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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感恩、感謝、感動
感謝天主的祝福和帶領，讓我有幸在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這大家庭與
青年同行八個年頭。
感謝湯漢樞機，八年前(2009 年)破天荒，在神父人數不足的情況下，
仍然委任一位神父（我）全職擔任青年牧民工作，讓我有幸與青年們
一起成長。
感謝陳志明副主教多年來對青年牧民工作的關心和支持，讓我們在青
委的服務事事順利，給我們很多發展的空間。
感謝夏志誠輔理主教在這三年來（2014-2017）的帶領和指導，讓我
們更清晰青委的發展方向。
感謝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同行的委員們、同事們、青年們，豐富了我的
生命。
我為此而感恩，為此而感動。
雖然我已經完成八年在青委的工作，但是與青年同行永遠都不會結束。
祝願青委新一屆（第十二屆）的委員，同事們在天主的祝福和帶領下
繼續與青年同行，與青年一起成長，在香港、在教區內為青年服務，
將主耶穌，將福音帶給每一位與青委接觸、與青委相遇的青年人。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第八屆至第十一屆 (2009-2017)
主席 甘寶維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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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及使命
願景
我們相信每個青年賦有獨特神恩，並蒙召跟隨基督。在一個共融的
團體內，青年以基督為生活中心，他們漸漸成為成全的人，信德日
益增長。他們回應天主的召叫，奉獻自己成為願委身具創意的福音
使者。

使命
我們青年，奮力使人格趨於成熟。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目標和抉
擇以福音為依歸，尊重及欣賞他人的神恩和才能，承擔專業、家庭、
社會、文化和公民責任，促進正義和平，關懷弱小，尊重大自然及
生命，委身於團體服務，宣揚愛的訊息。
我們天主教香港教區，承諾與青年同行，建設一個民主、友愛和寬
恕的團體。藉著聖言教理、祈禱禮儀、團體交流，鼓勵青年更加親
近基督，與天主建立關係。
我們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承諾推動香港的青年牧民工作，培育青
年牧民工作者，建設本地及普世教會，支援團體的發展。我們在實
踐共同使命的同時，我們會聯繫不同的青年團體、堂區、學校和委
員會，並與他們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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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架構及成員
香港教區主教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由夏志誠輔理主教負責協調）

幹事會
辦事處

青年牧民工作

學校

堂區

跨範疇

發展組

牧民關注小組

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委員會（由湯漢樞機業任命，任期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任期兩年）
甘寶維神父(主席)、陳鴻基神父、麥英健神父、麥冠達神父、陳寶琪小姐、
洪志遠先生、林慧婷女士、劉善瑜小姐、蕭婉雯小姐、唐慶強先生、
曾凱倫先生、謝至美女士、王以恩小姐、黃天祥先生、嚴至誠先生、
陳鴻基神父(2016 年 9 月辭任)及彭振宇先生(2016 年 8 月辭任)。

幹事會
主席：甘寶維神父
副主席：黃天祥先生、彭振宇先生(2016 年 8 月辭任)
幹事：謝至美女士、林慧婷小姐、嚴至誠先生

辦事處
執行秘書：莫靜儀小姐
青年牧民幹事：梁翠珊小姐、雷詠茵小姐、羅偉聰先生、李珮思女士
合約青年牧民幹事：區家維先生
文員：蔡麗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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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及成員
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
黃天祥先生（組長）、甘寶維神父、洪志遠先生、杜永強先生、
戴翌宜女士
支援職員：梁翠珊小姐、莫靜儀小姐
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謝至美女士（組長）、陳鴻基神父(2016 年 9 月辭任)、陳寶琪小姐、
蕭婉雯小姐、唐慶強先生
支援職員：雷詠茵小姐、區家維先生
堂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林慧婷小姐（組長）、麥英健神父、彭振宇先生(2016 年 8 月辭任)、
曾凱倫先生、劉善瑜小姐、鮑玉珊女士、Ms. Michaela Ruth Calulut Gallardo
支援職員：羅偉聰先生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嚴至誠先生（組長）、彭振宇先生(2016 年 8 月辭任)、麥冠達神父、
王以恩小姐、張佩婷小姐、鮑玉珊女士、趙展霆先生

支援職員：李珮思女士

5

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
以下為今屆發展組的重點推行計劃：
1. 青年牧民論壇 2017
 論壇以「堂校合作——青少年福傳的高速公路」為主題，邀請了夏
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副主教、馮定華神父及梁偉才神父擔任分享
嘉賓和分流講題主持，當中亦與參與者分享「堂校合作」實際推行
經驗。
 是次論壇反應良好，參與者建議每年舉辦一次和向其他學校尋求合
作機會，將青年牧民廣泛推廣。另也建議設立 whatsapp 群組，讓有
心團體互相聯絡。
2. 「沸點」
 「沸點」專頁是在世青活動後由「波蘭世青 LIFE & LIVE」專頁改名
而來，成為公教青年的網上分享平台。
 瀏覽「沸點」的青年，我們稱為「沸青」
，意思是「熱血沸騰的公教
青年」
，期望他們能因聖神的推動及彼此支持下，信仰能火熱起來。
 現累積「跟蹤」人數為 1260，並推行了 6 次名為「沸青 LIFE & LIVE」
的網上直播節目，反應良好。
3. 《學校牧民工作者口述歷史》出版
 為總結和肯定校牧過去十多年對教區學校牧民工作的貢獻，以及探
討校牧未來的發展，今屆計劃進行《學校牧民工作者口述歷史》出
版。
 在 2016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曾訪問多位學校牧民工作者、神父、校
長、公教老師及學生，共 32 人，從而了解牧民職務的工作與使命。
希望明年可以出版。
4. 青年看世界—大專學生參與 KATSO 情況研究計劃
 於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相約了 37 位大專學生了解其參與大
專 KATSO 的情況，包括一些在中學有參加 KATSO 但到大專就沒有參
加的同學，從而為將來 KATSO 培育接班人作出改善建議。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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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祥先生

小組工作項目報告
青年牧民論壇 2017
青年牧民論壇是今屆發展
組的首要工作項目，目標為
邀請本地推動青年牧民的
人士及單位，一同就青年牧民議題進行討論，並透過分享及交流，彼此認識及建
立關係。論壇以「堂校合作——青少年福傳的高速公路」為主題，於 2017 年 7
月 15 日（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半在明愛專上學院進行，共 230 人出席，分別
來自 43 間學校、31 個堂區及多個青年牧民團體。論壇邀請了夏志誠輔理主教、
陳志明副主教、馮定華神父及梁偉才神父擔任分享嘉賓和分流講題主持，並邀請
北角聖猶達堂青少年牧民小組及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牧職修女分享「堂校合作」
實際推行經驗。
論壇主要分為兩部分，上午由分享嘉賓及單位進行專題及經驗分享，下午進行「分
流講題」，參加者分為四組別，就如何落實「堂校合作」進行深入討論。
自 2016 年 9 月起舉行行了多次「小型論壇」、「聚焦小組」、個別訪問及列席不同
的會議，包括：2 次中學 KATSO 領袖生聚焦小組、6 次總鐸區青年領袖小型論壇、
6 次總鐸區司鐸會議、1 次司鐸議會、1 次堂區牧民議會、1 次教區中學校長靈修
聚會、1 次總鐸區牧民議會會長會議及多次個人訪問，以收集不同人士就主題的
看法及各單位青年牧民情況。同時，本組其他工作項目（《學校牧民工作者口述歷
史》出版及「大專學生參與 KATSO 情況研究計劃」）訪問內容亦成為論壇討論素
材。
透過網上問卷，與會者認為堂校合作對青少年福傳工作極為重要，同時認為本會
有責任推動堂校合作目標，此有助鼓勵不同單位繼續關注是次主題。
參加者的話：
「建議最少一年辦一次有關青年事工的論壇。」
「我認為堂區應採取主動與學校尋求合作之機會，並由青委協助提供意見及資源」
「能否建立一個 whatsapp 群組，讓有心組織青年團體，青年事工的人互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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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點」
如何運用多媒體推動青年牧民工作是今屆發展組另一個
發展重點。本會於 2016 年中，與教區視聽中心合作，推
出「波蘭世青 LIFE & LIVE」FACEBOOK 專頁及「真世青」
FACEBOOK 帳戶。邀請參與該屆普世青年節的參加者，上
載照片及發佈時，加上「#myHKWYD」標示，分享致「波
蘭世青 LIFE & LIVE」FACEBOOK 專頁，讓在港未能參與
活動的青年，能感受活動的氣氛。於世青活動後，2016
年 11 月中，「波蘭世青 LIFE & LIVE」FACEBOOK 專頁改名為「沸點」，成為公教青
年的網上分享平台。瀏覽「沸點」的青年，我們稱為「沸青」
，意思是「熱血沸騰
的公教青年」
，我們期望公教青年能因聖神的推動及彼此支持下，信仰能火熱起來。
「沸點」累積「跟蹤」人數為 1260，期間推行多次網上直播節目，包括：進行 6
次「沸青 LIFE & LIVE」
（陳德雄神父與青年對談直播節目）、3 次「藝沸青」小型
音樂會直播。另有直播及協助推廣活動包括：青年牧民論壇、
《沉默》電影分享會、
「RUNNING SAINT 團隊基智比賽」、「SINGING SAINT 沸青唱遊聖神修院」、亞洲青
年節、巴爾廸塞羅格機與青年見面、聖地朝聖、
「為香港公義和平，特別為年青的
一代求恩彌撒」等。
經過一年多的合作，視聽中心及本會認同發展網上青年平台對教會推行青年牧民
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方向。根據 Facebook 統計，瀏覽數字增長正面，部分直播影片
接觸範圍超過 10,000 用戶，點撃數字曾接近 1,500 次。未來「沸點」除為青年提
供與青年相關的教會資訊外，亦期望加強青年的參與及互動，一方面讓教會更能
聆聽青年的心聲，另一方面，讓青年感受到信仰活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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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牧民工作者口述歷史》出版
本會過去一直相信天主教學校是推動福傳的重要園
地，當中就讀的學生，除了能學習知識和技能外，更重
要是可以接觸信仰，認識天主。要推動和建設這信仰園
地，有賴校內公教教職員的努力和付出，而學校牧民工
作者更是當中重要成員之一。為總結和肯定校牧過去十
多年對教區學校牧民工作的貢獻，以及探討校牧此職未
來的發展，發展組於今屆計劃進行《學校牧民工作者口
述歷史》出版，邀請過去曾推動及參與教區內校牧發展
的校牧、神長、校牧及老師等進行分享，務求讓更多人
了解這職務的工作與使命。
於 2016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曾訪問多位學校牧民工作者、神父、
校長、公教老師及學生，共 32 人。受訪者包括：陳日君樞機、夏
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副主教、馮定華神父、龐樂培神父、周豫
康執事及區嘉為執事等。將於下屆繼續編寫及出版工作。

青年牧民高級文憑課程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開辦兩年制教會牧職文
憑課程，邀請本會及其他教區機構及團
體，於課程第二年開設選修科，包括：青
年牧民課程、信仰小團體領袖課程、善別
課程、醫院牧靈課程，本會負責設計及推行青年牧民課程部分。整個課程於 2017
年 6 月至 8 月進行報名及面試，9 月開學，每星期一課（約 2 小時）
。首年課程以
牧職學相關，所有學員必須修讀，第二年，學員接各自的興趣及需要，選修一個
範疇。
青年牧民課程課題及時數包括：青年牧民理念（14 小時）
、青年成長及需要 （12
小時）
、青年教理講授及聖召培育 （12 小時）
、青年文化及媒體介入 （10 小時）、
牧民策略及規劃 （10 小時）
、組建立及帶領（兼有活動帶領） （12 小時）
、宗教
輔導 （14 小時）、個人成長營 （14 小時）及靈修營 （14 小時）。
首屆課程報讀人數約 60 人。由於選修青年牧民課程的學員人數不足，首屆將不會
開辦青年牧民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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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看世界——大專學生參與 KATSO 情況研究計劃
為了解大專學生參與大專 KATSO 的現況，以及了解天主教中學 KATSO 的設立與推
動大專學生參與 KATSO 的關係。於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本會職員透過天
主教大專聯會牧民工作者、天主教中學校牧等轉介下，相約了 37 位大專學生進行
面談或小組分享，了解他們於大專參與天主教同學會（KATSO）的情況。受訪者
中，曾於天主教中學參與 KATSO，入讀大專後沒有參與 KATSO 有 18 位，現正或曾
經在大專院校 KATSO 擔任幹事的有 19 位。部分訪問內容運用於青年牧民論壇作為
討論素材。將於下屆發展組進行整理及總結。

培聖會青年活動「聖、聖、聖，聖召你回應」系列
「聖、聖、聖，聖召你回應」是由香港培聖會主辦，本會、教區視聽中心及公教
童軍協會協辦的青年活動。整項工作共進行兩次，分別是 3 月 12 日「Running Saint
團隊機智比賽」、5 月 28 日「Singing Saint 沸青唱遊聖神修院」。兩次活動，青
委協助報名、宣傳、籌備及推行工作。

Running Saint 比賽分為公開組及青年組，每隊 4-5 人，共 22 隊參與當日活動，
約 100 人參加。當日於大埔恩主教書院出發，小組根據任務冊的指示，以八位網
格座標尋找八個控制點的位置，並在有限的時內容，前往這些控制點，爭取分數，
終點在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集合。完成賽事後，由田英傑神父進行分享，讓青年
認識到初期傳教士工作的困難以及他們的精神。感恩祭邀請了湯漢樞機主禮，彌
撒加入了青年音樂元素。
Singing Saint 戶外音樂會出席人數 510 人，當中約 100 人是
當天登記入場。報名進要透過「沸點」於網上進行，出席率
達八成。邀請了五隊青年樂隊與六位神父一同演唱，神父於
演出時，分享聖召經驗。參加者可獲摺疊水壺作為紀念品。
由於參加人數眾多，當由原本 10 個攤位，增至 14 個。當中
10 個是修會團體
或大會提供小食的攤位，另外 4 個是賣書、影相或手工藝攤位，另外亦有多個修
會團體的修道人員出席活動。工作人員達 100 人。由於是次活動沒有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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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參加者並非只有青年，不過參加者中超過一半以上是年輕人。活動進行時，
「沸
點」進行直播。活動由夏主教降福作為結束。

《0 ﾟ探索》
（初階三期）出版
延續過去兩屆委員會工作項目，於 2016 年 1 月
完成《0 ﾟ探索》
（初階三期）印刷及推出，共印
製 200 本，定價 100 元正，是本系列最後一冊出
版。《0 ﾟ探索》內容適合青年團體聚會時使用，
透過活動及分享，讓青年學習教理及討論信仰課
題，是次出版更加入了「咭片 USB」，內存整冊
內容的工作紙或聚會材料，方便用家使用。除了
透過宣傳信件向天主教學校及堂區進行推廣外，亦於多間天主教書店寄賣，包括：
公教進行社、塔冷通心靈書舍、慶禮院製作室、李嘉堂宗教禮品中心。

旺角騷亂事件核心小組研究計劃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與本會就教區青年對 2016 年初旺角事件的看法、對社會現
況的理解及認同採取何種的抗爭方法，並探討信仰對他們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調
查，期望所得資料可以為教會提供日後青年培育方向的參考。由關社支援小組召
集人陳志明副主教於 2016 年 4 月初發信予 8 間堂區邀請協助，以抽籤形式選取堂
區，包括：聖瑪加利大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基督之母堂、贖世主堂、聖方
濟各堂、善導之母堂及聖安德肋堂。大部分堂區進行三個核心小組：中學生、大
專生和在職青年。每組 5-6 人。
本會及正委會共同邀請了約 20 位義工協助擔任核心小組主持人（Facilitator），
於 4 月 26 日及 27 日進行主持人訓練及簡介會議。核心小組於 2016 年 5 至 6 月進
行，及後由兩機構負責整理訪問內容文字稿，再由正委負責分析及撰寫報告。預
計 201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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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轉眼間，我加入青年牧民委員會已有四年，一直與學校牧民小組的弟兄姊妹合作，
為配合「用家」學校的需要，小組工作安排非常穩定，考試及暑假便是小組的「淡
季」了。
在這四年看到學校牧民小組的活動，不論對教區、修會或明愛中學也有一定的吸
引力。
「周會」是由小組職員到校提供主題式及全級式的活動，近年更開始有學校
把周會的安排安插於中一適應課程中，讓新生能及早接觸到天主教。
為使學校的宗教氛圍更濃厚，並以 Train the trainer 為目標，每年十一月所舉行
的 Katso Camp 更是學校牧民小組的皇牌項目，參與者於完成兩日一夜的宿營後，
尚有有關組織 Katso 工作的技巧培訓課程。最使小組雀躍的事，莫過於是每年由
那些年 Katso Camp 的參與者，抽出寶貴的時間擔任組長的角色，這一年一聚的友
誼，在主的照料下茁壯成長。
駐校的牧民工作者是由陳日君樞機所提出的建議，小組亦致力為牧工組織不同的
工作坊，以支援他們在學校的牧民工作。得林祖明神父的支持，牧工們亦組織了
小團體，定期進行聚會。
除此以外，小組職員於暑假前均會舉辦對象為初中生的福音營，讓參與的非公教
年青人可從活動中感受天主的愛。而為高中生度身訂造的則有靈修營，效果令人
喜出望外，或許日常生活實在太忙了，放空及留白也成為大家所期待的事，靜下
來聆聽主。
身為小學校長的我，自加入青委後，對年青人了解多了，更感到在中學推動宗教
活動的困難，使人感到惋惜的是部分中學 Katso 的幹事是由非教友擔任，青年人
對大學上 Katso 莊的冷淡反應；使我反思天主教小學更要把握孩子信德較強的時
間，加強他們的靈性培育，而強壯他們的生命力及靈魂。
最後，堂校合作一直是小組努力的方向，奈何相關安排實在取決於時、地、人、
事，祈求天父祝福，讓學校中得到召叫的孩子們能找到延續信仰的樂土。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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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至美女士

小組工作項目報告
支援學校牧民工作計劃--到校服務
2015-2016 年度有 29 間中學報名，當中有 13 間教區中學、15 間修會及 1 間明愛
中學，中一級有 25 次、中二級有 22 次，全年共 47 次。2016-2017 有 32 間中學
報名此項服務，當中 14 間為教區中學、17 間為修會中學及 1 間明愛中學。中一
及中二週會各有 29 次，全年共 58 次。中一活動主題為「我是主的羊」
、中二主題
為「進入羊棧」
。兩級週會形式一樣，透過班際問題比賽，吸引學生投入活動。中
一活動訊息是讓初入讀天主教中學的學生對天主教有所認識，重點提出要認識天
主要具備五種能力：思考、觀察、聆聽、回應、跳出框框，期望同學能以開放的
態度認識這信仰，在校內多參與天主教活動。中二活動訊息在於讓學生明白耶穌
教我們最重要的是愛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很細微的愛德服務（例如：讓任給
有需要的人、做家務），也就是效法了耶穌的教導。
參加者的話：
整體上兩年的到校服務問卷結果中，全部表示是次活動能帶出主題訊息，並達到
預期的效果，學生也很投入於整個過程中，十分投入各項遊戲活動，透過這活動
形式，能夠提高學生的投入度及增加對天主教的認識。（綜合問卷結果）

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
2015-2016 營會主題為「地鹽世光」，共
24 間中學報名，包括 15 間教區、7 間修
會及 2 間明愛中學，共 124 位學生參與。
2016-2017 主題為「懷大愛、做小事」，
共 22 間中學報名，包括 14 間教區、7 間修會及 1 間明愛中學，共 112 位學生參
與。每次營會各校均有帶隊老師在整個過程中協助各組活動進行。兩屆營會地點
為薄扶林傷健營。每屆營會前，都會先舉行營前會，讓參加者之間有初步認識，
及透過活動介紹營會主題，而每次營會完成後的兩個月，會舉行 Katso 工作坊（有
關領袖元素的工作坊）。
2015-2016 營會第一天透過遊踪活動，讓同學多些留意社會上不同的機構及服務
團體，活動更以「真福八端」來解說這也是作為「地鹽世光」的指引。晚上祈禱
會中，透過歌詠、圖片默想、自我反省與天主的關係、學校分享時間及朝拜十字
架，讓同學靜下來反思他們與主的關係、他們與世界的關係。營會第二天，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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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傳教時所遇到的困難，設計了九個
checkpoints，讓同學經驗這些困難，來反思這
些困難同樣在 Katso 團體中發生。下午部分，
是學校時間（製作紀念品及分享營會的得著）
及以感恩祭作營會結束。
2016-2017 年營會以遊踪開始，這部份主要讓參加者在遊踪過程中，可以多用眼
留意身邊的事，學習與人分享，不介意為他人付出，讓身邊有需要的人能得到有
心人的幫助。晚上透過「五餅二魚」的遊戲及祈禱會作為整日的活動總結。第二
天以團體遊戲來考驗他們的合作性、是否願意付出、信任身邊的人。下午部分，
是學校時間及以感恩祭作營會結束。
參加者的話：
「認識信仰不單只在知識上，也要從心出發。」（學生）
「營會主題讓他們明白到多為人設想，無論力量是多微少，也應出一分力。」
（學
生）
「我頗滿意活動中學生的表現和成長，在活動中表現出自己的另一面，與在學校
不同。」（老師）

校牧聚會
2015-2016 年度校牧聚會舉行了三次，分別 1
月、3 月及 5 月舉行。1 月聚會講者為馮定華神
父，主題為「新．深．心」
，代表於校牧聚會內，
新入職的校牧能夠認識更多學校牧民工作的理念，而較資深的同工亦能重新省察
自己的工作，使大家繼續有一夥熱熾的心在校內牧養和福傳，當日有 63 位同工參
加。3 月聚會講者為林祖明神父，聚會主題是「慈悲中的公義」
，為回應慈悲禧年，
及香港社會所發生的種種矛盾，藉此反省慈悲與公義兩者為學校牧民工作的啓
示，當日有 30 位校牧出席。5 月聚會講者為教區心理學家黃嘉茵小姐，當日內容
包括：(i)認識抑鬱症及評估自殺危機；(ii)技巧練習，及早識別和初步介入；(iii)
以哀傷輔導技巧幫助學生重拾生命意義；(iv)透過角色扮演去領悟面對死亡的態
度，當日有 59 位同工出席。
2016-2017 年度舉行了三次，分別於 2017 年 1 月、
4 月及 5 月舉行。1 月聚會講者為馮定華神父，內
容以心靈教育中的「十二種能力的培養」，來培養
學生以喜樂的心，接受福音的種子，主題為「喜樂
的心田」
，當日有 76 位牧工參與。4 月聚會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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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石頭地裡的種子——中學牧民之後續」
，邀請了梁偉才神父、香港天主教大
專聯會的大專牧民工作者及神師，分享在中學推動牧民的經驗及介紹大專牧民現
況，及如何讓學生在中學畢業後延續信仰團體生活，共 26 位牧工參與。5 月聚會
為輔導技巧工作坊，講者為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心理學家黃嘉茵小姐，聚會目的
讓同工多了解有關認知行為治療的理論與實踐，怎樣及早識別及初步介入處理焦
慮、抑鬱及自殺問題，共 53 人出席。
參加者的話：
「講者內容很充實，有啟發性。有助了解牧民工作方向。」
「12 種能力可以說是牧民的基本及重點，希望自己也能具備這些能力。」
「即場示範 CBT 應用，將分享同工的負面情緒釋放出來，對於與學生溝通及處理
問題個案時很有幫助。」

學生福音營
學生福音營是三天兩夜的營會，對象為初中非公教
學生，讓參加者在喜樂的營會活動中，與來自各校
的參加者經歷各種活動，包括團隊建立、長洲遊踪、
聖經訊息活動、與導師面談、嘉賓分享及祈禱會，
與人與主建立關係，鼓勵他們回到學校後繼續追尋
信仰。
2015-2016 年度的學生福音營，於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在長洲慈幼靜修院
舉行，共有來自 9 間學校共 35 名學生參加，並 11 名年青擔任組長。
福音營主題為「尋找祂鄉的故事」
，以聖經蕩子的比喻，強調天主的慈悲接納，並
鼓勵同學勇於尋找生命最終的價值，回到天父當中。有帶隊導師表示，營會結束
後，四位參加同學雖然並非教友，但已決定來年加入學校天主教同學會成為委員。
本年度學生福音營於 2017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舉行。是次福音營的主題為「最好的
牧人」
，以善牧耶穌作為營會主線，讓參加者主耶穌是一位會照顧我們，看守我們，
帶領我們的好牧人。
整體參與同學都表現投入，無論在遊戲，或是祈禱，他們都願意作出嘗試。據學
生的問卷所得，所有參加者都欣賞福音營的內容，亦有為他們帶來各種啓發。當
中亦有參加者強調學習對天主的信任。
參加者的話：
「多謝你們提供我們三天兩夜的場地和活動，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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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天主有更深的認識，辛苦了！」
「這次營會我感到非常喜悅，因為我認識了很多好組員，更大的得著就是我對天
父的熟悉度又增加了！」
「學生在參加後，對認識宗教有更深厚的興趣。原因是她們有很多元化的個人體
驗及團體合作經歷。」
「我學到勇敢去面對困難，我覺得這個福音營很溫暖。」
「感激，對天主更加認識，組員之間互助互勵。」

學生退省營
學生退省營主要為高中學生舉辦，針對他們即
將要面對公開試壓力和前路選擇，讓他們有適
合的退省營，學習讓天主帶領他們的生命，退
省營主要由祈禱、團體活動、聖經分享、神師
短講、見神師和個人靜默時間組成。
2015-2016 年度學生退省營於 2016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在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參
加者人數為 12 人，並由神師甘寶維神父及三位學校組職員陪伴。是次退省主題為
「拿著自己的燈，出去迎接新郎」（瑪 25:1），出自十童女的比喻。比喻中，明智
的童女準備了足夠的油，油代表希望。因此，是次退省的主要訊息是希望，讓高
中同學面對現今充滿失望、無助、壓力的社會環境之中，重新發現真正的希望的
泉源。
本年度學生退省營於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舉行，是
次退省營主題為天主、人、自己、大自然四關係，參與
總人數為 18 人。退省營第一天適逢聖多默宗徒瞻禮，
避靜神師甘寶維神父以聖多默與主的關係為切入點，講
解我們與天主的關係。第二天早上以慈悲聖像畫和當中
的慈善的撒瑪黎亞人故事，返省與各方面的關係。下午
以團體合作活動，讓同學體驗身處團體當中時，與別人的關係。晚上透過靜思活
動，返思與自己的關係，和自己修和，寬恕。第三天讓參加者與大自然接觸，並
以教宗「願祢受讚頌」通諭，鼓勵參加者反省與大自然的關係，作出改變。
參加者不論是教友、慕道者或非教友，都對信仰充滿渴求，特別在個人靜思時間，
不少同學都能按照建議，進行合適的靈修，例如看聖經、在聖堂祈禱等等。
參加者的話：
「原來天父一直沒有捨棄我們，是我們自己忽略了，只要繼續向前行，一定會見
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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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三天兩夜的旅程，能夠讓自己的身心得以平靜，在繁忙中所聚積的壓力也
得以舒緩。」
「很享受每次的分享時間和個人時間，請繼續辦退省營，LIKE!」
「在和神父對話中聆聽神父說足印的故事，覺得當中的道理很切合我。」
「感受到平日經歷不到的寧靜時候，而且覺得心態良好了，和主耶穌更加接近。」

校牧退省營
2015-2016 年度退省於七月十八至廿日（星期
一至三）舉行，主題為「手寫我心、心歸我主」
，
共有 19 位參加者，11 位小學、8 位中學。神
師為夏志誠輔理主教，夏主教選用了聖詠 23
作為退省的反省經文。於退省期間，安排了各人的神師面談時間，各人都很珍惜
此機會與夏主教分享信仰。夏主教以書寫方式帶領各人從心反省自己的成長、信
仰，各人都筆錄了很多心聲，得著很多。到第三天以感恩祭完成了是次退省。
2016-2017 年度校牧退省於 2017 年 7 月 17 至 19 日舉行，地點為聖保祿樂靜院，
神師為劉惠蘭修女，主題為「放心、是我」，
並邀請了陸志浩神父於 7 月 19 日午餐後舉
行感恩祭。參加者有 17 人，包括小學 11 人
及中學 6 人。於三日兩夜的安排中，每天有
兩至三節神師講解，每次大約三十至四十五
分鐘，其餘時間為個人靜修或約見神師。第
一天，劉修女慢慢帶我們準備心神入靜，放下一整年忙碌工作的心情，在這三天
內，好好與主交談。並派發各人一隻 HAPPY DUCK 公作，喻意常懷喜樂，人見人愛。
第二天踏入正題部份，透過欣賞短片、分享、紙袋製作，更認識自己面向人的一
面及不被揭露的一面，當中反思到心中的害怕，而帶出耶穌是每分每秒都陪伴著
我們，即使我們面對著害怕，耶穌也與我們同在，好讓我們放心，因有祂。每晚
有一小時晚禱或明供聖體作每天的完結。到第三天的感恩祭完結後，各人帶著輕
鬆的心情平安回家了。
參加者的話：
「是次退省得到很好的休息及與主相遇的機會，個人靜思的時間很好。」
「在反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學會了堅忍，及牧民工作也是一項靈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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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小團體
學校組於本年度開始，正式展開「組長小團體」
，目的
為凝聚一班在 Katso Camp 和福音營擔任組長的青年。
有鑑於這些組長在營會以外缺乏時間相聚，而且他們
與天主的關係各有不同，因此，學校組希望藉著「組
長小團體」
，使這些青年不單止在營會服務時相聚，更
可以在營會外的時間，能以多元化形式相聚，使大家
在服務以外，有更多機會建立彼此的關係，在信仰團
體的氛圍之下互相影響，使大家與天主能建立更密切
關係。
學校組職員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藉慶祝除夕，邀請過往兩年有擔任 Katso Camp
或福音營組長的青年出席聚會，並在聚會中正式成立組長小團體。
組長小團體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舉行聚會，一共六位組長和一位校牧參與。當日
聚會於港島區龍脊行山徑進行遠足活動，路線全長約 7.4 公里，於早上 10:30 在
筲箕灣乘坐巴士到起步點，並於下午 1:30 到達終點大浪灣，然後在當地進行午膳。
午膳後，團體一同以時辰頌禱形式祈禱。
參與活動的組長表示，歡迎這種形式的聚會，既讓組長在活潑的戶外活動相聚，
仍有祈禱靈修的時間。建議可每季舉行一次小團體聚會。
參加者的話：
「由我幾年前開始做福音營同 Katso camp 組長，我已經覺得同一班組長一齊幫手
一齊玩同一齊傾偈分享生活點滴好開心，不過喺 camp 以外可以相聚嘅機會唔多。
成立組長小團體之後，我地一班青年組長有多啲機會去認識交流，一齊帶 camp
會有更多默契～」（組長張佩婷）
「青委組長是我認識最溫暖的團體，每次聚會後都總會很期待下次的相聚，因為
這裡有着很簡單的快樂，也是生活中的支柱。感恩能遇上組長小團體，讓我們在
主內互相扶持着。」（組長甘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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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t has been a blessing to serve on the youth
commission,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our parishes
and deaneri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one thing we have witnessed, by God's grace, is the
budding emergence and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young adult groups at a
cross-parish and deanery level. Growth of groups like Ching Ling Yau 青領友
(supporting youth leaders) and DEY (supporting English-speaking youth and
young adults in the diocese) highlight the desire and need among young
Catholics in Hong Kong, regardless of their levels of active involvement or
non-involvement in their parishes, to find peers and companions in their faith.
Friends who share their faith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trying to navigate
the joys and challenges at this exciting stage of life... at school or work, with
relationships or family.
On behalf of everyone, I would like to say a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commission members, staffs and volunteers. And in particular, to those of our
sub-committee (and their core groups) who have been toiling and praying
endlessly for the young people of our parishes. May they always find a welcoming
home at their parish and companions and peers who remind them that God is ever
present with us.
Be courageous, young people, open your heart to Christ and have patience,
trusting in Him who alone can satisfy all your dreams and desires! God bless!
本屆委員為更深入瞭解不同總鐸區青年組的情況，各小組成員出席了不同總鐸區
的會議，並鼓勵各總鐸區青年彼此出席各區的會議進行交流。而且為使委員會更
完善地了解各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的需要及作出支援，由 2016 年 5 月開始辦事處
按其所屬總鐸區，指派同事為該區作適切牧民關顧。
小組亦於 2016 年 10 月開始，以「三年計劃」中「建設小團體」及「堂校合作」
作檢討，並就長遠關顧堂區及總鐸區的青年牧民發展探討未來「五年計劃」的建
議，特別討論「青年小團體建設及交流」、「總鐸區發展」、「鞏固及加強青年團體
網絡」及「堂校合作」。
委員會就堂區和總鐸區的青年牧民需要，現正提供了不少持續培育及交流信仰的
項目，為不同需要的青年而設，包括：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
青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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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及探訪總鐸區青年小組
與英語青年團體（Diocesan English Youth）聯繫及同行
分享和推廣《YOUCAT》和《DOCAT》的聚會
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
委員認為除了繼續發展現有的項目外，委員會未來有以下一些項目須作特別關注
和發展的：
發展總鐸區青年牧民專責團隊，加強與總鐸區內各堂區及學校的聯繫，
並推動青年小團體發展；
藉「青領友」及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為青年領袖推行「mentoring
scheme」、青年牧民工作坊，以及堂區青年團體實習；
鞏固現有委員會層面的青年團體網絡（如青領友、DEY 等）
，並與不同青
年團體加強聯繫及協作；
與海外及國內青年牧民的聯繫及彼此支援。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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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婷小姐

小組工作項目報告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青領培育）
我們相信每位青年賦有獨特的神恩，並蒙召跟隨基督。在一個
共融的團體內，青年以基督為生活中心，他們漸漸成為成全的
人，信德日益增長。他們回應天主的召叫，奉獻自己成為具創
意的福音使者。透過此計劃，按部就班地為各堂區提供基督徒
青年領袖的培育和體驗，讓青年認出自己的召叫，活出基督徒
的使命。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配合委員會的使命宣言，
分別以「遇見」、「內化」及「回應」這三個階段作為青年信仰持續成長的旅程。
承接上屆開展了「青領培育」中，第一、二階段「遇見」及「內化」的培育，本
屆開辦了第三階段「回應」的培育聚會，共有二十位參加者。而由第一期開始，
至今已有超過 60 人參加，他們來自港九新界八個總鐸區內，52 個堂區中的 29 個，
其中來自港島東總鐸區及新界東北總鐸區的最多，各區分別有 13 人。
由 2017 年 11 月開始，委員會將繼續開辦第四期的培育聚會，宣傳已於 7 月份開
始，目標對象是 18 – 35 歲的堂區青年。預計於 2018 年 4 至 5 月期間及在 2018
年下半年，將分別開展第二階段的、以及第三階段的培育聚會。
參加者的話：
「過去我認為要成為社工那樣才可去幫人，但現
在我明白到：天主給我的使命是與生俱來的，並
不必需什麼專業資格。雖然不是每次服務都一定
成功，或有時他人不明當中的意念，但我現已習
慣藉祈禱，信賴天主，把我的煩惱都交給祂，才
再去服務。」
（第三期「青領培育」參加者陸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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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領友
在推行青領培育的同時，委員會亦推動一個跨堂區的
青年領袖團體的成立，希望能支持堂區青年領袖，繼
續實踐青年牧民。於 2015 年正式開始籌備的「青領
友」
（Catholic Leaders of Youth），由青領培育中選出 7 位參加者作代表，並於
委員會第十屆會務報告大會上，由夏志誠主教派遣成為第一屆幹事。本年 8 月 19
日青領友舉行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了會章，列出其宗旨、組織、會員資格，
並選舉新一屆幹事等：
宗旨：作為基督徒青年領袖，我們遇見基督，在團體內深化信仰，成為彼此



的同行者，以聖言為中心，回應天主的召叫。
組織：青領友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設主席一名，由應屆幹事會會長



擔任。


會員：所有曾參與青領培育之參加者，於第一階段培育後均自動成為會員。



架構：在會員大會下設幹事會，負責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及管理會務。新一
屆幹事：孫嘉寶、王以恩、鄧詩詩、劉善瑜、麥嘉揚、陳卓羚、李德明、古
嘉敏，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履任。

青領友於 2016 年辦了四次青年領袖工作坊，題目分
別為：
「相愛˙很難？」、「青領 Station：愛．『我』
別走」
、
「下一站：堅『離』地城？」
、
「青領加油站」。
透過活動和分享，讓工作坊參加者反思如何基於青年
成長需要去設計活動，亦探討面對社會價值觀衝擊
時，如何以教會的價值觀的基礎作回應等。
另外，在 2017 年舉行了三次「青領《三．十》聚會」
，題為：
「我的三十塊銀錢」、
「我與耶穌走過的三十個斯塔狄」、「正在進行……30%」，希望透過分享生命和信
仰，帶出青年領袖同行的重要。
參加者的話：
「剛開始時我沒信心能成為幹事，現在回想自己就像替耶穌背負十字架的西滿，
天主往往會選膽怯弱小的人去成為祂的工具。這段日子讓我成長了很多，感恩這
個團隊能互相扶持。很喜歡這個團體，往後會繼續推動青領精神。」
（青領友幹事
鄧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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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及探訪總鐸區青年小組
為鞏固並實行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設立的理念及目的，委員會與各總鐸區專責青
年牧民司鐸合作，一起分析堂區青年的現況，然後訂定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年度
計劃。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肩負著重要職務：支援堂區的青少年牧民，團結各堂
區的成員，為整個總鐸區策劃長遠的青年牧民計劃，使各堂區更能掌握青年牧民
的步伐。
現時，在八個總鐸區中，港島東及東九龍有較成熟的發展，除了主要為外籍教友
服務的堂區外，該兩個總鐸區內各堂區均有派代表出席會議。另有三個總鐸區亦
設有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定期舉行會議交流各堂區情況。暫時港島西南及離島、
新界西北與新界西南這三個總鐸區未有專責青年牧民的神師及青年牧民小組。
以下為有關總鐸區的概況：
港島東：各堂區除了每一兩年都有合作舉辦的跨堂區
活動（例如放榜前祈禱會、福傳晚會、傳教節活動等）
外，亦於籌備明愛賣物會前有緊密聯繫，好使堂區青
年能在活動中鞏固信仰。該總鐸區更於 2016 年組織
了「港島團」，一同參與波蘭世青。該小組約一至兩
個月舉行一次會議。該區最近一次活動為 8 月的總鐸
區青年避靜。前任神師為麥英健神父，現由朴暎燮神父接任，亦一同出席小組會
議。
東九龍：約於 2000 年開始，各堂區以「輪任」形式
分擔小組主席和秘書的職務，讓小組工作不斷延續。
該小組約一至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而每年均以不同
形式為該區公教青年舉行總鐸區活動，例如：靈修活
動、青年苦路、城市追踪等。2016 年 7 月曾舉辦「有乜好過『過聖門』？」青年
朝聖活動，本年 2 月亦舉行了「Running Amen」，藉一些競技及解難活動，聖經
問答等凝聚青年。神師為林柏榮神父及安在德神父。
參加者的話：
「感恩可於這兩年總鐸區的生活中積極參與，探訪不同總鐸區青年會議，聯繫及
支援青年領袖，透過不同機會加深了教會及青年的關係，也更加肯定青年人的需
要是同行。面對社會文化的改變，青年人更需要我們的主動及信心。」
（港島東總
鐸區青年領袖、第十一屆委員劉善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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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Y (Diocesan English Youth)
The DEY comprises of English-speaking youth and you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ishes in our diocese. DEY held the annual joint Sports Day, the "Holympics"
on the next day of Mid-Autumn Festival every year. We are going to hold the
fifth "Holympics" on 5th October 2017. Bishop Michael Yeung will join the
"Holympics" and celebrate with the youth.
DEY has been holding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evenings. We primarily
targeting English-speaking young adults and working professionals. A specific
theme is set for each evening and involves periods of music, prayer and silence.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s also available. It is held on the first Tuesday
of every month from 8:00-10:00pm at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 Church, Wanchai.
7 members of the DEY formed a group to join the World Youth Day 2016 in Poland.
Pre-trip formations and post-trip retreat has been organized for them. Some
DEY members has joined the Asian Youth Day 2017 in Indonesia, too.
In the midst of administrative work - bookings,
schedules, meetings -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your work will bear fruit. Questions like "Will
anyone even attend?" "How will this help anyone?"
or "Is this good enough?" always loom over any event
or activity we plan. As something so new, and so small, it's difficult to gauge
the impact we would have; maybe we're just wasting our time.
It is in moments like these, however, that we are called to trust in God. Maybe
we don't get as many participants as we hoped, or maybe there are obstacles in
planning and holding the activities, but God's power is greater than our human
fears and worries, and even faith the size of a mustard seed can move mountains.
參加者的話：
"When our purpose and mission as DEY was
questioned, one of our core members pointed out,
'DEY is a place where I truly experience the
universal church.' This is why we do what we do.
Through doubts and fears and questions of worth, we remember that we are merely
the hands and feet of God, and our job is to bear witness to His love." (Gallardo,
Michaela Ruth Calulut – DEY cor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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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和推廣《YOUCAT》和《DOCAT》的聚會（You.C.C. 及 DoDOCAT）
由《YOUCAT》出版開始，便開設 You.C.C.這個平台，讓青年可以在自由的空間，
透過分享生活、討論教理與主相遇，並內化教會信理與個人的關係。由 2012 年起
You.C.C. 一直舉行到了第五年，因此 2016 年 12 月的聯合慶祝聖誕聚會後，已全
部完成《YOUCAT》中四卷的題目。
2017 年開始 You.C.C.轉變為 DoDOCAT 聚會，由原 You.C.C.核心及經常出席者參考
《DOCAT 研讀手冊》的主題和內容，每月去揀選一個與社會時事或各人感興趣的
題目，按《DOCAT》及《YOUCAT》相關的條文，作為分享內容，並探討如何在生
活上作出回應，將基督的愛帶給身邊的人。以下為各月份的題目：
1 月：The Common Good, Personhood, Solidarity,
Subsidarity
2 月：Welfare and Justice for All
3 月：Together We Are Strong
4 月：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the Family
5 月：Personal and Societal Commitment: Love in Action
6 月：懷念郭穎欣姊妹（原新界區 You.C.C.核心成員），參
與逾越感恩祭
7 月：Living in Freedom from Violence: Peace
8 月：Power and Morality
另外，各核心成員亦曾經到過聖猶達堂、聖德肋撒堂、贖世主堂、聖母玫瑰堂、
聖若瑟堂（粉嶺）及聖文德堂宣傳及介紹《YouCat》
，並於某些堂區與青年們進行
了聚會。盼望《DOCAT》中文版能盡快推出，好讓更多青年從中獲得益處。
參加者的話：
"Having joined YouCC since it started, both You.C.C. and DoDOCAT have been a
spiritual oasis for me in a Hong Kong environment with much distraction. This
community not only leads us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Church but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youths to chat openly about current events that impact
our faith and how we can be a witness to God in a society that's driven by money
and power." (Wilson Kwan – a You.C.C. and DoCat gathering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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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
透過每月避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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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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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避靜主要對象為 18-35 歲青年，有的是天主教，也有其
他基督新教的青年參加，每次約有十多二十人出席。每次避靜除了有神師講解和
共融祈禱之外，大部份時間是讓參加者作個人靜思。有參加者認為每月避靜提供
一個寧靜舒適的環境，讓他感受天主的恩寵，跟祂相遇、同祂接近、與祂傾談。
每年 10 月或 11 月，神師與協助籌備的「泰澤同鄉」幾位義工相聚，檢討過往一
年的安排，並討論明年的主題。大家認為十多二十人的參加者數目是很好，不會
太少人，也不會太多。來年將繼續現有安排。
以下為這幾年的全年主題：
2015 年：「獻身生活」
2016 年：「來歌頌主的憐憫慈愛」
2017 年：「耶穌是我的喜樂、希望和生命」
（Jesus, my joy, my hope and my life）
2017 年暫時已安排了三個月份（一、六、九月）以英語進行避靜的靈修講解，因
此特別請 DEY 幫忙向各堂區英文青年團體宣傳推介。
參加者的話：
「平日生活忙碌，能放下俗務在週末安靜下來，已經非常珍貴。每月
避靜讓我體驗共融祈禱，而且有很多靜思時間。每次聚集祈禱時，透過聖堂的佈
置、聖畫等，感到莫大的喜樂與平安。」（每月避靜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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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轉瞬兩年，在「跨範疇青年牧民工作關注小組」工作，是一件讓人興𡚒的事。
由最初小組成員一起商討年度活動計劃，到策劃、籌備各項活動，到落實執行並
親身參與，每一項活動都包含了我們的心思、我們的期望，更重要是參加者的參
與，以及天主的照料。
這兩年，除了世青、亞青、青委義工聚會等一直以來的大小活動，我們也循兩方
面去構思和舉辦了一些新的活動，一方面是「青委之友」
，另一方面是堅振禮前後
青少年的培育。前者目標在讓大專或在職公教青年，在繁忙的學業或工作中，能
夠透過不同類型的聚會，例如講座、工作坊、讀書會等，得著親近天主、互相分
享、增進靈修、關心社會的機會；後者則主要通過「撒慕爾營」、「慈悲集作」等
培育活動，鞏固在學青少年的信仰基礎，加深自我認識。
青委換屆了，活動成效如何，有賴各位多給意見。我有幸留在跨範疇小組，繼續
為教區的青年服務。組員更选，我期望大家會擦出既新且多的火花。讓我們一起
祈禱，為我們小組、為香港的青年、為世界的青年，懇求聖母瑪利亞的照顧，還
有耶穌基督的同行與陪伴！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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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至誠先生

小組工作項目報告

第三十一屆普世青年節 （WYD）
是屆世青於 2016 年 7 月至 8 月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香港教區共有 18 個團體，
連同個別報名的參加者及義工，超過 600 人參與。
本會主辦的教區團共有 86 人參加，除了為教區團
的青年提供培育活動外，亦有舉辦公開活動予所有
青年參加。
公開活動


世青主保聖若望保祿二世慶日聚會：是項活動
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深水埗聖方濟各堂舉
行，內容包

括︰音樂敬拜、展覽、嘉賓分享、

祈禱，活動有近 150 人參加。


青年「為主的 24 小時」
：是項活動於 2016 年 3 月 4 至 5 日在聖神修院舉行。
活動包括︰拜苦路、聖體遊行、工作坊、分享、靈修短講、修院導賞及電影
欣賞。兩日活動合共有超過一百人參與，當中約四十人通宵留守祈禱。



慈悲主日青年聚會：是項活動於 2016 年 4 月 3 日下午在青衣聖多默堂舉行。
當日活動包括講座、泰澤祈禱、修和聖事及小組分享等，有超過 150 參與，
當中包括兩間中學的朝聖團、港島世青團、沙田聖本篤堂世青團、DEY 的世青
團的參加者。

教區團活動
 本地培育：除了參與公開活動外，教區團籌委合共舉
辦了一次組長培育聚會、一次半日培育聚會(2016 年
1 月 31 日)、兩次培育營(2015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及
(2016 年 6 月 18 至 19 日)及不定期的功能小組聚會。
此外，籌委請各小組於世青出發前參與愛德服務，以
行動為朝聖的旅作準備，學習以基督慈悲的眼光去察看我們所身處的社區及
為有需要的人和事作出具體回應。


世青聯席：由於本屆有超過 18 個小組或團體組織朝
聖團參與世青，故此青委舉辦了兩次聯席會議來分享
大會資訊，同時亦藉此機會加強與各個團體的聯繫。
此外，各個團體亦合作一起籌委參與由湯漢樞機主禮
的派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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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青旅程：由於機票緊張，教區團分別選



用了兩家航空公司前往波蘭。一如既往，
教區團在參與世青會期前，先往格坦斯克
（Gdańsk）避靜，再前往華沙參與教區體
驗活動及後再前往克拉科夫參與世青會
期活動。旅程中，籌委亦加入了參觀歐洲團結工會運動中心向、鹽礦和奧斯
威辛集中營，亦到了普沃茨克傅天娜修女的舊居、光明山修道院、卡爾瓦里
亞．澤布日多夫斯卡的苦難及聖母聖地、聖若望保祿二世的故鄉瓦多維采朝
聖。
克拉科夫世青會期期間，教區團與一些香港團體也被分配到同一堂區，安排
入住同一學校。夏志誠主教也有參與會期活動，為粵語團體主持三天的教理
講授。受環球的恐襲危機影響，世青守夜的場地保安甚為嚴格，亦影響到物
資的派發和人流安排。雖然過程中都有困難，但整體而言團員也有豐碩的收
穫和得著。
受颱風影響，取道經德國返港的第二車航班延誤了，延誤期間亦獲航空公司
安排住宿，團隊最後於 8 月 3 日零晨平安抵港。
跟進活動：跟進聚會於 2016 年 9 月 4 日在青衣聖多默宗徒堂舉行。約有七成



團員參加。此外，行程後的一年多來，團員亦有自行籌辦小組和跨組的聚會、
義工服務及一週年聚會。另外，紀錄組經過三個月的努力，亦於 2016 年底順
利完成了世青紀念相集，並派發予團員及寄到各堂區。

第七屆亞洲青年節(AYD)
是屆亞洲青年節由亞洲主教團協會青年辦公室
(FABC-OLF-YD) 主 辦 ， 於 印 尼 三 寶 壟 總 教 區
(Archdiocese of Semarang)舉行，主題為「喜樂
的亞洲青年!在文化多元的亞洲活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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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團籌備及本地培育工作
香港教區獲分配 40 個名額，當中委員分配了 10 個名額給 DEY，餘下 30 個名額留
予華語團體。籌委於 10 月開始籌備，12 月開始招募及 3 月完成面試及甄選。最
後，教區團共有 33 名來自 21 個堂區的青年參與亞青，當中 3 名參加者來自英語
團體。
為期四個月的本地培育時間，籌委舉辦了兩次組長培育、兩次半日聚會、社區探
訪、社區服務(自行參與、兩日一夜營會及小組習作。此外，為了準備亞青會期的
活動，團員分成不同的功能小組，以完成大會的要求，包括︰開幕禮表演、代表
團展覽、青年見證、東亞區交流聚會、協助 8 月 4 日的感恩祭等。
最後一次培育在 7 月 23 日舉行。當日禮儀由本地印尼團體協助籌備及由湯樞機主
禮。雖然活動受到颱風影響，最後卻也順利進行了。
亞青會期及峇里生活體驗
教區團獲大會安排於 7 月 30 至 8 月 1 日於茂物
(Bogor)進行教區體驗日，及後於 2017 年 8 月 2 日
至 8 月 6 日前往日惹市(Yogyakarta)參與亞青會
期。會期後，教區團亦安排了參加者一同到峇里
繼續生活體驗活動至 8 月 11 日返港。
是次旅程參加者除了認識到亞洲不同地區的公教
青年外，亦有機會與回教青年交流和對話。大會所
探討的議題跟青年所面對的處境關係密切。會期
間，香港青年代表曹俊星代表了東亞區作青年見證
及出席亞青記者會。另外，英語團體的 MIKA 代表
了東亞區參與亞青宣言的起草小組，將多日來的經
驗整理及沉澱來總結這屆亞青的成果。正如第七屆亞青宣言所言，希望我們公教
青年成為人和與大自然團結的推動者，成為喜樂的福音傳報者，並勇於在教會內
和社會中發聲。
籌款活動
此亞青籌款活動由本會舉辦，希望籌集善款資助教
區內有經濟困難的青年參與本屆亞洲青年節及在
教友村內舉辦青年牧民活動及社區探訪的經費。同
時，今次籌款活動我們聯絡了印尼日惹的善牧會，
希望透過合作製作手作紀念品，為亞青籌款之餘，能亦幫助當地善牧會為單親媽
媽改善生活和待遇的計劃。我們期望發揮這份教區之間互相幫助的精神，讓經濟
上有餘力的青年幫助有需要的青年和社群。截至 8 月 31 日為止，是次亞青共籌得
一萬六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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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活動
原定於 8 月 27 日舉辦的亞青後聚會因颱風取消了。為了繼續深化團員對《願你受
讚頌》的反省及落實本屆亞青宣言︰「希望我們公教青年成為人和與大自然團結
的推動者，成為喜樂的福音傳報者，並勇於在教會內和社會中發聲。」
，跟進活動
會以「公教青年——成為與人和與大自然團結的推動者」的方向進行。聚會將改
於 10 月 21 日舉行，前往新界東北區的農場和農墟參觀考察，亦歡迎非團友參與。
此外，紀錄組正在製作紀念相集，預計 2017 年底前完成。

教區青年節(DYD)
總結第十屆兩次教區青年節及過往歷屆的經驗，小組希望 DYD 會定時定期舉行，
以便青年、學校及堂區預留時間參與。但由於 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別有普世青年
節及亞洲青年節，所以委員決定本屆不會舉辦教區青年節。但為回應青年的需要
和意見指，堂區的青少年都很喜歡營會活動，但職青未必能參與留宿的教區青年
節，所以未來也繼續舉辦營會。有見教區內沒有針對完成了主日學的青少年培育
活動，小組於本屆試辦青年營，對象為剛領堅振及已離開/即將離開主日學的青少
年，名為撒慕爾營。此外，亦會鼓勵青年參與教區內不同機構和單位主辦的活動，
讓青年認識教會內的不同類型的培育、服務和發展。
雖然本屆沒有舉辦教區青年節，但小組仍繼續上屆教區青年節的跟進活動《我要
去朝聖》，並配合慈悲禧年出版了 2015-16 年版的朝聖護照。
至於教區青年節，雖然小組認為需要及值得每年舉辦，但在資源配合及委員會整
體發展方向上仍未委員會及幹事會取得共識。未來該如何續辦將留待第十二屆委
員會再作討論。

撒慕爾營
此營會目的有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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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作
為公教青年人的身份和使命及 3) 鼓勵照顧沒有信
仰團體生活的青少年的信仰成長和發展。活動初次
構思在五旬節舉行，但由於五至六月臨近中學及大
學考試期，招募參加者及義工皆有困難，故翌年改
於年初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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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017 年

日期

2016 年 5 月 14 至 15 日

2017 年 2 月 18 至 19 日

地點

沙田靈基營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貢戶外訓練營

學校報名

6

4

堂區報名

4

9

參與人數

70

52

跟進活動

1) 營後會

參觀伯達尼博物館及

2) 性格類型工作坊

參與聖神修院的聆風樂禱

47%

55%

跟進出席率

歸納兩年的經驗，小組認為營會正好回應了堂區青少年信仰培育需，整體氣氛和
效果不錯，參加者意見調查也十分正面。2017 年的回應中，九成五人希望來年協
助擔任義工，八成八人表示會推介給朋輩參加未來的活動。可惜由於普通堂區仍
未認識此活動，報名人數未如理想，小組建議往後可物色數個堂區合作，減少公
開招募的困難。同時建議未來再舉辦組聚及培育參加者，邀請他們擔任往後營會
活動的組長及義工。

慈悲禧年青年培育
朝聖護照
為配合慈悲禧年及第三十一屆普世青年節，小組更新了教區青年
節的《朝聖護照》加入了慈悲禧年的資訊，鼓勵參加者於 2015
至 2016 年間到各慈悲之門朝聖，與主修好。
慈悲集作戲劇工作坊
工作坊目的是用「說教」以外的方式，來表達天主的愛和基督的福音，引導大家
去反思福音對自己和生活的影響。小組邀請了經驗豐富的劇場教育工作者跟青年
一起，以「慈悲」為題，集體創作，藉此將天父的慈悲訊息廣傳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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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 2016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舉行，共有 12 節的工作坊包括︰由職員帶領
社區考察活動、從中取才，再由現職劇場教育工作者前委員薛海暉帶領構思劇本
內容、身體表達、溝通方流及即興劇場等活動。是次活動有 10 名青年參加，參加
者包括教友、非教友。活動後，有中學邀請參加
者於中學聖誕期的週會上表演，但礙於週會在平
日舉行，參加者均需上班或上學而未能作現場演
出。然而，工作坊期間拍攝了的片段也剪輯成簡
單的短片，讓學校也能藉此分享關愛的訊息。
參加者的話：
「我好喜歡戲劇，但畢業後沒有戲社，沒有參與了。今次有朋友邀請說有戲劇工
作坊，我便參加。個主題都好吸引︰究竟咩係慈悲呢? 天主教說也「慈悲」的嗎?
我已好耐無返聖堂，今次活動令我有機會重新參與教會的活動，希望日後可參與
更多不同類型的教會活動。」（善雯）

青委之友
「青委之友」是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青委）的友好和義工組成的團隊，歡迎所
有認同青委的目標和使命的朋友加入。團隊目的是連結教區內的青年、領袖和神
長，並為有志支援和發展青年牧民工作的公教青年領袖提供培育和交流的機會，
以回應天主的召叫。
標誌設計比賽
設計比賽於 2016 年初進行，目的是為徵集優秀的設計作
品，作為「青委之友」的標誌，也希望標誌能表達「耶穌
基督與青年同行」的概念。比賽收到十多份作品，經委員
會評審後，由公開組羅詠儀小姐的作品勝出。有關作品修
飾後應用於青委之友的通訊及宣傳品上。
公教報「這一代人」專欄
是項專欄是「青委之友」的其中一個文宣項目。2016 年的內容以曾經參與青年牧
民工作的朋友分享他們不同崗位上對青年的觀察，與教會人士分享青年的現況，
拉近不同年代朋友的世界，亦讓上一代從不同的角度了解下一代的觀念和思想。
2017 年上半年的內容以回顧過去的亞洲青年節為題，讓歷屆亞青參加者分享亞青
在他們的成長中對信仰陶成的影響。由於此專欄不會在公教報的網上版發放，所
以青委將於 FACEBOOK 專頁發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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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聚會
「青委之友」嘗試以雙月聚會，與不同階段的青年保持聯繫及提供機會予他們實
踐和回應天主召叫的機會。2016 年的聚會嘗試邀在每次聚會邀請特定一屆的世青
參加者或特定興趣的朋友聚會，作為一個重聚的機會，一同分享好書、分享生活、
分享信仰，為在繁忙都市生活中的青年加油打氣，聚會人數由 6 至 18 人不等。跨
範疇小組在年終檢討時建議由 2017 起，將雙月聚會改為雙月讀書會及不定期的手
作工作坊。
「無花果樹讀書會」讀書會
「無花果樹讀書會」是由一班在「青委之友聚會」相遇，
喜歡閱讀的公教青年組成的。這名稱來自聖經中匝凱故事
的啟發︰匝凱因為想見耶穌而爬上無花果樹，他本來只想
一睹耶穌的風采，沒想到他竟然在樹上被耶穌召叫了，從
此改變了一生。讀書會希望鼓勵大家透過閱讀與認識或不
認識主的朋友相遇，一同分享生活和信念、想法，也透過
閱讀和對話讓自己的靈性有所增長。
過去曾分享的讀本包括︰
•

湯馬斯‧哈力克蒙席《擁抱懷疑的信仰 Patient with God》

•

邊渡和子修女《在落地之處開花》

•

遠藤周作《沈默 Silence》

•

金魯賢主教《金魯賢回憶錄上卷︰絕處逢生 1916-1982》

•

史葛．萊特的《羅梅洛︰與受壓者同行的牧者》

手作工作坊
從過往的教區青年節活動中發現不少青年
喜歡手工創作，因此，由 2017 年起青委之
友嘗試以不同的手作活動吸引公教青年及
他們的朋友，藉此拉闊教會內的青年的生活
和活動圈子，也讓活動成為青年福傳的契
機。過去曾舉辦兩節玫瑰念珠工作坊，亦正試驗到應堂區協助舉辦輕黏土及玫瑰
念珠工作坊。小組期望未來可將與堂區合作，由青委之友成員在堂區舉辦工作坊
予當區青年／青少年參加。

34

2017 週年義工聚會
近年來，青委每年也有舉辨週年義工聚會以感謝及凝聚協助青
委各項工作推行的義工及友好。2017 年的青委週年義工聚會
於 1 月 15 日在聖神修院舉行。由於小組認為協助教區青年牧
民工作的義工不只是青委活動的義工，也包括其他協作單位的
青年和朋友。因此，希望小組希望週年義工聚會的邀請對象擴
展至各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友好青年團體（如 DEY、天主教
大專聯會、泰澤同鄉等）
。同時，小組邀請了夏志誠主教在聖神修院主禮謝恩彌撒，
將過去一年內各位與青年同行的義工和服務獻給天主，感謝天主帶領與同行。
當日活動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下午舉行的康體活動——隊長球比賽及投籃挑
戰賽，共有 30 人，分成三隊作單循環賽。是次亦有三個總鐸區的青年代表組合成
小組參與。第二部份是傍晚舉行的謝恩彌撒，由夏志誠主教主禮﹔夏主教鼓勵大
家認真思考召叫的問題。他感謝在坐的青年人在忙碌之中，聽到別人的邀請和召
叫後，沒有選擇繼續自己的原有的活動而去參與教會的服務。無論青年是回應誰
人的邀請而參與教會的服務，他希望義工們都看見是耶穌基督邀請了大家。
最後環節是團年盆菜宴。席間除了有 2016 年的活動回顧片段外、也有小遊戲及抽
獎活動增進大家的友情。整日活動有八十多名青年及友好參與。
參加者的話：
「這天真的充滿天主的愛，使大家都得益不少……我們回顧了 2016 年的工作，為
去年多采多姿的活動，感謝天主賜給我們力量，使祂的計劃在我們身上實行。」
（麥冠達神父）

週年義工聚會 2016

週年義工聚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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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項目
生活的苦路默想 2016——上主的慈愛
於 2016 年 3 月 19 日順利舉行，該苦路默想由「愛．合一家」青年與教區合一委
員會及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本會只作支援工作，主要是協助通知警方有關活動
詳情及準備相關活動物資和用具。當日約 50 位參加者於天主教的聖德肋撒堂作開
始祈禱後，由十字架帶領下步行至旺角行人天橋並作簡短祈禱，再步行至聖公會
的諸聖座堂。沿途除了牧者舉起十字架引領遊行外，部份參加者亦舉起「為香港
人祈禱」
、
「為窮人祈禱」
、
「為基督徒合一祈禱」等標語，讓途人知悉遊行的目的，
並邀請他們停下來祈禱。

委員會聚會及職員避靜
本屆委員會於 2016 年 10 月 15 日舉行了委員會聚
會。是次聚會由本會學校牧民關注小組構思及安
排，以本地朝聖方式進行，委員及職員於公教童軍
協會的協助下以步行朝聖的方式走訪了西貢兩個
舊聖堂──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及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藉祈禱及聯宜以強
化委員及職員的關係。
此外，辦事處職員避靜也有邀請同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牧民工作者一同參與，以建
議同工間的關係及鼓勵青年牧民工作者重視靈修生活。

關社靈修營
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作，於 2017 年 2 月 4 至 5
日在聖保祿樂靜院舉行關社靈修營，邀請了夏志誠輔理
主教擔任神師，黎恩灝先生見證分享，二十人參加。活
動原定於 2016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進行，但由於該日子
與教區內多個大型活動相撞，以至報名人數不足，最後延期至二月進行。
於靈修營中，除了由夏主教分享信仰與關社的關係及禮儀外，亦邀請參與反省自
己處身的香港，究竟我們最小的兄弟姊妹在哪裡，同埋，邀請參加者訂定行動計
劃，在生活中，如何具體地關心社會事務。
過去，關社活動多著重社會分析或提昇基督徒關心社會意識的層面，較少加入靈
修的幅度，是次活動便是向青年作為提醒，
「關社」與「靈修」二者其實並不能分
割，基督徒關社的動力，更應由深度的靈修作為基礎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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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關社靈修營）令我明白如何以信仰作根基，面對社會各
種問題。加深對聖經，社會訓導的認識。」
「基督徒的靈性生命包含了關心社會制度這較為宏觀的一
面，而基督徒關社需要有靈修操練來維持和滋潤。教會活動
普遍只談單一範疇，而這次活動補充了「關社」與「靈修」一體兩面的本質。」

沉默電影欣賞、分享會及座談會
與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及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沉默」電影
欣賞及電影座談會。電影欣賞於 2017 年 3 月 25 日舉行，於電影欣
賞後由林榮鈞博士主持分享會，讓參與者可分享對電影的感受及反
省。此外，2017 年 4 月 1 日舉行電影座談會，邀請多位講者以不
同的角度來回應電影的內容。兩個活動的報名及參與反應也十分踴
躍。

楊鳴章主教履任香港主教祈福彌撒
於 2017 年 8 月 5 日下午三時舉行，在禮儀上教區內各界代表（包
括青年代表：青領友的劉善瑜小姐、Mr. Gabriel Gallardo from
DEY）表示合作與服從的意願，並與楊主教互祝平安，以示教區
的團結合一。楊主教又特別談到香港的年輕人，他指教區當預
備迎接明年十月在羅馬召開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邀請青年參
加交談。

「為香港公義和平

特別為年青一代求恩彌撒」

2017 年 8 月 31 日晚上於聖十字架堂舉行，由天主教正義和平委
員會與本會合辦。彌撒由夏志誠輔理主教主禮。彌撒中，信徒
同為因公義而在囚者及其家人、政府當局、香港社會發展、被
遺忘的受壓迫者，以及為香港年青一代祈禱。

「再踏先賢路

永續傳教心」復修及活化西貢小堂計劃

本會應邀參與復修及活化西貢小堂計劃，主要負責活化及協助
宣傳的工作。此計劃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下午於西貢崇真天主
教學校(中學部)舉行了集思會，收集不同的意見及招募工作人
員。有關活化的項目將以青年活動的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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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會議秘書長巴爾迪塞里樞機與香港青年會面
世界主教會議秘書長巴爾迪塞里樞機於 2017 年 5 月訪港，其有
一個行程是與香港青年會面。5 月 13 日下午，巴爾迪塞里樞機
在教廷駐香港代辦的陪同下，到聖斯德望堂與香港青年會面。
在與青年會面的聚會上，樞機向青年人分享他接觸不同青年的
經驗及向青年人介紹於 2018 年舉行的世界主教會議。同時，參
與者也有機會直接向樞機提問，以作交流。

接待工作
委員會不時接待來自港外（包括提自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青年
及青年牧民工作者透過交流、探訪和參觀，可讓他們了解香港
教區以及基督新教在青年牧民和教育方面的概況，藉分享彼此
豐富，並期望在不同的地方及國家內的青年人及青年牧民工作
者可於生活中作見證及於社會中活出基督徒的使命。

教區及聯繫工作
本會主席是教區牧民議會的當然成員，此外執行秘書亦代表本會參與教區的教友
延續培育委員會及教區關社支援小組。
在亞洲及普世教會的青年牧民工作上，按工作項目、培訓及交流的需要，委員會
皆有派員參與不同層面的會議。亞洲區的聯繫工作上，本屆委員會有派員參與
EAYMM（東亞青年牧民工作者會議）、AYMM7（第七屆亞洲青年牧民工作者會議）
及亞洲青年節的籌備會議。在普世教會層面上，本屆委員會有派員參與普世青年
節的籌備及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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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我們由衷感謝各工作項目的籌委、神師、合作者及義工，沒有以下人士及機構的
協助，一眾委員及職員絕對不能成就第十一屆委員會會務報告內的各項工作。
以下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泰澤同鄉」
Alice Chan & Andrew Cheung
ArtForGod
Christine Tung
Cyprianus Lilik
Daniel Cheung
Dr Teresa Choi
Francesca Kam
Fredrik Lamer
Ginnie Chan
Jam in the ROOM
Janice Wong’s family
Kathyrn Chow
Kaythyrn Chow
Michael Poo
Mr. Bilo, Matthew Paolo Solmiano
Mr. Gabriel Gallardo
Ms. Anne Wing-Huen Lim
Ms. Ashley Ho Sin Yee
Ms. Gloria Williams
Ms. Roque, Chinna Rae Serrano
Ms. Vicera, Christine Neil Tejedor
Pemuda Katolik of Bali
Putyourselfin
Rev. Arturo Aguilar, SSC.
SOS Village (Bali)
Viktoria Kong
Yik Chan’s family
丁芝敏修女
公教報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天主教崇德書院 KATSO
文浩然
王芷甯
王保誠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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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st
Anin Parish, Poland
Cecilia Cham
Clement Cheung
Damian Sone
Daniel Cheung’s family
Esther Ng
Franciscan Sister - Servants of the Cross, Poland
FreeUp Music
Ivy Chan
James Tan
Jeromy Wong
Kay Lau
Matthew Tang
Mika
Mr. Dignadice, Christian James De Guzman
Mr. Ken Wu
Ms. Annette Hon
Ms. Gallardo, Michaela Ruth Calulut
Ms. Michaela Ruth Calulut Gallardo
Ms. Samantha Wong
Palasari Parish, Bali
Prism Music
Quebec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Good - Shepherd (Yogyakarta)
Tsang Chun Hung
Wanda & Gary’s family
Yoyo & Benedict’s family
八一 O 四生活盒子
公教童軍協會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學生
尹嘉儀
王文瑛
王芷騫
王奕程

王珮琦
包俊偉神父
田英傑神父
申小龍神父
任希麟先生
伍維烈修士
安在德神父
朱孟博
江思維修女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何文康先生
吳思穎小姐
吳曉婷
吳穎姸小姐
呂天愛小姐
呂煥卿修女
李守政先生
李沛沂小姐
李美辰小姐
李詩葦小姐
李德清修女
李翰璋
李韻心女士
李靄宜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周祉承
明愛專上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副校長梁詩明小姐
林艾雯修女
林祖明神父
林勝文神父
林銘神父
林麗玲修女
玫瑰堂
施樂怡修女
洪采蕎
韋格光神父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夏志誠輔理主教
孫英峰神父
徐立人神父
柴靜茵小姐
區美蓮小姐
基督之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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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浩神父
甘朗怡
田義神父
石果豐先生
伍允恆執事
在港公教印尼團體
安貧小姊妹
朴暎燮神父
西南九龍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Katso
何家輝神父
吳琛鵬
吳穎欣小姐
吳穎堯小姐
呂志文神父
呂毅恩小姐
李志源神父
李秀芳女士
李斌生主教
李德明先生
李慧妍
李諾欣
李蘇珊小姐
沈智嘉
阮金山神父
周煦卓小姐
明愛專上學院 校牧室
易明慧小姐
林柏榮神父
林純慧小姐
林榮鈞博士
林摯
林耀棕
青領友
柳修士
茅小龍神父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香港培聖會
夏經義神父
容思定神父
恩主教書院
翁仕錚
區家維先生
張佩婷

張明德神父
張嘉琳
張纓紅
曹駿星先生
梁偉才神父
梁凱寧小姐
梁漫潤
許碧茵小姐
郭正民先生
郭倩衡小姐
陳以令先生
陳永超神父
陳志明副主教
陳志鈞先生
陳卓羚小姐
陳芷希
陳洞燊
陳倩琪
陳詠儀小姐
陳煜峰
陳德雄神父
陳艷芬修女
傅穎兒
勞毓城先生
彭美瑩修女
彭寶瑩
曾美琼修女
港青長沙灣中心
游家俊
馮定華神父
黃可喬小姐
黃承義執事
黃浩然
新界東北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
楊智恩
溫國光神父
聖心堂
聖本篤堂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聖母痛苦方濟傳教女修會
聖多默宗徒堂員工
聖伯多祿堂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導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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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堅先生
張銀珊修女
教區視聽中心
梁旭明教授
梁淑盈修女
梁嘉偉
許家裕先生
郭子錕先生
郭林美琪女士及家人
郭偉基神父
陳永堅校長
陳克銘先生
陳志軒先生
陳杞潼
陳昀修女
陳彥康教授
陳倩盈小姐
陳家儀小姐
陳新怡
陳嫣然
陳繼容博士
麥嘉揚先生
勞委(九龍中心)
善導之母堂
彭梓鳴小姐
普世青年節 2016 港島團
港九新界三區的籌備小組成員
港島東總鐸區青年會
湯漢樞機
黃元斌
黃巧妍
黃芷程
塔冷通心靈書舍
楊孝明及梁鳳玲伉儷
楊鳴章主教
溫嘉麗修女
聖方濟各堂
聖母堂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導賞員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德望修院修女及員工
聖多默宗徒堂
聖安德肋堂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牧職修女）
聖保祿孝女會

聖保祿堂
聖神內更新團體青年祈禱小組
聖神修院
聖斯德望堂
聖猶達堂（青少年牧民小組）
聖德肋撒堂
葉佩姍
葛達二聖堂（攝影、醫療）
雷月明修女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瑪利修士（Frère Jean Marie）
劉梓軒
慶禮院製作室
歐陽輝神父
潘蕙翹
蔡惠民神父
鄧浩銘先生
鄭文威
黎曉瑜小姐
盧子健
盧賢喆神父
賴太及聖神修院員工
戴翌宜小姐
謝俊賢
鍾威龍先生
鍾國偉
簡仲賢
藍田聖保祿中學
羅可茵
羅彥雯小姐
羅詠儀小姐
譚嘉盈小姐
關傑棠神父
關耀宏先生
寶血女修會
蘇卓慧修女
顧厚德神父
龔廣培校長

聖家堂
聖神研究中心員工
聖博德堂
聖猶達堂
聖瑪加利大堂
聖歐爾發堂
葉定國神父
鄒啟亮
廖雅倫神父
瑪利亞進教之佑陸修女
趙展霆
劉惠蘭修女
歐陽澄小姐
潘國忠先生
潘薷湘小姐
鄧巧柔
鄧詩詩小姐
黎志浩
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
盧伯榮神父
盧韻小姐
鮑玉珊小姐
薛海暉
謝穎恰
鍾偉國
鍾鳳如小姐
簡啟德先生
鄺梓晴小姐
羅宏達先生
羅梓心
譚永明神父
譚錦榮神父
關靜儀小姐
龐樂培神父
寶血兒童村
蘇偉文神父
贖世主堂

名單如有遺漏，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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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下葵涌榮芳路十四號三樓
電話：2614-2336
傳真：2614-4332
電郵：dychk@dychk.org
網址：www.dychk.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DY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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