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後，在回顧以往之餘，也讓我們展望2020年團體的⼯作⽅

向和定位，特別在以下的事⼯:

1) 推動 Shine Movie, Alpha Shine 系列，加強堂校合作，使我們所

服務的⻘少年能在⽣命中遇上基督並能經驗福⾳的喜樂；

2) ⽀援教區/堂區⻘年活動，協助教會「聖化」⻘年⼈，為

祂所轉化；

3) 繼續籌辦⻘年海外信仰培育活動, 藉此燃起參加者對基督

的愛⽕和祂建⽴深厚的友誼;

4) 推動CYA之友職⻘⼩團體及⾨徒培育，有穩定靈修操練，

義⼯服務，以祂的⾔⾏教導作為⽣命的模式 (例如 WorkShine

2nd Intake)。

祈求天主祝福和繼續帶領著我們"出⾕"，使我們的⻘少年能

和我們的少年主耶穌ㄧ樣，「在智慧和⾝量上，並在天主

和⼈的恩愛上，漸漸地增⻑」(路2:52)。

「讓⻘年在這不安的時期，
         體驗到⽣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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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A Chairman Andrew Hung分享 

感謝天主讓我能有機會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在過

去四年來建⽴了基督⻘年⾏的團體及參與其服務。

             天主就好像引領以⺠出埃及ㄧ樣地帶領著我們的團

體步步體驗祂的慈愛和計畫。其實, 從團體的第ㄧ⽇成

⽴開始, 我已確信這團體是屬於天主的, 天主必會親⾃領

導我們過"紅海" 及 "出⾕", 但我們必須不斷地愛慕及信靠

著耶穌基督, 並將祂介紹給我們所接觸的年⻘⼈, 使他們

也能經驗福⾳的喜樂。希望⼤家在主内繼續努⼒。

 總結這四年的服務，我們發現到要有效推⾏⻘少年牧⺠⼯作，除了要懇切地為我們的使徒⼯

作祈禱外，尋找合適⽽⼜吸引服務⻘少年參與的媒介和活動也是⾮常重要的，例如在這幾年

間，透過Shine系列(即Work, Word & Love) 及⾃製的Shine微電影、學校福傳(過去三年會較偏重⼩學,

但今年開始會嘗試將重⼼放於中學)、職⻘⼩團體(我們的重點服務)及其他外展培育活動，我

們確實成功接觸更多層⾯的⻘年。其實，我們真的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年及

義⼯們⼀起服務教會。同時，我們也相信這些將會是團體繼續發展的⽅向。

 

" IT  IS  JESUS THAT YOU SEEK 
when you dream of
happiness;
 HE IS  WAITING FOR YOU
 when nothing else you
find satisfies you. "
 

ST JOHN PAUL I I



海外體驗團
近期社會上的困局，有點令⼈透不過氣。短暫離開熟悉的城市，體驗貧困地區的⽣活及

與當地⼈交流，往往讓⼈擴闊眼界，更認識和突破⾃⼰，發現⾃⼰從無想到的才能，與

基督相遇，反思⽣命的意義，甚⾄從此改變了⽣活的態度、認識⾃⼰召叫。

Natasha wong@紅磡聖⺟堂  柬埔寨團 (2018年12 ⽉)

今次 8 ⽇ 7 夜的柬埔寨之旅，⼀⾏共六⼈。 

我們探訪了兩間校舍......其中有⼀天是要我們教

不同的科⽬或活動。其中，我是擔當⼀位英⽂

⽼師去嘗試 教他們英⽂詞語，數數字及句⼦結

構。有部分學⽣已懂得回應，但也有些全不知

道。最後，⼤家 雖然未能做到完美，但總算聊

勝於無。與他們相⽐，⾹港的⼩朋友是多麼的

幸福啊！ 

今次的旅程，令我百感交集，因感受到幸福不

是必然的。我們應該感恩當下所擁有的⼀切，

懂得如何分享，並享受其中的過程。

信任何價？

⾹港近⽉的社會事件，顯⽰了⼈與⼈之間的信任是何等重要。⼀旦執政

者、傳媒、甚⾄⾝邊的⼈，失去了誠信，社會就出現很⼤的危機。

從柬埔寨體驗中，發現這些簡樸的地⽅、簡單的⽣活中，返⽽更能讓彼此

建⽴真誠、互信的關係。

Carrie  柬埔寨團 (2017年)

⼼𥚃也⼗分敬佩在當地服務的神職⼈員和義⼯，

他們無分國界熱⼼為這裡的⼈⺠作出奉獻。或許

我們也要停⼀停，想⼀想，我們⼈⽣的意義究竟

是什麼？也好好學習德蘭修⼥所說過的＂我們能

做的不是⼤事，⽽是⼼懷⼤愛做⼩事。＂

我期待下次和更多熱⼼的義⼯和朋友⼀起來體驗

和服務。這裡確實需要不同能⼒的⼈去協助推動

服務，例如：運動、多元化教育和訓練等等...天

主⽩⽩賜給我們很多恩寵，就讓我們把這份⽩⽩

得來的恩賜，學習分享給其他有需要的⼈。

柬埔寨體驗團 參加者感想



Johnny 柬埔寨團 (2016年) 

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我們要服務居住在義莊旁邊垃圾堆中的⼩孩......當

我第⼀次踏⾜這個地⽅時，陣陣惡臭已經從遠⽅傳來，接著下來，⼀幕幕從電

視記錄⽚中貧窮地⽅才出現的⽚段便活活地影⼊眼簾......⼼裡湧現了很多問題﹕

「我們送⻝物飲料能幫助他們嗎？」、「他們在歡樂氣氛後要再次回到現實，

不會更難受嗎？」「這個地⽅只是冰⼭⼀⻆，我們真的有能⼒幫助他們脫離這

個⼈間地獄嗎？」後來，當我看到孩⼦們⾒到我們後⽴刻跑過來緊緊抱住我們

的動作，看到他們笑逐顏開的臉容，看到他們收到物資後滿⾜的表情，⼀切疑

問已經解開了。這就是天國的預象，天主就是透過我們把天國的喜樂顯⽰給孩

⼦們。後來在分享中，有團員表⽰我們所作的義務⼯作可能為我們來說不算什

麼，但對受助者來說就可能成就了他們⼀⽣中最幸福的時刻。

擴闊視野、認識不同⽂化

體驗貧窮簡樸的⽣活

服務窮苦的⼈

與當地教會、傳教⼠交流

尋找⾃⼰的神恩、召叫和⽣命的意義

反思信仰、與天主相遇

我們需要您的捐助！

讓更多⻘年：

 

柬埔寨體驗團 參加者感想

你的捐助，成就更多⽣命的改變
以上這些可能是海外體驗團獨有的得著。我們希望得到更多恩⼈的⽀持，讓我

們能繼續籌辦這項難得的事⼯，使更多本地⻘年和當地窮困的⼈受惠，⾝⼼靈

得到成⻑。

 

藉著這次供應的證明，他們必

要因你們⽽明認和服從基督的

福⾳，和你們對他們以及眾⼈

的慷慨捐助，⽽光榮天主。

    (格後9:13)

精彩預告：2020年暑假柬埔寨體驗團，還會探訪我們

的神師⽢寶維神⽗！



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
最⼩兄弟中的⼀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竇福⾳25:40)

⼭東團 (2018年4 ⽉14-18⽇) 

參加⼭東團的學校是天主教新⺠書院 29

位中⼀⾄中四學⽣及聖芳濟書院 3 位中三

學⽣，共 32 學⽣，4 位⽼師、及 CYA NGO 委

員鮑⽟珊。⼀⾏ 37 ⼈到中國⼭東了解當

地⽂化、歷史，與當地⾼中學⽣交流及

探訪當地⺠辦福利院(孤兒院)，也與⻘島

旅遊學校進⾏交流。當地專業的專科教

授，以有趣的活動教學，讓同學對選擇

將來⼯作獲得不少啟發。最能引發學⽣

對別⼈的關懷，及⾃⼰⽣命的反思的⾏

程，是探訪世道福利院「同⾏之家」，

⾹港學⽣得知福利院主辦⼈許先⽣以⾃

⼰的⾦錢、時間去照顧有殘障及被棄養

的⼩朋友，都深受感動，反思⾃⼰現在

所擁有的幸福。

謝添燊(天主教新⺠書院) 

今天是⼭東之旅的第三天，我們⾸先去探

訪了福利院(孤兒院)—「同⾏之家」。起

初，我覺得與其去福利院，不如去⽼⼈院

服務⻑者。因為我印象中的問題兒童是淘

氣的，我不想歧視，但是⼜難以⽤平等的

眼光來看待他們，我根本不知道我們能在

那裡做什麼。原來我錯了，我們玩得很開

⼼，他們也很熱情。我覺得他們的快樂來

源是簡單的，⽽不是像⼀般⼈對所迷戀的

物質的苛求。創辦⼈他學識淵博，原本可

以開創⼤好前程，但是卻偏偏開個福利

院，令我疑惑這世界上還有這種「愚蠢」

的⼈。聽了他的故事後，我很感動，感到

⾃⼰是多麼「卑微」......

蒙古團(2018年4 ⽉17-21⽇) 

聖週期間，CYA 與天主教培聖中學、德貞⼥⼦中學前往內蒙古包頭市及呼和浩特市，

參觀⼤型鋼鐵企業、博物院，了解沙漠變遷和⽣態環境保護(植樹、沙漠步⾏），體

驗牧戶⽂化，⼤學參訪等。接觸內蒙古⽂化之外，也到訪當地主教府及寺廟，認識

不同宗教⽂化。

其他海外體驗團 參加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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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職場領袖⼤會
⾹港天主教第⼀個有關「職埸召叫及倫理」研討會，透過多位職場資深(平均超過

25年⼯作經驗)天主教徒，分享如何認清召叫和⼯作、堅守⼯作的商業倫理，使學

員無論懂得在⼯作上做正確的倫理決定，實踐和⾒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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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師勉語

夏志誠輔理主教

基督⻘年⾏(CYA)不但聚集了志同道合者分享

信仰、⽣活信仰，⽽且懷抱使命，積極為主

作證、服務社群，尤其為服務年⻘⼈。

曾慶⽂神⽗

CYA的遠景是：讓⻘年⼈在主內成⻑，成為基督的⾨徒。

CYA的使命(Mission)是：

1) 藉着認識聖經及教會，幫助⻘年⼈學習活出基督徒的

價值，加深與主的關係。

2) 尋求及發展個⼈恩賜，回應天主的召叫。

3) 透過團體⽣活，學習彼此相愛，建⽴彼此⽣命。

4) 實踐傳福⾳的使命。

CYA的⽬標是：成聖⾃⼰，聖化他⼈，轉化世界。除了追

求⾄善外，更效法基督服務衆⼈。

⽢寶維神⽗

「基督⻘年⾏」，基督與⻘年同⾏，我們要好像基督⼀樣

與⻘年同⾏，就像復活後的耶穌基督與兩位前往厄瑪烏的

⾨徒的經驗⼀樣，耶穌親⾃⾛近，與他們同⾏，聆聽他

們，教導他們，並進⼊家裡與他們住下，擘餅，與他們同

⻝同飲，分享⽣命，讓他們看⾒，燃起他們愛⽕，為主做

⾒證，傳揚福⾳。

伍維烈修⼠

CYA給我的印象就是熱愛救主基督、熱⼼建⽴團體、

熱誠實踐福傳。不論是對內的信仰培育、鞏固團

體，對外的宣講福⾳、引⼈向主，都是因為有愛天

主的基礎。若時光倒流到我修⼠前的情境，我也會

是參加及投⼊CYA的⻘年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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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 christyouthaction_c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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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找什麼？

在這⾵⾬飄搖的社會局勢下，⻘年難免感到困惑和疲累，然⽽，這也可能是讓他

們反省⽣命意義和信仰的時刻。福⾳中，耶穌問：「你們找什麼？」(若1:38 ) 可謂

意味深⻑，引發⼈認清⾃⼰真正想追求的是甚麼。

透過海外體驗團，⻘年更深⼊地體會到⽣命的意義；Work Shine 就幫助⻘年在職場上

活出⾃⼰的召叫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