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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感謝！

光陰飛逝，日月如梭，轉眼又已屆會務報告大會的日子。

當兩年前我接獲被委任為青委主席一職時，滿腦子都是問號：對於這份工作的性質、會
遇的挑戰和聖神想帶領我們走的路向，均一籌莫展。但天主永遠洞察人心！祂知道什麼
對我們是最好的，祂的愛是如此的豐厚，以至我們此刻在此共聚，表明了我們這些年來
並沒有虛耗光陰，追求鏡花水月，卻是真正努力地把祂的愛的信息，傳達給我們的香港
社會、教會，特別是年輕人──青年牧民的主角。

眾所周知，我們委員會的工作是陪伴年輕人一起完成使命，為耶穌而建立一個擁有相同
信仰的年輕信徒社區，隨時將耶穌帶給身邊的人。這就是為何我們委員會在去兩年間，
主要以發展年輕人的小團體和加強學校與教區之間的合作為工作的方向。

這樣的一個目標，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年輕人的世界，與他們一起同行，一起經歷人
生旅程中的高低潮，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看到我們美好偉大的耶穌，並不是那站在老遠
冷眼旁觀的那類領袖，而是那一位生活並分享我們日常生活的至聖者。

要達至這一點，活動需要由我們不同的小組籌劃，你們將會聽到他們各自的報告，籍著
在不同層面統籌論壇，建立友誼，提高青年人的意識，省察到他們是教會和社會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他們的需要和願望是現在進行式的，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現在」，而不單
單只是未來。讓我們藉此機會感謝我們心愛的教區為我們的委員會成員提供的持續支持
，因為她對青年事工的高度重視。感謝我們的員工，為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對我們抱著
無私貢獻的義工團隊，我們感謝你們所奉獻的時間，創造力和對委員會的熱愛。讓我複
製一下耶穌說的「你們歡喜踴躍吧! 看，你們的賞報在天上是豐厚的」（路6:23）。

我要感謝所有的年輕人。你們的青春為我們帶來了能量和希望的理由。繼續去把我們的
社會和教會改變成你們所期望的狀況。

主內的兄弟姐妹，這裡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就是已故楊鳴章主教對青年事工的
影響。滿懷期望和對青年人的關注，他毫不猶豫地宣佈2018年是教區的青年年。很明顯
地他與青年人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更願意直接聽取年輕人的意見。在誠切地擬寫他的牧
函之前，清晰地表達牧者必須嗅起來有羊的氣息，以回應教宗方濟各的名言。更出人意
表地將青年年延長至2019年。他滿懷希望的信息將永遠在我們的記憶中。願他安息在上
主永恆的平安中。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一個關鍵時刻。人們的願望和期望很
難用希望來描述。我們都度過了一個漫長夏天，一個與休息相去甚遠的暑假。年輕人在
很多活動中起了帶頭作用，獲得了許多人的尊重。奉獻精神，犧牲精神，對未來的關懷
是他們行事的中心。對許多人來說，看到年輕人的這種態度是一個巨大的奇蹟。你們值
得我們的尊重！

願你的生活方式繼續受到引發這些行動的良好精神影響。許多人都在詢問未來，這是正
確的。但基督才是那個讓我們在這個時間聚會的主要因素，這個因素是促使我們不應該
放棄希望的因由。我們的希望不是存在於甚麼東西內，我們的希望有一個名字：耶穌。
我們可以肯定，祂，青年事工的緣由和基礎，將永遠啟發我們看待現時這種狀況的方式
。一個詞：信德。

感謝你們對這份牧職的支持。

當我們祈求治愈我們的社會時，讓我們時刻記住，我們的座右銘永遠是：「陪伴青年覓
福音 建設團體顯神恩」。願你們處處蒙受祝福。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主席 

麥冠達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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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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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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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婉雯小姐、麥英健神父、嚴至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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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婷小姐、麥冠達神父

組員：杜永強先生、戴翌宜女士、謝婷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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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日加入］

莫靜儀小姐 ［執行秘書］

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組長：蕭婉雯小姐

委員：梁偉才神父、許加路先生、唐慶強先生、陳寶琪小姐

支援職員：雷詠茵小姐 ［青年牧民幹事（學校支牧民）］

區家維先生［合約青年牧民幹事（培育） 至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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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玉珊女士

組員：曾凱倫先生、Miss Gallardo, Micharle Ruth Calulut、霍銘源先生、李運英女士、

吳君臨先生、石果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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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至誠先生

委員：鍾偉國先生、王以恩小姐、陸志浩神父

組員：趙展霆先生、黎曉瑜小姐

支援職員：李珮思女士［青年牧民幹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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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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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校牧民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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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委，一個由我讀書、領洗開始聆聽的名字，由參與WYD、AYD、DYD、KATSO Camp……
到成為委員，一步一步讓我去認識信仰，尋找生命的召叫-『與青年人同行』的地方。
感謝天主，讓我在過去四年在青委的事奉，也在青委中不斷學習。感謝青委的各位同事
的協調和幫助；感謝我的組員一起檢視現有的青年(特別在學校)牧民活動和策劃青年牧
民的培育方向；感謝發展組、堂鐸組和跨範疇組的同伴，在過去一起研究發展堂校合作
和小團體的建構，做到『陪伴青年覓福音，建設團體顯神恩』。

這數年，全球化的文化問題、社會動盪不安、世代的價值衝突、資訊科技的發展、虛擬
的網絡世界，仲有學業、婚姻、家庭等等的問題，基乎蠶食青年人的靈魂，我們的青年
人面對的問題更見複雜，但所需要反而更見基本，愈需要基本的愛、聆聽和關懷，這亦
是世界主教會議提醒我們作為青年牧民工作者(無論學校還是堂區)需要謙遜，聆聽、陪
伴和相信我們的青年人，作為教區委任規劃青年牧民發展方向的最前線，我們更理所當
然的與青年同行，在天主教學校這福傅福地，協助同工把握機會，建立堂校合作機會，
建構信仰小團體。

教宗在《生活的基督》中提到青年牧靈關懷兩個主要的方向，在這裡都幫我作一簡單工
作檢視：
第一是尋找，也就是邀請和呼喚更多青年經驗上主；
第二是成長，也就是幫助已經驗上主的青年在發展的過程中日益成熟。(209)

1. 過去兩年，學校組致力更新，努力檢視學校組過去的工作，在緊絀的人力資源下，
檢視並暫停支援學校牧民工作計劃－到校服務，轉而向學校發佈本會用了十年的到
校服務「週會活動配套」，讓學校能有效運用，加以轉化和結合校本特式，使更多
同學有機會經驗與主相遇。

2. 教區學校教友人數不多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平衡天主教同學會幹事訓練和福傳角色
的前提下，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將會轉型，對象必須為KATSO內的幹事或有潛
質成為幹事的學生。營會將會分層進行，讓我們的幹事在領袖培育中更趨成熟，配
合各校不同校情：
第一級（初階）以團隊建立、深化信仰、加強對KATSO的歸屬感，認清領袖使命為
目標；
第二級（進階）以提升初階的訓練，培育屬靈領袖為目標。

3.   為深入了解KATSO團隊的背境及需要和回應學校培育信仰團體領袖的需要，我們新
『開展KATSO幹事培育同行計劃，協助同工提升在團體內的合作性及解難經驗，讓
學生自我發掘出在團體內的重要性，提升他們的歸屬感。

4.   學校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學生最重要的伙伴─學校牧民工作者的培育，但見學校
校務煩多同時要兼顧信仰培育的確不容易，今年首次開展了與天主教教育事務（
CEO）合作，合辦學校牧民工作者聚會，就是希望讓校牧在牧養的同時都被牧養，
加上校牧退省營，參考教會的三大靈修模式，得到滋潤亦可協助牧民工作更有效
和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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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福傳和教友培育方面，學生福音營會簡化籌備程序，轉為一日或兩日一夜以鐸區
或學校所附屬的堂區為報名為基礎的營會，為該鐸區或附屬該堂區的天主教中學建
立互聯網。另一方面學生退省營則轉為發展組的工作項目，對象改為青年，即堂區
青年也可參加，可擴闊參加者類別，亦鼓勵學生長遠返回堂區札根，加強堂校合作
的可能，過去兩年成立新界西北鐸聯校小組，期望慢慢循序漸進為每一鐸區建構穩
固的堂校網絡。

6. 組長小團體
每年都有不少參與過KATSO CAMP的中六畢業生在KATSO CAMP或福音營中成為組長，以
自身經驗協助帶領新一代的KATSO 幹事，我們見到我們這班一年一聚的組長都需要在
團體之中札根，因此過去兩年一直都不斷以青年人的興趣加以凝聚，剛過去的暑假成
功籌組第一次營會，但仍需要大家努力的祈禱，讓我們不斷播種，等待收成─讓青年
人成聖自己、聖化他人，轉化世界。

青年牧靈關懷只能是共識的行動，也就是以『同行』的形式體現《生活的基督206》

組長：蕭婉雯小姐



(一) 支援學校牧民工作計劃－到校服務

項目概況：
2017-2018年度有26間中學報名，當中有15間教區中學、9間修會及1間明愛中學，中一級
有22次、中二級有17次，全年共39次。2018-2019年度，因人手不足，而暫停此項到校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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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班際問答比賽，吸引學生投入活動。中一級活動的訊息是讓剛加入天主教中學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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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跳出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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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活動的訊息在於讓學生明白耶穌教我們最重要的是愛人，在日常生活中細微的愛德服務
（例如：讓任給有需要的人、做家務），也是效法耶穌的教導。

參加者的話：
從到校服務問卷收得的回應中反映，全數參與的學校均表示活動能清晰地帶出主題訊息，
讓同學在遊戲中學習，並達到預期的效果，班際問答遊戲可提高了學生的投入度，亦易
於明白及加深了解天主教信仰。

(二) 天主教同學會領袖訓練營(KATSO CAMP)

項目概況：
2017-2018營會主題為「有沒有好結果？」，由於營地當時進行維修，未能提供足夠的營
位，直接影響本屆營會的參加人數，只能接受20間中學報名，包括13間教區、6間修會及
1間明愛中學，共110位學生參與。2018-2019主題為「Stand Firm」（學習聖母的芳表），
共23間中學報名，包括17間教區、5間修會及1間明愛中學，共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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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屆營會地點皆為薄扶林傷健營。
每屆營會前，都會於入營前舉行營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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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更深入學習屬靈領袖的元素。

2017-2018營會第一天透過一連串的小組遊戲，加速小組團隊的建立，亦透過主題式的遊
戲，發掘出領袖所具備的特質、團體間需要的包容與和諧。晚上祈禱會中，透過歌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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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們與世界的關係。營會第二天，以聖神果子為題，設計了九個活動
（checkpoint games)，讓同學經驗果子的內涵，來反思他們他們生命中已獲的果子，繼續
滋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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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營會以遊踪開始，讓參加者在遊踪過程中，可以多用觀察身邊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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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部分，透過
遊戲，學習聖母領報中的芳表（接受使命、勇敢、聽從）。晚上透過遊戲及祈禱會把各
人心中的困苦，交托給上主作為整日的活動總結。第二天以checkpoint games形式進行，
從中學習聖母芳表（水變酒故事：細心、關心、聆聽、信心、主動、忍耐）。下午部分，
是學校時間及以感恩祭作營會結束。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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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不同類型的遊戲都能啟發對生命的反思。」（學生）

「學習到團體精神的重要性，明白KATSO團體的重要。」（學生）

「學習到怎樣在團體中與人相處，及做好自己的崗位。」（學生）

「當同學可以帶著學了的能力回校，並在自己崗位上服務，有助KATSO團體的發展及組內
的和諧氣氛。」（帶隊老師）

(三) Katso幹事培育同行計劃

項目概況：
於2018-2019年度進行，於Katso Camp 2018完結後，在營會參加
學校中，進行報名及招募，最後有五校報名。經過探訪，進一
步了解Katso團隊的背境及需要後，職員揀選了聖羅撒書院、藍
田聖保祿中學及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這三間背景不
同、Katso團隊各有特色的學校，試行這計劃。Katso幹事同行計
劃正式的聚會集中於3月及6月進行，每校舉行兩次幹事培育聚
會。第一次培育聚會集中讓幹事間彼此認識更多，以及提升團
體內的合作性及解難經驗；第二次聚會透過不同的挑戰遊戲及
分享，讓他們自我發掘在團體內的價值，提升他們的歸屬感。

(四) 校牧聚會

項目概況：
2017-2018年度校牧聚會舉行了三次，分別於2018年1月、3月及5月舉行。1月聚會為發佈
本會用了十年的到校服務（週會活動配套），共70多位校牧或宗教老師參與。聚會中主
要介紹如何運用初中的週會活動，亦以小組形式讓參加者體驗配套中的活動，了解配套
的使用用法，期望各同工可帶回崗位善用聚會材料。3月聚會講者為教區教育心理學家黃
嘉茵小姐，主題為「十分鐘的關懷」，內容集中介紹輔導技巧，包括：學習打開對話的
方法、關懷三步曲、十分鐘關懷練習等，是次聚會約有50位同工出席。5月聚會講者為泰
澤團體的兩位修士及曾到泰澤做義工的一名青年，聚會主題是「泰澤靈修之旅」，當日
內容包括介紹泰澤團體、青年分享泰澤生活、音樂及祈禱工作坊，當日約有70位同工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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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多謝您在這兩次活動帶領我們，讓我們變得融
洽，也明白合作的重要性。」（學生）
「認識了每位成員，再不局限於認識自己嘅朋友，
令到整個團體更加團結和融洽。」（學生）
「發掘學生不同的一面，讓他們重視自己天主教
徒的身分，同學與同學之間互相認識多了，主動
性更強。」（老師）



2018-2019年度的牧民發展日，是首次與天主教教育事務處（CEO）合辦。在聯絡及報名
方面，天主教教育事務處負責教區的中學及小學的報名（教區學校校牧務必出席所有發展
日），本會負責修會及明愛（自由參與）。聚會分別於2018年12月、2019年1月及4月舉
行。12月聚會講者為教區心理學家黃嘉茵小姐，是次聚會主題為「藝術治療與學生輔導」
，內容包括基礎輔導技巧及如何將藝術治療技巧應用於面談工作中。藝術治療集中於和諧
粉彩表達上，當日約有90多位同工參與（包括20多位自修會及明愛學校的同工）。1月聚
會主題為「實踐、信仰、青年年」，與本會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合作，嘉賓分享為梁偉才
神父，整個聚會以DOCAT為主，先由梁神父分享工作、環保及愛德服務三者的關係，及後
校牧分為小組仔細研讀所揀的題目，例出五大重點及合適的活動方案，當日約有90多位同
工參與（包括20多位自修會及明愛學校的同工）。4月聚會主題為「建設團體顯神恩」，
邀請了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的幹事來分享如何發展小團體，聚會中校牧按所屬學校
的總鐸區分成小組，分享如何在校內推動信仰團體發展，當日約有80多位同工參與（包括
10位來自修會及明愛學校的同工）。

（五）學生福音營

項目概況：
學生福音營是一個三日兩夜的營會，對象為初中非公教學生，讓參加者在喜樂的營會活動
中，與來自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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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年度的學生福音營，於2018年7月12日至14日，在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7間學
校報名，共35名學生參加，及9名應屆中學畢業生或大專生擔任組長。福音營主題為「
Take Courage」，取自耶穌步行海面的圖像，表達出青年人面對生活時出現的種種不安、
害怕，然而，我們的安慰來自主耶穌，祂無時無刻在我們當中出現，鼓勵參加者發現主耶
穌，並相信祂對我們的愛，能戰勝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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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個案討論部分很好，因為可以與同工作交流，互相學習。」
「原來DOCAT用這方法（分組合作整理DOCAT的要點和建議教架材）是不會悶的」
「欣賞有小團體導師在組內帶領小組，經驗小團體聚會時的部分有互動。」

本年度學生福音營於2019年7月2日至4日
舉行，在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9間學校共
36名學生參加，由11名應屆畢業生或大專
生擔任組長。是次福音營的主題為「做你
科勞牙(Follower)」。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讓學生經驗到人單獨不好，人要有朋友
，以及讓耶穌成為他們的朋友。



（六）學生退省營2018

項目概況：

2017-2018年度的學生退省營於2018年7月2至4日（星期一至三），於聖保祿樂靜院舉行，
神師為麥冠達神父。報名人數9人，當中5名是第一次報名，2名是去年學生退省營的參加
者及2名中學畢業生。三天內容中，雖然活動不多，但有很多機會讓學生去反思自己的將
來及生命，在個別面談時段內，參加者除了找神父傾談外，也會與兩位職員面談，與他們
分享信仰及生活。

今年學生退省營改了地點舉行，曾參與上年退省的學生表示在樂靜院舉行是很好，無論膳
食、住宿及環境，都能讓他們放鬆地靜下來。退省中，參加者用餐時的「慢食」，對他們
是新的嘗試，讓他們在忙碌中的生活中，透過互相分享、個人時間的靜思或傾談，讓他們
過了一個很好的休息及與主相遇。

2018-2019年起，學生退省將轉為發展組的工作項目，對象改為青年，即堂區青年也可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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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雖然天氣不似預期，但天主仍然為我們作了最
好的安排，也讓我認識了不少獨一無二的朋友！
」（學生）
「學習到了集體的重要性和凝聚力，大家在一起
做一件事就是同路人，就是一個集體。」
（學生）
「學生對比於校內的表現，在營會中更願意投入
分享，勇於踏出自己的界限。」（老師）
「希望藉福音營可以再找回更多迷失的小羊。」
（老師）

這兩年的活動都包括長洲遊踪，透過遊踪，能推動組內的團隊發展及凝聚力，在每個任務
中，他們經驗與人接觸、群體合作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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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白了寧靜和親近天主所得的安寧和慈祥，

可以在其中找到了快樂和無憂。」
• 「學會如何讀聖經和如何了解聖經的訊息，明

白了自己身邊的『近人』是誰，拉近了我和天
主的距離。」

• 「在退省中想尋回天主，很好地目的達成了。
這避靜真的令我靜下來，令我看到了更多平時
看不到的東西，是一次十分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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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牧退省營

活動概況：
2017-2018年度退省於2018年7月16至18日（星期一至
三）舉行，地點為聖保祿樂靜院，神師為馮瑞儀修女
。主題為「靜中行」，共有13位同工參加，8位小學
、5位中學。於退省期間，安排了各人都能有神師面
談時間，在靈修講座時，馮修女帶領了校牧們思考什
麼是默觀及深度祈禱，讓他們領悟不少，第三天邀請
了麥冠達神父來主持感恩祭，完成了是次退省。

（八）組長小團體

活動概況：
於2017-2018年原定計劃於2018年3月份舉行苦路行山聚會，因參與人數少，而延期至4
月份，而然報名組長人數仍少，因報名參加人數於4月16日仍然不多，是次小團體聚會
已取消。職員及後個別了解組長對小團體聚會的日期和形式的意見，以盡量安排合適的
舉行時間，與切合組長需要和興趣的聚會形式。於2018年12月30日（星期日）下午3時
至10時舉行聚會，借用了耶穌復活堂舉行火鍋聚會，採取輕鬆聚會的形式，共26位組
長出席。當中有組長主持交換禮物時間，加上場地有卡拉OK設備，各參與者皆可投入
其中，氣氛甚好。

參加者的話：
• 「感謝你們的付出，你們的帶領有助我們懂得了

解自己，從祈禱中與天主有更深入的交流。認同
學習祈禱，是需要我們自己的經驗，將這些經驗
硑湊起來，成為我們與主的一幅美麗圖畫。」

• 「退省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回望與主的關係
。可以繼續再舉辦，為牧民，為老師都需要這種
支持。」

• 「神師的教導及靈修指導，內容豐富，言淺意深，
已寫下很多札記及祈禱，留待慢慢反思，亦感謝同
工們慷慨的分享，在主內同行共勉。祝大家工作愉
快！神形康泰！主佑！」

2018-2019年度校牧退省於2017年7月15至17日（星期一至三）舉行，地點為聖保祿樂靜
院。參加者共20人：小學10人、中學8人及青委職員2人。是次退省主題為「陪伴年輕人
創建更好的未來」，由耶穌會董澤龍神父為神師，也有三位思維靜院的心靈指導員前來
協助校牧個別面談時間。大家先分享參加是次退省原因及期望後，便進入退省的狀態，
董神父深入分享了有關「希望」的意思。每天有充足的個人靜修時間，第二天早上有意
識省察，下午是各人面見心靈指導員的時段，到最後一天，有小組分享，由心靈指導員
帶領。每天及晚有感恩祭及明供聖體。最後在大組分享各人的得著後，便完成了三日兩
夜的退省了。

於2018-2019年度，於2019年5月及6月期間，曾與幾位組長商討暑期聚會，決定於8月30
至31日舉行營會。營會於洪水橋玫瑰小堂活動中心舉行，約10位組長報名。活動內容，
由職員及組長一起商討，第一天組長帶領熱身遊戲，之後分組商討兩日的餐單及外出購
買食物材料，亦有職員帶領活動的部分，透過遊戲，增進彼此的了解。



參加者的話：
• 「透過營會可以藉此維繫彼此之間感情。Trust game時間擺位都好，放於出camp前最後

一個活動係最好不過。」
• 「透過信任遊戲，大家肯定的眼神，令我找回自信心。難得一個屬於組長的camp，不

用帶組，而參與遊戲，讓我們分享心底話，成為聆聽者。我們這班組長正正需要這樣
的時間，更加互相了解對方，建立默契，在團體內成為大家的『同行者』。」

• 「營會讓我變大膽了，平時非常抗拒玩信任遊戲的我，今次竟然自告奮勇成為第一個
玩信任遊戲。」

（九）新界西北總鐸區聯校小組

活動概況：
於2017-2018年度，這小組因著Katso Camp 2018營會後，漸次形成。營會中，新界西北的
天主教中學皆選擇參與同一的營會，在諮詢各校意願後，肯定各校也願意在本會協助下重
新組織總鐸區聯校小組的會議。本會邀請了贖世主堂的范偉樂神父成為該小組的神師。

2018年2月舉行了首次會議，計劃於4月30日在元朗天主教中學舉行聯校燒烤活動。活動
當晚，共六間學校的老師和校牧帶同學生一起參與，約共有60名學生，12名老師和校牧
。另外，贖世主堂有4人參與，分別是廖雅倫神父、范偉樂神父及兩位青年。當晚活動內
容包括：由兩校牧帶領集體遊戲、晚禱及燒烤，范偉樂神父更表演雜耍，學生對於神父的
技能表示驚嘆。

2018-2019年度，總鐸區聯校小組舉行了兩次活動。第一次是12月15日屯門醫院報佳音活
動，有四間學校參加：屯門天主教中學、天主教培聖中學、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元朗天
主教中學，合共約40人。第二次活動是3月30日Running Saint活動，由學校牧民關注組及
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合作，六校中有四校參加，共五隊。活動主要在新界西北區的舊聖堂
進行，各隊須到已選的路線，前往該舊聖堂完成任務，了解該聖堂的歷史及傳教士的事蹟
。完成任務後，返回元朗天主教中學作分享及總結。

參加者的話：
• 各校老師也表示是次聯校活動非常好，因當晚能了解到原來已經有些學生已認識堂區

，也有參與堂區的善會或慕道班，因此，老師和校牧就更易跟進。
• 老師很滿意是次活動的一切安排，資料充足，無論帶隊老師或學生，都認識到西北區

當年的傳教士經驗及精神；部分學校亦會安排參加完Running Saint的學生在早會或Katso
聚會中分享經驗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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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與過去兩年發展組的服務。發展組除了在今屆舉辦一些慣常的活動
例如探討青年議題的活動及媒體福傳外, 我們也聚焦於以下的青年牧民工作發展:

（一）今屆發展組共舉辦了三次的青年牧民小型論壇，以青年牧民工作者為對象，旨在
探討與青年牧民相關的議題，例如：如何在數碼年代提昇青年對信仰的興趣？如何讓天
主『出現』在青年靈修培育/生命教育中？如何建立青年見證信仰的文化？

（二）今屆我們嘗試更全面地運用「沸點」的平台來加強吸引公教青年關注教會動向，
並以輕鬆手法傳播福音如《沸青Life & Live》、《麥神問號》及《明沸明》等，讓更多人
認識天主教信仰及參與青年活動。此外，我們也多次在「沸點」裏直播音樂祈禱會、網
上玫瑰經、彌撒講道、就社會現況出帖子及祈禱行動。除網上節目外，「沸點」亦嘗試
舉行活動，即以「O to O」方式召集《快閃飯局》、「我們的1819」倒數音樂祈禱會、
「A0新媒體福音戰士」手機拍攝及剪接工作坊等活動，務求以網上平台作媒介，推動公
教青年參與教會活動或行動。

（三）為推廣公教樂隊音樂創作及鼓勵更多學校或團體於青年活動中使用我們公教青年
所創作的歌曲，發展組也負責協助統籌《樂道》的出版及舉行了ㄧ次的音樂工作坊。當
天的工作坊，是我們教區青年音樂事工的好開始，我們邀請了多隊公教樂隊協助，包括
：AMDG、Corner Stone、FreeUp Music、Prism Music，約60人出席。為配合此工作坊內
容的推廣，各樂隊更主動提議製作配套，方便各界於日後的青年活動中使用他們的歌曲
。《樂道》一書共收錄25首來自多個公教樂隊的創作，書中附上USB一隻，收錄歌曲的
音樂檔及歌詞。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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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藉著教區的支持，讓青委得以在去年9月開始，展
開全新的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透過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我們發展組期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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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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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引。總結這兩年的工作，我們發
現到要有效推行青年牧民工作，除了要懇切地為我們的使徒工作祈禱外，尋找合適的媒
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這兩年，透過網上影片、音樂或小團體，成功接觸更多層面的青
年。其實，我們真的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服務教會。同時，我們
也相信這些將會是來屆繼續發展的方向。

總結這兩年的工作，我們發現到要有效推行青年牧民工作，除了要懇切地為我們的使徒
工作祈禱外，尋找合適的媒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這兩年，透過網上影片、音樂或小團
體，成功接觸更多層面的青年。其實，我們真的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青年
一起服務教會。同時，我們也相信這些將會是來屆繼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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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牧民小型論壇

項目概況：
今屆發展組共舉辦三次青年牧民小型論壇，以青年牧民工作者為對象，旨在探討與青年
牧民相關的議題。內容如下：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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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數碼年代，如何提昇青年對信仰的興趣？」

活動於2018年4月28日在聖斯德望堂禮堂舉行，嘉賓包括夏志誠輔理主教、基督新教媒體
創作總監歐建樑先生及教區視聽中心職員謝婷婷小姐。約50人出席，當中約三份之二來
自學校、三份之一來自堂區。
當天先由夏主教進行導言，帶出主題。再由謝婷婷小姐帶領參加者以一些網上應用程式
進行互動遊戲，並介紹沸點的工作及天主教媒體發展的現況及困難。然後再由歐建樑先
生分享現時新媒體發展的現況及其對教會的影響。三位嘉賓的分享能啟發參加者於小組
裡進行深入討論，最後台下發問時間十分踴躍。

「天主亂入？如何讓天主『出現』在青年靈修培育中？」

第二次青年牧民小型論壇於2018年6月30日在聖方濟各堂進行，嘉賓包括：夏志誠輔理主
教、馮定華神父及黃承義執事，並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心靈教育計劃職員游
小允小姐擔任主持。約50人出席。當天主要集中討論如何舉辦有質素和具吸引力的青年
靈修活動，台下討論熱烈。唯未能就新紀元（New age）運動對天主教靈修活動的影響進
行討論。

「如何建立青年見證信仰的文化？」：
第三次小型論壇於2018年9月29日在北角聖猶達堂舉行，是次嘉賓包括：夏志誠輔理主教
、專業演員譚國廷先生以及公教樂隊FreeUp Music。約30人出席。當天先由嘉賓分享他們
在個人或團體層面如何推動福傳工作，例如FreeUp Music分享他們如何透過音樂，吸引非
公教青年參與，並與他們同行，建立關係。參與者於台下發言時，普遍認為天主教教會
裡並未建立個人見證分享的文化，而這情況不單發生於青年教友身上。同時，教會內平
信徒福傳事工發展亦未成熟也有關係，故此，福傳工作往往依賴神職或修道人員推動為
主。



（二）沸點

項目概況：
自2016年11月，本會青年牧民工作發展組與教區視聽中心合作建立「沸點」Facebook 專
頁及Instagram 帳戶，目標能藉此平台吸引公教青年關注教會資訊，並以輕鬆手法傳播福
音，讓更多人認識天主教信仰。「沸點」於去屆累積追蹤人數為1,260，今屆增加至9,358
人，兩年間追蹤人數增加超過七倍。

「沸點」過去兩年，主要製作節目包括：《沸青Life & Live》、《麥神問號》及《明沸明
》等。另外，亦多次在「沸點」直播音樂祈禱會、網上玫瑰經、彌撒講道等。同時，亦
會就社會現況出帖子及祈禱行動。除網上節目外，「沸點」亦會舉行活動，包括：以網
上召集為主要媒介的《快閃飯局》服務活動、「我們的1819」倒數音樂祈禱會、「A0新
媒體福音戰士」手機拍攝及剪接工作坊、「釋放枷鎖——四十天祈禱行動」等，務求以
網上平台作媒介，推動公教青年參與教會活動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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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節目：
《沸青Life & Live》自2016年11月開始首播，主要形式是邀請
一位神長與幾位青年就特定題目進行討論及分享，整個過程
於「沸點」Facebook專頁播出，時間不定。今屆《沸青Life & 
Live》直播十二次，題目包括：《牧者心聲——青年同行樂與
怒》、《出POOL容易、「出谷」難？公教青年談情說愛！》
、《毅行‧古道行— 登山？朝聖？生命旅程？》、《玫瑰玫瑰
我愛你— 聖母軍「大揭秘」！？！》、《公教家長「樹窿」
悄悄話—— 子女入學苦與樂》、《尋找天主的旅程」海外朝
聖及服務分享》、《泰澤國際青年聚會後分享》、《輔祭有
話說——聖週背後苦與樂》、《人生冇難度考試陪你唱》、
《TFIF 去滾吧——公教青年在職場你懂的》、《風雨飄搖大
團年——青年 D Q 不掉的希望》、《營爆！修院Secret》。
《麥神問號》自2018年10月開始首播，主要形式是由青委主
席麥神父就不同主題訪問不同的人，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及建
立教會聆聽青年的氣氛。至今製作超過四十集。曾受訪對象
眾多，包括：已故楊鳴章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宗座
署理湯漢樞機、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斐洛尼樞機、夏志
誠輔理主教、陳志明神父、德斯雅修女、聖神修院修生、天
主教同學會學生、世青參加者、青委職員、英文團體青年、
基督徒傳媒人等。

快閃飯局：
藉著網上推動，邀請青年於青年年多參與服務活動，務求達
致「O2O」（online to offline）的效果。「沸點」於今屆委員
會期間，多次與團體Giving Tree合作，舉辦「快閃飯局」，邀
請青年前往長者家中一同用膳，首次活動於2018年7月12日
進行，已故楊主教及夏主教也有出席。除了以飯局形式做服
務，「沸點」也有舉辦「快閃服務」，活動包括前往仁愛之
家進行義務功課輔導及探訪無家者。



特備青年活動及運動：
今屆「沸點」曾多次主辦或合辦青年活動，包括：與聖神修院等單位協辦「營爆倒數聖召
行」、與明愛專上學院協辦DSE考生放榜前活動、在聖神修院舉辦「我們的1819除夕倒數
」活動、與新教網台「耶青台」合辦「釋放枷鎖——四十天祈禱運動」祈禱會等。此外，
「沸點」亦就「反送中」修例運動，進行多項行動，包括發起網上祈禱運動，邀請青年於
網上直播玫瑰經或音樂祈禱，同時亦配合夏主教呼籲，於2019年暑假期間，每星期五提
醒教友守齋祈禱及邀請神長帶領默想。並於2019年6月及7月期間舉行多次祈禱會及《福
傳唱遊行》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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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青年參與及培育：
「沸點」作為公教青年網上平台，期望能透過青年的參與而達至「充權」的效果，故此，
「沸點」曾於網上招募青年義工參與聚焦小組（Focus Group）給予意見及邀請協助「沸
點」不同的工作，或創作他們感興趣的影片，此外，「沸點」亦曾與明愛專上學院KATSO
合作，創作「明沸青」短片，分享信仰冷知識。此外，「沸點」曾於2019年4月舉辦「A0
新媒體福音戰士」工作坊，邀請資深傳媒人歐建樑先生主講，教導拍片及剪片技巧，報名
反應熱烈。原定於2019年7月也會舉辦三日兩夜的媒體訓練營，但由於「反送中」修例運
動影響，報名人數不足，活動需要取消。

「沸點」部分受歡迎影片如下：
1. 《#青年年 GOGOGO》邀請公教藝人許紹雄參與，短片

於2月9日上載，共2,567讚好，427次分享，接觸用戶
達48,772。

2. 《#麥神問號夏主教（給青年的）真真真真心話！！》
邀請了夏主教於楊主教離世後接受訪問，共3,087讚好
、563次分享，接觸用戶達71,635。

3. 《夏主教哭了、我們也哭了》紀錄了夏主教於6月12日
晚上特別彌撒的講道內容，由於此講道內容能回應香
港當時的社會情況，得到各界的關注。共66,389讚好
、12302次分享，接觸用戶達1,048,363。

4. 《煲底下的法國人范偉樂神父》紀錄了范神父在立法
會門外對青年的分享，他以法國人的身份去看香港這
次反送中運動。共13,271讚好、2067次分享，接觸用
戶達315,588。

5. 《天主，祢在哪裡？》於7月13日由夏主教分享基督徒
應相信良知的力量，以及如何面對自己對於不公義的
忿怒。共7,379讚好，1364次分享，接觸用戶達147,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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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爆倒數聖召行

項目概況：
為提昇青年對聖召的認識和興趣，今屆發展組嘗試以嶄新形式舉辦聖召活動。「營爆倒
數聖召行」於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 日在聖神修院舉行，活動由聖神修院主辦，
本會、香港教區視聽中心及教區聖召委員會協辦，「沸點」作為籌備及推廣的主要平台
。整個活動分為兩部分 —— 12月31日下午先進行「聖召行」，邀請教友於不同地區前往
聖神修院，途中誦念玫瑰經，其中一條路線由大會安排，由夏志誠輔理主教連同部分教
友由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出發，步行至聖神修院，所有參與「聖召行」的教友於到達聖神
修院後一同參與戶外音樂祈禱會，過程中進行朝拜聖體及修道人見證分享，參加者亦可
自行於大聖堂進行修和聖事，完成後自行離去。音樂祈禱會由公教樂隊FreeUp Music負責
，分享者包括：張善導修女、馮苑菁修女及曾卓希修生；黃昏起進行「營爆倒數」部分
，參加者先在修院操場參與音樂祈禱會，及後參與四個工作坊（自製玫瑰唸珠工作坊」
、「《漫漫回家路》電影欣賞會」、「《營爆耶穌follower》」及「Circle painting藝術靈
修工作坊」）及見證分享，於深夜在修院操場紮營露宿，同晚更進行2018年首次「沸點
」直播節目「沸青Life & Live」，邀請多位修道人分享他們的聖召經歷。「音樂祈禱會」
及「倒數部分」也在沸點進行直播。「聖召行」約二百多人參與，「營爆倒數」約八十
人參與。

（四）《樂道》出版及音樂工作坊

項目概況：
為推廣公教樂隊音樂創作及鼓勵更多學校或團體於青年活動中
使用這些歌曲，發展組於2018年10月6日在天主教普照中學舉辦
了一次青年牧民工作者學習日「輕鬆活用宗教歌曲技巧」，當
天邀請了多隊公教樂隊協助，包括：AMDG、Corner Stone、
FreeUp Music、Prism Music，約60人出席。為配合此工作坊內容
的推廣，各樂隊主動提議製作配套，方便各界於青年活動中使
用他們的歌曲。《樂道》一書共收錄25首來自多個公教樂隊的
創作，書中附上USB一隻，收錄歌曲的音樂檔及歌詞。《樂道》
於10月6日學習日首次推出，參加者能以優惠價購買，正價為
200元正。此書亦曾於II區校長會進行推廣。原定2019年7月7日
為中學生再次舉辦上述活動，但由於「反送中」修例運動影響
，報名人數不足，活動需要取消。



（五）「三思而行」《DOCAT》青年社會訓導班及公開講座

項目概況：
此活動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於2019年7月至11月期間進行。訓導班主要對象是
18至35歲青年，內容包括一次《DOCAT》導讀、三個單元主題及一次總結聚會。訓導班共
15人報名參與。三個單元主題分別是：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及政治，各設一次出外體驗
及公開講座。整個活動邀請了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林榮鈞博士主持，並邀請了
許寶強博士、馬嶽博士及姚松炎博士擔任三次公開講座的嘉賓。活動仍在進行中。

（六）教會牧職學文憑課程

項目概況：
應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邀請，本會於2020年度「教會牧職學文憑課程」第二年課程，為學
員開辦「青年牧民專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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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3日於課程簡介會作介紹及宣傳，可惜由於報名人數
不足，本會將不會在2020年度開辦有關課程。

（七）合一活動2019

項目概況：
應伍維烈修士邀請，本會與聖公會一同舉辦合一青年活動。於2018年11月，共同商議合
辦植樹活動，最初計劃於2019年5月1日進行，但由於支援的機構未能於當天提供服務，
故此決定取消植樹活動而改為於9月28日至29日舉行「Ecu-Eco-Youth Retreat 青年合一生態
靈修退省」，天主教徒名額20個，現正進行招募，每位收費200元正。靈修退省將由歐洲
研究院表達藝術治療碩士生伍維烈修士及周卓煦小姐帶領。

（八）德國柏林與香港交流「Youth and Change 青年與轉變」

項目概況：
應德國柏林總主教區的邀請，本會安排香港青年代表前往柏林參與交流活動，與當地青
年一同分享生活信仰的經驗及所面對的挑戰。活動已於2019年7月20至30日進行，共9位
青年參加，由陸志浩神父負責領隊。是項交流活動將於下年度由柏林青年來港參與香港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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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免於恐懼的自由」祈禱會

項目概況：
本會於2019年6月19日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及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合辦「免於恐懼的
自由」祈禱會——為香港《逃犯條例》及中國宗教自由祈禱，地點在終審法院正門外空地
進行。當天祈禱會邀請了夏志誠輔理主教及資深傳媒人呂秉權先生作分享，出席人數眾
多，本會亦邀請多位青年協助領唱工作。

（十一）「燭照黑暗、看見真相」燭光遊行暨祈禱會

項目概況：
本會於2019年8月8日晚上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聖本篤堂關
社組及聖瑪加利大關社組合辦「燭照黑暗、看見真相」燭光遊行暨祈禱會。參加者先由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正門前空地集合，由陳志明神父分享，再沿半山前往終審法院正門
外空地進行祈禱會，當晚邀請了夏志誠輔理主教及天主教大專聯會周頌天同學進行分享
。出席人數眾多，參與者除青年外，也有成年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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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主我城」徹夜明供聖體

項目概況：
本會、沸點及聖母聖衣堂於2019年6月11日晚上八時至6月
12日上午八時，為香港局勢進行徹夜祈禱。當晚邀請了多
個青年團體協助，包括聖母聖衣堂青年、慈青、新界西南
總鐸區青年小組、青領友、DEY英文團體等，亦有個別青年
協助。完成整晚明供聖體後，以第二天早上平日彌撒作結
束。整個祈禱會有數百人參與。

（十二）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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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個計劃，我們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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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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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
本會於2018-2019年度，首先製作一套共十次聚會內容的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供對象為
初中的堂區和學校信仰小團體使用，以直接向堂區和學校提供支援，減輕有關青年領袖和
牧民工作者的工作量。適逢教區推動閱讀Docat中文版，因此，我們以《DOCAT》內的基礎
內容作為今年製作聚會材料的主題。
每次聚會時間大約為一小時，建議人數4-10人，內容大致上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
天氣報告，讓參加者在聚會開始時，先向小團體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若有關於上一次聚
會內容的分享，也會在第一部份處理。第二部份是主題內容，透過遊戲、短片、聖經分享
等等各類形式，帶出該次聚會主題。第三部份是彼此代禱，各成員均有機會講出一個希望
眾人為他祈禱的意向，集合眾人的意向，求主繼續帶領團體向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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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聚會材料更貼合實際需要，我們在2019年5月
至7月，跟兩間學校合作，分別是長沙灣天主教英文
中學和石籬天主教中學，由職員到校，運用聚會材
料第1至5次，親自帶領信仰小團體聚會，以達到試
驗聚會內容可行程度，並收集參與者的回饋。
總結試驗計劃情況，同學很喜歡聚會當中的「天氣
報告」和「彼此代禱」部份。前者能夠讓他們說出
自己的感覺和生活上的困難和挑戰，後者使他們深
刻地感受到團體成員之間的支持力量，使他們願意
向天主開放，把個人的祈禱意向開放。

綜合以上經驗，我們認為，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較為重要的，是團體內各成員之間的互動，
及使他們的活動連繫信仰。若信仰小團體不能做到這兩點，就會淪為單純的教理講授課程
，相反，若能做好以上兩點，再加上帶領者所準備的主題訊息，團體聚會便更有活力。

青少年牧民工作者靈修聚會：
2019年第一次青少年牧民工作者靈修聚會於5月4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於德望修院「恩樂之泉」靈修閣舉
行，與 “Art for God” 「藝術顯主榮」合作，邀請德詩
雅修女主持，讓參加者透過藝術進行靈修，主題為「
從藝術到祈禱」，名額25位。
活動在報名階段已告滿額，但是其中兩人因事，在活
動前數天，當職員進一步聯絡參加者確認活動細節時
，放棄名額，惟因距離活動時間太短，未能另外物色
候補參加者補上名額。因此，活動當日一共有參加者
23人、青委職員2人、視聽職員2人、“Art for God”義工
1人，加上德詩雅修女擔任講者。參加者當中絕大部份
都是在堂區的事奉或學校的工作帶領青少年信仰小團
體的領袖或牧民工作者。

是次聚會由德修女帶領，早上先講解藝術和信仰之間的聯繫，然後進行炭筆畫示範，再邀
請參加者以炭筆畫表達靈修經驗。在下午時段，德修女邀請參加者默想梅瑟遇見燃燒荊棘
的聖經片段，再將默想成果透過塑膠彩表達出來，最後進行反省及分享。
根據參加者的問卷回覆，是次靈修聚會都非常能幫助他們的個人靈修，而且也能支持他們
繼續在堂區或學校帶領青少年信仰小團體。此外，他們大多表示希望繼續舉辦這類靈修聚
會。



參加者的話︰
「謝謝你們給我一次與主一起創作的經驗，給我走出舒適圈的嘗試，今天實現了我很多的
第一次。」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an inspir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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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牧民工作者交流會（與學校組合作）：
發展組分別於1月29日和4月9日，與學校組合作，於這兩次「校牧聚會」舉行青少年牧民
工作者交流會。（詳情參閱學校組報告，以下列出發展組在是次交流會對信仰小團體的工
作重點）
於1月29日，我們於聚會上介紹當時編寫中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聚會材料」，包括聚會
材料整體目的，和其中一些聚會資料，並誠邀在場牧民工作者成為合作單位，參與聚會材
料試驗計劃。經後來整理問卷後得出的回應，有10位來自不同中學的牧民工作者表示有興
趣參與試驗計劃，經過了解各校推行信仰小團體的經驗、參與學生背景等等，最終選定長
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和石籬天主教中學。
4月9日的聚會內容集中探討在學校推行信仰小團體的可能性和考慮的因素。經過當日聚會
嘉賓「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的帶領後，職員帶動在場參加者進行分組討論，集中
討論在校內推行信仰小團體的注意事項，例如︰在校內需要甚麼人手推動小團體、學校的
理想小團體聚會應多久聚會一次、老師和牧民工作者在信仰小團體內的角色、建立小團體
的困難和挑戰、吸引學生參加的因素等等。
有關分組討論內容，已由職員收集及整理，將有助了解各校情況，長遠將有助訂立適合香
港現況的青少年信仰小團體指引。



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主內的弟兄姊妹，轉眼間我已出任委員四年了。過去這四年，對於我這剛晉鐸七年的
「年輕神父」來說，時間的確不短。在這兩屆任期裡，我由一個組員，搖身一變成為
堂鐸組組長，經歷的轉變非筆墨所能形容，投放人力去履行各項服務，聆聽青年代表
的需要，更要就總鐸區發展作出前瞻的計劃。看來談何容易，但藉天主助佑，各成員
通力合作，善用天主賦予的塔冷通，我們成就衪的事業。

首先，藉這機會多謝去屆的堂鐸組成員，因著你們積極參與，各抒己見，幫助小組策
劃及安排不同形式的活動，更能回應青年的需要。同時，我亦想借這機會多謝新的委
員和組員，因為你們在繁忙的生活中，仍願意抽出寶貴的時間加入，為堂區及總鐸區
青年牧民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綜合而言，過去一屆成員同心合意聚焦於三個層面的發展，而當中也為我們帶來一些
實質的成果。這三個層面發展，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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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人深信藉著過去一屆各成員的努力和付出，為今屆的發展打好穩健的基礎。
讓我們一起努力以祈禱及參與，為堂區及總鐸區的青年牧民發展，注入重要的一分力
。「We are one body」，讓我們一起在青年牧民發展上一同愈顯主榮，因為我們是「
One body in Christ」。

組長：麥英健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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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青年的牧民需要，我們為堂區和總鐸區的青年，提供了不少持續培育及交流信仰的
項目，包括：

•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及青領友，並藉此兩個項目為青年領袖舉行青年牧民工作
坊

• 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及總鐸區青年小組
• 與英語青年團體（Diocesan English Youth）領袖聯繫及同行
• 分享和推廣《YOUCAT》和《DOCAT》的聚會
• 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

除此以外，我們這屆堂鐸組對以下一些項目作了特別關注和發展：
(1) 增加組內成員人數：我們深信「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只要願意廣納不同意見，我

們的計劃和服務才更能回應青年人的需要。因此從上屆起，本組嘗試從八個不同總鐸
區內邀請一些具有青年牧民經驗，或熟悉該總鐸區的青年代表成為我們的組員，好讓
他們能夠將不同堂區或總鐸區青年的聲音帶入小組中。同時這些小組成員的加入，也
為將來能找到合適的委員，而成為不可或缺的來源。在新一屆的新委員中，正是有一
位來自去屆的組員，這好讓我們體現到增加組員的需要。

(2) 創設跨總鐸區的青年聚會：以往不少堂區內的青年代表，總是由於人數不多，堂區神
父支持不足而感到孤掌難鳴。過去一屆，在農曆新年期間，我們舉辦了跨總鐸區青年
聚會，是近二十年來的首次。我們舉辦了這個青年聚會正好鼓勵及讓各總鐸區內的青
年代表知道，在青年牧民發展中他們非單打獨鬥，因為各區的青年代表以及青委的弟
兄姊妹正與他們並肩前進。而在當日總鐸區的青年聚會中，青年代表也向夏志誠輔理
主教表達出他們對教區或神長們在支持青年牧民方面的渴望，好使大家達致一份坦承
的溝通。而我們在收集有關意見後，亦綜合了當日的一些重點，期盼將這些豐碩的成
果（意見）轉達到各本堂的手中，使青年牧民發展能夠水到渠成。

(3) 開展中九龍總鐸區「專責團隊」的試點計劃：這個試點計劃由上一屆開始，按各總鐸
區的發展情況而選定了先從中九龍總鐸區作為試點對象。開展時，先用了一年時間探
訪區內各神父（包括總鐸及各本堂神父），就這個計劃收集他們寶貴的意見。另一方
面，「專責團隊」的工作小組又從堂區方面著手，物色願意加入的青年代表，一起商
討一些定期聯繫活動及服務，從而令總鐸區青年小組趨向成熟穩定。其後第二年，我
們嘗試聯絡區內的天主教中學及安排跨學校的公教老師及牧民工作者聚會，深信彼此
在校內推動公教教育的經驗，是我們應該珍視的資源。如何能夠做到資源共享，實在
有賴彼此定期連繫，而這份定期連繫的目標，是指向他日進一步合作（例如:聯校的信
仰培育日，聯校的天主教同學會幹事聚會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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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一）跨總鐸區聚會

項目概況：
為聚集各總鐸區的青年代表，交流總鐸區及堂區青年牧民現況，並為鼓 勵他們，委員會
首次舉辦了跨總鐸區聚會。除了青年的交流外，亦邀請了主教親身蒞臨聆聽他們的需要。

以下是當日小組討論內容部份摘要：

•青委可做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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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各人亦積極就一些青年牧民的關注表達意見，特別在對於堂區青年牧民的期望上，
直接與主教交流。其中有以下的看法和建議，特別值得跟進和留意：

•堂區要設有受薪的青年牧民幹事，推動青年牧民；

•青年牧民的神師很重要的，可以讓青年感到真心的關愛；

•建立青年牧民的傳統（例如一年一度舉行「跨總鐸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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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各總鐸區青年繼續彼此代禱和支持，當日每個堂區配對了另一個總鐸區的堂區，希望
讓青年代表和堂區青年一起，為另一個堂區的青年牧民祈禱和持續交流。

參加者的話：

•「實在很少會讓我們青年去講『青年人的青年牧民』，這次聚會的參加者有些雖然是第
一次見面，但已經有同行的感覺。我覺得這使後來無論在總鐸區或整個教區，都可以促進
更實質的支援，例如請牧民議會與青年對話等。」

（二）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青領培育）

項目概況：
我們相信每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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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願委身具創意的福音使者。透過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青領培育），我們按部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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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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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十屆委員會開展了「青領培育」之後，我們現由6月下旬開始宣傳第五期的培育，而
他們將於2019年11月開始接受培育。而過去四期培育及相關聚會已有近一百人參與其中，
參加者年齡由20-40歲。這些青年來自港九新界八個總鐸區，52個堂區中的32個，其中來
自港島東及新界東北總鐸區的最多，分別有22及15人。
在第四期（2017-2018年度）的培育中，參加者被分為5個同行小組，每組有兩位同行者陪
伴參加者於聚會中一起分享、交流，並在首兩個階段培育旅程中同行。本屆亦開辦了第三
階段「回應」的培育（2018-2019年度），他們將於本屆委員會的會務報告大會中接受結
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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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以前覺得自己已算是一個很好的青年領袖。開始課程，才知自己是井底之蛙。現在我
改變了許多，儘管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培育讓我不斷與人與主相遇。課程雖完，青
領精神卻沒完，我會繼續與其他青年一起互相支持同行。」（第三期「青領培育」參加
者潘薷湘）

(三) 青領友

項目概況：
早在第九屆委員會討論開展「青領培育」的同時，為配合委員會「推動青年小團體發展
」這方向，主席及委員已經著意推動組織一個跨堂區的青年領袖團體，希望藉此能加強
對堂區青年領袖的支持，在他們接受培育後繼續實踐其青年牧民的使命。而「青領友」
（Catholic Leaders of Youth）在上屆委員會終於正式制定會章及選出幹事，並由夏志誠輔
理主教見證及派遣下開始他們的服務。以下為青領友的宗旨：
作為基督徒青年領袖，我們遇見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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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屆幹事即將於本年（2019年）12月31日卸任，而新一屆幹事已於9月15日（第十三屆委
員會任期內）的青領友會員大會中，由麥冠達神父見證下選出，名單如下：林耀棕、蔡
倩瑜、汪鴻賜、王以恩、林正陽、鄧詩詩，並逐一為他們覆手祝福。新幹事將於2020年1
月1日履任。

過去兩年，為培育青年領袖，「青領友」舉辦了不少活動和青年牧民工作坊。以下為部
份活動：「沒有祢，我甚麼都不是」鹽田梓朝聖、喜樂舍愛德服務、每月靈修、退省營
、「圓缺」和「陰晴」聖召工作坊、「CONNECT」工作坊等。另外，青領友幹事及成員
，亦一直積極參與總鐸區青年小組會議，協助籌備在港世青及教區青年節等。期間亦曾
受邀在香港天主教基督徒團體聯會的週年大會上分享。

參加者的話：
「很高興這兩年可以成為幹事，雖少不免有開心和不開心的事，但透過這些事，我學習
了放下自己，去愛他們，與人修補關係，重新開始，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學習……
希望以後可把在這裏的精神和得著帶回各自團體當中。」（青領友幹事Carmen Ko）

（四）青年牧民工作坊

項目概況：
為支援堂區青年領袖及同行者，並為他們提供同行的經歷和體驗，並幫助青年了解如何
在個人和信仰上成長，及進一步在堂區實踐青年牧民，本屆特別舉行了兩個青年牧民工
作坊，促進他們對青年牧民的認識和交流：

「青聆靈」工作坊及「同行者」工作坊，此兩次工作坊的主要對象是青領友及DEY的青年
領袖。

「青聆靈」工作坊由兩位在輔導及心理學的專家負責，而且他們工作對象亦是與青年有
關。聚會中主要透過遊戲和活動，讓青年領袖認識自己，從而學習以這些方式在青年團
體中讓青年認識自己。參加者都很投入參與，分享深度遠超預期，讓大家真誠面對自己
，並學習如何聆聽。在工作坊中，參加者亦透過體驗活動，認識了在青年時期心理上有
可能面對的問題，以及作為堂區青年領袖面對和聆聽青年的心態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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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工作坊由資深信仰小團體的培育者負責，透過這個工作坊，讓青年領袖認識
更多作為青年同行者的心態、原則，認識如何藉自己與主加深關係，去加強自己與青年
的關係。同行者培育工作坊，加強青年領袖作為同行者的靈修。

參加者的話：

「信仰成長與自我認識是有關的，人的成長實在也是信仰培育的一部份。我唯有成為一
個心靈自由的人，才能夠自由地回應召叫。我亦反思到自己和青年之間的關係，了解更
多與青年的溝通方法，注意不同成長階段的青年人，有不同的溝通需要，以及相應的聆
聽技巧。」

（五） 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及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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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總鐸區現況，與青年牧民小組制訂年度計劃。

過去兩年，因應社會事件和青年關注的議題，夏志誠輔理主教分別到訪不同總鐸區，與
青年領袖、堂區青年、神師交流。交流的題目包括：青年對同性戀、同性婚姻、性別認
同等議題所面對的情況或處境，堂區青年培育上所關注的事項和困難，政經現況對青年
培育的挑戰與影響，青年在堂區議會或教區委員的參與程度，中梵關係和主教任命等。
夏主教除以深入淺出和互動形式與青年交流外，亦鼓勵領袖積極地讓青年跟耶穌拉上關
係。

而因應聖若瑟堂青年陳卓羚代表香港出席世界主教會議前期會議，在她赴會前，特別邀
請了她與青年代表交流和探討他們與教會的關係：教會為青年是什麼，希望教會為青年
做什麼，教會如何幫助青年找尋方向，自己有什麼可為教會去做等。與會青年均踴躍表
達他們的看法，各人分享十分豐富。
而經過多年努力，各總鐸區現已有至少一位司鐸特別專責和關心青年牧民，有部份青年
牧民小組仍有待發展，以及舉行定期會議交流各堂區情況，讓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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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的話：

「在總鐸區青年小組中，可以與不同堂區青年領袖交流自己的經驗，而且在青年牧民路
上作彼此鼓勵，並善用大家堂區的資源，讓青年可以更開闊眼界，並投入教會多元化的
信仰團體生活中，更有信心去面對社會不同的衝擊。」（總鐸區青年牧民小組堂區青年
代表）

（六）DEY (Diocesan English Youth)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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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017 and 2018. The late Bishop Michael Yeung joined the "Holympics" and celebrate 
with the youth.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e have continued to bring our Monthly Eucharist 
Adoration and Taize nights to the young adults of Hong Kong. In 2018, the core members have 
visited youth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parish and talked about their youth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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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ignificant event in DEY history was the first ever Youth Ministers' Meeting, in which we 
invited a number of youth ministers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parishes to come together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he struggles and needs of youth ministry.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re 
needs to be more support for small-parish based youth groups as well as a platform for Youth 
Ministers to be spiritual nourished and supported.

And the DEY Youth Ministers meeting has been held on November. More than 25 youth leaders 
from 10 communities or movements attended. We have discussed how the DEY facilitate as a 
platform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on youth ministry.

參加者的話：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your work will bear fruit,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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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Y core member)

（七）分享和推廣《YOUCAT》和《DOCAT》的聚會（You.C.C. 及 DoDOCAT）

項目概況：
由2017年開始，分享《YOUCAT》的聚會，轉變為「DoDOCAT聚會」（意即「活出教會的
訓導」），希望參與者除分享外，亦能在生活中實踐。在首年，由一班核心參加者參考
《DOCAT研讀手冊》的主題和內容，每月揀選一個題目，按《DOCAT》及《YOUCAT》的
條文作分享，並探討在怎樣作出回應，將基督的愛帶給近人。

到了2018年，聚會除開放給現有聯繫的青年外，亦於網上平台，由既有參加者邀請朋友
參加，希望參加者持續參與。除此以外，本年DoDOCAT聚會不再以研讀各章課題為主，
而以最近的時事為出發點，再配以《DOCAT》的題目作反省和分享，並在每次聚會結束
前，討論大家的回應行動。

1月：浸大事件：自由
2月：戴耀廷台灣論壇：政治倫理
3月：合法主教讓位：遵從良心
4月：「自殺膠囊」：決定何時死？
5月：爭取民主（參與六四彌撒）
6月：美國難民政策：該如何對待移民
7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8月：土地大辯論
9月：宗教自由
10月：人單獨不好
11月：好好生活

另外，在2019年，我們到了一些堂區以《YOUCAT》和《DOCAT》進行了青年領袖培育或
大專及職青聚會。對於「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我們在6月3日起開始「
DoDOCAT special」聚會，與參加者一起分享教會的觀點。

現仍有《YouCat》研讀手冊於辦事處出售，而《YOUCAT》和《DOCAT》已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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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的話：
"Thank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host. It’s a really good chance for me to reflecting the social 
movement recently happened in Hong Kong. The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input on 
DOCAT make me think more and deeper than only think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point of view to 
myself. I would like to join more gathering like the DoDOCAT and transform into action." (Angel 
Wong – a participant of the DoDOCAT special gathering, 2019)

（八）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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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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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世界主教會議，2018年主題將定為「年輕人、信仰與聖召辨明」（Young People, 
the Faith and Vocational Discernment）；而2019年則配合教區青年年，主題定為「實．信．
青年」（Practice, Faith, Youth）。除了香港的神師外，其中亦有由非華人神師，如泰澤修
士、德詩雅修女等擔任神師，以英語帶領避靜。

參加者的話：
「我很珍惜每月在信心在人間的時間，特別是個人靜思和與神師見面時，可以完全在靈性
的氛圍下，思考平日沒時間去想的但很重要的事。另外，共融祈禱的短頌亦令我把自己交
託於主，並使我感到上主的恩賜。」（信心在人間參加者）

（九）發展總鐸區青年牧民專責團隊計劃

項目概況：
承接上屆委員會「建設小團體」及「堂校合作」的方向，本屆延續去屆的計劃：發展總鐸
區專責青年團隊，並得各組員的支持。而組長及職員亦在總鐸區層面與其他神父分享有關
計劃，讓各堂區神父更清楚了解有關計劃的目的和詳情，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其後考慮了
各方面的因素和條件後，選定了中九龍總鐸區發展總鐸區青年牧民專責團隊計劃。

小組成員麥英健神父、李運英小姐和羅偉聰先生先生與該區總鐸周偉文神父，以及其他青
年神師見面，解釋計劃的詳情，並交流意見。然後又聯絡該區相關的學校校長、宗教科老
師、牧民工作者徵詢他們對此計劃的意見。此後，小組請周偉文神父以總鐸名義正式發函
，邀請總鐸區內天主教學校的牧民工作者、宗教科或宗教活動主任，出席「中九龍總鐸區
青年牧民發展會議」。最終，首次會議於2019年3月29日舉行，除了來自區內天主教學校
的與會者外，總鐸區內三位青年神師亦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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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各人分享了學校和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的情況，另外，亦邀請了各校積極推介學生參與
總鐸區內的跨堂區活動，如小耶穌生日派對、Giving Tree、新年年宵、四旬期朝聖露營等。
另外，各人亦贊同有需要持續交流及互通各學校及堂區青年情況，並發展青年牧民網絡，
大約三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交流。

（十）與跨範疇組聯合會議（聯合會議）

項目概況：
為照顧初中、高中，以至大專青年的培育需要，本組與跨範疇組成員於本屆期間舉行了多
次聯合會議，商討有關的培育項目。各成員均認為高中至大專青年的需要是同行和陪伴，
避免他們靈性乾枯。為初中的青年，可以幫助堂區設立類似「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
buddy system」，讓青年可以在堂區與青年領袖建立密切關係，得到一些較年長青年的陪伴
和經驗分享，並有助堂區青年建立歸屬感。成員對於教區牧民指引調低領受堅振聖事的年
齡，亦關注到聖事後的青少年培育發展等。

期間，兩組成員亦與麥冠達神父交流了兩組提出的培育建議，另外亦向梁偉才神父請教一
些關於教育和青年領袖培育的理念和建議。另外，因應發展組新增的「發展青年信仰小團
體（三年計劃）」，當中與「聯合會議」中所提及照顧初中至大專青年的培育需要的一些
建議有所重疊，因此特別舉行了一次會議澄清各組之間需要照顧的範疇。

其後，「聯合會議」將專責堂區青年領袖及牧民工作者交流會（跨總鐸區聚會）及「三年
計劃」以外的培育工作，如主日學導師與「青年導師」的意見收集和培育、青少年的導師
與家長的聚焦小組，以及搜集各堂區青年聚會資料等。另外，會跟進小四至小六「主日學
新課程」，以及各堂區堅振分齡人數等資料。

（十一） 其他

• 青年朝拜聖體：

夏主教建議推動青年積極參與朝拜聖體，因此在教區內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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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制作海報向青年宣傳
，並邀請青年團體去參與。

2019年首兩次宣傳，分別聯絡了聖瑪加利大堂、聖本篤堂及聖母無玷之心堂的神父，並取
得他們的同意，以他們的每月朝拜聖體，與本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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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堂區青年年講座：

有堂區希望藉教區青年年提高教友對青年牧民的了解，邀請委員會派員到堂區舉行講座。
講座主題為「天主看了，認為樣樣都很好」，內容主要是講解青少年時期的心理發展，以
及成人認識青少年的心態，以及用創世紀1章31節的聖經來反省。講座對象包括堂區議會幹
事、主日學導師及家長、培育組、堂家組及福傳組成員等。

於部份堂區除進行講座外，更有進行一些活動及小組分享，讓參加者體驗一下「讚賞」的
優點，以及與堂區議會幹事和堂區關心青年牧民的核心成員，進行座談會，簡單分享該堂
之青年牧民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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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

在跨範疇組四年了，第二個任期也終於完結。回想最初成為青委委員，落腳在
本組，甚麼概念都沒有。在職員李珮思的幫助，還有其他組員的共同努力下，
才漸漸上手，勉強能應付如潮浪般的活動和相關的籌備工作。

在這一任期內，我們組除了繼續以往的活動，例如備受各方支持的世青（包括
世青教區團和「在港世青」）、教區青年節、撒慕爾營（營會和營後每月一次
的聚會）、青委之友（朝聖、工作坊、元朗愛心飯局、《公教報》專欄）外，
也嘗試去關心青年的特別需要，並透過籌劃新的計劃去彌補相關的不足之處—
—例如編輯「青少年活動及慕道班資訊」，以及與堂鐸組為堂區慕道班小導師
的培育開展討論和計劃工作。

要離任了。過去幾年，會議不斷，除了每兩個月的委員會大會，還有每月一次
的小組會和幹事會，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籌備會議，更不用說全組全力以赴的
「瞓身落水」搞活動，一切一切都令我驚嘆自己的體力和精神竟能足以應付這
龐大的工作量。組員、職員的投入和付出，跟阿思有商有量的合作，參加者滿
足的笑容，都讓我銘記一生。感謝天主安排了幾位神長來指導、幫助、安慰我
們，使得我們在制定方向和計劃後能努力朝目標奮進。希望我們所作的，都是
對青年有益，而又是合乎天主心意的。

組長：嚴至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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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一）第三十四屆普世青年節(WYD)

項目概況：

當屆世青於2019年1月在中美洲巴拿馬舉行。香港教區共有3個團體，連同個別報名的參
加者及義工，約40人參與。本會主辦的教區團共有29人參加，除了為教區團的青年提供
培育活動外，亦有舉辦在港世青慶祝活動，讓未能參與國際聚會的青年及教友參與。世
青教區團及在港世青分別由世青團籌委和跨範疇小組籌備。

30

世青教區團：
教區世青團的世青朝聖之旅於2019年1月12日至30日進行。教
區團共有31人報名，但最後有兩名團員因私人理由退出。出
發前共有四次培育聚會，亦分成不同的功能小組準備行程有
關的工作。本會亦於2019年1月6日邀請了夏志誠輔理主教為
世青參加者舉行派遣禮。

由於主辦當地是一個小國，大會鼓勵各地除了到巴拿
馬參與「教區體驗日」，也可自行聯繫鄰國的教區。
因此，教區團在墨西哥外方傳教會的協助下安排在世
青會期前(即1月12至20日)往墨西哥城及瓜達拉哈拉市
避靜及朝聖。
到了世青會期時(1月20至28日)，教區團得到當地華人
教會團體的接待，入住當地家庭。團員劉穎芝亦獲安
排成立五位迎接教宗的青年代表之一。

教區團於1月30日下午順利回港後，夏志誠輔理主教亦有
到機場接機。教區團於2月17日舉行世青後培育活動，有
九成團友出席。另外，綠識傳人聯絡青委，邀請世青參加
者分享世青的得著及本屆世青實踐環保的情況。最後，教
區團有團員郭靄婷會參與聚會。另外，大會義工參加者羅
宏達也會出席。

世青教區團籌委包括︰麥冠達神父 (主席)、陸志浩神父
、李慧妍、莫靜儀(執行秘書)、李珮思(留港職員)。組長
包括︰林海暉、庾健溢、陳慧琳、王翠怡。

夏主教派遣世青參加者及義工。

教區團探訪墨西哥外方傳教會的修院。

世青閉幕彌撒大合照。

世青後培育聚會拍攝賀年短片予接待堂區。



日期 活動 地點 協辦單位

1月19日(六)
下午2至6時

For Greater Glory 
《聖靈守護》電影分享

教區中心九樓 教區視聽中心

1月24日(四)
晚上7至10時

泰澤祈禱會 聖母聖衣堂
泰澤同鄉、 DEY、
香港獻主會青年

1月25日(五)
晚上7至10時

藝術靈修工作坊
聖瑪加利大堂

禮堂
伍維烈修士、
周煦卓小姐

1月26日(六)
下午2至7時

迷你世青青年聚會 高主教書院禮堂
青領友、DEY

香港獻主會青年

1月26日(六)
晚上8時

感恩祭
聖母無原罪
主教座堂

DEY、輔祭聯會、
Good News Singers 

1月27日(日)
晚上7至10時

Fiat LK138音樂晚會
聖瑪加利大堂

禮堂

FreeUp Music、DEY、
MOS聖方濟堂樂隊、

SMC Youth Band、
思定劇社、FreeDance

Crew

雖然報名人數稍遜預期，但除了電影欣賞活動外，其餘活動都有臨場報名及參與的情況
。整個在港世青活動共有約600人次參加，各項活動的報及及出席人數如下︰

活動 報名人數 出席人數 英語團體人數

電影欣賞 30 13 2

泰澤祈禱會 60 90+ 10+

工作坊 25 25 1

迷你世青 60 120+ (包括義工) 8

感恩祭 50 190+ 10+

音樂晚會 45 160+ 10

由於今屆世青舉辦的時間並非於暑期舉行，對於宣傳活動及青年參與亦會有所影響，小
組認為最後有近六百人次參與仍算可接受。此外，有青年對世青活動需要收費感困惑，
亦會令有經濟困難的青年卻步。小組表示理解有關意見，未來亦會向委員會反映參加者
需負責一半費用的財政指引。
此外，小組認為今屆在港世青能與不同的青年團體與單位一同合辦活動也是一個好開始
，並期望未來的活動有更多不同團體的合作和聯繫。小組藉此再次感謝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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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世青：
在港世青活動於2018月份開始準備，由跨範疇小組邀請了多個青年團體一同參與籌辦。
為回應意見指希望教區大型青年培育活動不只有營會(兩日一夜/三日兩夜的營會)，讓需
要返工/返學的青年都能參加。因此本屆在港世青嘗試參考大會會期每日有不同的活動舉
辦，供青年按自己的情況於那一星期中自由選擇合適的活動來參加。各項活動如下︰



（二）教區青年節(DYD)

項目概況：
跟隨上屆委員會(2016及17年)的指示，第十一屆委員會分別因有普世青年節及亞洲青年節
，而停辦了教區青年節。停辦了兩年，2018年的DYD按參加者的意見以兩日一夜的營會形
式來舉辦。此外，小組亦配合世青主題於2018年準備了新一本以聖母及玫瑰經為主題的
《朝聖護照》。

朝聖護照—帶著玫瑰去朝聖：
為配合第三十二屆及第三十四屆普世青年節，小組更新了教區青年節的《朝聖護照》加
入了玫瑰經的資訊，鼓勵青年人學習聖母瑪利亞如何成就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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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敢營」：
教區青年節作為一個本地的普世青年節的慶祝活動，
除了分享、學習和交流世青訊息外，亦要具備讓教區
青年相聚，一同分享基督徒喜樂和展現青年的活力。
本年度活動以兩日一夜的夏令營的形式進行，有遊戲
、分享、晚會歌舞、祈禱、工作坊及彌撒。

營會於2018年7月14至15日於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舉
行。由於場地所限，籌委亦於7月14日借用了聖本篤堂
及於7月15日借用了明愛專上學院來舉行活動及感恩祭
。參與的人數尚算達標，共有95名參加者及40名義工
及工作人員留宿，另有10名參加者報名參加日營，及
近三十名義工參與部份活動。連同神師及嘉賓，合共
近一百八十人參加活動。

檢討：
由於上一屆將活動定於15至35歲，但招募情況不理想。所以今屆將對象年齡降低了，亦
希望讓初中生也可參與更多教區青年活動以減少所謂”斷層”。最後，參加者的年齡層有三
成半屬12至14歲﹔三成半是15至18歲及三成是18至35歲的參加者，而義工主要是18至35
歲之間。由此可見，中學生對營會的需求較高。但有意見指培育成份不夠，祈禱經驗也
不夠深刻，而學生參加者則希望活動更動態、更好玩和更多交流。反映了不同年齡層的
青年的信仰表達和需要也有差異。

總括而言，籌委同意隔一年、兩年才辦一次教區青年節的效果不夠理想。因為大家難以
預期什麼時候會舉行。夏主教亦請青委考慮每年舉辦教區青年節，但可因應人力物力，
安排舉辦日營或宿營。如︰有世青、亞青便只舉辦一天的聚會，沒有世青、亞青便可舉
辦營會。亦可考慮於聖枝主日/另選一天作世青訊息分享聚會，作為培育青年組神師、青
年牧民工作者及DYD義工的活動，讓各層次的青年團體/組織也可有一同以世青訊息作培
育。



2019「涼之市集」：
原定活動於2019年7月20至21日舉行，及後委員會認為活動與另一聖體大會活動撞期，建議
改期舉行。因此活動改於10月5日舉行。考慮到2018年教區青年節檢討後的建議，2019不舉
行營會，改以社區福傳活動形式進行，以回應楊主教訂立的「實信青年年」。
2019年的教區青年節名為「涼之市集」，將會在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於觀塘海濱道Vessel
發現號舉行。節目包括︰攤位、手作、遊戲、美食、短片放映、工作坊、樂隊及舞蹈表演、
真人圖書館、音樂祈禱會。
是次教區青年節的培育和福傳重點包括︰1) 向參加者說明良知是天主賜給世人的恩賜。人
人都有良心，而聖神會住在我們的良心中，引導良心﹔2) 鼓勵青年成為社會的良心，好好
培育自己的良知﹔跟隨良心而行，可見聖神的果實。至於對於未有信仰的參加者，福傳重點
在於讓他們認識︰1) 教會願意與香港同行﹔2) 教會重視青年的良心培育及實踐﹔3) 呼籲眾
人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天主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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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團體包括︰
鹽光保育中心、天主教普照中學、聖母無玷聖心書
院、聖愛德華堂青年組、聖老楞佐堂青年組、青領
友、基督青年行、Tablelization、Boyz Reborn、聖路
加藝術協會、撒慕爾同學會、DOCAT研習小組、方
濟騎士團、Y Multi、Corner Stone、FreeUp Music、
FreeDance Crew、荔景天主教中學、墨西哥外方傳
教會

（三） 撒慕爾營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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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9年
日期 2018年3月3至4日 2017年5月4至5日
地點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貢戶外訓練營 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

學校報名 6 3
堂區報名 3 2
自行報名 2 4
參與人數 90 42
跟進活動 1) 元朗義工服務 2) 聆風樂禱 1) 赤柱朝聖 2) 工作坊及聚會

跟進出席比率 50% 40%



2018年度營會：
小組在活動檢討和反思中認為營會給予了青少年緊迫生活中喘息的空間，中學生們對能
夠拓寬生活和社交圈子感到興奮，十分投入遊戲和活動。這反映出他們的日常或許缺乏
在團體中遊戲玩樂的時間和機會。此外，活動對象為初中生，因此未來的活動設計上仍
要以動態為主，以回應「玩」也是青少年的權利，我們須繼續讓他們在遊戲和活動中認
識團體中的自己，從經驗中整理和發掘自己的特質、長處及需要改善之處。至於靜態的
祈禱與反思
時間中，建議需以簡單直接訊息宜來傳遞訊息。

2018年籌委成員包括︰Francis Lai、Christine、何禮豫、洪采蕎、陳煜峰、王以恩、黎曉瑜
、嚴至誠、李珮思(職員)

組長及義工包括︰Angus Lau、Anthony、Ceci、Christine、Emily Chan、Eric Lo、Florence、
Janet Law、Jenny Pao、Joan Chan、Kinson Cheung、Lydia Leung、Patrick Lee、Peter Chung
、Rosemary Cheung、Sabina Lee、William Shek、Winnie Li、周祉承、林耀棕、吳思穎、翁
仕錚

2019年度營會：
2019年營會因2019年的1月有在港世青，活動改回5月舉行但由於五至六月臨近中學及大
學考試期，招募參加者及義工都有困難，參與人數大受影響。但當中不少參加者來自行
報名及朋友轉介報名的，投入程度較過往兩年更高，大部份參加者屬中三或以上亦令能
分享和反思。雖然人數大減，但氣氛更好。為配合青委的建立小團體的大方向，在營會
後的四次聚會中都有參加者繼續出席，亦有組員自行邀約活動。

2019年籌委成員包括︰
馮坤慧、陳煜峰、王以恩、黎曉瑜、嚴至誠、陸志浩神父、李珮思(職員)
組長及義工包括︰Ambrose Ng、Andrew Tsang、Asley Tsui、Catherine Cheung、Constance 
Wong、Daniel Tse、Janet Law、Jenny Pao、Patrick Lee、 Sara Mui、Vera Lee、Winnie Li、吳
思穎、周祉承、張纓紅、劉梓軒

檢討︰
兩年的營會都有以問卷收集參加者對營會的意見。參加者喜歡營會的培育目標及各項營
會活動。他們表示如未來再舉辦撒慕爾營，有六成人表示他們願意做義工協助營會;八成
半人表示會推介活動給自己的朋友參加﹔亦有五成參加者留下聯絡希望接受青委的活動
資訊。此外，小組亦建議未來可將營會推廣到不同的堂區或總鐸舉舉辦，令小團體的建
立能以堂區或總鐸區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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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委之友

項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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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報「這一代人」專欄：
是項專欄是「青委之友」關注青年牧民工作的朋友及青年本人分享青年的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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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及19年
邀請不同的青年團體執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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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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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十一屆起小組嘗試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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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曾舉辦兩節玫瑰唸珠工作坊，亦正嘗試應堂區協助
舉辦玫瑰念珠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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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像畫工作坊於2017年11月4日順利完成
• 玫瑰唸珠工作坊 (獲堂區邀請合作) 

• 於2018年5月12日到屯門贖世主堂
• 於2018年10月14日及21日到聖博德堂

• 藍曬工作坊於2019年8月24日順利完成

帶著玫瑰去朝聖：
配合新一版《朝聖護照》，青委之友舉辦了兩次朝聖活動，到以聖母有關的堂區朝聖
• 於2018年10月17日到南丫島露德聖母小堂朝聖
• 於2019年5月11日到赤柱聖亞納堂朝聖

元朗愛心飯局：
協助招募義工參與每兩個月一次由元朗堂區舉辦的愛心飯局，服務滯港難民或居港的少
數族裔。舉辦日期如下︰

義工人數 服務對象人數
12/1/2018 20 約100人
11/3/2018 20 約100人
13/5/2018 10 約70人
8/7/2018 10 約70人

（四）週年義工聚會

項目概況：
2017年起，小組擴闊了是項聚會的邀請對象，除了青委活動的義工，也包括協助推動教
區青年牧民工作的單位和朋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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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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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週年義工聚會：
2018年1月28日於白石燒烤場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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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車比賽。第二部份是傍晚在海邊舉行戶
外彌撒，由夏志誠輔理主教主禮。最後環節是團年燒烤。席間除了有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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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活動有近八十名青年及友好參與
。



2019年週年義工聚會：
2019年的聚會於2019年2月24日舉行，地點在北角的私人音樂表演場地。聚會的前半部與
堂鐸組合作舉行了跨總鐸區聚會。黃昏時則由夏主教及麥英健神父帶領晚禱。晚上有自
助餐及慶祝遊戲、抽獎及表演活動。當中邀請了FreeUp Music、FreeDance Crew 及「打機
公會」來分享及表演。是次聚會有110人出席。

（五）青少年活動及慕道班資訊

項目概況：
有見近年在堂區接觸到的青少年越來越少，青年組或青少年善會舉辦的活動的參加人數也
有下滑的情況。小組希望透過收集天主教香港教區內各堂區、總鐸區、教區機構、平信徒
團體等為青少年所舉辦的活動資料編輯成資料冊，讓青少年牧民工作者、教友、青年及天
主教學校的學生等更容易掌握教會活動的資訊，以安排他們的時間和參與程度。
小組於2019年6月印刷了第一季資料並設立了Act4Youths.net網頁。網頁中我們會以五大主
題來分類，活動亦會以總鐸區及地區來標示，如果活動並非由堂區或總鐸區舉辦，則以活
動舉行的地點來標示，讓青年和讀者更容易找到他們想要的資料。活動的主題如下︰
(1)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 (2)信仰培育和慕道班; (3)靈修與禮儀; (4)康體運動; (5)文化藝術及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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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其他工作

• 堂區關社支援小組：本會聯同其他教區機構一起參與《堂區關社支援小組》工作，在
會議上分享各堂區推動關社活動的近況及共同籌辦不同的支援項目。

• 教區教友延續培育委員會：協調及推動教區內的培育工作。過去兩年，委員會代表主
要參與的工作是新教友培育課程，於試點堂區（聖十字架堂）推行。

• FABC-OLF-YD東亞區會議：香港教區在亞洲主教團平信徒及家庭辦事處青年部的分區中
屬於東亞區，因此有責任參與相關的網絡及支援工作。本屆委員會任期內，曾派員參
與2018年9月17王21日於蒙古舉行的東亞區會議，會議內容是交流各地青年牧民近況及
共同反省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Youth, Faith and Vocational Discernment)。

• 總鐸區神師會議：委員會主席及執行秘書大約每三個月與各總鐸區的青年事務神師聚
會，分享聖言及各區的青年牧民現況，以增交流。

• 教區青年年：已故楊鳴章主教頒布了兩年的教區青年年，本會除了在此期間多次被邀
及派員到不同堂區、學校、總鐸會議及團體中分享相關主題外，也負責印刷及分發青
年年祈禱文卡、管理教區青年年專頁（https://catholic.org.hk/youth/）及與不同的團體
合作推動青年年活動。

• 《Docat》中文版的推廣：為促成中文版的發行，委員會預購了一批中文版《Docat》，
並向各堂區、學校及團體中以優惠價推銷，期望有助推廣青年社會訓導。於本屆委員
會任期內已將預購的中文版《Docat》全數售出。

• 西（貢）遊記：2018年，與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合辨青年聖週活動，與青年共渡一個
特別的逾越慶典。活動由聖週四晚主的晚餐禮儀開始至復活主日感恩祭作結，參加者
可選擇全程參與（包括住宿）及參與個別環節，多個環節的總參與人數大概100人。

• 泰澤國際聚會：派員協助2018年7月於香港舉行的泰澤國際聚會秘書處工作及支援聖方
濟各堂舉行的早禱環節。

• 獻縣教區青年牧靈研習會：受教區所托，派出職員區家維先生出席由獻縣天主教北辰
文化研究所舉辦的「青年牧靈研習會」。研討會於2019年6月26日舉行，本會職員於研
討會上向與會人士分享青年牧民專題。

• 參與普世教會的青年會議：本屆委員會任期內有派員或協助物色代表參與的會議有：

• 2ND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WYD PANAMA 2019（Panama City, 6-10 June 2018）主席麥
冠達神父代表香港教區參與；

• Pre-Synodal Meeting (Rome, 19-24 March 2018)青年代表陳卓羚代表香港教區參與；

• International Youth Forum (Rome, 19 to 22 June 2019)青年代表黃軍龍先生及吳穎堯
小姐代表香港教區參與。

• 參與或支援鄰近教區的青年活動：應邀參與韓國首爾總主教區為慶祝開教230週年，於
2017年9月舉辦的亞洲青年朝聖之旅（派出代表：主席麥冠達神父、執行秘書莫靜儀小
姐及青年代表石果豐先生）；應邀參與韓國首爾總主教區2018年9月份，為慶祝朝聖路
線開幕而籌辦的朝聖之旅（派出代表：主席麥冠達神父、青年代表王文瑛小姐及Ashley 
Ho小姐）； 2019年8月31至9月5日台灣嘉義教區青年代表團來港，本會協助相關的協
調工作及帶領認為香港青年的環節。

• 支援天主教身心靈關顧小組的工作。

• 按工作需要探訪及接待本地及海外青年團體及教會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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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 Katso Camp 2017：彭寶瑩、李諾欣、朱孟博、吳曉婷、林摯、盧子健、Mika、甘朗怡
、羅梓心、鄧巧柔、王奕程、李詠賢、陳靖瑜、劉海儀、潘紹麟、林家儀、鄭康潼、
江咏芯、許子聰、李倩怡、游家俊、陳嫣然、鍾鳳如、彭梓鳴、陳寶琪、文浩然、潘
蕙翹、謝俊賢、麥冠達神父、梁偉才神父

• 福音營2018：游家俊、甘朗怡、羅梓心、潘紹麟、陳杞潼、周穎熙、李詠賢、黃巧妍
、譚維昕

• Katso Camp 2018：彭寶瑩、李諾欣、盧子健、甘朗怡、吳曉婷、游家俊、羅梓心、李
詠賢、林家儀、鄭康潼、許子聰、陳芷希、鄧巧柔、黃浩銘、周穎熙、馮芷渝、陳頌
恩、郭美寶、李麗珊、黃若楠、馮濼軒、鍾棨晴、鍾鳳如、鍾曉嵐、郭康祐、文浩然
、張佩婷、林銘神父、麥冠達神父

• 福音營2019：馮芷渝、許子聰、馮濼軒、李麗珊、陳頌恩、李曉旻、劉晴晴、裘明軒
、盤惠兒、林浚鏗、容茵、陳晞嬈、陳佩娟、李沛沂、鍾棨晴

• 新界西北鐸聯校活動（Running Saint）：陳佩娟、鍾棨晴、謝婷婷
• 基督徒青年領袖培育計劃：黃天祥先生、鮑玉珊小姐、呂毅恩小姐、陳詠儀小姐、盧

韻小姐、王以恩小姐、麥英健神父、麥冠達神父、尚文恩神父、江志釗神父、江思維
修女、呂志文神父、伍維烈修士、梁雅詩修女、葉寶林神父、溫國光神父、何家怡修
女、梁偉才神父、莊宗澤神父及聖母神樂院修士、林瑞琪博士、楊孝明及梁鳳玲伉儷
、岑順乾兄弟、李德明先生、吳思穎小姐、羅彥雯小姐、李慧妍小姐、任希麟先生、
張曉欣小姐（公教婚姻輔導會）、麥嘉揚先生、陳卓羚小姐、陳杏妍小姐

• 青領友：麥嘉揚先生、鄧詩詩小姐、陳卓羚小姐、劉善瑜小姐、孫嘉寶小姐、王以恩
小姐、古嘉敏小姐、李德明先生、麥冠達神父、江思維修女、伍維烈修士、盧賢喆神
父、張銀珊修女、黃天祥先生、鮑玉珊小姐、陳詠儀小姐、李美辰小姐、李蘇珊小姐
、楊孝明及梁鳳玲伉儷、石果豐先生

• 青年牧民工作坊：郭倩衡小姐、李運英小姐、許家裕先生、莊慧雅小姐、Ms. Ashley 
Ho Sin Yee、任希麟先生、Ms. Angel Wong、鄭德烈先生、鮑玉珊小姐

• 聯繫總鐸區專責青年牧民司鐸及探訪總鐸區青年小組：總鐸區專責青年師鐸及神師：
朴暎燮神父、容思定神父、林柏榮神父、溫國光神父、夏經義神父、韋沐恩神父、阮
金山神父、麥英健神父、明浩峰神父、梁雅詩修女、麥冠達神父、羅敬業神父、申小
龍神父、陸志浩神父、陳艷芬修女、盧賢喆神父、范偉樂神父、包天浩神父

• DEY： Ms. Michaela Ruth Calulut Gallardo; Ms. Ashley Ho Sin Yee; Ms. Samantha Wong; Ms. 
Annette Hon; Ms. Christine Vicera; Mr. Pao Bilo; Mr. Christian James Dignadice; Mr. Ken Wu; 
Mr. Edward Chan; Mr. David Tadeo; Rev. Dominique Mukonda Kananga, CICM; Rev. Fructuoso
Lopez Martin, MG.

• You.C.C. 及 DoDOCAT聚會：夏志誠輔理主教、林祖明神父、溫國光神父、青領友、善
導之母堂、聖雲先小堂、聖若翰堂、海星堂、聖安德肋堂

• 信心在人間──每月避靜：麥冠達神父、呂煥卿修女、郭子錕先生、許碧茵小姐、陳克
銘先生、夏志誠主教、麥冠達神父、呂煥卿修女、Br Ghislain、Br Han Yol、江志釗神
父、馮瑞儀修女、甘寶維神父、梁偉才神父、陸志浩神父、麥英健神父、胡允信神父
、伍維烈修士、德詩雅修女、林祖明神父、吾樂之源瑪利亞許修女、何家怡修女、屈
淑美修女、「泰澤同鄉」、「art for god 藝術顯主榮」、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天主
教靜修院。

• 堂區及總鐸區青年牧民關注小組的其他工作項目：關傑棠神父、黃君右神父、張樂天
神父、陸志浩神父，以及其堂區青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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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工作項目神師及顧問︰伍維烈修士、朴暎燮神父、江思維修
女、李漢傑終身執事、杜國明神父、尚文恩神父、夏經義神父、梁淑盈修女、陳志明
神父、陸志浩神父、麥冠達神父、麥英健神父、彭美瑩修女、盧賢喆神父、羅國輝神
父、關傑棠神父、蘇卓慧修女

•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工作項目合作者（本地堂區／機構／團體）︰AMDG、
FreeDance Crew、FreeUp Music、Good News Singers、Hong Kong Diocesan English Youth 
(DEY)、PolyU Katso、SMC Youth Band、八一O四生活盒子

• 公教報、青領友、思定劇社、香港教區視聽中心、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香港聖路加
藝術協會、香港獻主會青年、泰澤同鄉、馬鞍山聖方濟樂隊、高主教書院、善導之母
堂、聖本篤堂、聖母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母聖衣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聖
神修院、聖斯德望堂、聖瑪加利大堂、聖歐爾發堂、輔祭聯會、獻主會青年

• 跨範疇青年牧民關注小組工作項目籌委及義工︰Ambrose Ng、Andreas Ho、Andrew 
Tang、Andrew Tsang、Anthony、Arthur Hui、Ashley @DEY、Asley Tsui、Bobo Suen、
Carmen Koo、Charlene Chan、Constance Wong、Daniel Tse、Doris Lau、Emily Chan、
Florence、Francis Lai、Ginnie Chan、Ian Lui、James @泰澤同鄉、Jason Lam、Joan Chan
、Jonathan Cho、Kinson Cheung、Lam Lok Fung Hugo、Lawrence Tam、Leo @泰澤同鄉
、Lydia Leung、Marie Fung、Mika @DEY、Mr E. Tang, Raimondi College、Mr Harvey 
Wong, Raimondi College、Mr Ho, Raimondi College、Mr L. Yeung, Raimondi College、Mr
Leung, Raimondi College、Mr Y.S. Luk（Raimondi College）、Ms Louisa Lo（Raimondi 
College）、Philo Poon、Ricky Lam @FreeUp、Sabina Lee、Sara Mui、Winnie Li、王以恩
、石果豐、吳思穎、李德明、李慧妍、周祉承、周煦卓、林耀棕、洪采蕎、翁仕錚、
張佩婷、張嘉琳、張纓紅、陳洞燊、陳煜峰、勞毓城、黃元斌、黃裕銘、趙展霆、劉
梓軒、鄭文威、黎曉瑜、鮑玉珊、薛海暉、鍾偉國、羅彥雯、嚴至誠

• 「青年牧民小型論壇」：夏志誠輔理主教、馮定華神父、黃承義執事、歐建樑先生、
謝婷婷小姐、譚國延先生、FreeUp Music、郭倩衡小姐、游小允小姐、蕭婉雯小姐、
聖方濟各堂、聖斯德望堂、聖猶達堂

• 「沸點」：教區視聽中心（合辦單位）、已故楊鳴章主教、湯漢樞機、陳日君樞機、
夏志誠輔理主教、陳德雄神父、麥冠達神父、德詩雅修女、陳志明神父、盧賢喆神父
、甘寶維神父、林祖明神父、麥英健神父、廖雅倫神父、陳永超神父、何家怡修女、
羅國輝神父、蔡惠民神父、謝婷婷小姐、郭倩衡小姐、黃智佳先生、歐建樑先生、馮
一鳴先生、呂侍俊先生、曾穎嫺小姐、郭蕙漩小姐、張俊堅先生、鄧詩詩小姐、
Patrick Lee、許紹雄先生、蘇秋燃小姐、梁翠茵小姐、聖神修院修生、沸點義工們（
奇雲、明佑、Janice Lo、Cecilia Kam）及所有曾參與「沸點」直播、拍攝和受訪的神長
及教友們、鹽與光天主教媒體中文節目部、Giving Tree、Living Spring、明愛專上學院
Katso、猶青、耶青台、FreeUp Music、Prism Music、AMDG、仁愛之家、聖老楞座堂、
聖母聖衣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方濟各堂、聖多默宗徒堂、聖神修院、聖母堂
、明愛專上學院

• 《樂道》出版：公教樂隊：FreeUp Music、Prism Music、AMDG、Corner Stone、山中
聖訓、容凌駒先生、林立基先生、湛灝思小姐、潘的宜小姐、鍾明崇先生、鄭仕謙先
生、謝婷婷小姐、鄭仕謙先生、郭蕙漩小姐、莫靜儀小姐、雷詠茵小姐、IsaacChan

• 青年牧民工作者學習日活動： FreeUp Music、Prism Music、AMDG、Corner Stone、林
立基先生、湛灝思小姐、潘的宜小姐、鍾明崇先生、鄭仕謙先生、謝婷婷小姐、鄭仕
謙先生、郭蕙漩小姐、莫靜儀小姐、雷詠茵小姐、IsaacChan、Ginny Chung、李劍華校
長、謝俊賢先生、鄧詩詩小姐、柯文軒先生、天主教普照中學、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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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曾參與2018年10月6日青年牧民工作者學習日的義工。

• 營爆倒數聖召行：聖神修院（合辦單位）、聖召委員會（合辦單位）、教區視聽中心
（合辦單位）、FreeUp Music（合辦單位）、聖伯多祿堂義工、陳德雄神父、張善導
修女、馮菀菁修女、Charity

• 「三思而行」《DOCAT》青年社會訓導班及公開講座：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
單位）、林榮鈞博士、馬嶽博士、姚松炎博士、許寶強博士

• 「三思而行」《DOCAT》青年社會訓導班及公開講座：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
單位）、林榮鈞博士、馬嶽博士、姚松炎博士、許寶強博士

• 「免於恐懼的自由」祈禱會：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單位）、香港天主教大專
聯會（合辦單位）、夏志誠輔理主教、呂秉權先生

• 「燭照黑暗、看見真相」燭光遊行暨祈禱會：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單位）、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合辦單位）、聖本篤堂關社組（合辦單位）及聖瑪加利大關社
組（合辦單位）、夏志誠輔理主教、周頌天先生

• 發展青少年信仰小團體計劃：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石籬天主教中學、“Art for 
God” 「藝術顯主榮」、德詩雅修女、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
心

• 德國柏林與香港交流：德國柏林總主教區、陸志浩神父

• 合一活動2019：伍維烈修士、周卓煦小姐

•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辦事處職員

如有遺漏，散請見諒！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感謝大家過去、現在和將來與我們並肩作戰，
為香港教區的青年和教會作出無私的貢獻！

青年人，加油！
青年牧民工作者，加油！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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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
地址 : 新界下葵涌榮芳路十四號三樓
電話：26142336           傳真：26144332
電郵：dychk@dy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