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區聖召委員會
週年報告
二零零七年十月至二零零八年九月
二零零六年至二零零八至年度委員名單
閻德龍神父
林玉仙修女
張奇恩修士
歐立仁神父
林祖明神父
莊宗澤神父
梁偉才神父
羅仕強修士
雷月明修女
劉潔嫦修女
麥琬淑修女
梅樂真修女
蘇漢波先生
黎秀蟾小姐

(教區司鐸) - 主席
(嘉諾撒仁愛女修會) - 執行秘書
(聖母昆仲會) - 司庫
(聖言會)
(教區司鐸)
(嚴規熙篤會)
(鮑思高慈幼會)
(耶穌會)
(耶穌寶血女修會)
(嘉諾撒仁愛女修會)
(瑪利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聖母無原罪傳教女修院)
(培聖會)
(宗徒事業輔助者)

1. 聖召推行活動
1.1 聖召祈禱運動會員聚會
日期：2007 年 12 月 1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九龍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聖家堂
嘉賓：聖神修院溫國光修士，寶血女修會保守生丘淑儀及
慈幼會潘銘智修士
人數：約五十人，包括閻德龍神父，林玉仙修女
內容：嘉賓分享聖召歷程，彌撒聖祭及茶聚
檢討：是次活動出席人數比過往少，可能是由於沒有提供交通接送的緣故。會員們很
欣賞三位嘉賓的活潑分享，並肯定了他們為聖召祈禱的成果而感到恩慰。
1.2 網頁
為能吸引更多瀏覽者，網誌內容每星期平均更新兩次。本會安排的聖召
活動亦定期更新，使瀏覽者分沾我們的喜樂和得知一切定期活動。
各堂區聖召彌撒及活動時間表亦已更新，為鼓勵更多青年在其所屬堂區
參與聖召彌撒及為聖召祈禱。
檢討：定期增新網頁內容配合網誌的創意更新。豐富內容，深受青年人歡迎。
1.3 信仰熱線
信仰熱線已成立多年，雖然收聽人數有漸減現象，但效果不錯，所以仍會保留。

1.4 公教報「聖召與家庭」專輯
青年組與公教報延續製作「聖召與家庭」專輯，由 2007 年 8 月至 2008 年 9 月已完滿結束，
當中分別訪問了 4 位神父，3 位修女及其家人，訪問內容在刊登公教報後更放在本會網頁
上可供更多青年瀏覽。
檢討：訪問專輯內容吸引，並能鼓勵父母培育子女的聖召。
1.5 公教學生日
培聖會於 2007 年 11 月 2 日假嘉諾撒聖瑪利書院舉行公教同學日，主題是星夢成真並邀請
陳日君樞機和陳永超神父作嘉賓。
1
2. 青年聖召聚會
2.1 聖召培育營
日期：2008 年 4 月 5 至 4 月 6 日
地點：上水的聖保祿樂靜院
主題：「愛．追．尋」
嘉賓：聖神修院溫國光修士，慈幼會潘銘智修士及顯主會修生張秀清
神師：閻德龍神父，梁偉才神父，歐立仁神父，張奇恩修士，麥琬淑修女，雷月明修女
人數：8 位男青年及 6 位女青年參加
內容：透過以「召叫」為內容的話劇，小組討論，電影分享，嘉賓分享及個別接見的環
節，使參加者更清晰辨別方向。
檢討：參加者對聖召營都感到滿意，整體表示最欣賞的活動是德蘭修女的電影，修士及修
女的分享及個別接見的聖召指導。小部份表示從聖召營學到要恆常祈禱，信靠天
主，認識了追尋過程中有一些標記。
3. 第四十五屆國際聖召祈禱日 – 四月十三日
3.1 主題：生命–最好的一份
3.2 宣傳及海報巳寄給各堂區和學校
3.3 聖召晚會
3.3.1 聖召祈禱會
第四十五屆國際聖召祈禱日暨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一百二十週年慶祝活動
日期︰4 月 12 日（星期六）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地點︰明愛公眾禮堂
嘉賓︰陳日君樞機，譚漢威執事，丁芝敏修女
紀念品：聖召委員會會徽的電話繩
人數：近三百位參加者，包括閻德龍神父，梁偉才神父，
張奇恩修士，羅仕強修士，林玉仙修女，劉潔嫦修女，
梅樂真修女，雷月明修女，黎秀蟾小姐及蘇漢波先生

內容：
1. 由閻德龍神父及陳志明副主教致歡迎詞
2. 陳日君樞機祝福大會紀念品
3. 聖召委員會青年組在陳樞機前重宣許諾
4. 祈禱晚會名為「生命的樂章」分為五章節：
第一章是生命的開端，由樂舞坊以禮儀舞蹈演出。
第二章生命的漣漪及第三章生命的回應，由譚執事及
丁修女分享「聖召歷程」，同時由小朋友以默
劇演出回應的片段。
第四章生命的心語是由陳志明副主教帶領靜思及默想。
第五章承諾甘將一生獻給主，由樂舞坊演出作結束。
檢討：大部份參加者為青年人，表示喜歡是晚祈禱氣氛和嘉賓分享輕鬆活潑。
一些參加者很欣賞以禮儀舞蹈和黙劇作祈禱非常有創意，但亦有參加者
感到分心不能投入祈禱。
4. 巡迴聖召祈禱會
4.1「奇妙化工」祈禱會
日期：2007 年 11 月 10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七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聖本篤堂禮堂
主題：奇妙化工
嘉賓：廖雅倫修士
人數：約一百一十人，包括閻德龍神父，張奇恩修士，歐立仁神父，
林玉仙修女，麥琬淑修女，梅樂真修女，蘇漢波先生
內容：與廖雅倫修士真情對話，共融祈禱及小組分享。
檢討：參加者有來自各堂區的青年。這祈禱會使他們對聖召有更深認識。
是晚祈禱氣氛濃厚，祈禱會後的小組分享，效果很好。
4.2「恩寵滿盈」祈禱會
日期︰2008 年 1 月 26 日 (星期六)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點︰將軍澳聖安德肋堂
嘉賓︰黎秀蟾小姐 (宗徒事業輔助者)
人數：約五十人，包括林玉仙修女，張奇恩修士，蘇漢波先生
內容：與黎秀蟾小姐真情對話，共融祈禱及小組分享。
檢討：當天天氣寒冷和地點較遠，對出席人數會有點影響。祈禱氣氛濃厚，歌詠團用
二部和音，效果很好。嘉賓黎秀蟾小姐表示很高興可以在一個友善的氣氛中和
青年們作分享。

4.3「豐富的生命」祈禱會
日期︰2008 年 8 月 30 日 (星期六)
地點︰九龍尖沙咀玫瑰堂
時間︰晚上七時正
主題︰豐富的生命
嘉賓︰張柱見修女 (沙爾德聖保祿女修會)
人數：約五十位，包括閻德龍神父，林祖明神父，張奇恩修士，林玉仙修女
檢討：張修女的分享很感人；美妙的歌詠，凝聚了一片共融的祈禱氣氛。
5. 聖召跟進聚會
5.1 男青年祈禱聚會
第一組的青年中，一位因事退出，後有一位新男青年加入。現共有六位青年。
由林銘神父及林玉仙修女作神師。
第二組青年中，有一位在八月已加入聖神修院，現共有五位青年，
林神父表示如常在修院舉行每月一次的聚會。
5.2 女青年祈禱聚會
因應女青年的要求，在這暑期本會曾安排參觀兩個傳教女修會的活動。
女青年聚會中有三位因事暫停，而聖召營後有一位新女青年加入，
現共有五位青年。
檢討：定期的聖召辨別祈禱聚會，不但為尋找聖召的青年們提供神修指導，也予以同行者的支
持。女青們比較珍惜彼此間的友情，在信仰分享及聖召歷程的探索上獲益良多。而男青
年們却沒有一份強列的歸屬感，然而他們在信仰分享都有得着。
6. 對外連繫
6.1 向中小學生宣傳聖召活動
呂女士於 2007 年 12 月 1 日及 2008 年 4 月 12 日(星期六)為嘉諾撒聖方濟各小學三年級和
六年級的基督小先鋒作聖召培育，反應良好。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可以提高老師及學
生對聖召的意識。如有機會，此活動值得繼續舉行。
6.2 西南九龍總鐸區每两個月會議
曾慶文神父邀請林玉仙修女在鐸區會議中分享聖召委員會的聖召活動。各堂區司鐸都表示
樂意與委員會合作推行聖召活動，部分主任司鐸更向委員會索取聖召禱文放在堂區內。
6.3 明愛徐誠斌學院信仰講座
學院邀請林玉仙修女與百名一年級學生分享信仰，雖然公教同學不多，但反應不錯。
7. 聖召委員會青年組
7.1 青年培育活動
日期︰2007 年 12 月 16 日
時間︰下午四時至八時
地點︰嘉諾撒聖心商科
內容︰培育及火鍋聚餐
人數：約二十人，包括閻德龍神父，林玉仙修女，梅樂真修女
內容：聚會以祈禱開始，繼而是分享各人的理想和使命，最後以聚餐作結束。
檢討：個別小組分享認真而深入，對青年組成員有較深了解。可增進人際關係。

7.2 青年組慶功聚會
日期︰5 月 24 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八時至十時
地點︰堅道嘉諾撒修院
人數：20 多位青年組成員及林玉仙修女
內容：聚會的流程是聖經分享及分享個別尋找生命方向的經驗和推行聖召的感受及聚餐。
檢討：這類輕鬆的培育聚會可增進團隊精神。

結語

耶穌肯定了瑪利亞已揀選了生命最好的一份(路 10：42)，那就是活在主的臨在中和靜心聆聽衪的
聖言，並生活這聖言。主基督常在我們內心深處、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上或藉着我們接觸的人與我們
說話。
香港的生活實在是太大誘惑和繁忙了，生活其中的人很易被這噪音騷擾而分心，因此看不見主或聽
不到主的召叫/邀請！一個青年奧運選手說她能打破香港選手的紀錄，因為在深圳沒有像在香港那
麼多誘惑，她可以全心投入訓練。她樂意和甘願離開父母，放下學業和舒適的生活，到深圳接受一
個非常嚴格的培訓，只是為了得到一個可朽壞的花冠；而聖保祿却為一個不可朽壞的冠冕而努力(格
前 9：25)。
讓我們效法聖保祿的典範，離開我們的安樂窩，踏出一步去跟隨耶穌基督。正如保祿說，我們尚未
達到目標或是成全的人，便要只顧一件事，就是忘盡背後，而面向前奔馳，為達到目標去争取天主
在主基督耶穌內召我們向上争奪的獎品 (斐 3：12-14)。

閻德龍神父
主席
二零零八年十月一日

林玉仙修女
執行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