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召委員會
週年報告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九月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度委員名單
林祖明神父 (教區司鐸) - 主席
林玉仙修女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 執行秘書
張奇恩修士 (聖母昆仲會) - 司庫
莊宗澤神父 (嚴規熙篤會)
葉泰浩神父 (鮑思高慈幼會)
廖雅倫神父 (教區司鐸)
周孝忠神父 (聖言會)
鄧斌執事 (教區)
馮菀菁修女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繆筆施修女 (耶穌寶血女修會)
陳艷芬修女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高詠怡修女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院)
冼玉娟修女 (善牧會)
陳子明先生 (培聖會)
陳德明先生
何德芬女士
週年報告
1. 聖召推行活動
1.1
聖召祈禱運動會員聚會
日期：2012 年 11 月 4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
內容：為煉靈及亡者祈禱，並由墓園接待員講解天主教墓園的歷史及帶領
會員參觀
人數：約六十人出席而委員有林祖明神父，林玉仙修女，三位嘉諾撒仁愛
會的修女及十六位嘉諾撒青年作義工服務。

檢討：聖召祈禱運動會員表示這個導賞活動很有意義，可以為煉靈及亡
者祈禱，亦是一個良好機會給青年義工學習珍惜生命和照顧長者。
1.2

網頁
網誌內容每星期更新，次數因應有特別日子而増加。每月瀏覽者至今平均為 85 人。
檢討：網誌上每一篇作品都附上默想金句，有助瀏覽者反思，他們都熱切期待每星期

的更新內容。
1.3

聖召推行人研討會
主題：喚醒聖召
日期：2013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 (星期三至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地點：香港堅道 36 號 - 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地下會議室
語言：英語 (設即場粵語傳譯)
講者：Fr. Toter (菲律賓教區神父)
人數︰在七十多位中約五位神父，五位修士，五十位修女來自 21 個修會，
七位教友來自 6 個善會及十一位委員包括林祖明神父，
林玉仙修女，張奇恩修士，莊宗澤神父，廖雅倫神父，周孝忠神父，
繆筆施修女，陳艷芬修女，冼玉娟修女，馮菀菁修女，高詠怡修女
檢討：講座整體順利，講者將主題表達清晰，達到預期的目標。參加者整
體表示滿意， 從參加者中收回 45 份問卷，以下是他們積極回應：
― 講者表達清晰及生動
― 內容充足及有啟發性
― 建議主辦講座有關香港青年文化與青年同行和協助他們辨別聖召技巧
― 考慮參加每年或每季靈修聚會或靜修
― 氣氛喜樂及融洽

1.4

短片製作比賽
主題：你們來，看看吧
日期：2012 年 9 月 15 日至 2013 年 4 月 20 日
對象：成人及大專生 (公開組)
中學生 (中學組)
片長：約三至五分鐘
內容：參考聖經人物的召叫或真實例子(神父、修士、修女的聖召故事)
評判：陳志明副主教，容若愚博士，麥秋先生及阮秀美修女
安慰獎項：
1. 最佳專題創意大獎
得獎短片︰天主在召喚你
得獎學校︰ 嘉諾撒聖心書院
2.

最具創意演繹大獎
得獎短片︰保祿的聖召
得獎學校︰ 嘉諾撒聖心書院

3.

最投入參與獎
得獎短片︰梁神父的聖召故事
得獎學校︰九龍華仁書院

4.

最投入參與獎
得獎短片︰一份逾時不候的禮物
得獎學校 : 嘉諾撒聖心書院

嘉許證書︰頒給嘉諾撒聖心書院的九隊參賽者。
檢討：由於參賽作品未能達標，委員決定不設冠亞季軍，只設安慰獎及
嘉許證書以示鼓勵，於第五十屆國際聖召祈禱日晚會內頒獎。
1.5

聖召推行人延續培育
1.5.1
主題︰青年文化
日期：2013 年 5 月 18 日 –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大昌大廈天台花園

分享嘉賓︰鍾威麟 (青委委員) ，黃可喬(青委職員)
及戴勵生(宗教科老師)
出席者 : 10 位修女及委員：林祖明神父，林玉仙修女，周孝
忠神父，高詠怡修女，冼玉娟修女
檢討：三位嘉賓分享他們與青少年接觸的個人經驗，帶出青年
文化很有效益;可惜出席人數欠佳。

1.5.2

主題︰同行者角色
日期：2013 年 9 月 7 日 –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大昌大廈天台花園
主持：林玉仙修女
內容：電影欣賞及默想福音
出席者：一位神父，一位修士，七位修女及委員：林祖明神父，
林玉仙修女，馮苑菁修女，陳艷芬修女，及冼玉娟修女
檢討：參加者感到‘壯志奔騰’這套電影有啟發性，可引用於
陪同着尋找聖召。出席人數未如理想。

1.6

聖召教材套
聖召委員會與附屬香港教育學院之宗教與心靈教育中心合作計劃一份內容適合中一
至中三學生程度之教材套，提供給老師及牧民工作者，用於學校或堂區之主日學，預
期兩年內完成。目的是藉著教育,在學校及堂區內凝造一個能喚醒聖召文化。

1.7

大自然靈修營
主題：細聽上主的話語
日期：2013 年 8 月 5 日至 6 日
地點：大嶼山聖母神樂院
內容：在祈禱、勞動、大自然及分享中細聽上主的話語
人數：四位男青年及七位女青年，年齡 15-40 歲
神師：莊宗澤神父，廖雅倫神父及繆筆施修女
檢討：整體上一切暢順，從問卷調查得悉 80%參加者喜歡這靈修營，
並且學習到在大自然、工作及祈禱中體驗主的臨在，他們特別喜
歡泰澤祈禱。

2.

第五十屆國際聖召祈禱日 – 四月二十日
2.1
主題：聖召 - 建基信德標誌希望
2.2
宣傳：宣傳及海報巳寄給各堂區和學校
2.3
聖召晚會
日期：2013 年 4 月 20 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半
地點：堅道明愛公眾會堂
頒獎嘉賓：湯漢樞機主教，陳志明副主教
分享嘉賓︰談雷濤神父，侯肖霞修女
人數：130 位青年及神職人員，出席委員有林祖明神父，林玉仙修女，
張奇恩修士，廖雅倫神父，周孝忠神父，繆筆施修女，
陳艷芬修女，冼玉娟修女，馮菀菁修女，高詠怡修女，
陳德明先生
紀念品：小天使電話繩及出售第五十屆國際聖召祈禱日紀念 T 恤
內容： 晚會開始由盧山修生與得保修生作互動破冰遊戲及盧山修生表演棟篤笑。
在嘉賓分享後，便由湯漢樞機主教及陳志明副主教頒發嘉許證書給短片製作
比賽得獎者及泰澤祈禱。

檢討：整晚的流程暢順，盧山修生的棟篤笑帶出輕鬆氣氛，他與活潑風趣得保修生
主持破冰遊戲，互動而且熱鬧。分享嘉賓的見證帶出聖召訊息，祈禱部分也
令人觸動。美中不足是音響系統老化,令參加者未能掌握分享的全部,及出席
人數不太踴躍。
3.

每季聖召祈禱會
3.1 「勇往邁進」聖召祈禱會 (聖十字架堂禮儀組協辦)
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點：香港聖十字架堂 (活動室)
嘉賓：繆筆施修女
人數：60 位，出席委員包括林玉仙修女，陳艷芬修女，高詠怡修女
內容：生活見証及泰澤共融祈禱
檢討︰是晚氣氛輕鬆，祈禱氣氛濃厚。繆筆施修女分享很感激父母栽培
她的聖召，特別是母親的祈禱和鼓勵，成為她回應聖召的動力與
毅力。該堂主任司鐸劉德光神父亦呼籲父母培育子女聖召。

3.2

「緣途有祢」祈禱會
主題：緣途有祢
日期：2013 年 2 月 23 日 – 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正
地點：聖猶達堂
嘉賓：麥英健神父
人數︰六十多位青年及教友，出席委員有林玉仙修女
內容：生活見証及泰澤共融祈禱
檢討：麥神父的生活見証很活潑及適合聖猶達堂青年。神父雙親的臨在
很溫馨地見證了他們奉獻兒子給天主的喜樂。

4. 聖召跟進聚會
4.1
男青年祈禱聚會
今年內已有兩位男青年因個人原因離開，有一位在聖召晚會後加入。現共有四位。
由廖雅倫神父及林玉仙修女作神師。
4.2

女青年祈禱聚會
兩位退出，現有四位青年。由林玉仙修女作神師。
檢討：男女青年都忙於工作，做功課或進修，沒有時間祈禱。他們的靈性
方向成長緩慢。因此尚未在北此刻有回應主的邀請那份熱誠。

5. 關注聖召推行新方向
聖召短缺日見嚴重，各委員深感一份趨迫在教區內凝造一種推動聖召的文化，喚
醒聖召。因團結是力量，所以今年成立了三個小組由林祖明神父及林玉仙修女為
當然成員去履行這使命，凝聚及團結各修會及堂區的聖召推行人以及學校的牧民
工作者共同策劃及推動聖召。
5.1

關注推行學校聖召小組
小組成員︰陳艷芬修女，張奇恩修士，葉泰浩神父
職責︰I.
參與「聖召教材套」製作會議。
II. 探索方法聯繫各院校牧工。

5.2

關注推行堂區及家庭聖召小組
小組成員︰繆筆施修女，廖雅倫神父，鄧斌執事，陳德明先生，
何德芬女士

職責︰I.
II.
5.3

透過活動接觸堂區青少年。如 8 月份的靈修生活營。
接觸堂區內之家庭。

關注聖召推行人培育小組
小組成員︰馮菀菁修女，周孝忠神父，高詠怡修女，冼玉娟修女
職責︰I.
探訪各修會負責人建立良好關係。
II. 建議聖召推行人培育活動。

6. 對外連繫
6.1
彌撒証道
九龍玫瑰堂推行聖召小組邀請本會在聖召主日彌撒中証道。張奇恩修士及慈幼梁保得
修生回應在彌撒中証道，其中很多父母帶同小朋友參與，氣氛很好，張修士在彌撒後
送出了 40 本「光孩兒之旅」給堂區教友。
6.2

推行聖召講座
林玉仙修女被邀到嘉諾撒聖心書院，在 5 月 13 日分別為初中學生作聖召
講座。初中的講座約有 100 位學生參加，她以話劇名為「愛無難事」解
釋聖召意義，學生表示對聖召有較深了解。

6.3

「喚醒聖召」講座
培聖會邀請了周孝忠神父在 6 月 18 日出席他們的常會分享如何在團體內喚醒聖召。

結語
最近一個調查顯示六成的香港年青人都感到不快樂。這看來現今青年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若與
上一代比較，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最豐富的！這以聖經的訓誨相符合，真正的快樂不是從物質,
或個人自私的慾望裡就找到。正如耶穌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 5：
3)
這調查結果提示我們一定要在青年福傳方面下功夫！教會要把這視為首要使命，去找回這些迷失
方向的羊群，及盡心協助他們信服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 14:6) 與基督一起，願他
們首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其他的一切自會賜予他們如耶穌所應許的 。(瑪 6：33)
為我們度奉獻生活者，確實要用一生的時間在靈性上尋找去明暸，以達致完全地信服，在這世界
上只有上主才是我們的一切！因為我們內在那份渴求去擁有主，和被擁有都是主所賜給的；所以
只有主才能改變我們。
在這『信德年』讓我們首先為神職和修道者祈禱，願我們能成為有先知性的喜樂的見證者。與此
同時藉著天主的恩寵，引領青年人在祈禱中與主建立良好關係，使他們在信德內成長，令他們信
服上主才是快樂的根源和生命的意義；從而促使他們勇敢地和慷慨地回應主的召叫。

林祖明神父
主席
2013 年 10 月 1 日

林玉仙修女
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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