體營會，改
為分總鐸區舉行了四次的兩個半小時的Online Katso
Camp。報名人數約有100位學生，共廿五間學校參與，
當中17間教區學及8間修會。內容主要讓學生發掘出領袖
的素質，及讓他們了解何謂屬靈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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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Katso幹事交流聚會及派遣禮

2019-2020年度，於十二月中舉行了首屆幹事交流會，約22間中學參與。對象為

Katso幹事，由帶隊老師陪同下參與。活動主要目的是為幹事們打氣之餘，也提高

他們對幹事身份的認同，鼓勵他們好好維繫這Katso信仰團體，傳揚主愛。活動分

為兩部分，上半部分為交流，下半部分為派遣禮，由夏主教主禮，禮儀中各幹事頒

發幹事襟章一個。

2020-2021年度，因疫情關係，只能改為網上交流會，約31間中學參與。因人數

眾多，因此，以總鐸區分為三次舉行，每次約10間中學。內容主要是透過分享及

交流，從而提昇學生對自己身份的認同，鼓勵他們為團體作出奉獻與犧牲。因未能

有實體派遣禮，所以，已預先拍錄了夏主教對幹事們打氣的說話，在聚會中播出。

（三 ) Katso幹事培育同行計劃

2019-2021年度，因著疫情影響，全港學校沒有正常的實體上學時間，校內活動

都全部取消，因此，這兩年，Katso活動也大大減少，未有機會為學校提供此項計

劃。

（四 )新界西北鐸聯校小組

2019-2020年度，於九月進行了會議，會議中商討全年活動安排、幹事培育及報

佳音活動。之後，再未能舉行會議，因疫情影響，學生活動全面取消。

2020-2021年度，因全港學校全面各級上學時間不一，且受疫情影響，所有校內

校外活動全面取消，沒有舉行會議。

（五 )夏主教影片拍攝

疫情關係，於2020-2021年度，與協調小組合作拍攝及處理片段。疫情下，各級

學生上學時間不一，較難安排全校的禮儀，因此，決定為本年度拍製開學禮儀及聖

誕禮儀，而復活節只拍攝有關節日學生需留意的訊息，影片供校方自由運用，所有

片段皆由夏主教主持。 16



（六 ) 校牧聚會（牧民專業發展日）

由2018-2019年度起，有關學校牧民工作者培育聚會，已與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協調小

組合辦，稱為「牧民專業發展日」。

2019-2020年度的牧民專業發展日，聚會月份為十月、十一月（兩次）及一月舉行：

• 十月上午聚會主題為「入『牧』三分」，下午是由夏主教主禮的派遣禮。

• 十一月兩次聚會分主題為「滿懷信心看舊約」及「偷得浮生半日繪」，分別由

陳德雄神父及伍維烈修士為嘉賓講者。前者提及舊約，後者是藝術靈修。

• 一月聚會為輔導技巧，由輔導心理學家郭倩衡小姐為嘉賓講者，主題為「創傷

知情照顧——輔導技巧工作坊」，內容是了解創傷知情是什麼及創傷知情照顧

技巧。

原本五月已安排了一次聚會，但因疫情關係而改為下一學年舉行。除了與協調小組合

辦外，本會亦於五月份舉辦了兩次「網上青少年聚會」的培育，約共四十位校牧參加，

主要是讓校牧經驗理用網上會議程式舉行一些學生小組活動。

2020-2021年度的牧民專業發展日，聚會月份為十月、十一月、一月、三月及五月。

• 十月主題為「籌備學校宗教禮儀ABC」及祝福祈禱禮（網上聚會）。

• 十一月聚會主題為「在學校發展信仰小團體」，由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

幹事及學員帶領。

• 一月聚會主題為「從童年負面經歷（ACEs）看受了傷的內在小孩—輔導技巧

工作坊」（網上聚會），由郭倩衡小姐擔任主講嘉賓。

• 三月聚會主題為「有大聖若瑟，唔洗慌失『瑟』」，伍維烈修士作主講嘉賓。

• 五月主題為「我的學校信仰團體」，是次聚會以彌撒作結束。每次聚會約有

10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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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校牧退省營

這兩年因受著疫情影響，活動形式也因應改變，改為網上進
行或縮短實體聚會時間。

2019-2020年度，於八月七日早上，由林祖明神父擔任神師
帶領兩個半小時的網上靈修聚會。起初預設名額20名，但反
熱熱烈，最後有39位參加者。中、小學同工約各一半。林神
父以Fr. Seiger Koder的背景貫穿整個聚會，讓校牧反思到活
出真我的重要。聚會開始時以十分鐘的靜音樂作背景的大自
然相片，讓校牧慢慢靜下來準備靈修聚會，當中有兩節林神
父的講授及分小組分享的時間，在最後幾分鐘讓校牧說出是
次聚會的得著或感受。

2020-2021年度，於七月內舉行了兩次實體靈修聚會，兩次
皆是三小時的聚會時間，分別由蔡俊源神父及甘寶維神父擔
任神師。蔡神父的靈修聚會主題為「誰更愛他呢？」，共15
位參加者。在聚會中，蔡神父選用了路7:36-50作為聖經分
享及反思，以釋經的方法，帶參加者更認識聖經的每字的意
思，及帶領參加者代入聖經片段當中作個人反思。甘神父的
靈修聚會主題為「Follow Me」，共24位參加者。甘神父選
用了富少年聖經片段，談論跟隨耶穌的元素，以四福音當中
曾出現「跟隨我」的聖經分小組分享，在個人靜思時間中，
各人反思自由跟隨耶穌的過程，以四格漫畫形式表達出來，
及在小組內分享。最後，以彌撒作結。

（八 ) 組長小團體

2019-2020年度，於十二月三十日舉行了聚會，約20位組長參與。當日借用了耶穌復
活堂作聚會，內容有分組遊戲、分享、交換禮物、聚餐。另於4月舉行網上聚會，分享
生活點滴。

2020-2021年度，邀請了組長們自拍營歌片後，進行後期製作成一段營會主題曲影片，
為在疫情下面臨DSE公開試的學生打打氣。

（九 ) 牧場

牧場是一個網上資源分享平台，於2020年4月起啟用，校牧只需提交電郵，便可登入
平台取得資料，例如：宗教歌曲、宗教圖片、中學及小學的活動方案、禮儀年有關資
料、聖經、輔導等。現時約有70位牧民工作者已加入。

（十 ) 學校牧民工作資料

每年九月中後，本會與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會共同採用同一Google form的資料，天主
教教育事務處會協助發信到全港天主教學校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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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關注組

組長的話

主內的弟兄姊妹，轉眼間我已出任委員六年了。在這段期間我由一個組員，繼而成為
堂鐸組組長，當中所得到的體會和經驗確實難能可貴。其後，因疫情嚴峻的關係而停
止公開彌撒和所有的聚會，一切的經歷使我尤如坐過山車一樣，充滿刺激和挑戰。感
謝天主的恩寵和助佑，讓我從中學習如何聆聽青年的需要，與他們一起同行。

至於過去一屆，我們原本有意聚焦於三方面的發展：一）增加組內成員人數，二）創
設跨總鐸區青年聚會，三）開展中九龍總鐸區專責團隊計劃。但因疫情嚴重的影響下，
使方案中的第二和三項無法進一步推行。更可惜的是，由於限聚令及停止了公開彌撒
和聚會的原故，使以往我們辛苦經營和建立的總鐸區發展及人際網絡付諸一炬。縱使
面對上述的困境，我們仍然努力堅持，因為我們深信只要藉天主的助佑，各成員的同
心合作，再加上找到合適的平台和善用天主賦予我們的塔冷通，相信我們都能夠成為
光明之子「發熱發光」。

卸任在即，首先，我想藉這機會多謝過去各屆一起合作，彼此支持的堂鐸組成員。因
著大家的積極參與，各抒己見，使整個小組變得更豐富。同時我亦想感謝各位組員，
在繁忙的生活中，仍願意抽出寶貴的時間參與會議和出席活動，以上種種都是貢獻堂
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發展的最具體行動。跟著，我更想借這機會感謝願意留任的委員，
因為你們的留任，使小組的計劃和願景得以承傳下去。

最後，願各位繼續以祈禱及參與，支持堂區及總鐸區的青年牧民發展，為他們注入力
量和支持。在此借用流行曲《凡星》的歌詞作為對大家的勸勉：「誰都可發光，只要
找對地方，誰人都可發光，若我熱情依然未降。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從來沒標準
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在這
平台展現光芒，並且在青年牧民發展的事工上愈顯主榮。

組長：麥英健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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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香港經歷了空前的挑戰，基於實際社會環境，我們不得不把原有的項目形式和內容作出轉變。但
不變的是，我們繼續以天主為中心，以聖言為培育框架，並以信仰體驗、分享、團體祈禱等，讓青年與
主與人連繫。為了青年的牧民需要，我們持續為堂區和總鐸區的青年，提供以下培育及信仰交流的項目，
包括：

培育項目：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及青領友，並藉此舉行不同的青年牧民工作坊。

協作項目：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神師及總鐸區青年小組，並鼓勵跨總鐸區的堂區聯繫和交流。

教理項目：分享《YOUCAT》和《DOCAT》，推廣天主教教理及教會的社會訓導，為不同堂區舉辧聚
會。

靈修項目：舉辦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及推廣青年朝拜聖體及祈禱聚會

支援教區英語青年（Diocesan English Youth）團體，與其領袖聯繫及同行

而承接上屆的關注和發展，本屆堂鐸組特別推動以下各項：

廣邀青年領袖，成為本組成員

本屆繼續從各總鐸區廣邀具豐富青年牧民經驗，熟悉堂區和總鐸區的青年領袖成為組員，好讓他們能夠
將不同青年的聲音帶入本組和委員會中。分別有由上屆和現屆起加入的成員，現已分別被主教委任為現
屆和下屆的委員，協助統籌及推動教區內各層面的青年牧民事務，為教區的青年牧民注入新動力。

開設「神長和你PRAY」祈禱運動

由於社會的氛圍和疫情的陰霾，不少青年對於前景感到憂慮，其中那些要面對公開考試的在學青年更倍
感孤單。有見青年個別靈性關顧的需要，於2020年初開始了「神長和你PRAY」祈禱運動，邀請神長為
在學青年，特別是中學文憑試考生，作一對一祈禱。分別有受邀祈禱的神長、被關顧的青年、青年領袖
及學校牧民工作者表示欣賞和支持，並感到天主聖神在祈禱當中的神奇力量。

關注初中至大專青年的培育需要，為主日學後青年培育開展工作坊

關注初中至大專青年的培育需要，由第十一屆委員會開始，由本組與跨範疇組委員舉行聯合會議去討論
相關事項和計劃工作項目，於本屆委員繼續推展，除了與不同堂區的主日學堅振班及堅振班導師和青年
導師舉行了數次聚焦小組（focus group）外，亦按他們的需求開展了不同的工作坊，讓導師和青年導
師更深入了解青年牧民的各範疇。相信來屆委員會亦會延續這項培育工作，讓青少年持續地在教會團體
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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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青領培育）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及強化青少年信仰小團體領袖及青年牧民工作者

的能力，委員會從2013年開展了此培育計劃。

而這兩年的「青領培育」，可說是開辦五期培育計劃以來，進行得最艱難的一期。由2019年11月開始

直至舉行本屆大會這一天，仍未能完成整個課程：原本不足半年的第一階段，因應當時肺炎疫情未明，

經諮詢主席後決定全面暫停，後來用了8個月時間才勉強完成；第二階段又因疫情而未開始先停課，後

來進行了未到一半又停課，最後要用了9個月才算完成；第三階段相對上順利，但須將原定約10個月的

課程，擠在7個月內完結。

雖然每次「停課」，課程小組都隨即以網上通訊軟件，繼續逢星期五作「網上遇見你」和「內化我信仰」

的「網聚」，但是「網聚」首先難以跟從原有課程設計，著重實際團聚、體驗和分享的內容，其次在過

去約兩年，很多時只能在網上作較低限度的聯繫和虛擬聚會，始終不及面對面的接觸和聚會，有些參加

者甚至不喜歡或討厭「網聚」。

在這兩年，青年缺乏從信徒聚會中經驗基督徒團體的活力，一方面令青年之間彼此聯繫少了，另一方面

青年與教會的關係亦漸疏遠。我們盼望在來屆，繼續以「遇見」、「內化」、「回應」三個階段作為青

年信仰持續成長的旅程，以更積極的心態，把教會和信仰帶進青年中間，讓他們體會實際信仰經驗和分

享的好處。

（二） 青領友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開拓堂校合作的青年牧民協作平台，提升青少

年信仰小團體的質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委員會在發展「青領培育」計劃時，

便著意推動發展一個跨堂區青年領袖團體。

「青領友」（Catholic Leaders of Youth）作為基督徒青年領袖，他們遇見了基督，在團體中內化信

仰，成為彼此的同行者，以聖言為中心，回應天主的召叫。由夏志誠輔理主教在委員會第十二屆大會的

派遣開始，青領友已經正式成立6週年，並即將迎來第四屆的新幹事：吳思穎、蔡洛堯、周祉丞、汪鴻

賜、李沛沂，他們在8月26日的會員大會中被選出，並由麥英健神父在感恩祭中逐一為他們覆手祝福。

該次會員大會亦邀得候任主教周守仁神父和幹事會神師江思維修女蒞臨交流分享。

在過去兩年，雖然因應疫情，很多原定聚會亦須取消，有些改為網上進行，但期間亦舉辦了不少聚會、

活動和工作坊，以培育青年領袖。包括：「亂世中的君王」祈禱會、「愛過聖誕節」服務、「誰要認命

噤聲」基督徒先知職工作坊、「青舉網動」網上青年活動探討工作坊、「埋嚟體．埋嚟玩」體驗式學習

工作坊、靈修聚會、「你今日『省』咗未？」意識省察聚會、細胞小組聚會及組長培育、「青領和你傾」

網聚等。青領友出版了《青領News》和發展以多媒體和推廣教會訊息和信仰分享的工作小組。

另外，青領友成員，亦一直積極參與各總鐸區青年小組會議，協助籌備教區青年節等。於疫情最嚴峻

的四旬期間，成員進行了多次網上苦路默想祈禱，其中一次網上苦路錄影後由沸點轉播，另亦有協助沸

點的玫瑰經祈禱、《聖言DayDayBite》等；期間亦曾受邀參與教區婚委的一個與主教對談聚會，以及

受邀參與夏主教與呂志文神父和其他專家主講的「談性說愛」培育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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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行者」工作坊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
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為他們提供同行的經歷和體驗，幫助
青年了解如何在個人和信仰上成長，除了上述青領友的工作坊和以下介紹與跨範疇組
合作的主日學導師和青年導師工作坊外，本屆特別與公教婚姻輔導會及基督青年行合
辦了三季（每季4次聚會）的網上「婚姻與兩性」小組聚會，促進青年彼此的認識和交
流。

以「人單獨不好！」（創2:18）為題，以《愛的喜樂》宗座勸諭及「身體神學」等教
會訓導作基礎，透過活動、影片分享，個案探討等形式的「戀愛知5G？」小組聚會，
對象為25–35歲天主教青年，目的是讓參加者裝備自己，深入探討教會對婚姻與性的
觀點及價值觀，認識性是天主賜予自己和人類的寶貴禮物。原計劃為一個全日實體活
動，但因應疫情，各合作機構商量後決定改變形式於網上分多次聚會舉行，並於最後
「網聚」後，相約一次實體聚會。

於舉行首季聚會後，各人認為反應及效果超出預期，因此每隔半年多便舉行新一季聚
會，而且逐漸增加聚會次數，並加上實體聚會，更深入探討教會對性與愛、基督徒婚
姻觀等。現計劃於2021年10–12月舉辧第四季聚會，而每季聚會約有十多人參與，兩
性人數各佔一半。

（四） 為主日學後青年培育開展的聚會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
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促進青年彼此的認識和交流，也讓委
員會與堂區青少年的導師和同行者有深入的交流，並收集主日學導師對對青年導師培
育需要，以及對堅振後青年培育的意見，而開展了為主日學導師與青年導師而設的聚
焦小組及工作坊。

參與聚焦小組的堂區，均為一些因參與委員會其他活動，而已有聯繫的堂區主日學導
師及青年導師。由2019年11開始，共有12個堂區（再加上其中的小堂及彌撒中心各1
個）的主日學導師/青年導師參與其中，佔香港教區堂區總數約25%。聚焦小組及工作
坊均曾以實體及網上聚會形式舉行。

由首次聚焦小組後，已察覺他們對於青年牧民方面的培育需要，因此分別為導師及青
年導師舉辦了了工作坊，邀請已參與了聚焦小組的堂區主日學導師參加，特別是堅振
班、堅振後班/團體，以及青年導師參與。而工作坊內容包括分享「厄瑪烏」的三個階
段（遇見、內化、回應）、講解「青年牧民ABC」，以，以及按主題構思和進行活動。
此後，大約每季舉行此類工作坊，增進彼此對某些主題的認識，並互相交流帶領堅振
後青少年的心得。

期望為主日學導師及青年導師舉行的工作坊，能培育他們成為積極的堂區青少年領袖，
並有助堂區推行青年牧民工作，鞏固青少年的信仰。亦期望可與不同機構和團體合作，
整理現有的一些分享聖言及教理的資源，以不同形式供青年小團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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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因應疫情，不少總鐸區青年小組都停頓一時，有的轉以網上方式聯繫，
有的甚至整年累月未有見面，以往與青年領袖、堂區青年、神師約每兩個月一次的
面對面交流，顯得非常罕見。

不過，有部份總鐸區青年小組在2021年，已重整旗鼓，準備迎接新挑戰。以下是
部份總鐸區的重點情況：

• 港島東總鐸區：曾安排港島東堂區青年與夏志誠主教，真誠地交流了社會事件
中的青年牧民情況，關於社會事件的回應，以及教區主教任命等問題。原神師
朴暎夑神父所屬修會有人事調動，後由金容載神父接任其專責司鐸之職。於疫
情最嚴重時，製作和發放「夏主教和你打打氣」短片，特別鼓勵公開試考生。
過去兩年，多次舉辦「青年彌撒」，藉此加強青年參與教會團體生活。有部份
堂區於本年內轉換新的青年代表。

• 東九龍總鐸區：現時專責司鐸為范子峰神父。而由3年前開始，得當時神師溫國
光神父鼓勵，青年每月舉辧「Tuesdays With Jesus」祈禱聚會，一週年那次更
邀請了夏主教與，並與青年交流社會處境及作為基督徒的回應。在疫情嚴重期
間，祈禱聚會改為網上直播，現已回復實體聚會，但仍保留直播。於2021年9月
14日慶祝該聚會3週年，並邀得總鐸溫神父一同參與。曾招募區內天主教中學參
與「溫傳劏屋」服務計劃，後因社會情況及疫情而腰斬。

• 中九龍總鐸區：曾舉辦潤手膏製作工作坊，請堂區青年派發給長者及弱小的兄
弟姊妹。阮金山神父及多位青年神師調離該區，幸得麥英健神父協助下，該總
區青年有不定期聚會。其中一次聚會，獲中九龍的神父支持和贊助，讓青年包
場欣賞《花地瑪：玫瑰神蹟降臨》電影，70多位青年參與。

• 西南九龍總鐸區：新任專責司鐸陳男享神父與各堂區的青年領袖，在本年已重
新開始定期會議，期望將會有共同參與的活動。

• 新界東北總鐸區：曾安排青年與夏主教交談，氣氛良好。已於本年恢復定期會
議，青年領袖積極參與各堂區的活動。期望有新神師接替陸志浩神父專責司鐸
的職務。

• 新界西南總鐸區：因客觀環境因素，多項活動取消，包括聖誕聯歡會、羽毛球
比賽、放榜前祈禱聚會、福音營等。原有神師盧神父已調離該區，暫得總鐸陳
永超神父列席其聚會。疫情緩和後，邀得夏志誠主教與他們多次聚會，為他們
以《DOCAT》講解教會的社會訓導。

因應人事調動或其他原因，暫時仍有數個總鐸區未有司鐸專責青年牧民事務，有
些亦未有總鐸區青年小組會議，期望不久將來可以覓得合適人選，共同開展總鐸區
青年牧民，並加強與各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的聯繫，特別是恆常會議外的一些不同
類型活動和接觸。

（五 ）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神師及總鐸區青年小組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開拓堂
校合作的青年牧民協作平台，制定一個符合香港教區現況的青少
年信仰小團體運作模式，以照顧學校及堂區的青少年，提升青少
年信仰小團體的質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
並為為鞏固及實踐青年牧民理念，委員會與各總鐸區專責青年牧
民司鐸合作，與青年牧民小組制訂年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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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跨總鐸區的堂區聯繫和交流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
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交流總鐸區及堂區青年牧民現況，並
為鼓勵他們交流，於上屆開始舉辦跨總鐸區青年聚會。

原定本屆再次舉辦的跨總鐸區聚會，因應疫情暫未能進行。幸好在疫情稍為緩和期間，
個別總鐸區和堂區，在神師和青年領袖的安排下，立即抓緊時間互相到探訪彼此堂區，
聚會、交流、分享，好使大家能在疫下互相勉勵。

值得重申上次跨總鐸區聚會的討論內容，摘要如下：

• 委員會可做更多「青年牧民理念」的建設，例如可為「青年牧民」作更清晰、仔細、
具體的定義，讓青年領袖在堂區推展時就更容易，並發放文件來作根據和參考；

• 堂區的青年如果未能在堂區發揮才能，可在總鐸區青年平台中讓他發揮所長；

• 堂區須對外與其他團體及天主教學校合作，令區內及學校青年認識堂區。

另外，一些值得來屆跟進和留意的事項：

• 青年代表熱切期望堂區設有受薪的青年牧民幹事，推動青年牧民；

• 青年代表認為青年牧民神師十分重要，讓青年感到教會的真心關愛；

• 青年代表贊同委員會宜建立青年牧民的傳統（例如一年一度舉行「跨總鐸區會
議」），讓大家能互相勉勵，彼此交流；

• 青年代表建議在教區層面設立「青年牧民議會」，廣邀不同年齡層的青年參與，吸
納他們的意見。

（七）分享《YOUCAT》和《DOCAT》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
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委員會在2012年開始了一個分享
《YOUCAT》的聚會「YOU.C.C.」，而在2017年易命為「DoDOCAT」（意即「活出
教會的訓導」），而到了2019年，因應社會對於「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事件，我
們又轉變為「DoDOCAT special」，在聚會中與參加者一起分享教會的社會訓導對於
相關事件有甚麼看法和作出討論。

因應社會運動及當時情況，2019年10月份開始，聚會改變了形式，名稱改為「我們
的交流會」，以著重交流各人的親身經歷、體驗為主，並從中領略與他人交流所需的
開放和包容，希望透過坦誠的交談，使人與人之間多一份理解，多一點聆聽，目標是
「由我們開始展開坦誠的交流」。但後來因應疫情嚴重，所有實體聚會取消，期間亦
曾進行「網聚」，但參加者均認為分享的氣氛，很難如面對面般，建立信任和安全的
氛圍，因此由2020年初暫停了相關聚會。

本屆亦為一些堂區以《YOUCAT》和《DOCAT》進行了青年領袖培育或大專及職青
聚會（實體及網聚），包括：聖安德肋堂、海星堂、葛達二聖堂、聖若瑟堂（九龍灣）
等。另外，有向堂區青年團體提供與青年教理及社會訓導相關的聚會材料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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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開拓堂校合作的青年牧民協作平台，強化青少年信

仰小團體領袖及青年牧民工作者的能力，鼓勵青年對耶穌開放自己的心靈，在上主內

發現信心的活泉，使人們團結、共融、合一，並使萬民成為門徒，委員會約在12年前

開始了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通過每月不同的神師分享，讓青年與天主建立親密關

係，並反省與他人、與其他受造物的關係。

每月避靜這兩年首要的挑戰，是因疫情而間斷地暫停了差不多一整年（2019年2–6、

2019年8–10月、2019年12月–2020年3月），但期間亦希望以最大努力，滿足青年對

於靈性生活的渴求，在許可情況下盡可能維持每月避靜，甚至在晚禱環節期間開放靜

修院，讓青年靜下來在主內沉澱其參與社會事件的經驗。

另外在靜修院暫停服務期間，亦邀請了神師為青年舉辧了「在家避靜」，內容包括：

神師分享、靜默、泰澤短頌祈禱、大組分享、網上感恩祭等，參加者於家中一個安靜

的地方進行，而且必須全程參與。

每月避靜的另一挑戰，是十多年前信心在人間開始初期，便協助每月避靜進行的核心

義工成員，因不同的原因，在疫情期間須淡出現有角色。現正積極邀請其他經常參與

的青年協助每月避靜的進行，亦加強向不同青年團體呼籲其成員集體報名，並邀請該

等團體協助進行避靜。

在疫情期間的避靜，特別實施了一些特別措施為預防疫情擴散，如：公開只限15人報

名，參加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每天量度體溫並作記錄，用膳時每枱有限制人數，盡

量分隔參加者的睡房及限制使用洗手間的人數等。靜修院亦備有不同防疫用品，供參

加者使用。

（九 ) 青年朝拜聖體

由去屆開始，收集了教區內不同團體，針對青年為對象的每月祈禱聚會中，揀選了一
些有神師為青年辦修和聖事及聆聽青年心聲的聚會，特別制作海報向青年宣傳，並邀
請青年團體成員一同去參與。

去屆分別為港島區及新界區數個堂區的青年朝拜聖體及祈禱聚會，與本委員會的「信
心在人間」及英語青年團體的Monthly Adoration Evening，一起向其他青年推介，
本屆又分別向東九龍總鐸區青年小組及玫瑰堂青年組聯絡，並取得相關神父同意，以
該區的「Tuesdays With Jesus」聚會及「靜．泰澤」為青年作主要對象的祈禱或靈修
聚會作推介。

本屆以湯漢樞機的2019年將臨期牧函的三個要點作宣傳主題：「聆聽、同行、轉化」。
有堂區青年小組表示，因為有了此宣傳海報，讓他們有機會與其他堂區青年一起祈禱。

除了宣傳海報外，亦將每月舉行的所有堂區及團體每月舉辦的朝拜聖體或祈禱聚會的
資料，按其性質及舉行時間，放於本委員會舊網頁上，向青年作出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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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神長和你PRAY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本屆開展了「神長和你 PRAY」網

上祈禱運動，當初是特別為當屆中學文憑試考生而設的，而且原定進行至文憑試放榜

後便告完結。及後，組員認為此計劃可推動代禱文化，接觸到一些非經常接觸教會團

體的青年，並關顧到他們的個別需要。

由於社會的氛圍和疫情的陰霾，不少青年對於前景感到憂慮，其中那些要面對公開考

試的在學青年更倍感孤單。有見青年個別靈性關顧的需要，便開始了「神長和你PRAY」

祈禱運動，邀請神長為在學青年，特別是中學文憑試考生，作一對一祈禱。分別有受

邀祈禱的神長、被關顧的青年、青年領袖及學校牧民工作者表示欣賞和支持，並感到

天主聖神在祈禱當中的神奇力量。

在開始此祈禱運動初期，特別邀請了堂區青年領袖及學校牧民工作者，向在學青年推

介，請他們在網上登記各自的祈禱意向，再邀請神長回應他們。其中有少部份神長和

青年，一直都保持聯絡，彼此代禱和交流。

第二年繼續辦此祈禱運動時，而將對象擴展至所有在學青年，包括中學、大專，甚至

高小的青少年學生。現已超過200位青年曾登記參與「神長和你 PRAY」祈禱運動。

（十一） DEY (Diocesan English Youth) 教區英語青年團體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開拓堂校合作的青年牧民協

作平台，強化青少年信仰小團體領袖及青年牧民工作者的能力，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

體的質素，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委員會為英語青年設立了DEY 

(Diocesan English Youth) 教區英語青年團體。

DEY由不同堂區及團體的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青年組成，以往每年於中秋節翌日舉辦

「Holympics」運動日，邀請不同團體的青年一同參加和慶祝。另外，亦在聖母聖衣

堂舉辦了Monthly Adoration Evening（每月朝拜聖體聚會）。惟在疫情下，此兩項

活動亦被迫暫停舉行。

疫情緩和後，在2021年6月開始，已恢復了每月進行Monthly Adoration Evening，

參加人數雖不及疫情前，但亦不斷有所增長。

（十二）關注教會團體對社會現況的回應對青年的影響

為關注教會團體對社會現況的回應，對於青年的影響，本組成員在會議中特別作出了
數次討論及分享，並對委員會和教區作出建議。以下是部份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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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教會貢獻自己

觀察：有時堂區不同年齡層的教友，對於堂區青年牧民工作確實會有不同意見。無論
是在職或在學青年，他們經濟上都未必是可以豐裕地支持堂區開支的一群。青年未有
充裕的經濟能力捐款予聖堂，卻不等如他們沒有為教會付出，反而肯定青年在不同層
面對堂區有多方面貢獻。堂區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如想對青年表示關心，或希望他們增
強對堂區的歸屬感，不是要他們參與所有大夥兒的活動，而是讓他們有適當空間去相
聚，並以合適他們的方式去服務教會。

建議：宜聯繫不同年齡層的教友，特別是較成熟的一群，讓他們成為青年的橋樑，也
讓他們多些了解實況，以接納代替批評。為堂區舉辦一些工作坊、講座，去讓不同年
齡層的教友更了解青年牧民，並支援青年牧民工作。爭取機會向總鐸區團體及堂區牧
民議會去簡介青年牧民。

2. 數碼環境

觀察：青年擅於應用新媒體，而且對各項新媒體的適應能力很強；反之，教區及委員
會與青年的溝通，普遍較著重於事工上，對於青年的現況不夠敏銳，因此也回應得不
夠迅速。

建議：舉辦青年領袖工作坊，讓青年團體領袖善用新媒體，加強與青年溝通。透過青
年領袖在工作坊中的試驗和實際操作，學習以新媒體和互動的方式，回應青年的渴求。

3. 關心社會

觀察：普遍青年關心社會事件，而且敢於為不公義之事發言，為弱勢社群發聲。而且，
青年期望教會認同他們為社會公義而發聲，他們認為教會的社會訓導對此是支持的。
但青年大致覺得教會「離地」，只有少數牧者明確地表達對他們的關注。另一方面委
員會應從培育角度，與青年一起探討自己在社會及教會的角色，即作為公民和基督徒
的使命。

建議：透過聚會的分享、服務體驗，以及團體的行動等，與青年一起打破教友之間的
一些已定型的思想，並提昇身為基督徒關心社會的能力，不要讓教會成為一座博物館。
提供有系統的社會訓導，讓青年了解其原則，抗衡世俗的價值觀。

4. 為青年發聲

觀察：委員會在青年牧民上的聯繫網絡應該是最闊的，而且工作亦應涉及差不多所有
的青年牧民層面。青年期望委員會能成為，幫助青年向教區（當局），及其他年齡層
教友的發聲工具，把青年的聲音帶到教區的不同層面。

建議：為青年與成人舉辦小型交流聚會，以及不同形式的直接對談聚會等，讓青年與
成人（包括教會神長）對於各種議題，在輕鬆環境中作坦誠交流，認識不同年齡層的
人會對不同事物的看法有所分別。重點是每次聚會人數要少；而且大家需聽得多，問
的少。讓大家以對方的角度去看事件，並較深入地去交流。

建議：為堂區/總鐸區舉辦小型論壇，在各年齡層教友間，分享青年牧民現況及理念，
連結不同堂區/總鐸區青年團體，藉此機會為他們聯繫關心青年牧民的教友，讓大家更
集中地應對該區的青年牧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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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信仰帶進青年社群

觀察：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特別因為疫情而未能以實體形式舉行活動，只能以網絡作
較低限度的聯繫和虛擬聚會（簡稱「網聚」）；在「網聚」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卻發現
青年很喜歡和珍視面對面的接觸和聚會，不喜歡甚至討厭「網聚」。在這一年多，青年
缺乏從信徒聚會中經驗基督徒團體的活力，一方面令青年之間彼此聯繫少了，另一方面
青年與教會的關係亦漸疏遠。委員會在這方面應考慮擔當一個更積極的角色，從而把教
會和信仰帶進青年社群中間。

建議：鼓助更多跨總鐸區的堂區青年交流，營造適合氣氛和創造機會，讓不同總鐸區的
堂區青年領袖，交流彼此在吸納青年加入團體，以及青年牧民推展上的經驗，並探討如
何應用在堂區實際環境中。透過跨總鐸區的堂區青年領袖彼此觀摩、交流，讓大家體驗
和學習在不同環境中，可以如何去吸納新的青年加入。

建議：為鞏固現有青年團體，透過培育分享聚會，讓青年領袖學習和發展青年團體的
「師徒」關係，加強青年的信仰特質，鞏固成員之間的關係。須邀請一些已發展「師徒」
形式的團體，分享他們的經驗，並透過陪伴同行，讓有意在團體發展的青年領袖，互相
交流。

6. 在學青年牧民關顧的需要

觀察：在現時情況下，神父、修士、修女及牧民工作者，比以往少了機會直接接觸學生，
而且很多時在放學後，學生仍要參與補課、補習或其他不同類型的活動，加上要處理的
行政及其他非牧民工作日漸增加，令實際的青年牧民工作未必容易發展和舉行。

建議：向教區當局、相關委員會及各堂區倡議在堂區及學校加強全職青年牧民工作，倡
議在堂區及學校聘請全職青年牧民工作者的需要。讓青年牧民工作者在青年之間分享生
命和信仰，增強他們對基督徒價值觀的認同，並讓他們學習耶穌去回應。

（十三）公教報專欄

為配合委員會的主導方向及目標：建立聆聽青年的文化，提升青少年信仰小團體的質素，
使之成為更有動力的青少年整全成長平台，本組成員認同委員會於公教報的專欄《這1代
人》能發揮其效用，因此於本屆中期開始為公教報專欄供稿，大約每月一次，內容是透
過介紹教區內不同的公教青年團體生活，分享他們在團體中的成長及團體為青年牧民工
作所作出的努力成果。

由2020年9月開始至2021年8月，已經供稿12篇，大致分為4類別：

• 教區青年團體：青領友《遇見、內化、回應——青領友》、香港抉擇成長營《爬出深
淵的抉擇》；

• 修會青年團體：慈幼青年運動《今日的「慈青」》、香港獻主會青年會《以基督的仁
愛拯救靈魂的青年》

• 堂區青年團體：主教座堂Living Spring活水青泉《職青從活水之泉汲取力量》、聖本
篤堂青年組Iuvenis《「信仰」與「生活」上成長的手足》、基督青年行（玫瑰堂青年
會）CYA《跨越世代的同行者》、上智之座小堂青年組《與青少年同行》；

• 總鐸區青年團體：港島東總鐸區青年會《我在東青走過的十年》、東九龍總鐸區青年
牧民小組《我在東鐸青牧的日子》、新界東北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我在東北鐸的成
長》。

來屆將繼續聯繫更多青年團體，讓他們可以藉公教報的專欄，向其他教友分享他們的青
年團體生活。 28



組長的話

今年是青委25+1週年，回顧自己由參與當年青委的青年牧民夥伴計劃，到參
與各大型活動，成為青領友，加入委員會成為委員⋯⋯青委的確一直履行着其
目標和使命，陪伴著青年的我去「遇見」天主，找到自己「與青年同行」的
召叫。

轉眼間我完成三屆的任期了，回想「誤打誤撞」加入跨範疇組的六個年頭，
初加入時的我真的像白紙一張，甚麼也不認識、沒概念。感恩天主讓跨範疇
組內有願意「齊上齊落」的職員、委員和組員們，在祂的助佑下，大家共同
努力，我們才得以完全一個又一個的活動和計劃，亦讓我在這些經歷中不斷
學習與成長。

過去這一屆，香港正值社會運動與疫情肆虐之際，因此小組當中很多的活動
和計策都不能按原定計劃進行，特別是教區青年節、撒慕爾營之類的大型活
動，都相繼取消或改為網上進行。隨着社會氣氛低迷和疫情反覆，不難發現
越來越少教友，特別是青年不再回聖堂。除了更頻密出版《公教報》專欄，
以拉近不同年代、角度對青年的看法外，我們組重點嘗試更多不同形式的小
組或網上活動，例如青委之友的手作工作坊（聖像畫、手工啤酒製作、藍
曬）、建設教會網上比賽（動森堂區設計）、歷屆世青聚會，讓青年們發揮
及減壓外，都希望藉此重新連繫教會與青年。

回顧這兩年的工作，無論是實行上或計劃上都有一定的困難和壓力。嘗試運
用新媒體平台籌備活動，隨着各種變數而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討論和安排，甚
至無數努力過後的「活動取消」⋯⋯面對這一切一切，經歷感受非筆墨所能形
容，感謝青委同事，特別是阿思的有商有量和盡心盡力；感謝我們全組的
「瞓身」落力和同行互勉；更特別感謝我們一班願意為青年奉獻的義工們，
他們面對着各自生活、工作、疫情挑戰的同時，都繼續善用自己的塔冷通，
積極參與和付出。

終於要「落車」了。我相信幾年間大大小小的會議、活動、策劃，令跨範疇
組接觸到更多層面的青年，打好基礎，認清方向，更能回應青年的需要。青
年牧民工作不是一康莊大道，從來都非平坦易走。特別近年香港正經歷一段
關鍵時間，現在的青年特別需要一個空間去休息、內化、尋找、發聲。寄望
來屆，甚至青委25+N的未來裡，我們各崗位上的青年牧民工作者都更多聆
聽、陪伴、關注、信任我們的青年人，讓青年繼續對未來發揮自己，實現奇
蹟，真的做到「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弟前四12）

請懇切地為青年牧民工作祈禱！更請特別為我們的青年祈禱！

組長：王以恩小姐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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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委之友Friends of DYC (FoDYC)

青委之友成立的目的，除了是連繫關心青年事務和青年牧民工作的教友，在不同
的崗位上與青年同行外，也希望藉此鼓勵有不同才華和興趣的公教青年建立小團
體，發掘和培育自己的才華，在生活中傳揚福音。

實際工作：

1. 《公教報》專欄「這一代人」：定期發表青年專題的文稿，分享、反省青年牧
民工作的情況和公教青年生活的點滴。2019-2020年度每月發表兩篇文章；
2020-2021年度，邀請委員會內不同的組別供稿，每月發表三至四篇文章。
撰文者包括：委員、本組組員、職員、合作團體及青年。有關文章已整理，
可於新建立的委員會網頁瀏覽。

2.  Free Dance Crew (Fd Crew) Hip-Hop小組：此小組於2018年的教區青年節後
成立，主要是凝聚對Hip-hop有興趣的青年，一同學習及交流。本屆任期內，
由於受疫情影響，小組難以舉行聚會。小組曾嘗試以網上形式進行聚會及練
習，但受制於環境因素，成員難以在家練習。2021年初，小組的核心成員有
為其他青年團體服務，幫助拍攝音樂錄像。在疫情較穩定的情況下，小組於
2021年6月重新開會聚會，一方向為教區青年節的表演作準備，同時加入新
元素，希望強化成員間的關係，目標是發展成一個新的信仰小團體。

3.  手作工作坊：小組籌備不同的小勞動活動旨於幫助青年減壓，發揮創意及連繫
青年。本屆曾舉辦的工作坊有：

原計劃於2020年舉行的多個工作坊，皆受疫情影響已取消。

日期 工作坊 參與人數

2019年10月13日 聖像畫工作坊 5人
2019年12月13日 手工啤酒工作坊 7人
2020年1月11日 手工啤酒工作坊 7人
2020年1月30日 手工啤工作坊開瓶聚會 7人
2020年1月11日 「都市中的靈修」藍曬工作坊 17人

小組工作報告

30



（三） 教區青年節

2019及2020年度的教區青年節，分別受社會事件
及疫情影響，而未能按原有計劃進行。

2019年的教區青年節原定於10月5日舉行，可惜因
社會事件影響，教區決定取消是次活動。小組於
2019年9月29日舉行義工聚會，讓參與籌備工作的
義工們分享感受。小組也將已設計的活動物資轉製
作成聚會資料冊，提供予參與演出、攤位、義工服
務及已報名的學校和堂區使用。2019年12月28日
舉行一個聖誕派對，讓協辦的義工相聚與分享。

2020年的教區青年節原計劃於10月10日舉行，並
計劃於堅道明愛禮堂舉行一整天的培育聚會。小組
希望將教區青年節的日間聚會定位為青少年的信仰
培育日，日間進行培育體驗活動，傍晚為禮儀，晚
上則是輕鬆的慶祝活動。可惜，受疫情影響，教區
青年節最後只能以網上聚會的形式進行。活動有60
人報名，但當日登入的只有20人。連同義工登入，
ZOOM內共有40人次登入，連同FB直播，當天實
時約有七十多人參與活動。期後，持續有朋友到網
上重溫當天的節目。

（二）撒慕爾營

撒慕爾營的目標是讓即將離開主日學的青少年裝備自己，踏上人生和信仰上的另
一階段。同時，希望藉營會的經驗強化作為公教青年人的身份和使命，特別鼓勵
照顧沒有信仰團體生活的青少年的信仰成長和發展。

2020年度，小組原計劃舉辦兩次營會，一次為公開報名，另一次與個別的堂區或
總鐸區合作，並已開始了一些早期籌備工作及聯絡了合作堂區。可惜的是，在疫
情的影響下，小組成員曾多次修訂計劃及構思解決方案，但最後兩次營會及相關
的工作項目皆無法進行。租用的營期已改為2021年2月舉行撒慕爾營2021或已向
營地申請退款。

過去，除了營會外，也會於營會後舉辦不同類型的聚會，以保持參加者之間的關
係，希望成立「撒慕爾營同學會」。可惜，每次聚會參與的人數也不多，加上疫
情下難以籌組實體聚會，2019年營會的參加者鮮有機會相聚，對團體感的建議帶
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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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後續活動中將會舉辦「建設教會
網上遊戲比賽」，以鼓勵青少年在日常
生活中尋找與人分享信仰，建立信仰團
體的機會。比賽已於2020年12月底截止，
只收到兩個報名及一條比賽片段。由於
參賽人數不足，故小組決定取消比賽並
向已提交片段的隊伍發放參與獎，以感
謝他們的參與。

日期 工作坊或聚會 參與人數

2020年9月6日 Let’s TALK (內容有關世青文告訊息) 29人
2020年9月8-15日 藝術靈修工作坊(共3次) 6人
2020年10月6-10日 「再次動心祈禱會」及「音樂會」 7人
2020年1月30日 手工啤工作坊開瓶聚會 7人
2020年1月11日 「都市中的靈修」藍曬工作坊 17人

在青年節舉行前，也有多次網上的聚會或工作坊，如下：

（四） 青少年暑期活動及慕道班資訊網Act4Youth.net

延續上屆的工作，持續更新資料，以便有需要人士可於資訊網上取得青年活動資訊。
小組曾構思於配合青委之友，製作一個公教青年手機程式，但受2020年度的疫情影響，
教區內各團體也難以推行青年活動，相關的資訊及對手機程式的需要也大減，有關工
作未有進行。

（五）青委25週年紀念品

小組於2020年為委員會成立25週年製作了三款紀念品，包括：

1. 「天天同你在一起」RFID 卡套（免費派發）：組原定在青委之友聚會和撒慕爾營聚
會邀請 24位青年創作，但各項活動因疫情而取消了，故改為網上徵稿。共收得24個作
品，並已將收得的收品併合成卡套的設計。分發卡套時，將附加一張空白卡片，鼓勵
收到卡套的朋友於卡上繪畫心中的耶穌圖像，成為第25個作品。在疫情影響下，委員
會成立25週年的慶祝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有關紀念品的分發將於本屆委員會的會務報
告大會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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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餐具套裝（籌款紀念品）：原計劃與印尼日惹的 RGS 修女們再合作製作套裝袋，
但因疫情影響而改為與與勞委九龍中心合作。原計劃製作300件，但由於成本增加，
後只製作了約250件。在疫情影響下，委員會成立25週年的慶祝活動未能如期舉
行，有關紀念品將於本屆委員會的會務報告大會時開始發售。

3.  有氣 Cold Brew 咖啡——請 HK Whistle合作，選用The Hummingfish
Foundation公平貿易的咖啡豆製作。包裝設計上，取用了其中一張青年心目中的
耶穌的圖畫，副以「1/4世紀陪你__!」題目。第一批咖啡於司鐸培育聚會上送給神
父們，及後也有送給世青組聚的參加者，以宣傳委員會成立25週年。因咖啡的最
佳食用日期較短，受疫情影響而未能舉辦大型活動，故已決定不再製作。

（六） 歷屆世青聚會

過去，香港教區曾多次組團到海外參與普世青年節的國際聚會。普世青年節亦是不少
青年人信仰歷程的重要階段。小組於年度計劃中原定於2020年起，為逢五逢十週年的
世青團體舉辦重聚活動。希望藉重聚，讓不同年代的世青朝聖者與青委重新連繫；培
養眾人對教區及所屬堂區之歸屬感，在本地教會中為青年發聲；也讓世青朝聖者重拾
世青的初心。

2020年分別是1995世青的25週年、2000世青的20週年及2005年世青的15週年，原
定會為以上三屆參加者分別舉行聚會，但因疫情及社會情況，小組決定改以一次網上
聚會的形式取代三次聚會。網上聚會於8月1日以PLAYBACK劇場的形式舉行。當天活
動有32人次參與，最高峰時有27人同時參與直播。

2021年7月31日於聖猶達堂舉行了2011年西班牙西班牙世青的十週年聚會。當日聚會
主要是參加者分享世青十年來的成長，並以感恩祭作結，共30多人出席。有關聚會的
內容分享將刊於《公教報》的<這一代人>專欄中分兩期刊出。至於2016年波蘭世青
的五週年聚會，暫定於十月二十二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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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絡

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Online Meeting “From Panama to Lisbon − Called to Missionary 
Synodality” will be held via Zoom from 18 to 21 November 2020.   

海外及教區內合作平台

• 平信徒暨家庭與生命部青年辦事處

• 亞洲主教團家庭及平信徒辦事處青年部

• 東亞區青年工作網絡

• 教友延續培育委員會

• 天主教香港教區堂區關社支援小組

• 二零二一年教區傳教節慶典專責小組

• 天主教身心靈關注小組

由不同的職員負責聯繫總鐸區青年平台

• 港島東總鐸區：羅偉聰先生

• 港島西南及離島總鐸區：雷詠茵小姐

• 東九龍總鐸區：羅偉聰先生

• 中九龍總鐸區：羅偉聰先生

• 西南九龍總鐸區：梁翠珊小姐

• 新界東北總鐸區：李珮思女士（至2021年3月)、莫靜儀小姐（自2021年4月）

• 新界西南總鐸區：莫靜儀小姐

• 新界西北總鐸區：雷詠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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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芝敏修女

丁樺修女

上智之座小堂青年組

凡事林音樂空間

公教婚姻輔導會

天主教靜修院

文浩然先生

王小球修女

王以恩小姐

王展滔執事

包天浩神父

包俊偉神父

甘寶維神父

田佑篤神父

石果豐先生

任希麟先生

伍允恒執事

伍維烈修士

朴暎燮神父

江思維修女

何家怡修女

吳思穎小姐

吳書成神父

吾樂之源瑪利亞許修女

呂志文神父

呂侍俊先生

呂煥卿修女

呂毅恩小姐

鳴謝
Andy（FreeUpMusic）
Arthur Hui
BenStudio
Br. Christopher（真福團）
Br. Paul-Joseph （真福團）
Candy（FOJP）
Carl Chung
Connie （GSM）
Daniel（FreeUpMusic）
Daniel Cheung
David Shum 
Ellis Chan
Eric （GSM）
Eric（Corner Stone）
Esther Lam
Fanny Suen
Fish
Gabriel Li
Hilda（FreeUpMusic）
Jacinta Hui
Jackie （Corner Stone）
Living Spring（活水青泉）
Mark Cheung （Agape Musica）
Mike Chan
Mr. Christian James Dignadice
Mr. David Tadeo
Mr. Edward Chan
Mr. Ken Wu
Mr. Pao Bilo
Ms. Annette Hon
Ms. Ashley Ho Sin Yee
Ms. Christine Vicera
Ms. Michaela Ruth Ca lulut Gallardo
Ms. Samantha Wong
Perkin Wong
Rev. Dominique Mukonda Kananga, CICM
Rev. Fructuoso Lopez Martin, MG.
Ricky Lam（FreeUpMusic）
Rodney （鹽與光天主教傳媒）
Sky（FOJP）
TOUCH青年團體
Vansie Kwok（AMDG）
Vera（FreeUpMusic）
Wayne （Zume Music）
Wincy（Zum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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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援修女

李秀芝修女

李亮神父

李美辰小姐

李詠賢小姐

李嘉怡修女

李嘉豪修士

李德明先生

李曉旻小姐

李翰璋先生

李諾欣小姐

李蘇珊小姐

杜永強先生

杜碧慧修女

汪鴻賜先生

阮金山神父

阮晴修女

阮嫣玲修女

阮謙詠修女

周守仁神父

所有沸點分享嘉賓

明浩峰神父

東九龍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

林正陽先生

林玉仙修女

林浚鏗先生

林祖明神父

林智民執事

林瑞琪博士

林榮鈞博士

林耀棕先生

金容載神父

青領友

侯肖霞修女

胡頌恆神父

胡藹的@Sand Tales沙說

范子峰神父

范偉樂神父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香港抉擇成長營

香港獻主會青年會

修生朱彥宗

修生岑顯濠

修生梁啟恆

修生蔡楚峯

修生蔡濛濛

夏志誠輔理主教

容思定神父

容凌駒先生

容茵小姐

徐偉賢先生

恩保德神父

殷灝峰神父

海星堂

翁嘉雯修女

高冠群修女

高賀蘭修女

區美蓮女士

基督青年行

基督青年行（玫瑰堂青年會）CYA

堅（香港飛船）

堅（AMDG） 36



崔慧琳小姐

康美儀小姐

張心銳神父

張佩婷小姐

張奇恩修士

張明華修女

張銀珊修女

張静嫻修女

張彌克神父

教區中心

教區視聽中心

梁永強修士

梁偉才神父

梁淑盈修女

梁雅詩修女

梁露儀修女

莊晉宜修女

莊慧雅女士

許子聰先生

許純娟修女

郭明英修女

郭偉基神父

郭康祐先生

郭善衡小姐

陳日君樞機

陳永超神父

陳志明神父

陳男享神父

陳厚君先生

陳國輝神父

陳淑女修女

陳淑芬小姐

陳惠民修士

陳皓雯修女

陳頌恩小姐

陸志浩神父

麥冠達神父

麥英健神父

善導之母瑪利亞張修女

婷（Corner Stone）

彭美瑩修女

彭詩君修女

彭寶瑩小姐

曾芷穎小姐

曾俊雄先生

港島東總鐸區青年會

游小允小姐

湯漢樞機

馮一鳴先生

馮芷渝小姐

馮苑菁修女

馮瑞儀修女

馮濼軒小姐

黃天祥博士/兄弟

黃可喬小姐

黃承義執事

黃玫蘭修女

黃浩銘先生

慈幼青年運動

新界東北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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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明及梁鳳玲伉儷

楊紫婷小姐

溫國光神父

聖本篤堂青年組Iuvenis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青少年牧民組

聖母聖衣堂

聖安德肋堂

聖若瑟堂（九龍灣）

聖神修院

葉泰浩神父

葉碧琪女士

葉慧賢修女

葛達二聖堂

董澤龍神父

裘明軒先生

廖雅倫神父

裴芳靜修女

劉晴晴小姐

劉聖茵小姐

劉嘉凰小姐

德詩雅修女（真福團）

潘銘智神父

潘蕙翹小姐

潘薷湘小姐

盤惠兒小姐

蔡倩瑜小姐

蔡惠民神父

鄧巧柔小姐

鄧詩詩小姐

盧山修士

盧賢喆神父

盧韻小姐

蕭婉雯女士

蕭綺熙小姐

霍銘源先生

鮑玉珊小姐

鮑致謙神父

鮑慧安修女

戴翌宜小姐

總鐸區青年小組

繆筆施修女

謝婷婷小姐

鍾秀娟修女

鍾鳳如小姐

羅玉清修女

羅國釗神父

羅國輝神父

羅梓心小姐

羅敬業神父

關小梅修女

關耀宏先生

蘇秋燃小姐

鐘秀娟修女

觀塘聖若翰堂菁頌聖詠團

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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