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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天父，上智的建築師， 
我們衷心感謝祢， 
透過聖子基督的死而復活， 
救贖人類，建立教會， 
聚萬民為一家。 
 
身為基督徒，我們深感榮幸。 
我們蒙召成為教會的活石， 
並聯同堂區團體，參與福傳事工， 
推動基督的救世大業。 

 3 

慈悲的天父，作為祢的子女， 
我們往往未以善言善行 
    向人彰顯祢的美善， 
而我們的堂區， 
亦常未樹立仁愛之家的善表； 
對這些缺失， 
我們謙卑地求祢寬恕。 

天父，求祢助佑我們堂區的信友， 
深化信仰，並如基督的肢體， 
互相補足，彼此包容，團結共融。 

 4 

願聖神照引我們明辨時代徵兆， 
並以愛火激勵我們， 
使我們樂於投入社區各層面， 
見證福音， 
以引領他人加入教會大家庭， 
共享天國永福。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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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聖職部，於2020年6月29日發出 

《堂區團體的牧民轉變 (conversion) 

    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 

共11段，124節； 

 1- 6 段：精神、理念  

 7-11段：措施、細節 

7 

創意： 

尋找最佳的方式來宣揚福音。(1) 

出去： 

邀請所有堂區團體從自身走出去 … 來宣揚
福音。(2) 

8 

9 

這轉變能使基督信徒團體一日比一日 

更成為有助於人們與基督相遇的聚集點。(3) 

10 

天主聖言降生在人類歷史中，使之更新； 

教會…可以並正在受惠於人類社會的進步，  

從而深化基督交託給她的使命， 

為更完善地把它向我們的世代表達出來。(4) 

 

11 

來自某堂區首頁： 

 「歡迎你到臨本堂區 

我們是一家充滿活力 

及不斷發展的天主教堂區， 

我們的大家庭有來自於各種族， 

年齡及社會階層的信友。 

我們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們的堂區， 

一同朝拜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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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以來，堂區藉着宣揚信仰和舉行聖事，
把福音帶給天主子民。 

它是在眾家庭中的一個家庭 … 

祂在信徒團體中生活和行事 … 

在祂子民中間的永久臨在的標記。(7) 

 

14 

流動現象： 

人的生活越來越不被視為 

只局限於一個固定不變的範圍； 

數碼文化： 

以一種不可逆轉的方式改變人類對空間的
理解，以及人們的語言與行為。(8) 

 

15 

人對地域的感覺日漸減弱、 

人的歸屬地越來越多， 

而人際關係冒着消失在虛擬世界中的風險， 

使人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失去承擔與責任感。(9)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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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望保祿二世：堂區常是教會可見架構
中最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機組織。 

本篤十六世：堂區是一座燈塔，發射信仰
之光。  

教宗方濟各：堂區藉着它所有的活動來鼓
勵和培訓它的成員成為福傳者。(12) 

19 

基督徒團體臨在世上，是以傳教作為重點。  

 … 要考慮堂區司鐸們的職務和使命， 

讓他們與平信徒攜手合作 …  

展現出一個福傳團體的面貌， 

它能夠正確地解讀時代的標記， 

為福音生活作言行一致的見證。 

 (13) 

 

 20 

堂區 … 在慣常的活動之外尋找別的模式，
讓人彼此來往接觸。(14) 

基督徒團體切勿懼怕去開展和參與有不同
文化共存的地區之中的各種進程，因為基
督的門徒深信， 

「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他們的】心靈
內，莫不有所反映。」(15) 

 

 

 21 

某堂區網頁上的空缺職位欄：  

 本堂《職業加油站》團隊致力為您提供各
種職場上的資源，服務，講座/工作坊和其
它支援。 

這裡的空缺職位，是由第三方組織提供的。 

如果您對某職位感興趣，請直接與發布機
構聯繫。 

22 

23 

地域：由每個人與他人之間的種種關係、
彼此間的服務，以及種種悠久傳統所組成
的生活環境 「現實生活的地域」(16) 

這轉變必須觸及天主聖言的宣講、聖事生
活和愛德見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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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要…教導信友如何閱讀及默想天主聖言，  

並採用種種清晣和容易理解的傳播方式， 

按照萬古常新的初傳見證， 

把主耶穌的生平敍述出來。(21) 

 

25 

透過慶祝感恩祭， 

基督徒團體迎接那被釘死 

且已復活的主活生生的臨現， 

同時接受祂整個救恩奧蹟的宣講。(22) 

 

26 

信徒在一個能夠產生 

信任與希望的人際關係網絡中， 

透過能使人置信的生活見證， 

使福傳得以實現。(24) 

27 

相遇文化： 
一個有利於人們彼此相聚以及有助發展持
久人際關係的「地方」，從而讓每個人都
有一份歸屬感以及被接納的感受。(25) 

陪伴藝術： 
克服孤獨感 … 招呼旅途上口渴者飲水，使 
 他們能繼續前進的聖所， 
 以及不斷外展的傳教中心。 
 (26) 

28 

 01/01  堂區旅行 

 14/01  收錄禮 

 25/02  新春團拜 

 03/03  新春敬老聚餐 

 30/03  聖周五 

 31/03  聖周六 

 02/04  嬰兒領洗 

 20/05  堅振聖事 

 30/06  福傳晚會 

 16-17/07 內地朝聖 

 16-27/07  暑期班 

 01/09  主日學開學日 

 27/10   周年主保瞻禮 

 24/12   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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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組成部分都 

蒙召邁向共融和團結； 

只要每個人都明認其固有的互補性 

並以之為團體服務。(28) 

 

31 

對許多信友來說，堂區代表着的， 

是他們所渴求的探討內心世界的目的地， 

以及他們與基督慈悲的面容 

和好客的教會相遇的地方。(31) 

堂區也蒙召去接觸每個人，無一例外。 (32) 

32 

窮人與邊緣人士 

在教會的心中應常佔優先位置 …(32) 

藉着關注社會最卑微的人， 

堂區團體向貧窮人福傳， 

同時讓自己接受窮人的福傳。(33) 

 

33 

 (30-11-2019) 筆者和太座，昨夜跟其他教友， 

到通州街公園探訪露宿者， 

並派發麵包和其他食糧給露宿者。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舉行 

時間：晚上8時 

集合︰學校禮堂 

 

34 

35 

必須考慮到該團體的現實生活處境， 

落實執行時不應帶來創傷， 

而且要有執行方案前必需的諮詢階段、 

逐步執行的階段， 

以及完成的階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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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這次在各種架構上的牧民方向轉變，
表示我們要意識到， 

信友們——天主的神聖子民，是接受了聖神
恩寵的傅抹； 

因此，在反省、思考、檢討，以及作分辨
的時候，我們務須非常留意這傅油的恩效。
(37) 

 

37 

讓每個領了洗的人， 

藉着聖神的恩賜以及自己所領受的神恩， 

與堂區的其他團體， 

或與教區的總體牧民事務， 

保持有組織的共融， 

從而成為福傳的積極主角。 

 (38) 

38 

 堂區 A： 
 主席、會長 
 ２位副會長 (外、內務) 
 秘書、司庫 
 18位幹事 (各職務2位)： 
 禮儀、培育、關社、 
 福傳、青少年牧民 
 婚姻與家庭牧民 
 長者牧民、堂區事務 
 慕道團 

 堂區 B： 
 主席、會長 
 ３位副會長 
 秘書、財政 
 4位議員 

 
 

39 

堂區「必須繼續成為一個有創意、 

可作為依據點、富母性慈懷的地方。 

在那裏，創新的能力能得以落實； 

當一個堂區能這樣發展下去時， 

我所稱的『外展的堂區』 

便可得以實現。」(123) 

 (教宗方濟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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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動力：由中流砥柱的少數教友支撐。 

活動：周而復始，以禮儀、聯誼為主， 

              少有向外 (福傳、合一或宗教交流)。 

對象：以教友為主，少有針對區內居民。 

方向：單項活動為主，欠缺整全牧民方向。 

44 

牧養教友  傳揚福音 

活動為主  發展為主 

消極被動  積極主動 

封閉內向  開放外展 
 

45 

1. 確立目標 (Purpose) 

2. 分配資源 (Resources) 

3. 推行相應措施 (Policy) 

4. 持續檢視修訂 (Review) 

確立
目標 

分配
資源 

推行
措施 

持續
檢視 

46 

蒙恩的子女 (父) 

基督的門徒 (子) 

教會的肢體 (神) 

社會的鹽光 

 

鹽光 

肢體 

門徒 

子女 

47 

1. 從福傳的角度來看， 

 什麼是我堂區團體的現況？ 

  

2. 從哪一點開始， 

 我可以有助堂區團體在福傳上改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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