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年在⾯對職場和社會境況時，
         得到提升及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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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年的尋找與超越
⻘年在職場的起跑線上，開始探索⾃⼰的潛能與職志，除賺錢⽣活外，追求

什麼才能滿⾜？⼤部分⻘年經歷婚姻的召叫，在尋找⾝份和伴侶的過程，更

能認識⾃⼰，⾛向彼此成全之路。CYA Shine program 系列：包括 Shine movie, 

Work Shine 及 Love Shine 就是與⻘年在⼯作和感情路上同⾏的聚會。

CYA之友職⻘聚會 「⼼靈拼貼」(11/9) 

「⼼靈拼貼」⾸先會製作圖卡。從雜誌中揀選最少兩

張吸引⾃⼰的圖⽚，剪去圖⽚「多餘」的部份，保留

吸引⾃⼰的部份。按⾃⼰的⼼意，將圖⽚貼在卡上，

之後套上膠套，圖卡就完成了。然後進⾏「讀卡」的

步驟。「讀卡」是想像⾃⼰是圖卡中的⻆⾊，然後以

這⻆⾊向⾃⼰談及幾個題⽬，包括：「我想要讓你知

道......」、「我帶給你的禮物是......」等等。

 
製作圖卡的過程簡單，選圖⽚的時候，不⽤想太多，嘗試放下都市⼈慣常的分析批判、邏輯

思維，暫時單純地隨⼼⽽作。「讀卡」是個認識⾃⼰的過程，讓⾃⼰「閱讀」⼀下⾃⼰的

⼼。⾝處⾹港現時動盪的時期，內⼼多少會有不安、憂慮，甚⾄憤怒的情緒。透過「⼼靈拼

貼」，發現這些可能被埋藏了的情緒，認識⾃⼰的感受和需要。⾯對外在環境的紛亂不安，

讓我們靜下來；在祈禱中，透過這活動，聆聽內⼼的聲⾳；也求天主帶領，幫助⾃⼰聆聽祂

的聲⾳。

CYA之友 信仰團體中成⻑
⻘年信仰成⻑的過程中，實在很需要團體的⽀持和⿎勵。透過每⽉兩次定期

聚會（第⼆及第四個星期三晚）的CYA之友聚會，能讓⻘年體驗愛及包容，在

現今紛亂的社會境況中得醫治和安慰。



 

SHINE MOVIE

Shine Movie 乃 CYA ⾃資拍攝的「⽣命教育」微電影。電影以 ：《醒悟》、

《寬恕》、《陪伴》及《憑着愛》為主題。為中學及職⻘聚會提供多媒體

分享活動。第⼆輯 Shine Movie 正在籌備拍攝中，預計在2019年下半年度推

出。承接上⼀輯的故事⼈物，今次內容集中⼈際關係, 包括愛情(拍拖及婚

姻)、親情(⽗⺟⼦⼥及家⼈)、友情及與天主的愛。

似曾相識的平⾏時空
由學校⽣活⾄⻘年剛踏⼊社會，往往⾯對不少與教會價值觀相違背的

事情；在⼈⽣路途上⼜會遇到難以取捨的局⾯。他們該如何抉擇？

上智Shine Movie 試映會(26/4)

是次天主教同學會聚會共有60名中⼀⾄中五

學⽣，⽼師及校監參與。試映會後，⽼師

和同學都對Shine Movie很感興趣，計劃於下學

年以Shine Movie作分享題材，每⽉為全校公校

學⽣舉⾏兩次聚會。

 
 

CYA之友職⻘聚會

微電影分享會~加油啊Ching

阿程(Shine Movie參加者)看完了分別以「醒

悟、寬恕、陪伴、憑著愛」為主題的Shine

Movie之後，反思⾃⼰的⽇常⽣活環境，都

會遇到類似的處境，例如⾯對誘惑時，以

惡⼩⽽為之；⾯對憎恨的⼈，繼續憎恨下

去；⾯對信仰疑惑時,放下信仰。微電影完

結前，有兩位⻆⾊⼀同加⼊堂區⻘年活

動，即使未能解決⽣活中的困境，⾄少有

兄弟姐妹，天主的陪伴下，「與神同⾏，

⾛出迷陣」。



"MY DEAR YOUNG PEOPLE,

ONLY JESUS KNOWS WHAT

IS IN YOUR HEARTS AND

YOUR DEEPEST DESIRES.

ONLY HE,  WHO HAS LOVED

YOU TO THE END,  CAN

FULFIL  YOUR

ASPIRATIONS.  BE NOT

AFRAID."  

ST  JOHN PAUL I I

與主共夢 (13/3)

今次我們邀請了May,輔導中⼼的負責⼈去分享天主是如何連繫著我們。May在分享中提及到天

主在夢中給她的指⽰，透過⾃⼰的導師給的建議還有⽣活的點滴，加深了她跟天主的關係。

原來天主會⽤不同的⽅式跟我們對話，⽽夢境就是⼀種⽅式。在夢中看似是虛幻的，但天主

在當中給我們的愛、安慰是真實的。

 
 

夢裡的啟⽰
“⽇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對於我們來說⼀點都不

陌⽣。在夢境裡我們會看⾒不同的事與物，可能

是我們的幻想，也可能是預知夢。但⼈總會對夢

存在疑惑，到底它想帶給我們的訊息是什麼呢？

Love SHINE

⻘年在成⻑以來，便⾯對着不同的挑戰。他

們也開始慢慢⾛進⼈⽣另⼀階段，即是結識

伴侶以及組織家庭。在茫茫⼈海中，如何找

到合適⾃⼰的另⼀半呢？怎樣才能讓關係⾛

進美滿的婚姻？透過Love Shine課程中的講

解，並在天主教倫理的教導下，讓⻘年們在

戀愛⽅⾯得以提升。

由CYA副主席Conrad親⾃教授，課程讓年⻘⼈明
⽩何謂戀愛及認識戀愛歷程，希望他們在愛戀
中由燃亮⽣命，變為互相成聖的伴侶。

燃亮你的⽣命 • 更有愛   (已於2⽉-7⽉
在玫瑰堂擧⾏) SHINE, LOVE SHINE PROGRAM

 



Fish :

CYA舉辦的Love Shine課程實在令我⼤開眼界及獲益良多。⼈與⼈的相處是⼀個複雜的互動

過程，在Love Shine課程中，講者以基礎理論及實際⽣活例⼦為我們講解⼈際互動的技

巧，對我跟家⼈、朋友及同事相處有很⼤幫助。此外，講者所分享的經驗及⼩組成員之

間的討論，⼀⽅⾯對我有很⼤的啟發，⽽且也讓我學習到正確選擇伴侶的⽅法。感謝

CYA的講者、⼯作⼈員及各位成員的付出，讓我有機會參加這個內容豐富的課程。

Matthew Mak 

Love Shine從⼀個⼼理分析的⻆度出發，透

過每個課堂不同的主題，讓⼤家多理解

⾃⼰與異性的⼼態⼤不同，從⽽幫助⼤

家把握時機或調整⼼態；⼜可以與⼀班

⻘年⼈討論交流各⾃經歷，認識⼀些新

朋友，總括來說獲益甚多！

Cynthia Choy:

Love Shine課程中，我最深刻是關於⾺

斯洛的需求層次(關係)⾦字塔。我以

前沒有想過「關係中的需求」都可

以分為不同層次，令我反思⾃⼰過

去的感情，經常會處於哪⼀個位

置，以及將來⾃⼰想與⾝邊的伴侶

達⾄哪個層次。

Angela Li  

參加這期的Love Shine課程令我對男朋友

有更深⼊的認識。透過課堂上的例⼦

及分享，讓我不單了解對⽅的性格，

更令我學習如何能相處更好。課堂以

⼩組形式進⾏，使我與其他參加者有

更多互動和分享。

阿堯
我是與⼥朋友⼀⿑參加Love Shine課程的。⼤

家⼀起拍拖已有⼀段⽇⼦,因此我想藉着參

加Love Shine課程，好好地思考⼀下兩個⼈⼀

路⾛來有甚麼地⽅需要改進。我很開⼼能

夠在課程中，讓我們兩⼈有機會靜下來，

重新思考⼤家喜歡對⽅甚麼部分，以及將

來應該如何朝着更好的⽅向進步。

Love Shine 參加者感想



Work Shine 課程
本課程專研平信徒召叫，幫助學員探求⼯作價值及商業倫理。透過多位

職場資深(平均超過25年⼯作經驗)天主教徒分享信仰與⼯作整合、發揮

天賦潛能既有效溝通、具體實踐的成功⼼得，使學員無論在⼯作崗位或

⼈際關係上都能有所提升，更能與耶穌⼀起去上班！

 

10⽉推
介



10⽉推
介

Polyu Katso 活動
CYA致⼒⽀援⼤專院校⻘年，協助舉辦各類⻘年活動，並且積極推動各項與

⼤專院校的合作與交流，讓⻘年們能夠好好發揮所⻑。於是次活動，聯同

⾹港理⼯⼤學天主教同學會，舉辦中學⽣體驗⽇，讓更多的中學⽣可加深

對⼤專院校的認識，⽽且也可提供機會與院校的天主教同學彼此交流。



暑期 Intern 感想  (Cecilia Leung)  

在 CYA 做 intern 的這段時間可說是讓我獲益良多。在這裡，我能

夠體驗到做不同崗位的樂趣以及學習不同的新事物。 

 

在剛⼊職⼯作直⾄現在，最為繁忙的⽇⼦是七⽉份的時間，但

也是令我感受最為深刻的⼀段⽇⼦。因為這段時間是學⽣準備

放暑假前的試後活動，亦是中⼀⼊學迎新活動的⽇⼦。當中包

括在上智英⽂書院的⾳樂佈道會，在明愛專上學院的DSE打氣⾳

樂晚會，在⾼主教書院的 中⼀迎新⾳樂福傳活動，以及策劃活

動給⽯籬天主教中學的Katso成員。 

 

另外，本⾝⾃⼰是⼀個近年才領洗的教友，信仰根基亦不是很深。⾃⼰的家⼈不是教徒，在

教會中認識的⼈也很少。透過成為基督⻘年⾏的實習⽣，我能夠認識以及跟主內的兄弟姐妹

合作，也能夠體驗到⾝邊有很多教友的感覺。很多時候，每當活動開始，我們都會有⼀些很

簡短的⼩祈禱。每個星期五，我們亦會有團體的祈禱聚會。⼤家會嘗試很多不同的祈禱⽅

式，包括有默禱，歌唱，以及彼此的代禱等等。這些都能夠讓我感受到天主教團體和其他坊

間團體的分別。

 

 ⼀直以來，我認為牧⺠⼯作就好像是擔任類似學校教務助理的⼀職。有時需要幫助學校做⼀

些宣傳事務和策劃活動，⼜或是幫忙帶露營。這些事項感覺好像就是學校TA都能夠做到，然

⽽在CYA⼯作的這段時間卻改變了我這個想法。

 

在CYA，我可以接觸到很多熱⼼的教友，當中亦包括⾃⼰的同事。他們總是很熱⼼地舉辦不

同的活動給予不同的團體，希望達到傳教以及助⼈的效果。這同時讓我感覺到⻘年牧⺠⼯作

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年牧⺠願意負責傳教的⼯作，也很難讓更多⻘少年認識信仰。

 

在現在這個物質享受的世代，很多時候都會讓⼈迷失⾃我。特別是在⻘少年時期，由於年輕

⼈未必有⾃⼰的⼀套想法，所以很多時候都往往會三三兩兩跟著同伴的想法。不過，事實上

他們的同伴都是年輕⼈，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未必能夠給予很明確的引導。在此，⻘年

牧⺠則發揮著很重要的⻆⾊。他們甚⾄能夠影響年輕⼈的⼀⽣。

 

⻘年牧⺠並不是⼀種沉悶的⼯作，更多時候就像⼀個同⾏者的⻆⾊，需要⾯對很多不同的年

輕⼈，陪伴他們⼀起去尋找信仰、對⾃⼰加深認識。其實我⾃⼰也很喜歡和其他⼈溝通和互

動。透過和不同⼈⼠的相處，我覺得能夠讓⾃⼰⼈格變得更加完整，亦從其他⼈⾝上學到他

們的優點。因此，或許以後有機會都可以嘗試⻘年牧⺠相關的職務。

 

⻘年牧⺠不僅僅是⼀種職業，這是⼀種使命和抱負，更是⼀種召叫。

 

⻘年牧⺠贊助計劃
在2019年暑假，CYA感謝多位同⾏者⽀持贊助暑期⻘年團體牧⺠⼯作者體驗計劃，開展

了兩個暑假INTERN半職職位，兩位有⼼⻘年得以體驗牧⺠⼯作，為主發揮塔冷通。



暑期 Intern 感想 (鄧詩詩)   

⾸先，我實在⾮常感恩，能夠參與基督⻘年⾏的暑期⼯作。在擔任

此職位前，我曾經參與過由機構舉辦的各類活動，包括柬埔寨⽣活

體驗團，Love Shine等。我⾮常認同以各類型的活動，才可滿⾜⻘年的

各種需要。我曾經在堂區參與⻘年⼯作，有時候因為資源的不⾜， 

某程度上限制了⻘年活動的發展。我贊同以慈善機構的規模，較能

發展各類型的⻘年活動。因此，我很開⼼能夠有機會在貴機構⼯作

，以此職位為⻘年⼈服務。 

 

在為期三個⽉的暑期⼯作中，其中⼀個主要⼯作就是統籌⼀個為 DSE考⽣舉辦的放榜⾳樂晚

會。在過往的⼯作經驗中，我曾經協助籌備不同的⼤型活動，略有相關的經驗。⽽今次活

動，則是我第⼀次負責統籌的⻆⾊，坦⾔是有不少的壓⼒和擔憂，因為過往的⻆⾊⼤多是輔

助性質，所以⾃⼰未能有⾜夠的經驗和信⼼。然⽽，我相信上司與同事們會全⼒⽀援相關⼯

作，因此我願意作此嘗試。 

 

除了上司與同事的⽀援外，是次活動實在有賴⼀群有⼼的義⼯們不計較的付出。在活動舉⾏

前，我為義⼯們安排了⼀節的培訓及講解。是次有份協助的義⼯⼤多是男⻘年，在上司的帶

領下讓我逐⼀認識各⻘年，雖然只是短短的⼀節培訓，我和義⼯們已建⽴起初步起的認識和

信任。我深深認為⽤⼼與⻘年建⽴關係，他們是感受到的，⽽且也要讓他們各展所⻑，即我

讓他們選擇⾃⼰有興趣協助的⼯作，才能令⼯作的成效達⾄理想。在活動中，各個義⼯們都

盡⼼盡⼒，互相⽀援，尤其共同協助突發的情況。每個義⼯都能夠妥當地完成每個崗位的⼯

作，讓當⽇的流程能順利完成。我相信這樣與⻘年相處，⼀⽅⾯能與他們建⽴友好關係，另

⼀⽅⾯也令他們盡展所⻑，這樣正正是作為⻘年⼯作的中⼼。 

 

「⻘牧⾨徒」計劃需要您⽀持 !

在剛完結的暑假，不少中學仍在尋找適合的牧⺠助理。為配合天主教中學的實際需要，即更

多⻘年牧⺠⼯作者協助舉辦宗教培育活動。CYA已與多間中學合作，在19/20年度協助所屬的天

主教同學會舉辦每⽉聚會，分擔宗教⽼師和⽋缺牧⺠助理下的繁重⼯作。CYA延續暑假INTERN的

經驗，開始新⼀期「⻘牧⾨徒」計劃，持續培育有志投⾝⻘年牧⺠的⼯作者，有助解決⼈才

短缺的問題。此計劃會為有志⻘年牧⺠的年⻘教友提供實習機會，幫助他們辨別召叫與神

恩，以及經驗⼩團體⽣活。

在19/20年度，CYA會以⼀位全職和⼀位兼職同⼯的⽅式，期望協助分擔六間中學的到校牧⺠⼯

作，總預算為⼀年廿萬元。

「莊稼多，⼯⼈少。」如各位受聖神感動，想為培育學校⻘年牧⺠出⼀分⼒，請捐助CYA

「⻘牧⾨徒」計劃！

任希麟

CYA總幹事



星級神師團

夏志誠輔理主教 ⽢寶維神⽗ 曾慶⽂神⽗ 伍維烈修⼠

關於基督⻘年⾏

基督⻘年⾏（Christ Youth Action）是⼀個⾮牟利天主教平信徒團體，協助教會讓

更多⻘年在⽣命中遇到基督，燃亮愛⽕，以⾏動來回應基督的召叫，並積極地投

⼊福傳的使命。

 

基督⻘年⾏ (Christ Youth Action)
電話：97276759               電郵：info@cya.org.hk

網址：http://www.cya.org.hk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christyouthaction/

 

我們以謙卑的⼼與⻘年⼈同⾏，並奉獻時間及⼼⾎，

以最⼤的愛德引導他們與基督相遇。同時以⾔以⾏為

⻘年樹⽴榜樣，使他們在我們⾝上經驗到基督的臨

在，並以⾃⼰的⽅式去回應基督的召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