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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年 11月 30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3時至 5時
地點：上水聖若瑟安老院
人數：五十多位會員，出席委員有林玉仙修女及馮菀菁修女
內容:朝拜聖體，玫瑰經，參觀院舍及茶點
檢討：參加者對參觀安老院甚感興趣及得益良多，因為能為年長家人搜集
有關入院資料，同時為聖召祈禱，非常有意義。
1.2

網頁
網誌內容每星期更新一至兩次，且次數因應有特別日子而増加。每月瀏覽者至今平均
為 104 人。近日本會更將高夏芳修女講座錄音及訪問 14 位教區神父有關聖召錄音上
載至臉書。網誌人數顯著上升。
檢討： 瀏覽網誌人數較上年增加，非常鼓舞。近日，較多青年瀏覽更新後的臉書，
他們表示臉書較網誌有趣和吸引。

1.3

聖召推行人培育活動
1.3.1 日期：201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主題：青年靈性特色與聖召關係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地點：大昌大廈十八樓天台花園
主持：林祖明神父
出席者︰一位修士, 四位修女, 一位傳信會會員及七位委員
包括林祖明神父，周孝忠神父，林玉仙修女，陳艷芬修女，冼玉娟
修女，馮菀菁修女及何德芬女士。
檢討：林祖明神父邀請了兩位青年 Sherman Luk(TOUCH)
Dominic Cheng(S.W.ING)分享這兩個青年團體的靈性特色。他
們設計的分享和活動是非傳統方式，很活潑。而青年特别喜歡
彌撒及朝拜聖體，可惜當他們離開信仰營後，不能在日常生活
中保持這份祈禱的熱誠。
1.3.2

日期： 201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主題： 善意溝通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地點：大昌大廈十八樓天台花園
主持：伍維烈修士
出席者：一位修士，八位修女及委員：林玉仙修女，冼玉娟修女
及高詠怡修女
檢討：參加者表達：講座內容豐富有趣，從經驗分享中得益不少，
他們很喜歡此類學習活動。

1.3.3

聖召推行人靈修日營
日期：2014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地點：堅道三十六號嘉諾撒中心
主題：幫助青年培養同耶穌基督的友情
主持：楊婉芬修女(嘉諾撒會)

出席者：三位修女及四位委員：林玉仙修女，冼玉娟修女，
繆筆施修女及馮菀菁修女
檢討： 參加者對此種默觀祈禱方式有好評，小組人數適合，靈修
分享很有得着。
1.4

聖召教材套
教材套 -- 主題：生命‧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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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九間中學已報名參與計劃試教，第一次試教希望在本年十月進行。

2. 第五十一屆國際聖召祈禱日 – 五月十日
2.1
主題：「平凡中的不平凡」
2.2
宣傳：於網頁、臉書、網誌宣傳及寄海報給各堂區和學校
2.3
聖召晚會
第 51 屆國際聖召祈禱日 「平凡中的不平凡」 聖召晚會
日期：2014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堅道明愛禮堂
講者：張心銳修生(慈幼會)、 伍家瑩小姐(院校工作者)
嘉賓：湯漢樞機，林銘副主教
人數：近 200名參加者包括神父、修士、修女及工作人員，出席委員有
林祖明神父，林玉仙修女，張奇恩修士，莊宗澤神父，
周孝忠神父，陳艷芬修女，冼玉娟修女，馮菀菁修女，高詠怡修女，
何德芬女士
紀念品：愛的綑綁 -- 耳筒繞線器
內容：晚會由慈幼青年以 action song 作開始及邀請嘉賓參與遊戲，接着
由慈幼會張心銳修生及伍家瑩小姐分享聖召經歷及泰澤祈禱。
檢討： 兩位司儀很合拍，活潑地凝造了一個非常喜樂，互動且熱鬧的氣氛。以簡
單遊戲並邀請講者與青年一起進行很有意義。張心銳修生與伍家瑩小姐見證
帶出聖召訊息。美中不足是因超時 45 分鐘，所以祈禱環節縮短。是晚活動
非常活潑有娛樂性，很適合青年人口味!
2.4

神職著作展覽 - 與教區檔案處合辦
日期： 5 月 8-10 日(星期四至六)
時間： 5 月 8 日 (下午 2 時開幕)
5 月 9 日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5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 堅道 2-8 號明愛大廈 C 座一樓
教區檔案處
檢討：這展覽雖然為期兩天半，但足以使更多教友們認識這些著作。但願
他們閱覽 150 名神職及修道人著作後會反省和考慮自己的聖召。

3. 每季聖召祈禱會
3.1 「愛早 D」聖召祈禱會
日期：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
地點：玫瑰堂

嘉賓：左旭華神父(道明會會士)
人數：50 位，出席委員包括林玉仙修女，繆筆施修女
內容：生活見証及泰澤共融祈禱
檢討︰是晚氣氛愉快，祈禱氣氛濃厚。左神父分享活潑，他建議青年著重個人靈修，
靜心聆聽主的邀請，並要以即時行動作回應。
3.2 溫國光執事領受司鐸聖秩前祈禱會
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
地點：九龍聖德肋撒堂
嘉賓：溫國光執事，陳志明副主教
人數︰是晚出席包括林玉仙修女、修生、青年及教友約 100人
內容：電影欣賞，真情對話，玫瑰經，朝拜聖體及聖體降福(由陳志明副主教
主持)
檢討：溫國光執事的真誠和活潑分享，對青年很有啟發性。其後他們更可在
朝拜聖體時的靜默時間作個人反省，可說是非常適當的安排。
3.3

聖召講座
主題：召之妙:從聖經看天人相呼應
日期：20
14年 5月 25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四時
地點：九龍彩虹聖家堂 113室
講者：高夏芳修女 聖經神學博士
人數 :近 100人，出席委員有林祖明神父，林玉仙修女，冼玉娟修女，
繆筆施修女及張奇恩修士
檢討：高夏芳修女以生動有趣方式介紹先知的召叫，啟發參加者思考聖召
及鼓勵他們慷慨回應天主的邀請。

3.4 「樂施者」聖召祈禱會
日期： 2
014年 8 月 16 日 (星期六)
時間： 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 : 九龍尖沙咀玫瑰堂
嘉賓：李斌生神父
人數︰是晚出席包括林玉仙修女，馮菀菁修女，青年及教友約五十人
內容：生活見証及泰澤共融祈禱
檢討：是晚氣氛輕鬆愉快，祈禱氣氛濃厚。李斌生神父以梅瑟的召叫清晰地
帶出聖召元素並激勵青年養成默想聖言和修德，行善避惡的習慣，從
而聆聽主的旨意和以行動回應主的邀請。李神父的幽默感和生活化分
享啟發青年積極參與發問。
4. 聖召跟進聚會
4.1
男青年祈禱聚會
本年一位男青因個人原因離開，另有三位新加入，仍有六位青年，由廖雅倫神父及林
玉仙修女作神師。
4.2
女青年祈禱聚會
在過去一年有六位新加入，共九位女青，由林玉仙修女作神師。
檢討：青年們都忙於工作，做功課及進修，沒有時間默想祈禱，他們的靈性成長緩慢；神師
已鼓勵他們要著重祈禱，強化個人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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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活動接觸堂區青少年。
II. 接觸堂區內之家庭。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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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個小組的成立是好嘗試及開始，要在教區建立正面的聖召文化需要長時間努力和毅力，希
望來年繼續探察教區的需要和新方向，好能有更實際發展。

結語
香港生活是非常繁忙、瞬息萬變和分秒必爭，使人感到壓力大和精神緊張。許多香港人都是時間
觀念重，多數人都認為時間就是金錢，而效率等同成就或成功。
在社交場合，彼此交談時常用辭是︰很忙！並申訴在忙碌生活中沒有時間與家人或朋友相聚甚至
沒有時間進食、休息、參與彌撒及祈禱！
忙碌英語是 Busy，一個有趣的說法是被魔鬼的軛束縛著(B: Being, U: Under, S: Satan’s, Y: Yoke)。到
底誰是魔鬼?魔鬼不就是在我們之內而不是之外嗎? 只有祈禱是唯一方法能從我們之內驅逐出魔
鬼! 耶穌提醒我們要醒悟祈禱，就不會陷於誘惑，可是心神願意而肉身卻軟弱！(瑪 26:41)
讓我們為香港社會特別為青年們祈禱，願他們把祈禱與靈修放在首位，與此同時讓上主作主導，
好能找到上主的旨意並立即以愛作回應。

林祖明神父
主席
2014 年 10 月 1 日

林玉仙修女
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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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