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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三年的教區牧民方向：「堂區更新」，已經過了一
年多，不少堂區正忙於學習、商討、籌備的階段。另一方
面，為回應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教區近兩個月積
極推動教友去回應諮詢問卷，如此，一些人反映有點吃不
消，顧此失彼，亦有疑問兩者之間有沒有甚麼關係。 

  首先讓我們看看堂區更新的原因及方向。教廷聖職部
的文件指出，因外在環境轉變了，數碼文化及流動現象是
兩個主要的挑戰，因此，堂區需要注重培養相遇文化及陪
伴藝術，讓信眾產生歸屬感，與主連結，承擔福傳使命。

  然而，如何才能使人彼此相遇、互相陪伴呢？教宗方
濟各提出以「共議同行」來作為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的主題。其實，「共議同行」就是「相遇、陪伴」的另一種說
法。教宗希望今日教會能夠重温及落實彼此虛心聆聽、真
誠交談、憂患與共、並肩前行的精神。

  可以說，「堂區更新」是教會面對當今挑戰所採取的策
略，「共議同行」或「相遇、陪伴」則是為實踐這策略所必須
具備及深化的精神。至於回應諮詢問卷，就是教會的自我
評估，審視如何實踐了這份精神；另一方面，回應諮詢問
卷也是整個教會的一次靈修練習，讓信衆藉此體驗及掌握 
「共議同行」的精神，為地方教會的更新創造適當的條件。
由此可見，我們教區的三年牧民計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的諮詢問卷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序
「共議同行」造就「堂區更新」

  很高興知道教友總會把「躍動」堂區生活系列講座，
及有關聖職部文件的講解編成讀本，其中更列出與諮詢問
卷相呼應的部分（編按：見附頁），這肯定有助大家進行分
享、反思，並且填寫問卷。期望我們都能善用這些資源，
以「共議同行」的精神落實「堂區更新」！

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夏志誠 

2021年 12月8日 
聖母無原罪節

天主，
讓我們祈求祢的愛，

好使我們的堂區團體都因為經驗到祢的愛，
而能躍動起來，在社區內為祢作見證。

讓人知道這裏有基督徒，
讓黑暗中的人知道這裏有光明！
讓失望的人知道這裏有希望！
讓我們一起期盼聖神的愛！

使我們的堂區團體能如同初期教會一樣，
因着聖神的降臨而躍動起來！
聖母瑪利亞，請為我們祈禱，

並且跟我們一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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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為推動「堂區更新」，天主教教友總會推出了
「躍動」堂區生活系列講座，及「為福傳，變！變！變！」講座及
交流會（簡介《堂區團體的牧民轉變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
服務》聖職部實施訓令）。

  堂區的牧者、牧民議會、團體成員及教友，除了可重
溫各次講座的嘉賓分享，亦可善用此讀本，掌握其中的主
要內容。盼望有助堂區團體成員擁有相近的基礎和共同的
視野，然後一心一德去檢視堂區的現況，透過彼此的交流
及討論，一起為堂區更新和信仰成長而努力。

  這讀本大概分為幾個部分：

事實上，各堂區的現況都不
一樣，而且也不一定是好與
壞的分別，只是對現況的探
討和認識。這些現象可帶來
反思，亦可彼此提點，互相
砥礪。讓我們一起祈求聖神
的光照！

現況反思
各主題講者都按他們的專長
分享主題訊息，既有聖經教
導，也有教會傳統的認識，
且有具體的建議及行動，以
供參考。

主題訊息

有些反思題目是有關個人層
面，可引發信友反思自己的
信仰狀況。另有些題目則重
於堂區團體的實踐及更新。
讓個人及團體一起更新！

思考問題

每次的堂區生活元素講座都
邀請了兩至三位嘉賓，分享
在團體內的服務及經驗，既
有困難及挑戰，也有努力及
成長。

嘉賓分享

  以下就使用讀本的程序，作一提議，以協助團體進
行。這程序並非一成不變，不必一一遵從，各人、各團體
可因應實際情況，加以增刪。

使用程序

1. 團體成員預先簡單閱讀讀本一遍。

3. 一起祈禱，也可以默想，讓大家有
時間與聖神在一起。

5. 就「主題訊息」及「嘉賓分享」，各自
分享一個特別有感受的重點。

7. 以祈禱作結，在禱文中表達整個團
體的希望和行動、掛慮和限制，表
達對上主的信賴和交託。

4. 成員就「現況反思」所提及的情況，
討論團體是否也有相近的狀況、問
題或困難，或有何不同的地方。

6. 就「思考問題」，作較深入的討論，
最好能因應團體本身實況來討論，
記下有何「共議」的方向或結果。

2. 觀看影片，特別留意思考問題部分。

如何善用此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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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影片重溫

為福傳變變變
影片重溫

堂區更新

堂區生活元素
前導

夏志誠主教

天主應許了，一定會吹的，聖神的風一定會來的。 
我們就先準備好這「風車」。

希望通過這幾次的分享、討論和培育， 
來準備這個堂區更新的風車。

1. 強調「堂區團體」，堂區並非只是一幢建築物、一個架
構，也不是各個團體的總和，而是「堂區團體」，是一個
信仰的組織，所以也用上「眾家之家」，即不同團體上的
關係，本身是一個有機性的組織。

2. 文件的中文是「牧民轉變」，當中「轉變」(conversion)在
英文版本裏，有「皈依」的意思，即轉向天主、親近天
主，不只是在人的層面上轉變，也在靈性上改變。

3. 引言：創意•出去。

4. 文件裏「轉變」，又連帶到「創意」與「出去」兩詞，是互
動、互為因果的，如果我們願意出去，就會產生創意，
這有助我們走出去宣揚福音。

1.	 毋忘初心，福傳為本：這個「轉變」的根本是讓人們與
基督相遇，讓堂區成為相遇的聚集點，而堂區活動是使
人與主相遇。堂區是一個傳教中心，堂區團體的核心使
命，亦是福傳。

2.	 忠於福音，深入文化：福音與文化相遇、互動；堂區要
採用現代社會的方法來傳播福音。

甲、訓令的背景及引言

乙、簡介訓令第一至六節的精神

  在夏主教的兩次的講解裏，都說明「堂區更新」的一份重
要文件：《堂區團體的牧民轉變：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
聖職部實施訓令（2021年）。這份訓令為堂區更新指出方向，
當中包括堂區架構與牧靈使命。他指出該文件的幾個重點：

一、	牧民方向的轉變

堂
區
更
新

前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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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堂區如何表達開放？如何從未有信仰者的角度思考
「堂區的吸引力」？

1.	 眾家之家、天主臨在：如同耶穌親臨人羣中，以言以
行，向天主子民(即所有人)宣揚信仰，舉行聖事。

2.	 流動現象、數碼文化：人的生活越來越不限定在固定不
變的地方；網絡的出現亦改變人對空間的理解，影響人
的語言及行為。

3.	 文化改變、挑戰堂區：人接觸到不同的堂區，對堂區的
歸屬看似多了，但卻越薄弱。

反思：我堂區如何回應新常態？

二、當今環境下的堂區

1.	 歷代教導，不斷承傳：面對社會改變，堂區仍然是不可
或缺的福傳有機組織；如同燈塔那樣，在社區中發射信
仰之光，並要持續培育教友成為福傳者。

2.	 攜手合作，見證福音：司鐸與教友要團結合一，共同以
福傳為目標。而合作的焦點在於大家都能看到相同的時
代徵兆。

3.	 基督門徒、無懼變遷：今天的人生活在甚麼境況之下？

反思：堂區如何與「人」同行？堂區過去如何回應社區和香港
的需要？

三、堂區在今日的價值

1. 扎根生活，再思「地域」：這轉變必須觸及天主聖言的宣
講、聖事生活和愛德見證。

2.	 接觸聖言，汲取滋養：教導閱讀、默想及宣講聖言。

3.	 慶祝聖事，與主相遇：不是行禮如儀，要與主相遇。

4.	 以信望愛，實踐福傳：基督徒要由自己開始，在生活中
見證信望愛。

5. 促進相遇、學習陪伴：
• 相遇文化：堂區要成為一個有利於人建立歸屬感及被

接納的「地方」。
• 陪伴藝術：要意識到與其他人同行，避免自己陷入孤

獨，也不要讓人有孤獨感。
• 我與主相遇及被主陪伴的經驗有助我去與他人相遇及

陪伴他人。

反思：堂區如何「跳出」日常(周年活動)？

四、福傳使命作為更新的指導原則

1.	 包容的：堂區是包容不同人的團體，具互補性。

2.	 福傳的：堂區是外向的，讓別人尋找天主、是好客歡迎
人的地方。

3.	 關注窮人的：與弱小者同行，既向他們福傳，也接受他
們的福傳。

反思：堂區如何在社區中作證？

五、堂區中一個有如大家庭的團體 ——眾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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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智分辨、謹慎漸進：這轉變更新需要尊重他人及謹慎
行事，避免帶來傷害。

2.	 傅油神恩、人人共沾：肯定信友都領受了聖神的恩典，
都是主內的兄弟姊妹。

3.	 按其神恩、各司其職：團體內每個成員都各有其責任、
角色及作用。

反思：你堂區的牧民議會架構是怎樣的？怎樣的架構能有助
堂區的持續發展和運作？

六、從人的轉變到架構的轉變

  夏主教在影片內，提及堂區現今面對的狀況。他是憑
自己的觀察與經驗指出以下各項困難及限制，但他亦補
充，並不是每一個堂區都有這些困難。你認為以下所列出
的困難，哪三項是你所屬的堂區的主要困難呢？

丙、現況反思

1. 工人少；
2. 工作重複；
3. 事工越來越多；
4. 活動往往以聯誼為主，缺乏團體發展的動力；
5. 對象大多以教友自己人為主，較少吸引外教人士來

認識堂區；
6. 欠缺牧民方向，堂區以活動為主軸；
7. 善會各自為政；
8. 未能推動教友積極投入堂區團體；
9. 未有與學校等社區團體組成福傳夥伴；
10.  未有關注到其他交談的可能。

  夏主教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說法作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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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結論

  在「為福傳，變！變！變！」裏，一共有六條反省題目，可
以選擇其中一至兩題，大家分享討論，又或提出你自己的
解決方法。

1.	 更新的方向：堂區能否不再把焦點放在現有的教友身
上，嘗試把焦點放在聖堂門外；重新思考堂區的發展，
而非只關心辦好每年的活動。要做到以上兩個方向，為
領導來說，要強化本身的主動性，以及有一份開放外展
的心。

2.	 更新的步驟：「確立目標」如培育青少年，繼而「分配資
源」，如房間要分配給青年使用；再來就是「推行相應措
施」，如使用房間，舉行甚麼活動，最後要「持續檢視修
訂」，即檢視活動的得失，從而再釐定目標，以及投放
甚麼資源。

丁、如何更新

  堂區更新的最終方向，是要每一個人都不斷成長，我
們本來就是天主的子女，就要成為祂的門徒，再進一步就
是成為教會的肢體，最後成為地鹽世光。

戊、終極目標，不斷成長

庚、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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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

堂區生活元素
1

夏志誠主教

聖言是天主很有力量的愛的表達、愛的流露。 
只要我們敞開我們的心靈，就會與祂相遇，這就是聖言了。

所以聖言不只是聖經。 
當我們回應聖言，就成為主的門徒了。

• 不少教友有一個錯覺：聖言就等同聖經經文，但聖經只
是聖言的載體，還有其他載體，承載聖言。

• 曾經閱讀聖經的人眾多，例如讀教會學校的學生，但沒
有真的與聖言相遇。

• 堂區現在的做法，未能採用有效的方法，打開教友的
心，與聖言相遇。

• 與聖言相遇，是讓教友成為門徒。現況似乎未必很成
功。如果教友只是參與主日彌撒，不一定算是門徒或好
教友，可能只是群眾之一。堂區要思考如何透過「活動」
，讓聖言真的進入教友的心裡，培育他們成為門徒。

• 堂區常以「行禮如儀」的態度來處理聖言，認為「做了」，
就可以了。

• 要思考如何宣講聖言，如何懷著信德去宣講。留心平時
常用術語、口頭禪，例如慕道班，使人以為是「上堂」，
那麼畢業以後，就不用再回來了。又或導師常說「教唔
晒」，認為是要教道理，但其實不是教書呢！有些慕道者
在領洗前，仍不懂得祈禱，那如何向天主交心呢！

現況反思

  聖言包括但不限於聖經，因為聖言是人與天主的相
遇，它可以來自聖經，也可以來自其他地方，關鍵是人是
否受到觸動，並且加以改變。

  因此，在堂區裏，我們要意識到如何讓人可以與聖言
相遇，成為門徒。由此出發，可以思考：

• 教友如何在堂區裏的活動中，有機會與聖言相遇，讓聖
言帶動個人及團體成長？

主題訊息

聖
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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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怎樣宣講聖言及傳遞由聖言而來的信仰？（在甚麼時
間、以甚麼方式）

• 評估怎樣能藉聖言的滋養，使不同的活動及事工能幫助
教友，加深他們與主的關係，成為門徒。

• 瞭解堂區教友正在甚麼程度，以作出合適的方法，培育
他們，成為門徒。

  在講解裏，夏主教提出要在堂區裏落實聖言，目標是
讓教友與聖言相遇，繼而轉化為門徒，而要做到的話，需
要「分配資源」、「相應措施」。「分配資源」上，會否有人（小
組）專責做相關工作或關注這方面的需要？會否做好計劃，
訂定優次，協調時間？至於「相應措施」，包括要用不同的方
法加深祈禱。

  這裏談聖言，我們如何可以深入聖言？這裏用知、情、
意、行來說明。

知：持續的信仰培育，在知識上學習，是深入聖言的 
基礎。

情：不同的靈修活動，強化教友與基督的個人關係。

意：在信仰小團體裏強化聖言的作用，也可在會議開首
用十五分鐘認識聖言。

行：與社區內不同團體合作，發現聖言在不同人身上發
揮不同的效果。

  最後要持續檢討、修訂：先要體會自己與天父的關係，
進一步是做基督的門徒，繼而是做教會的肢體，最後是成為
社會的鹽光。

聖
言

一

  可否就自己堂區的實際情況，參考夏主教提及的一些
具體做法，構思：

1. 堂區的活動應該有助教友與聖言相遇，成為門徒。試檢
視一下，過去自己堂區舉辦的活動，哪些地方有助教友
與聖言相遇？這些活動有甚麼特質，可以學習？

2. 在架構層面，如何加以改動，更能讓聖言成為堂區生活
的重要元素；

3. 自行設計一個符合目標的活動，並構思具體的「相應措
施」，以及如何加以評定活動是否達到目標。

嘉賓分享

思考問題

陳敏芳 【播種（香港）團體】

  由2008年開始發展，透過團體的祈禱經歷來體味天
主。團體使命有三個，分別是團體靈修推廣、共建信仰
支持網絡、倡導「服務與祈禱並重」。透過聖言、對話及
行動，與天主親密的結合。現在不少堂區裏都有相關小
組，可供教友參與。

鄺國全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協會宗旨是推動教友讀經，特別是每日讀經，希望
教友閱讀聖經，喚醒我們對天主的信德。現在致力推動
堂區建立聖經小組，採用三個模式來推動：聖經專題講
座、協助籌組「聖經分享」小組、支援已經成立的「聖經分
享」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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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重溫

領導模式

堂區生活元素
2

關俊棠神父

領導是一個呼召，
但這呼召必需與你內心的平安、喜悅接軌才行。

1. 欠缺目標：堂區工作往往年復一年，每年都是相類近的
工作，感到為完成而完成，缺乏信仰的意義。

2. 反應冷淡：堂區內的活動參與者漸減，令負責者氣餒。

3. 行政為主：領導者往往要處理的是聯絡、主持會議、文
書紀錄等工作。

4.	 人際關係：一方面不容易維繫成員的關係，一方面要處
理不同人的觀點、看法，甚至要平息爭拗，相當吃力。

5.	 欠缺實權：堂區內最終拍板者為堂區主任司鐸，當彼此
做法有異，教友往往難以堅持自己的看法及做法。

6. 領導者對相關範疇的工作未必有足夠的認識，亦可能因
此引來不同參與者的爭論，造成工作困難。

現況反思

• 領導是一份召叫，召叫的核心是傳播福音，福音這好消
息包括人本身的美好，而天國亦已臨在。

• 召叫就是「你內心深處的喜悅與世界最大需要接軌的地
方」。如果只是提醒自己，正在做有意義、很神聖的
事，但感覺很苦、很不快樂，甚至事事抱怨，這很大可
能不是你的召叫。

• 在現實裏，做領導未必得到別人正面的回應，辦活動未
必受到欣賞。但我內心可有喜悅和平安呢？若有，就請
繼續走下去。

• 如果領導是一種召叫，僕人就是指一種生活態度，這態
度包括要感恩、承擔責任及接受現實的限制。

主題訊息

領
導
模
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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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僕人	+	領導」

  僕人是按吩咐而行；領導是發施號令，二者結合就是
牧者的情懷。為所有基督徒來說，他們也具備牧人的角
色，要走到不同的角落照顧他人。牧人有以下的身分：

領
導
模
式

二

1. 「托管者」：受天主之委托，照顧這些羊，同時意識
到自己並非羊的主人。

2.	 「關愛者」：要對團體成員有愛心，特別是對羣體不
滿者，要正視他的問題。

3.	 「導航者」：領導者需要培育羣體，讓羣體在具信仰
氛圍的地方成長。

4.	 「守護者」：現今的世界有太多危險，需要領導防
範，免得羣體走上歧路。

二、僕人領導的人文素養

1.	 自知之明	vs	愚昧無知：瞭解自己的強項與弱點；我
懂得愛和欣賞自己。

2.	 愛與關懷	vs	專業外衣：對羣體有真正的愛與關懷，
不視之為專業技巧而已。

3. 持平之心	vs	傲慢執着：凡有助羣體成長就去實行，
時常開放調整，不執着成敗得失。

4.	 英雄氣慨	vs	畏首畏尾：有膽識，接受犯錯的可能，
願承擔責任，重新出發。

三、僕人領導之靈性素養

1.	 上主是我的牧者：「天主第一、天主唯一，天主全
一」；選擇天主為生命的中心和理想。

1. 講座裏提到領導的存在是為了羣體的需要。作為堂區/小
團體的領導，你知道羣體有哪些需要？

2. 召叫當中最重要的兩點，分別是「福傳」和「喜悅」。你覺
得自己能否有這兩個元素？

3. 講座裏提到「僕人領導的四個身分」，哪一個最難做到？

4. 講座裏提到「僕人」的三種態度，哪一個最能觸動你？

5. 為現在的你來說，人文素養與靈性素養，哪一樣更需要
培育？

6. 按照講座的描述，試用一樣東西來代表一個良好的僕人
領導，並加以說明。

思考問題

2.	 人羣中的默觀者：不是「非黑即白」，要以天主含情
脈脈的眼神望向對方，視對方為自己的兄弟姊妹。

3. 築橋者、領路人、和平之子：最成功的領導人就是
讓羣體不再需要領導人，是讓耶穌領導他們。

四、耶穌之領導風格

1. 他選取卑微者居多；要有慧眼識人。

2. 耶穌的培育是與門徒一起生活，再委以重任，並在
嘗試後讓他們反思。

3.	 功成身退：耶穌最後放手，讓門徒自己去領導，藉
此進一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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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威	 【西貢聖心堂 堂區牧民議會成員】 

困難及成長：

1. 堂區事務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令教友身心俱疲：馬兄
弟學習到要找其他人幫忙，給予別人機會，效果會更
好，對團體也有幫助。

2. 活動反應冷淡：現在，他着重參與者得到的是甚麼，
而不用太介懷成果，只要把天主的愛送給別人，就足
夠了。

葉葆茵 【聖文德堂 堂區牧民議會成員】  

  以協調及配合善會為主要的服務方式，透過評議會
這個平台，做好工作，與神父合作。在過去五十年，成
立不少善會，而牧民議會在起初照顧善會成長，而當善
會成長後，就以協商方式，共同發展。在過程裏，有不
同的事情，都以共融的精神協力渡過。

嘉賓分享

影片重溫

敬拜

堂區生活元素
3

伍維烈修士

堂區的靈修生活幫助堂區更加有氣息，
是生命的氣息。

「敬拜」說出堂區有多少祈禱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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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三

•  彌撒是堂區敬拜的主體，其他敬拜行動只是小眾參與。
•  彌撒往往有「行禮如儀」的感覺，不容易觸動團體。
•  敬拜有改變的渴求，但具體應該如何做，前路不清。

現況反思

• 敬拜：敬天的慶典，可指禮儀；也指每一個人如何舉心
向上、實踐虔敬之德。可從個人祈禱的素質、渴求和深
度表現出來。個人、小團體和堂區的祈禱實踐，會互相
幫助，希望從中也可帶動整個堂區團體的「祈禱更新」。

• 堂區的靈修生活給其使命一份生命的氣息。如何營造堂
區的祈禱氣氛是很重要。而堂區的敬拜重心是感恩祭，
我們要在敬拜中，在團體中見證天主的大能。(參《教友
傳教法令》10)，憑藉在敬拜表達團體的信德，及其對發
展天國的委身程度。

• 要讓禮儀活現敬拜精神，有三個方面可以思考：
1.  與天主的關係；
2. 審視本身獨有文化；
3. 留意當中的藝術元素。

主題訊息

• 講者列出堂區生活中有關敬拜的12個指標：

指標	1：
主日感恩祭是堂區生活的
優先項目，教友是否全情
投入？是否積極參與？

反思：
如何才是積極、投入呢？
有沒有反思的提示？
有沒有調查或觀察教友的
表現？

指標	2：
有關的個人對禮儀慶典的
每一方面負起責任

反思：
是否只有個別人士負責相
關工作？
有沒有培育不同人士擔當
禮儀工作？

指標	3：
教友在禮儀中以很多的禮
儀角色來服務

指標	4：
履行禮儀職務者在他們的
職務中受到良好的訓練，
並能有效地履行職務

指標	5：
講道與聖經和人們真實的
生活經驗直接有關

反思：
這與神父、讀經員有關，
是 否 能 引 發 教 友 的 敬 拜 
之心？

指標	6：
禮儀空間能與教會的禮儀
相容，使其端莊和在禮儀
上能適宜地進行

指標	7：
禮儀藝術和環境以其高貴
的簡樸為標記

指標	8：
輔 助 敬 拜 的 事 物 是 合 時
代，並處於好的狀態

反思：
切合時期的佈置？
用藝術加添祈禱氣氛？
堂區議會在這些地方，是
否有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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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三

指標	9：
音樂的質素(包括樂器、
樂手、詩歌的揀選)能有
助會眾參與唱詠的祈禱

反思：
「重振」管風琴？
如何增進祈禱氣氛？

指標	10：
經常慶祝所有聖事，留意
使其真正表達堂區的生活

反思：
能 否 在 堂 區 舉 行 殯 葬 
禮儀？

指標	11：
與堂區的年輕成員慶祝兒
童聖道禮

反思：
能 否 有 切 合 兒 童 需 要 的 
安排？

指標	12：
鼓勵敬禮祈禱，但不干預
堂區主要的聖事慶祝

反思：
能 否 合 適 地 安 排 不 同 的 
聖儀？

• 反省：我們要意識到欽崇天主是真正的敬拜(參《天主教
教理》2096)，要對天主有一份深刻的感情(參《天主教教
理》2097)，明白祈禱的重要(《天主教教理》2098)及把這
敬拜由個人推到社會(《天主教教理》2105)。

• 敬拜不限於禮儀，也不限於在堂區或聖堂內，它是讓我
們能夠去改變世界。

• 靜默的元素：我們要留意在敬拜中的靜默，例如讀經講
道後，可以有靜默的時刻，有助人在聖神內汲取聖言。

• 總結：要讓教友有不同的敬拜經驗，現在教友往往只重
視彌撒，其中一個原因，他們缺乏其他敬拜的經驗。如
果可以多引入不同的敬拜方式，讓教友嘗試，大家會有
不同的體會，就有可能發展出更好的靈性氣氛。

1. 在十二項指標裏，你認為哪一項最需要關注？為甚麼？

2.  試以堂區一個重要的節慶為構思對象，與堂區相關成員
設計當中的「神聖空間」、「聖樂」、「歌唱」、「神聖用具」
，如何可以營造靈性氣氛？

3.  在整個講解裏，幾次提到「堂區議會」在敬拜生活裏可以
有其角色。你認為「堂區議會」可以如何擔當其角色呢？

思考問題

陳健忠 【聖神內更新團體】

  這是平信徒團體，希望在彌撒以外，促使教友在聖
神內更新，令人更投入禮儀當中。團體在全港有25個祈
禱聚會，其中20個在堂區裏舉行的，此外還有其他活
動，都期望促使教友在信仰上有所增長。團體的祈禱是
全面的基督徒生活，在不同方面都有相應的祈禱，並促
使成員更多互動。

余啟鵬 【青衣泰澤共融祈禱團體】 

  平日堂區生活往往以工作為主；需要給予自己空
間、時間，與天主建立關係，才知道自己的信仰何去何
從。我們不少人都曾到訪泰澤，意識到這種祈禱方式，
既能夠讓人感受到天主，也可以藉音樂、詠唱來侍奉天
主、服務團體。除了本身有固定聚會，也推動不同團體
嘗試泰澤祈禱。

嘉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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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雲、陳毓秀 【普世基督徒默禱團體(香港分會)】 

  默禱是以沉默的方式來親近天主，有別於口禱，透
過默禱操練，以沉默、靜止、簡樸的精神，令人能夠更
清楚地看世界、看自己，乃至看到天主。默禱可以成為
堂區其中一種祈禱方式，豐富教友的祈禱生活，令他們
從心裏愛主，就能夠在靈命上有所成長。

影片重溫

團體

堂區生活元素
4

黃錦文神父

善會、職務團體有它的重要性，亦有它的規限。
不是說他們不好，

但我們想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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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四

一、堂區

• 堂區以感恩祭為中心，是一個禮儀的教會，本身是美好
的。然而感恩祭不是為教友之間的互動而設，因此若以
感恩祭為信仰生活的中心，往往缺乏教友之間的互動。
而怎樣將感恩祭裏所體會的信仰精神落實到每天的生活
中，亦缺乏足夠的支援。

• 堂區以活動為主，幾乎將活動等同信仰生活，以為活動
越多，信仰生活就越豐富，但結果剛好相反。活動是深
化信仰的方式之一，但活動頻繁，會令人疲乏，產生磨
擦。需要思考其他可能性。

• 社會結構已經改變，現今的堂區仍然是以中世紀鄉村教
會以禮儀為中心的方式來傳教及度信仰生活，並不能對
應城巿化的社會所需。

• 宏觀來說，教友在領洗後參與主日感恩祭仍佔少數，即
使繼續在堂區內，其信仰生活未必具有足夠活力。

二、職務團體/善會

• 以服務禮儀為主，核心是感恩祭，這些服務都是好事。

• 屬堂區小團體的骨幹，但往往傾向功能性，按不同善會
的目標，做好自己的本分，往往以完成工作為主，較少
重視祈禱、聖言分享等等。

• 活在後現代、以資訊為主的社會，需要正視「疏離」這時
代徵兆。生活在團體之內，能夠打破疏離，使職務團體/
善會變得更好，亦是要關注的事項。

現況反思

一、何謂信仰生活
• 信仰生活就是朝聖的旅程，我們朝天國這永生的目的地

前進，因着聖洗，我們知道自己「有資格」進入這天國，
但我們仍然要在人生裏不斷努力。這個朝天國而努力生
活的過程，就是信仰生活。信仰生活是多方面的，但其
核心是感恩聖事，因為彌撒讓我們記念過去，在此刻參
與，並指向永恆。 

二、教會團體生活的歷史回顧
• 初期教會是以家庭教會為主，人數不多，以小團體為主

的教會形態。
• 到四世紀末，天主教成為國教，教會形態就由家庭教會

轉為教堂大團體。
• 到五世紀，堂區制度已經成形，信仰生活漸漸變為堂區

禮儀生活。
• 中世紀時，歐洲以鄉村教會為主，教友關係密切，聖堂

的主要功能是禮儀，並不需要特別關注小團體。

三、小團體發展
• 聖經指出，只要我們兩個三個聚在一起，基督就在我們

中間。小團體不是額外的東西。
• 信仰小團體有不同的內涵和形式，如善會、基層基督徒

團體（基基團）及教友鄰舍小組等，都是信仰小團體。按
照現況，我們應該要鞏固善會，同時推動基基團及其他
形式。

• 從基督奧體來看，我們可以視信仰小團體是基督奧體裏 
的不同細胞，形態各有不同，同屬於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主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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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四

四、信仰小團體五個要素
1. 以基督為中心。
2. 以聖言、聖事、祈禱作滋養，以發展縱向的天人關係。
3. 需要團體的共融，以發展橫向的人際關係。
4. 屬於教會的基層組織，應該是在堂區內登記，讓堂區得

悉，獲得堂區批准成為堂區的組織，又或是屬於教區 
組織的一部分。

5. 具福傳任務，因為真正的愛是把福音傳給全世界。

1. 堂區的善會在福傳任務上較強，但聖言、祈禱較弱，需
要如何加強？善會以工作為主，如何強化團體的共融？基
基團的弱項是福傳任務，可以如何加強？

2. 試以五個元素來檢視自己的小團體，看看自己的團體是
否有這五個元素？當中具備的元素，如何可以加以發展
強化？為堂區善會來說，自身是否具有這五個元素？

3. 試從堂區長遠發展的角度，思考如何可以讓堂區的信
仰小團體，更容易發展？現今不少小團體在發展的過程
中，往往難以讓新成員融入，當中的阻礙在於甚麼？

思考問題

任希麟	 【基層基督徒團體聯會】 

  聯會已有28年歷史，目標是促進基基團的成立和發
展，在過去舉行不同的活動，希望透過培育，提升聚會
的質素。因應疫情，近來發展網上聚會及跨地域聚會的
支援。

嘉賓分享

陳穎臻 【聖安德肋堂「愛回家小組」】 

  在2019年成立，希望用小組方式，讓新教友對教會
團體有家的感覺，經過發展，成立了七個「愛回家小組」。
經歷社會運動及疫情，仍然努力維繫成員，當中也採用
網上聚會方式，致力關顧團體裏艱難的成員，讓不同成
員都有莫大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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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堂區生活元素 5

鄭德烈兄弟

我們出來服務，究竟是為了甚麼呢？
是為了自己，

還是為服務天主呢？

• 在堂區活動裏，不少教友會為一些實務上的問題，引發
爭端，有違愛德。大家的心起初都是為服務，結果卻有
人事糾紛。

• 視堂區內的服務如同做義工，把工作完成就覺得完成任
務，欠缺靈性幅度。

現況反思

一、服務	vs	服事

• 講者是執事候選人。執事一詞，在希臘文DIAKONIA
中，本來就是「服務」的意思，隨時準備為人服務。

• 就講者的反省，服務不完全等同於服事。在堂區內，更
應該以服事為中心。部分人心目中的「服務」，是以自己
為中心，按自己的意願、時間、心情來決定做甚麼。

• 服事有深層的意義，就是以他人為中心，如德蘭修女這
樣，尋找自己的使命，做天主要我們做的事，而非以自
己的條件來決定做甚麼。

• 服事者就是僕人，而主人就是天主，所以進一步來說，
就是以天主為中心。

• 服事本身是由下而上的，所以領導者要「變成」為僕人。
這是耶穌的命令。(參路22:26-27, 若13:13-15)

• 領導者會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而這些別人看不到的
地方，正是天主要讓領導者看到，並要他們去服事，所
以服事不是為別人做，而是要為天主做。

主題訊息

服
務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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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服事)在「躍動堂區生活」系列中有三個重要的 
  	向度：

服
務

五

1.	 服事的態度：

a) 加納婚宴裏的僕人，即使知道那些是水，仍然按耶穌 
 的吩咐，舀出來給司席去嚐。有些事情，即使自己不 
 明白或不認同，仍然按天主的旨意去做。
b) 幾時一旦準備好，就去服事。

2.	 服事的對象：

a) 飢餓者、無家者、窘乏者、病患者、囚禁者。
 (參瑪25: 35-36)
b) 孤兒和寡婦。(參雅1: 27)
c) 代表要服事最弱小者，而真正的服事對象是耶穌。
 (參瑪25:35-46) 所以，即使服事時遇上困難，但若想 
 到是服事耶穌基督，就可以再充滿力量。

3.	 為基督作見證：

a) 服事是為基督作證，是愛的流露。「作證」(witness) 
 在希臘文中有「殉道」的意思，所以服事是要懷有忘 
 我、殉道捨生的精神。(參宗1:8, 若14:12)
b) 服事要與自己所受的寵召相稱。
 (參弗4:1及羅12: 1-2)

三、服事的深層意義

1. 主動：耶穌也主動去醫治病人。(參若5: 5-6)

2. 伺機：要等候時機做好事。在瑪26:6-7中，別人伺機害
耶穌，但女人就伺機服事耶穌。我們要學習這個女人，
關注服事的時機。

1. 服事與服務，有何分別？為你來說，你在堂區內的工
作，是服務還是服事？

2. 服事是堂區七個重要元素之一，它與其他元素(如聖言、
團體、領導)有何關係？

3. 按本講座的內容，你會如何在自己的堂區工作內實踐？
又或是如何把這些思想帶到堂區內外？

思考問題

四、如何堅持服事及保質？

1.	 與聖言同行：與 耶 穌 基 督 同 行 ， 獲 得 聖 言 的 滋 養 。 
(參路10: 41-42)

2.	 參與信仰小團體：與 他 人 同 行 ， 彼 此 支 持 及 鼓 勵 。 
(參希10: 24-25）

3. 被服事的服事：女人用香液為耶穌抹腳，耶穌接受她的
服事，可見被服事本身，也是服事的一種方式，能夠讓
別人有機會服事。(參瑪26:10)

4. 臨在與同行：即使當時未有實際的作為，但陪伴、臨
在、隨時提供協助，已經是一種服事，不要只求有所作
為，更重要的是服務的心態。

耶穌說：「我在地上，已光榮了你， 
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若17:4)	

我們的服務是否為了光榮天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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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信 【基督之母堂 小羊棧社區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成立於2021年四月，但在2014-2019年做
了許多以物易物的服務，到了2020年因應疫情，就開始
社區支援行動，派發福袋。到了2021年發現需要更多方
面，於是成立中心，希望發展更全面，回應社區內街坊
的不同需要，希望透過社區連結，分享信仰。

黃靜韻 【聖雲先會】 

  香港聖雲先會在1863年成立，是平信徒的慈善團
體，現有的會員約650人，帶着信仰去照顧服務有需要的
人，以堂區為中心，走入社區內服務，促使聖化自己，
成聖他人，這也是服務，是同行的含意，而更重要是讓
服務者及受服務者，都感受到天主與自己同行。

嘉賓分享

影片重溫

管家模式

堂區生活元素
6

廖雅倫神父

天主的能力很高，祂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但祂願意讓人去參與這管理，

祂願意讓人與祂一起承擔管理大地的使命和責任。
所以，這是一份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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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家
模
式

六

這裏所說的現況並不是指好與壞，而是對實況的描述：

現況反思

• 從信仰上來說，天主創世之初，即願意人參與其中，所
以人按天主的肖像被創造後，天主交付人管理世界的責
任，人就成為了一切萬物的照顧者。這就是管家職務的
根源。(參創1:26-28,2:15)

• 每個人都有其來自同一聖神的不同神恩，各有不同的使
命，形成不同的職務。因此職務不是由別人來做或只由
自己來做，而是指每一個人的承擔。

• 為今天的教友來說，因着入門聖事，就領受了這份職
務，那就是分擔了基督的「君王、先知、司祭」的三重職
務。當具體落實在堂區裏，就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面貌，
但最重要的仍是「以基督為中心，以聖言為根基，以福
傳為使命」的面貌。(參弗4:11-12)

• 使命是要按着天主聖三的心意、建樹基督的身體而行，
而不是按自己的意向。這就是管家模式的核心。

• 從堂區本身發展來看管家模式，可從以下五點思考：

1.	 【喚醒】：讓教友察覺自己在哪方面具有恩賜，亦讓教友
瞭解堂區本身的需要，以及社區的實況，透過認知，教
友就有可能發現自己的神恩(也可以包括專長、興趣)，

主題訊息

• 神職主導；
• 教友牧職的觀念較弱； 
• 較着重禮儀性的聚會； 

• 教友在堂區的角色有待發展；
• 較少機會喚起教友的神恩； 
• 教友意識的培育、支援較少。

 正正是堂區的需要及履行自己使命的崗位；再進一步， 
堂區要給予教友機會及信任，有這種開放性，教友的神
恩才可茁壯成長，從中體會這是天主的召喚和派遣；要
讓信友清楚各人都有「表達、明白、去愛」的使命。

2.	 【發掘】：堂區領導及教友自己都需要細意觀察，思考誰
的才能可在堂區那裏發揮，如何投入堂區的事工裏。堂
區需要的各種才能，並不一定局限在純信仰的層面，如
財務管理，司鐸就需要具財務專長的教友，以福傳熱忱
和傳教的精神來協助他管理教會的財產。而且發掘也需
要廣闊的視野，敏銳於時代的狀況，才可看到更大更遠
的畫面及機遇，發掘到更合適的人才，讓堂區發展。

3.	 【計劃】：堂區應有不同的牧民、培育、福傳等等的計
劃，但首先要由聆聽聖言開始，讓堂區由天主聖言帶
領，得以擴展。這些計劃並非由神父一人決定，而是要
跟教友一起思考、計劃和發展，這正好在過程中，陪伴
教友發掘自己的神恩。堂區的這些工作就是神恩得以成
長的地方。堂區必須注意要在活動裏，注入生命活力，
富有創意，而非為辦活動而辦。

4.	 【帶領】：真正的管家要分享個人的3T：時間(Time)、 
才能(Talent)及財寶(Treasure)。一方面來說，歸屬感
有助他們關心堂區的需要，使他們願意及慷慨地分享自
己所有，另一方面，當他們發現堂區的行動能滿全他們
自身的福傳使命，他們自然會主動和承擔。

5.	 【合作者】：每一個教友都是福傳者，他們既在堂區裏跟
別人合作，也在自己的生活裡跟天主合作，所以，堂區
的兄弟姊妹既是「合作夥伴」，也是「心靈夥伴」。司鐸亦需
與教友合作，而牧民議會就凸顯出是「合作」的重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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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座裏強調堂區需要發掘教友的神恩，讓他們的神恩能
夠在堂區裏得以發掘、發展。你認為在自己的堂區內，
如何可以構想一個新的計劃，讓部分未能發揮自己神恩
的教友，得以發揮呢？

2. 牧民議會如何在以上所提的五個方向，更好發揮自身的
管家職務？為你所在的堂區，以上五項，哪一項更需要
加強發展呢？

思考問題

• 總結：管家職務就是善用自己的神恩，視之為必須承擔 
的重大義務，並要把這神恩視為天主給予的禮物，與他人
分享，以神恩去服務。透過發揮自己的神恩，愛主愛人。

霍銘源 【聖猶達堂】

  做管家，臨在是很重要的，可能只是去觀看青年的
表演，這種參與對他們都是很重要。這些努力都需要被
肯定、讚賞和累積，在細微處做好，相信會有果實的。
帶領青年要讓他們意識到團體感，一起承擔成敗，更需
要心懷喜樂，並且有擴展的實踐。

許家裕 【聖瑪加利大堂】 

  擔任會長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不一定要讓其他成
員知道自己做了甚麼，只是做好自己的本份。另外，如
何聯繫其他堂區內的不同團體，也是重要的。再者，具
備創意也很重要，因應實際情況，改變做法，往往會有
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嘉賓分享

影片重溫

傳揚福音
堂區生活元素 7

甘寶維神父

祈禱就是聆聽上主。
我們傳福音，第一件事是要聆聽上主，

如果我們不聆聽上主，我們無可能傳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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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的行動以禮儀為主，基督徒的福傳使命未能彰顯。

• 普遍教友對福傳的印象，都是遠赴落後地區的傳教工作。

• 一般教友較少思考自己有否福傳使命，以及如何可以把
福音傳播。

現況反思

•  一切由祈禱開始！祈禱就是聆聽上主。福傳的第一件
事，就是聆聽上主，否則不能傳福音。

• 按谷3:13-14，耶穌召叫門徒，有三個原因：「常在一起」
、「派遣」及「宣講」。這可以是我們思考傳播福音的三個
重要方向：先要意識到自己是耶穌想要的人，是與耶穌
「在一起」。然後意識到自己是「被派遣」，做耶穌基督要
自己做的事情。最後才是「傳播」本身。

• 甘寶維神父以自己的成長經歷，帶領教友反思自身如何
可以由「常在一起」，再進一步，意識到自己是被派遣
的。他先指出：所謂派遣，為不同年紀，不同角色，會
有不同體會。他分享自身的經驗就是希望引發每一個人
去經驗、發現、明白自己的召叫及派遣。

• 由年輕時開始，甘神父就開始義工服務，他認為這是認
識自身召叫的好方法，愛德服務有助年輕人成長，而他
在修生乃至神父的階段，服務不同的人，逐漸更理解自
己的召叫、尋找。

• 在這過程裏，閱讀聖言很重要，他舉出兩句經文作分
享：在他晉為執事時，他用上「傳福音的人，應靠福音
而生活」(格前9: 14)作紀念，因為要傳播福音，自己必須
認識聖言；晉鐸時，他就用上「我若傳福音，原沒有甚麼

主題訊息

傳
揚
福
音

七

 可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傳福音，我
就有禍了」(格前9: 16)。這句話，提醒自己，傳播福音就
是自己的使命。

• 雖然在香港有不同傳播福音的經歷，但甘神父一直都有
到非洲作傳教士的夢想。他在祈禱、反省及見神師的過
程中，發現自己有海外福傳的召叫。後來他有機會到坦
桑尼及柬埔寨當傳教士，從中更體會普世教會的「教會
心」及向外宣講的「傳教心」。

• 兩次到外地傳播福音的得着：

1. 這是雙向的傳播：既是香港的傳教士到非洲分享
自身在香港的一切，也令到香港教友對非洲有更多 
認識。

2. 即使自己未必做到很多事情，但臨在本身亦很重
要，臨在就能帶來福音的可能性。

• 回到香港做堂區工作，甘神父就思考堂區如何與社區機
構(明愛)合作，帶領教友關心社區；思考堂校合作，把
握在校傳揚福音的機會。 

•  如何能夠做好傳播福音的工作？回到上文的三點，可以
進一步說明：

1. 必須緊記自己是天主的揀選和召叫。

2. 時時與主一起，要多祈禱、讀經、禮儀生活；越認
識基督，越認識自己；不斷發現及發掘自己的召叫
及能力；與聖神合作。

3. 接受派遣去傳福音：外展的教會，以窮人為先，行
愛德；臨在、同行、聆聽、明白；善用神恩，服務
社羣、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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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甘神父所言，所有教友都是傳教士。那麼，我們可否
嘗試審察自己的信仰生活，看看自己能夠在哪一個地
方，開始自己傳播福音的嘗試？

2. 綜合講座內容，你認為要做到傳播福音，需要哪幾個元
素？你又認為哪一個元素最不容易做到？為甚麼？

3. 從堂區團體角度來看，如何可以促進教友的傳播福音的
意識？有何具體的做法可以提供？

溫國光神父	 【聖若翰堂】

  堂區要成為「眾家之家」，如堂區旅行，就應該如同
一家人去旅行，堂區裏的老中青都應該齊心合力；要發
展「相遇文化」，如融入中國的節慶在堂區生活裏；最後
是「堂區一家」，指堂區與社區的連結，如協助社區裡的
弱勢者，當中要交談，也是一種幫助。

張文達	 【善牧助更生協會】

  協會從廣度來理解傳播福音，就是接觸一些未必容
易領洗加入教會的囚友，希望把聖言的種子投到他們的
心中。我們帶領成功領洗者未必很多，但相信信仰已在
他們心中。同行是我們實踐福音的方式，讓更生人士不
覺得孤獨，希望義工及服務對象都能夠找到自己的美
善，才是重要的。

嘉賓分享

思考問題

傳
揚
福
音

七

• 幾點提醒：

1. 「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羅10:15) 
每台彌撒的完結，就是派遣的開始。

2. Come and see ：你們來看看吧！就是開始； 
Go and tell：要講甚麼？你們來看看吧！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關鍵是好榜樣，才能促使人 
行動。

3. 非傳不可，「非」傳都可，意思是可到非洲傳教，更
重要是在任何地方都要傳教。

• 總結：
「做」福傳「工作」

	「負起」福傳「使命」

「活出」福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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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總結堂區生活這七
個元素，感恩祭正居於中
樞的位置。感恩祭是堂區
團體的共融時刻，它本身
就是「敬拜」，同時讓我們
得以領受「聖言」，當我們
明白自身是一個「團體」，
就更能領悟「領導」及「管
家」的角色，我們就可以 
「服務」。而這一切，都是
為了「傳揚福音」。

引言

  感恩祭讓我們領受天主的使命，並走出去服務社區，
而在服務中亦得到回饋，又再成為我們在感恩祭中的奉
獻，周而復始，日益增長。以主日感恩祭為核心

堂區生活元素
總結

夏志誠主教

主日上午為堂區是絕對優先！ 
非常值得整個堂區去思考： 

我們為回來的教友提供了怎樣的主日經驗？ 
怎樣的主日感恩祭的經驗？

天主

人 / 

社區 / 社會

堂區議會

信友一家

3. 敬拜1. 聖言

主日感恩祭

7. 傳揚福音 5. 服務

2. 領導模式

6. 管家模式

4. 團體

 / 

  夏主教製作了一個「堂區生活七大元素」及「主日感恩
祭」與「天主與人/團體、與社區」的關係圖表（見下圖）。若想
了解詳細解說，可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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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達到「理想」的彌撒，並不是空談原則就可以做到，
因此夏主教帶出不同的問題及建議，鼓勵堂區因應自身情
況在細節上思考。在這裏，我們表列成清單，供大家反思：

思考問題

感恩祭之間
1.	 兩台之間有否足夠的間隔時間，讓團體可以有互動的機會？

建議： 半小時較合適。
你的想法：

2.	 如何安排泊車？
建議：要感謝負責此項工作的教友義工；要有合理的安
排、聆聽及溝通，免得因小事而破壞團體感。
你的想法：

3.	 有否寧靜空間？
建議：避免在彌撒開始前綵排、練歌，應讓教友有靜默
時刻。
你的想法：

4.	 是否讓教友辦修和聖事？
建議：如有其需要，應該有人作管理工作。
你的想法：

5.	 如何讓教友收斂心神，做好準備？
你的想法：

感恩祭前

1.	 是否有安排接待人員，幫助不熟悉情況的人士，更容易
參與彌撒？
建議： 要考慮適合的接待位置，以及清楚的指引。
你的想法：

2.	 神父會否迎接教友？堂區幹事會否一起來迎接？
建議：建立關係需要親身接觸，堂區幹事如在彌撒前可
以與教友攀談，有助團體的建立。
你的想法：

以
主
日
感
恩
祭
為
核
心

總
結

• 對堂區團體來說，感恩祭是一個優先的堂區時刻，是團
體真實臨在的標記，所以每個主日的上午，是一個很重
要的時刻，堂區團體要重視這個上午，致力讓團體能夠
在其中，得到足夠的信仰經驗。

• 促使教友在主日回來參與感恩祭是重要的，因為沒有親
身的臨在，就沒法建立人與人的關係；沒有關係，就不
是一個團體。

• 感恩祭的安排，在合符教會教導下，堂區團體仍有不少
空間，可以按自己的取向，加以改動，以求團體能夠更
親近天主。但是，這些改動不應是為了個人，也不要把
彌撒視為個人表演的舞台，而要關顧團體本身。

• 《宗徒大事錄》裏提到團體「一心一德」，這正是感恩祭要
達到的「共融」，而我們就應該反思，在這團體裏，我們
需要甚麼，其他人需要甚麼，能否彼此關顧。

主題訊息

主日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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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中

1.	 如何選擇合適的歌曲及樂器，引領教友投入？
建議：不要受限於傳統的選曲做法，同時要顧及實際 
可行的情況。
你的想法：

2.	 有何措施讓教友對主日的經文有較深入的認識？
建議：其中一個做法：以當天彌撒經文中的一句金句為
中心，在聖堂外壁報標示出來，提醒教友。
你的想法：

3.	 講道的訊息是否有指導生活的作用？
建議：解釋經文要對教友如何活出信仰有具體的指導，
會較合適。
你的想法：

建議：禮儀人員是有準備的，表現莊重、得體，是一個
令人舒服的禮儀經驗，願意向他人推薦。
你的想法：

感恩祭後

1.	 教友是否匆忙離開？
建議：大多教友已不會比主禮更早離堂，現況改善，希
望可以保持。
你的想法：

2.	 如何處理堂區報告？
 建議：最好不多於五項；避免重複；可考慮由本堂神父報告。

你的想法：

3.	 在彌撒後播放「主日三分鐘」的培育短片，是否適合？
建議：要考慮教友的接受情況，以及要讓教友有心理準備。
你的想法：

4.	 能否有機會交談？
 建議：適合在聖堂範圍外安排合適地方，供大家交流。堂

區幹事藉此與教友交流也是好事，而不只是設立意見箱。
 你的想法：

3.	 有否以祈禱開始自己的事工？
建議：察覺自己是與主同行。
你的想法：

4.	 在重要節慶時，會否在禮儀裏作合適的說明，以幫助 
「來賓」瞭解彌撒。
建議：如何合適地提示，避免冗長重複，亦要小心處
理，取得平衡。
你的想法：

5.	 是否有人協助/處理查詢？
建議：如有人負責接待其他人，提供支援，有助對方融
入堂區。
你的想法：4.	 要評估整個彌撒，是否能有其神聖氣氛？



52

• 人是需要團體，渴求連結。過去的經驗是：相信後，成
為教友，就進入團體(歸屬)，但現在可能先要讓人受團
體吸引，願意參與(歸屬)，再相信，並成為基督徒。

• 堂區如何躍動起來？在初期教會，教會在瑪利亞陪同下
一起祈禱，等候聖神來臨，然後就「躍動」起來。今天要
讓聖神充滿我們，我們才可躍動起來。聖神就是愛，就
讓我們懷著這份愛，在愛內去檢視堂區要前進、要改善
的地方，但這要在愛裡面提議出來。

• 堂區團體應具備以下三個特質：

1.	 共融：合作，在主內合一，承認各有不同，但可以
互補；

2.	 參與：不是為自己存在，而是參與社區；

3. 使命：做好福傳的工作。

總結

6.	 會否設立代禱板？
建議：建立代禱文化，有助堂區的關係建立，彼此關心。
你的想法：

7.	 是否有教友登記制度？
建議：宜建立一套適切的登記制度，有助新遷進該區的教
友融入堂區團體內，有迎新聚會。
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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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堂區生活
為福傳，變！變！變！

輯錄「躍動堂區生活」系列講座內容，協助堂區團體反思現況，
讓堂區成為「眾家之家」，以實踐傳揚福音的使命。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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