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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天父，我們讚美祢，感謝祢，讓我們如同家人聚首一堂。

你派遣了聖神降臨於受洗的聖子基督、五旬節相聚的門徒，並臨於歷來的
普世教會內。主，求祢派遣同一聖神轉化我們，裝備我們去轉化他人。
幫助我們聆聽祢的聖言，並開啟我們的心扉，服從祢的召叫。

懇求祢使我們徹底棄絕自我，與基督同行，並團結我們的團體去承行聖
意。更賜與聖寵去履行宗徒福傳使命，給與勇毅作基督的門徒。請幫助我
們日益愛祢，並引領更多人走近祢。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祢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中華聖母，為我等祈。

團體禱文



團體快照

由一群在墨
爾本的天主教徒

開始，以相同的母
語追隨著同一信仰和
中華文化，每年一
次的彌撒於聖誕

舉行

-1985- 
註冊為中華
聖母中心        

-2001- 
獲准使用永
援聖母堂        

-1992- 
曾慶森神

父，一位慈幼
神父到來

賴主恩寵，團體
日益壯大，經常聚
合而慢慢發展出一

個組織架構

* 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 人口普查 2019

-2011- 
聘請了杜一

諾神父和李曉
國神父為全職

神師

Doncaster 
East,

Doncaster,
Blackburn South and
Glen Waverley 成為

最多教友居住的
地區 *

20% 
的家庭育
有小孩 *

8% 的成員
未有領洗，而

當中70% 為三十
歲以上*

48% 的教
友為六十歲或

以上*

  

團體281
有位註冊

成員 *

-2020-
標誌著團體
的三十五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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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司田雅超神父的話

First all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cern Group (FDCG) members 
for their hard work in completing the report for the 5-Year Plan. When I became chaplain 
for the community, I got their report as a gift. This gift is not for me alone. It is a gift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Through this report the community had a stock taking of the situation so 
far. Now we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which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port. As Pope 
Francis said to the youths at the World Youth day gathering at Rio, “I hope there will be noise. 
Here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noise… But I want you to make yourselves heard in your dioceses, 
I want the noise, to go out, I want the Church to go out onto the streets…” In the same way I 
hope the report prepared by FDCG can reach to all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by reading, 
discussing and implementing this report we can bring growth, new spirit and unity within 
our community. To make big noise all need to shout together. In the same way all community 
members need to co-operate and participate to implement this report in their own unique 
ways. May the blessing of God our father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Fr. James Areech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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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After one and a half year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cern Group (FDCG) 
has finally developed the 5-Year Plan for the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Many people are probably asking these questions: What is the 5-Year Plan all about? What is 
its purpose? How will it be implemented? I recall an anecdote about a priest who was asked 
by his bishop regarding the role of lay Catholics in the Church. “They have two roles” replied 
the priest, “They kneel before the altar and sit below the pulpit.” The bishop told the priest, 
”Father, you forgot the third one. Make sure they put their hands in their purse.” The anecdote 
reflects a serious problem facing many Catholic parishes. For most Catholics, their role in the 
Church is limited to praying, listening to the sermons of their priest and giving collections. 
How about evangelisation? It is most likely not on their agenda. This is the common image of 
a maintenance church. 

Pope Francis, at World Youth Day in Rio de Janeiro, said to the Argentinian Youth: “I hope there 
will be noise. Here there will be noise, I’m quite sure. Here in Rio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nois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I want you to make yourselves heard in your dioceses, I want the noise 
to go out, I want the Church to go out onto the streets, I want us to resist everything worldly, 
everything static, everything comfortable, everything to do with clericalism, everything that 
might make us closed in on ourselves. The parishes, the schools, the institutions are made 
for going out ... if they don’t, they become an NGO, and the Church cannot be an NGO.” It is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reminds us of our call to be missionary disciples. For me, the Pope’s 
message is not meant for Argentinian Youth only but for all Catholics. If we fail to act on this 
call we fail to act on Jesus’ command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Matt.28.19). 
Being missionary disciples is at the heart of our Christian identity. That’s why Saint Paul says: 
“Woe to me if I do not preach the gospel!” (1 Cor. 9.16). 

杜一諾神父的話

Having confidence on Jesus’ words and Saint Paul’s commitment, I welcome the 5-Year 
Plan proposed b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cern Group (FDCG). It is a landmark pla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The proposed plan is based 
on a long and thorough study which was done through a series of workshops, conducting 
a thorough survey on various aspects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life (which was known as 
the ‘Health Surve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I wish to congratulate 
member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cern Group, Adrian, Carlos, Jacinta and Tina, Prayer 
Group led by Alice Kong, and all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king of the 5-Year Plan. I 
believe they devoted a lot of time, energy, expertise, ideas, and so on to develop this plan. 
They did this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out of their love for the community. 

The purpos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in the 5-Year Plan is to transform our 
community from a maintenance community into a missionary community. The transforma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the chaplain and his pastoral council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give an active response and produce an action plan. What we need is a SMART action plan. 
It is something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alistic and timely. The SMART action 
plan will help members to enjoy the following benefits. Firstly, community members, for 
instance through creative liturgy, will experience a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Jesus Christ. 
Secondly, community members can establish strong bonding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where they feel accepted, valued, visible, and included in the Church. Thirdly,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become aware of their spiritual, personal and communal needs, 
thus allowing growth that brings them to maturity. Last but not least, SMART action plan will 
help community members to engage in a missionary commitment. They move from the pews 
to go out to meet those on the periphery to bring people home to the family of God. 

Once a former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said to his council: “Every 
time we have a new plan or project the first question we ask is ‘do we have money?’ why 
can’t we ask: ‘is the Holy Spirit with us?’” Let us invoke the Holy Spirit to be with us and guide 
u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transformation. It is my utmost wish to see in five- or ten-
years’ time, the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has changed from a maintenance 
community to a missionar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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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Workshop＃3
“Health Survey”

CCC Workshop #1
“I have a dream”

CCC Workshop #2
“I have a dream II”

CCC Workshop＃4
 

CCC Workshop＃5
“5-year Plan”

Set Goals SWOT
Plan

5-Year Plan &
 3-Year Plan

Resources

Listen Analyse       Plan Resource團體工作坊 #1 
「我有一個夢想」

聆聽

定立目標 強弱危機

計劃
五年計劃及
三年計劃

分析 計劃 排序 資源

團體工作坊 #3 
「健康調查」

團體工作坊 #4 
「迷你計劃 — 積木塊」

團體工作坊 #5 
「五年計劃

資源分配

團體工作坊 #2 
「我有一個夢想」

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的未來發展關注
小組在過去12個月，與不同的團體成員，一直努
力為未來五年制定一個計劃。此計劃是為2020-

2025年間實施而設。

（一）計劃書的目的及執行摘要

在2019年，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下稱「團體」）開始了一段旅程，去譜
畫團體如何能活出其使命和願景，並於2020年及往後為著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福傳
團體。這個改造的前置工作始於聆聽上主，亦聆聽各人彼此的信德啟迪和故事。超過
100人參與了團體規模的「健康狀況調查」，而多於90位團體成員參加了各項公開的
工作坊以及專題討論小組。

教友們的聲音幫助了我們所有人從過往經歷中學習，並瞭解到澳洲天主教教會的現
況，尤其是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收集的資料數據亦反映了一些較深層的
期望和疑問，與及各式各樣的期盼。這些期許和疑惑是我們現在要一起細想的考驗。

本計劃內的調查結果，乃於2019年策劃過程中不同階段所得出的數據摘要。

甚麼是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是為協助團體於2020年及往後活出其使命和願景，包括：

• 我們團體在未來五年將致力達成之五個目標；

• 策略性的焦點範疇以助達成每個目標；

• 一系列的建議構想和措施，可用作實行時之考量；

• 團體的領導團隊、其附屬小組及其成員之角色和焦點。

五年計劃確立本團體未來的優次排序，亦為主任司鐸、行政委員會委員、牧民議會、
各附屬小組及相關持份者決策時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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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e Renovation》乃馬龍神父的著作。它鼓勵堂區從一
個專注在維持現狀的團體，改造成一個充滿活力、以福傳
使命為本的團體。這使命與耶誕二千年前交付衪教會的一
樣：出去、使成為、授洗和教導。「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
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c28:19-20) 。一些墨爾本的堂
區已受這著作的啟發而開展了轉化的旅程 。

（二）五年計劃如何發展而成

五年計劃是透過多項資源及團體諮詢而發展出來，其概括如下：

 各個工作坊均以協助回答下列三個主要問題而設：

1) 作為一個團體，我們今天置身哪裡？

2) 作為一個團體，我們正朝往哪裡？

當團體有了一個清晰的使命和願景，該使命在2025年那個年頭會是怎樣的呢？它將如
何應用至我們現今的團體以及明日的社會？當我們幻想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體，一個大
家為之雀躍、有歸屬感、令人急不及待去參與每個主日的團體，那樣的教會會是甚麼
模樣、甚麼味道、甚麼感覺的呢？

3) 我們如何於五年內，從今天之所在到達我們嚮往之處？

i) 馬龍神父- Divine Renovation: 從維持現狀到福傳教區

甚麼是五年計劃？

團體的五年計劃是以《Divine Renovation Guidebook》作參考而成，尤其是以下部分：

• 聚焦於五個範疇（敬拜、傳教、教友培育、團體生活、事工）

• 分析五個範疇的「強弱機危」（長處、不足、機遇、威脅）

• 五年計劃書的範本，以輔助排列焦點範疇的先後次序

• 十大價值評估

• 實施時以及策略性行動方案的構想

ii) 祈禱小隊

「心靈交戰是真實的。魔鬼一方不願看到教會朝氣勃勃。一個維持現狀或正在衰退的
堂區並不需要牠的關注。可是，打從你開始把你的焦點轉移至成為一位領袖，且令你
的堂區開展這個遠大旅程的那一刻，你便會在牠的雷達中。」(馬龍，2016)

重要的是我們能意識到，我們最大的敵人並非自己或是那些對頭人；我們最大的敵人
是魔鬼。因此我們最重要和優先的事，便是為本計劃成立一支祈禱小隊——委身為團
體的改造和更新祈禱的小隊。集合整個堂區，我們作為一個團體，確信諸位聖人正為
我們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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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健康狀況調查

當在譜畫團體邁向願景的旅程時，我們需要認清我們的目標。同樣地，我們也需要知
道我們從哪裡起步。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團體的現況，我們在2019年4月進行了一次「
健康狀況調查」。我們打算每年重複一次調查以檢視進度，並監察團體的「健康」。

問卷內的題目是根據《Divine Renovation Guidebook》的十大價值評估而編寫。每一價
值各有五題，一共五十題。問卷設有中英文版本，於網上平台發佈，另備有列印本以
供所需。問卷調查以不記名形式進行，其對象除固定堂區教友外，還包括新來者，慕
道者及不定期參加者。

以下團體網址可查閱以互動形式顯示之調查結果：

https://www.cccmelbourne.org.au/health-report

iv) 團體諮詢

作為計劃中諮詢和聆聽階段的一環，關注小組籌辦了四個團體工作坊，更廣泛地收集
我們團體內的意見和想法。工作坊以公開座談會形式舉行，開放給團體內任何教友。
每個工作坊大概有60人參與。工作坊也為關注小組提供了一個平台，向團體匯報其進
度及收集回饋意見。

這些工作坊之目的：

• 收集團體教友的夢想

• 更進一步瞭解團體內的當前情況及經歷

• 提供多種觀點角度

• 提供問答機會

• 提供機會以分享推動五年計劃的願景、靈感和動機

v) 專題小組

除了開放式座談會的團體諮詢外，我們還有五個特定的專題小組。每小組約有十名團
體教友，從年青至年長、新來者至資深成員、新領洗者至嬰兒時期領洗者、團體事工
者以及未曾有任何團體職責和角色者。受邀者名單是與主任司鐸共同商討而定。

各專題小組主力負責一個範疇（敬拜、傳教、教友培育、團體生活、事工）。每次專
題小組工作坊均進行一次「強弱機危」分析，其目的如下：

• 更進一步瞭解團體內促成其長處和憂患之因素

• 辨識外來機遇、新興議題和危機

• 提議各方法去改善現行的工作並展望未來

• 集思廣益收集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建議

甚麼是五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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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有親切感因為有共同文化背景; 共通的語言” 

團體生活
“We have a diverse group of community members: age, lifestage, experiences” 

“感恩祭形式保守沉悶以至流失青年人”

“There are newly baptised Christians in our community every year!” 

“需要不同的興趣聚會” 

“連結教友: 需要一些齊心老中青少的活動, 百花齊放!”

“好似出咗街玩到攰想返屋企嘅感覺”

“相同的文化根源, 有應同感”

“大是大非都擺上枱講; 好似一家人坦誠地有咩事都可以講出嚟”

“神父講道互動”

“Mass is an ordinary experience”

“Choir feels lifeless”

“如果大家都認識啲歌, 大家投入感會好啲”

教友培育
“I feel there is not a widespread culture of discussing personal faith journey in 
the community”

“There is a lack of direction/structure as a whole”

“Desire for online (web-based) platform”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does not feel “hungry” for more’

“需要一個生活化D嘅信仰”

“We need a media team to vibrantly & positively present/address social issues”

“每個教徒應該要成為一個精兵; 認識佢嘅君王(耶穌); 認識佢君王嘅性情
和任務”

團體的聲音



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 五年計劃 2020-2025 20

事工
“Exhaustion, burnout, disappointment”

“People becoming possessive - my ministry, instead of God’s ministry”

“要彼此了解加深更明白需要”

“體團內有山頭主義”

“I want to serve but I get lumped with more and more. Hence I am reluctant as 
the “why me again?” mentality creeps in.”

“I have done it for 10 years.  Why are there no new people who wants to join?”

“要接地氣, 唔可以離地”

“‘讓愛走動’: 每兩週做探訪”

傳教

“People don’t want to leave their comfort zone. They’re happy with where 
they’re now.”

“People are leaving the church in general”

“需要為主作個人真實與主相遇的見證”

“We are not proactive enough compared with other Christian churches”

“教友多是來自香港的移民; 適應力高, 溝通快, 推廣使徒行命易”

“教友對福傳意識不足, 缺乏來自教外朋友的挑戰”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families with mixed faith; ie. only one spouse is 
Christian”

團體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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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戰

當我們處身於一個不斷變遷的環境，帶
出改變可能沒有看似的容易，而團體在

實行五年計劃時將面對各項挑戰。

治癒是至關重要

很多團體教友一直參與事工服務，而當中很大部分更參與多於一個事工小組。這些年
來，他們得到了正負兩面的經歷。特別是負面經歷，可由多方因素引致，包括但不僅
限於：在意見和觀點上未能協調的差異、誤解、期望不一及支援欠乏。他們有些已經
跨越了，但許多教友的傷痛至今未癒，而這些傷痛可成為他們與其他教友再次共事的
障礙。

「莊稼多而工人少。」（瑪9:37）明顯地，活躍成員的人數由於種種原因正在遞減，
而當中有些是關於服務時的不愉快經歷。我們團體非常需要為教友提供一個安心舒適
的環境，讓他們重歸於好。變得不堪一擊、尋求憐憫對任何人來說也從不容易。可
是，我們該相信上主有治癒的能力，而我們教友應以接受「愛我們的仇人」為挑戰。

領導文化

團體內的領袖，作為主任司鐸、行政委員會委員，牧民議會委員及小組領袖，對於為
本團體帶來正面的改變並培養豐盛的文化是極其重要。因此，為團體服務應有捨己的
精神而且活力充沛，而我們團體應散發出積極的氛圍。

要轉變並不容易，團體現致力於提供過往所缺少的培訓和支援。儘管如此，轉變需從
領袖開始，他們可以由採納健康福傳團體的十大價值起步。這對團體教友會是個強而
有力的證道，也會為雄心壯志的領袖們樹立榜樣。

溝通架構

團體已有一個成形的架構。但在諮詢過程中，我們收到很多有關小組之間及成員之間
溝通不足的意見。此外，現行的架構有可能阻慢決策過程，其負面影響可包括：小組
和組員感覺被孤立、領袖感灰心失意及歸屬感被蠶食。我們團體有很多運作良好的小
組，但如果我們希望團體成為一個大家庭，我們需打破溝通上的障礙，並鼓勵組別之
間的活動。

要成為一個福傳團體我們面對不少難題和挑戰。然而，許多這些挑戰同時也代表著機
遇，而成為健康福傳團體其中一員的想法使我們雀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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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角色

我們需要許多人的努力才能確保團體的目標得以
達成。這份計劃當中之概述是共有、通用的——
關注小組需要團體內每個人的協作，以確保我們

達成我們的願景。

核心小組 目標

團體生活 教友培育 傳教 事工 敬拜

行政委員會

未來發展關注小組

成人信仰培育組

家庭與婚姻

天主子民

幼苗組

聖經分享小組

禮儀組

歌詠團

關愛組

聖母軍

慕道班

歡迎組

祈禱小組

上智組

青年組

很多教友和小組都能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角色去協助團體實行五年計劃。關注小組看重
這些持份者在計劃的發展和實行兩方面之重要貢獻。他們可以分享其知識、專業、實
際經驗、影響力、社交網絡和資源。

相應地，關注小組渴望以一個綜合形式與團體各人及小組攜手，為所有來到團體的人
帶來正面效果。下表為指標性而非全面的團體現行持份者名單，與及他們在五年計劃
中最能發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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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計劃書是我們團體不久將來的藍圖。
它描述出所期盼的未來景況、未來五年及
往後的焦點，以及我們團體在未來一至三

年打算致力於之事項，以助我們
邁向目標。

計劃書的架構 團體的使命和願景，展現出團體持續亦長遠之抱負。通過諮詢，我們析別出一些被視
為重要的焦點範疇。而五年計劃之目的和策略與那些焦點範疇相關，以達成我們
的願景。

i. 指導方針 —— 十大價值

五年計劃是由一系列的方針發展而成。而這些方針是一組既定準則，將鞏固團體內的
所有計劃。領導團隊及未來發展關注小組在實行整個計劃時，旨在忠於這些方針，利
用它們作為未來規劃的指引。

以下是馬龍神父在其書《Divine Renovation》中所勾畫的十大價值。這些價值由強壯、
健康、成長中的堂區所集結出來；而非虛弱、不健康、衰退中的堂區所持之價值。
這十大價值也建立了團體「健康狀況調查」的基礎。

主日優先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
(詠 118:24)

款待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瑪 25:35)

振奮人心的音樂 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詠 96:1)

精彩的證道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 9:16)

富意義的團體 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宗 4:32)

清晰的期望 不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不
能做我的門徒。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塔，而不
先坐下籌算費用，是否有力完成呢？(路 14:27-28)

以神恩為基礎的事工 誰若服事，就該本着天主所賜的德能服事，好叫天
主在一切事上，因耶穌基督而受到光榮。(伯前 4:11)

建設小團體 天一亮，他把門徒叫來，由他們中揀選了十二人，
並稱他們為宗徒。(路 6:13)

體驗聖神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
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
極，為我作證人。(宗 1:8)

賓至如歸的教會 你們來看看罷。(若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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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團體的願景和使命

五年計劃旨在幫助團體於現在和往後活出其使命和願景，令她切合現今社會並協調
目前團體內教友的不同特質。 

一個共同願景對一個健康的教會及團體至關重要。「 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
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以滿全我的喜樂。」(斐 2:2) 當堂區的小組有著不同的
願景(vision)時，便會出現「分歧」(‘di-vision’)。各附屬小組可採取不同策略和行動途
徑以達成同一願景。

團體願景和使命已載於網頁  (https://www.cccmelbourne.org.au/about-us) 。

CCCM 願景

以基督為中心

以中華文化為紐帶

共建信、望、愛的華人團體

CCCM 使命

從自己開始：  每天祈禱、學習聖言、熱心參與聖事、

    認識自己的聖召及信仰，與主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作為團體的成員： 我們應該欣賞每人的天賦及付出、留意不同年齡組別的需要、

    互相尊重及包容、互助互愛

更在社會中：  關心弱勢社群、並向來自各地的華人廣傳福音，

    共建富中華文化的基督徒愛的團體

iii. 五大範疇

就如人體十大系統（如神經系統、骨骼系統、消化系統等），馬龍神父附和了Rick 
Warren牧師的提倡：一個健康的堂區是由五個健康且均衡的系統組成——敬拜、教友
培育、團體生活、事工和傳教。（馬龍，2014）

「十個（人體）系統需要全部正常運作方使身體健康。如果這些系統全都正常運作，
身體會很自在(at ease)。只要他們其中一個沒有正常運作，身體便會「不自在」  

( ’dis-ease’)。教會也有各個系統，全部必須良好運作才令身體健康」。
（馬龍，2014）

根據《Divine Renovation Guidebook》，五年計劃的發展而成在於探討如何引申五大範
疇的各項，來幫助團體達成其願景和使命。此過程始於瞭解五大範疇各項之「健康」
現況。我們通過工作坊和專題小組來瞭解每個範疇的長處、不足、機遇和威脅，然後
建立在未來五年內可完成的、實際的和具改造性的目標。

願景(VISION): 
以基督為中心, 以中華文化為紐帶, 共建信、望、愛的華人團體

敬拜 
Worship

敬拜
目標 

Worship
Goal

團體生活
目標 

Fellowship
Goal

教友培育
目標 

Discipleship
Goal

事工
目標 

Ministry
Goal

福傳
目標 

Evangelisation
Goal

團體生活 
Fellowship

教友培育 
Discipleship

事工
Ministry

福傳
Evangelisation

使命 : 從自己開始
每天祈禱、學習聖言、
熱心參與聖事、認識自
己的聖召及信仰，與主
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使命 : 作為團體的成
員我們應該欣賞每人
的天賦及付出、留意
不同年齡組別的需
要、互相尊重及包
容、互助互愛

使命 : 更在社會中
關心弱勢社群、並向
來自各地的華人廣傳
福音，共建富中華文
化的基督徒愛的團體

計劃書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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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五大目標

關注小組與團體一同建立了五大目標，作為改造我們團體由集中於維持現狀，到以福
傳為重心的進程之框架。接著的部分會詳盡講解釋每個目標。而五年計劃會為每個目
標概括出：

• 所訂立的目標

• 將使用之策略

• 未來五年將採取的構想和措施

定期的「健康狀況」調查以及工作坊的回饋意見可作進度檢視。五大目標為：

我們的敬拜目標是讓主日彌撒，成為團體教友的基督徒生活之頂
峯，並提供多種敬拜體驗來滿足團體教友形形色色的需要 。

我們的傳教目標是團體作為一個充滿愛、熱情和喜樂的平台，讓
非信徒和新來者體驗基督徒的信仰。

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體 ，透過彼此間真摰的情誼，讓團體內
的成員有一份「家」 的感覺。

我們擁有一個積極，鼓勵及豐盛的事工文化，把需求者和事工者
彼此聯繫。

我們有一份藍圖，為塑造和裝備團體內各人，於現今社會中成為
「基督的面容」。

計劃書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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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s

說我們團體一直關
心各人的靈修。

說大家通常知道其
他人的名字。

說我們是個大家互相
認識、相親相愛和彼
此關心的團體。

37%17% 37%25%

資料來源：團體健康調查，2019

目標

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體 ，透過彼此間真摰的情誼，讓團體內的成員有一份「家」 
的感覺。

 背景

團體生活是共同體——新約稱之為共融，即一起生活。在充滿意義的團體內，大家都
互相認識和被愛，彼此以名字相稱，在成聖路上互相扶持。團體生活可包含社交，

但不限於此。當教友之間互相擔待，這就是真正的團體生活。

節錄於馬龍神父的《Divine Renovation》

我們團體的茁壯是從一個不經意開始。幾個初抵澳洲的新移民家庭，聚在一起以他們
的母語舉行彌撒。由於人在異鄉，他們都希望建立友誼、得到扶持，而這些共同的渴
望便促成了團體生活。近年，有些教友認為這份「家的感覺」和歸屬感隨著人口變化
而受到挑戰，當中包括較年長教友已在墨爾本紥根、新移民的人數減少及第二新生代
的出現。

我們團體確信真摰情誼的價值。唯有在這些關係上投資，我們才會是個互愛互助、充
滿活力和友善好客的團體。

 團體生活

我們的長處和不足

• 團體內教友多元化（年齡、人生階段、經歷）

• 我們是墨爾本唯一的粵語天主教華人團體

• 我們有多個充滿熱誠的年青家庭

• 團體教友欠缺歸屬感

• 很多受訪者表示感受不到團體的使命感和熱忱

• 很多受訪者覺得教友諒解不足或未有意識到他人的需要

• 很多受訪者表示欠缺參與團體生活的機會

• 團體內有小圈子的心態存在，阻礙了我們伸展，和圈子以外的人接觸

• 小組之間與及教友之間的溝通效率低

我們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 迎合說粵語的移民教友，並滿足他們的需要

• 照顧軟弱、與教會疏離的天主教信徒

• 現今社會有許多讓人分神的繁瑣雜碎，故我們需與時間競賽，並抓緊團體教友的注
意力

• 語言及文化差異成了第二代澳籍華裔教友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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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

以下的共識策略申述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策略 1.1 促成一個包容鼓勵的環境，讓小組之間與及教友之間能開懷地溝通
（非批判性）

策略 1.2 鼓勵癒合，磨滅教友在團體中所得到的負面經歷

策略 1.3 借助團體內的多元以提升團體生活的體驗

策略 1.4 著眼於與新移民教友建立關係的活動，並幫助他們適應在澳定居

策略 1.5 瞭解及照顧澳洲出生的華裔教友之需要

團體生活

我們將如何實踐

以下的措施申述我們如何實行上述策略。

與策略相關的措施 措施

1.1, 1.3, 1.4 設立不同的團體生活小組，關顧不同的教友和家庭，例如按
人生階段、興趣或新移民等來分組。團體生活小組透過分享
和祈禱，提供一個建立穩固關係的機會。

1.3 使用數碼通訊平台向團體教友播送各項活動。

1.1, 1.2 「名牌星期天」：教友在某特定的主日佩戴名牌，使其成為
增加團體生活機會的一個持續活動。

1.1, 1.2 引入主日祈禱咭：教友可用不記名方式寫下祈禱意向，放入
箱子，讓其他教友代禱，例如用作彌撒中的信友禱文、在家
禱告等。

1.3 於中式節日（如農曆新年、中秋節等）舉行慶祝活動作為加
強團體生活的機會，並藉此慶祝中華文化。

1.1, 1.3 每年舉辦多項社交活動（包括旅行度假、一日遊、繽紛家庭
營等）。

1.3 舉辦堂區博覽會介紹組成此堂區的各個小組（即聖經分享小
組、歌詠團、祈禱小組、善會等）。

1.2 增加整個團體一同祈禱的機會（例如一次性祈禱活動、彌撒
前後的恆常小組祈禱、在團體活動中加入小組祈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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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教友
認為我們
缺少一套
明確工具
去幫助他
們發掘天
主賦予處
和才能。

Of parishioners believe we 

parishioners discover t heir 
God given strengths and 
talents .

68% 18%

Of parishioners regularly 
participate in a small or mid 
size group.  

堂區教友
指他們有
固定參與
小組或中
型組別。

資料來源：團體健康調查，2019目標

我們有一份藍圖，為塑造和裝備團體內各人，於現今社會中成為「基督的面容」。

背景

教友培育是一個終身過程，若信眾真正皈依便會在這過程中不斷成長、成熟和學習。
教友培育包含教理講授，但不僅止於此；當中亦包括信仰深化、知識增長、祈禱以及

辨識天主所賜予的個人才能。

節錄於馬龍神父的《Divine Renovation》

團體有不同的善會小組，為我們的教友提供各種機會，讓他們得到靈修，也進一步裝
備起來成為耶穌的門徒。善會小組計有幼苗組、天主子民、青年組、信仰培育組、家
庭與婚姻和聖經分享小組。同時，許多教友表示其屬靈上的需求並未滿足，他們渴求
更多不同的機會。因此，我們要更深入瞭解他們不滿足的原因。

從「團體健康狀況調查」和「強弱危機」工作坊所得的資料顯示，現行教友培育的可
及性和切合性是主要障礙，使教友和現行培育之間出現差距。我們應對改變持開放態
度，去調整和改善現有的途徑，並引入新方案，更有效地傳遞高質素的內容。

作為一個信仰團體，為信眾提供靈養並使之成為不斷成長的基督徒尤其重要。我們希
望在他們整個信德旅途上給予支持。

教友培育

我們的長處和不足

• 我們團體已建立一個教友培育的架構，儘管尚有未臻完善之處

• 因著我們教友的年齡、人生階段和經歷十分多元化，有助令培育方案更充實

• 我們的教友冀望有更多及更佳的教友培育活動

• 團體內組別的溝通不足，導至資源重疊、協調缺乏及焦點失調

• 教友培育的主題與現今社會脫節

• 我們沒有制定靈性發展的藍圖，以致有機會出現落差

我們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 尋找新途徑進行教友培育活動，當中以數碼方式為佳

• 教友普遍較少空暇，因此培育活動的長短和形式需靈活具彈性

• 參與教友培育並非優先選項

• 團體大部分的教友培育活動都是自行發展而成，事實上外間有許多材料可供參考及
使用

• 我們的教友培育活動以中文為主，限制了我們運用通行全澳的英語資源

• 近來社會對天主教存有負面評論，反對聲音日趨嘹亮

• 語言及文化差異成了第二代澳籍華裔教友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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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

以下的共識策略申述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策略 2.1 開拓對數碼科技的運用來進行培育計劃

策略 2.2 構建能讓每位教友得到持續靈性發展的藍圖

策略 2.3 實行針對團體教友的需要和興趣之教友培育

策略 2.4 利用培育計劃去探討當前社會議題

策略 2.5 教友培育計劃不應遙不可及，應適時切身，且有改造性

策略 2.6 借助團體內的多元以豐富教友培育之方案

教友培育 我們將如何實踐

以下的措施申述我們如何實行上述策略。

與策略相關的措施 措施

2.3, 2.4, 2.5 定期收集團體教友感興趣的培育計劃題目。意見收集可於彌撒
後進行，例如設置投票箱。

2.2, 2.3 為所有教友培育小組確立共同目標，並度制一個協調的年度靈
修計劃。這方面可參考團體在感恩年及慈悲年的做法。

2.1 對推行教友培育活動持開放創新的態度，例如網上直播、把講
座錄影或錄音；有些活動可採用網上面對面形式進行。

2.1, 2.3, 2.5 堂區持續訂閱公教數碼資源，讓教友可隨時隨地參閱有關教友
培育的資訊。同時可以迎合各人不同的學習模式。

2.4 教友培育的主題應包含社會議題及信證，同時也可以加入體驗
元素，例如談及露宿者議題時可加設在外過夜的活動體驗。

2.5 為教友提供實質支援，使他們可以親身參與教友培育活動，例
如提供托兒及小巴接送服務。

2.3, 2.5 除講座及研經外，增設不同形式的教友培育活動，例如退省、
聖經營會及有關基督徒聖德的培育等。

2.3, 2.5, 2.6 定期舉辦團體日(如每月、雙月) ，以多個支流進行教友培育：
例如同時舉行多個工作坊涉足不同的議題，比如家庭、青年、
基督徒生活、神學、信證學、聖經探討與及青年相關課題，並
提供托兒服務。這些議題是為針對團體的不同需要而設。團體
日可以在主日舉行，讓整個團體聚集，一同祈禱，一同參與彌
撒，一同午膳，一同學習，也一同享樂。

2.3, 2.5 向教友介紹期度聖經分享小組及學習課程，讓他們在一段時間
內研討某一聖經或課題。

2.2 鼓勵每一位教友參與一次「啟發課程」(Alpha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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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5%

說我們用教會去建立
群眾，而不是以人去
築起教會。

說為堂區服務常常改
變他們的生命並激勵
他們。

資料來源：團體健康調查，2019

目標

我們擁有一個積極，鼓勵及豐盛的事工文化，把需求者和事工者彼此聯繫。

 背景

其包括必需的堂區日常事奉，使堂區能夠運作，教友會聚。 然而，堂區存活於事
工文化之下，要走出去服務教會外的群眾。

要真正去量化堂區的事工服務，並非計算一個堂區內有多少個傳道員，而是有多少
事奉觸及到貝戈格里奧樞機（即教宗方濟各）所指的「存在邊緣」。他在《福音的
喜樂》中特別再三強調： 我寧願要一個走到大街上歷經波折連連，因而傷痕累累

和骯髒兮兮的教會，也不樂見一個由於故步自封、只顧安全而抱病的教會。

節錄於馬龍神父的《Divine Renovation》

事工

我們團體有不同的事工，為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服務。很多領袖和教友在起始時滿懷熱
誠及冀盼去事奉。可惜，隨著時間流逝，他們在沒有支援下變得筋疲力竭。再者，由
於沒有新領袖和教友加入，進一步加劇了現時領袖和團隊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作為一個團體，我們要培訓及支援我們的領袖和事工者，在派遣他們善其事前，先利
其器。事工小組對我們的團體尤為關鍵，我們希望為他們提供一個正面的環境，讓他
們的生命得到改變和激勵。

我們的長處和不足

• 我們已成立了很多事工小組

• 我們擁有很多熱心事奉而且富有事工經驗的教友

• 事工小組之間缺乏溝通——存在編制上的孤立

• 我們欠缺一套完善的方法，把團體中希望事奉的人與服務需求者互相配對起來

• 很多受訪者認為領袖的支援及培訓不足

我們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 關注操粵語的新抵澳移民之需要

• 重新為新來者、重返堂區者及現存教友建立探訪組

• 我們可利用外界資源以滿足我們的事工需要（如培訓教材及課程）

• 教友在他處（如基督教教會或其他組織）解決未被滿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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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

以下的共識策略申述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策略 3.1 為現任領袖引入領導培訓及支援，為新領袖制定入門指導訓練

策略 3.2 加強事工小組之間的溝通

策略 3.3 為各事工小組制訂一系列方案

策略 3.4 讓希望事奉的人與服務需求者／社區更有效地配對

策略 3.5 利用在團體內已建立起的關係和機遇，如STARS及護老設備

策略 3.6 引入為操粵語的新抵澳移民而設之事工

策略 3.7 處理教友對事工的需求之落差

事工
我們將如何實踐

以下的措施申述我們如何實行上述策略。

與策略相關的措施 措施

3.1 為現任領袖舉辦定期的領導培訓課程，對象為團體中所有領
袖或特定事工小組。這些培訓可以是內部自行培訓或聘請外
界的專家。

3.1 為領袖們開發一套具改善作用的協助系統。協助者和受助者
不需屬於同一事工組別。這種安排能開拓受助者的新視野去
應付挑戰，同時可避免利益衝突。 

3.3 建立夥伴制度，使其成為每一事工小組一系列方案中的一
環，作為在職培訓。

3.2 發展嶄新溝通渠道，向團體分享事工成果，如簡短訪談錄
影。

3.1, 3.2 舉行事工論壇讓事工者聚首和交流，分享他們的成果或挑
戰。惟論壇的環境氣氛需讓人舒適安心，方為成功的關鍵。

3.2 鼓勵事工小組之間的交流，讓事工者彼此認識，並獲取新的
事工經驗。

3.4, 3.6 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操粵語的新抵澳移民之需要，並成立針
對其需要的事工小組。

3.4, 3.6 建立一個像「Airtasker」的平台把服務需求者與事工者配
對。起始時，可推行「需求咭」，在教堂後排放置箱子收集
咭片。

3.4 「和神父有個約會」: 藉著與神父一起早餐、午膳或晚膳，令
團體教友彼此間更緊密聯繫。

3.4 實施一個讓團體教友反映意見的機制，極度鼓勵具建設性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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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於團體
社交活

動，團體
教友會費
盡心思地
歡迎他們

不認識
的人。

說對外訪者
而言，我們
在主日彌撒
中對非定期
到教堂者或
非教友的歡
迎並不明顯
或只為間中

明顯。

Says t hat at c ommunity 
social events, parishioners 
will g o out o f their way to 
welcome people they do not 
know.

15% 66%

Says i t is r arely/sometimes 
obvious t o visitors t hat we 
welcome non-churchgoers, 
non-Catholics and visitors at 
every weekend Mass.

認為我們
甚少舉行
特意為非
教友而設
的活動。

79%

Thinks we rarely have events 
in our c ommunity t hat are 
intentionally designed t o 
host the unchurched. 

82%

Of t he parishioners are 
hasitant with inviting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urs to 
church events.

的團體教
友對邀請
家人、朋
友和鄰里
參與教會
活動有
保留。

資料來源：團體健康調查，2019

 目標

我們的傳教目標是團體作為一個充滿愛、熱情和喜樂的平台，讓非信徒和新來者體驗
基督徒的信仰。

背景

傳教是宣告，或初傳：在耶穌身上所體現主愛之喜訊，及從十字聖架和復活中獲得的
救恩，向未認識耶穌者宣講。傳教使人與基督相遇，帶領他們作出信主、追隨祂並成

為祂門徒的決定。 傳教能引領那些回應與耶穌基督相遇的人去領受聖洗或修
和聖事。 傳教的目標是教會外的群眾，但同時也可以是教會內已知悉耶穌，

卻未真正認識祂的弟兄姊妹。

節錄於馬龍神父的《Divine Renovation》

由初至今，本團體之成長乃建基於移民到墨爾本的教友。通過口耳相傳或近年的互聯
網，許多信眾加入了團體大家庭。因著近年說粵語的華人移民人數下降，團體的人數
和新面孔亦隨之漸減。

由於團體當中大部分是教友，故此我們對非教友的關注較弱。縱使我們以往舉辦過一
次性的傳教活動，如傳教大會、農曆新年攤位、公開的聖詠表演、聖誕報佳音等，但
傳教在我們團體，特別是日常團體生活之中，往往被忽略。為全心回應天主的呼喚，
作個福傳的教會，我們現在必須把傳教置於首位。

我們團體經已意識到轉型為一個傳教團體的需要。透過為非信徒和新來者製造更多體
驗信仰的機會和平台；我們將真正做到回應天主的召叫，成就一個履行福傳使命的堂
區。

傳教

我們的長處和不足

• 團體內教友多元化（年齡、人生階段、經歷）

• 我們的年青一代滿懷熱誠，具有潛質

• 很多受訪者認為團體缺乏完善的架構去跟進對信仰有興趣人士

• 很多受訪者認為團體缺乏傳教培訓

• 我們甚少主動邀請非教友來體驗信仰

我們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 在墨爾本操粵語的移民教友人數日趨減少

• 傳教被視為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 傳教被視為十分艱巨的工作，而且是「其他人的難題」

• 社會上的人普遍對教會有遠離之意，或者不感興趣

• 基於現今政治環境，大量新移民從香港湧入

• 在傳教事工中加強應用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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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

以下的共識策略申述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策略 4.1 強化團體內各人，讓他們擴展到自己的圈子

策略 4.2 為新教友建立一套有系統的入門指導，並落實跟進

策略 4.3 提供「如何傳教」的培訓，深入淺出

策略 4.4 善用和加強數碼平台

策略 4.5 捉緊移民潮的機遇，向操粵語的新移民傳教

策略 4.6 提供培訓及素材裝備好團體教友，以減輕他們對堂區的負面態度

策略 4.7 為新來者及非教友建立一個友善好客文化

我們將如何實踐

以下的措施申述我們如何實行上述策略。

與策略相關的措施 措施

4.1, 4.7 組織具吸引性和高質素的活動，讓新來者易於參與。注意配
合新來者，例如省卻活動前的冗長禱文。

4.2, 4.3, 4.5, 4.7 舉辦「啟發課程」發佈會、「啟發課程」及相關的跟進活
動。

4.3 證道是有效的傳教方式。培訓每一位團體教友能自信地向非
信徒分享一個信仰故事。

4.2, 4.7 實踐完善的傳教過程，例如邀請大眾參與、為新來者舉辦活
動並跟進等。

4.2, 4.3, 4.4 建立一個正規的傳教小組，對堂區向非信徒佈道方面作出審
視。

4.1, 4.6, 4.7 邀請／運用外部資源作傳教培訓。(外界講者、由外界機構主
辦的課程等)

4.4 著重有效的市場推廣，包括運用數碼工具。

4.1, 4.5 現身於墨爾本各大學，例如在開放日設置宣傳攤位。

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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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彌撒的排程提供
足夠時間讓我們聚合、
慶 祝 聖 宴 和 彌 撒 後 聯
誼。

說我們主日禮儀的音樂
質素普通。

說我們大部分的團體教
友甚少能夠為強烈感受
到聖神作見證。

65% 55% 53%

資料來源：團體健康調查，2019

目標

我們的敬拜目標是讓主日彌撒，成為團體教友的基督徒生活之頂峯，並提供多種敬拜
體驗來滿足團體教友形形色色的需要 。

背景

對於敬拜，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慶祝聖體聖事。 敬拜可以包含祈禱聚會與
及在小組中的頌讚體驗。

節錄自馬龍神父《Divine Renovation》

一直以來，主日彌撒是我們團體的一個樁柱。多年前，因著提供粵語主日彌撒，聚集
信眾，從而開始了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的旅途。這個主日體驗向來是我們
的優先選項，能夠延續此傳統我們引以為傲。隨著時代的轉變，團體教友的需要也進
化了。許多教友表示有需要在彌撒中加強敬拜體驗，令參與彌撒者有個觸動的時刻。
當我們瞭解到團體信友以不同的方式敬拜、祈禱和讚頌天主，便有愈見增長的需要去
發掘具創意和各式各樣的機會，以迎合這些需求。

我們團體意識到良好敬拜體驗的價值。透過提升我們在彌撒內外的敬拜體驗，使我們
團體充滿喜悅，得聖神傾注，令我們成為社會裏耀眼燈塔的光。

敬拜

我們的長處和不足

• 擁有一支成立多年的歌詠團，可探索新機遇

• 我們的敬拜囊括了不同組別的參與

• 很多受訪者期望在禮儀中加入多些當代的敬拜音樂，專為吸引年輕新一代

• 很多受訪者感到對敬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和理解有所缺乏

• 很多受訪者表示對感恩聖祭未有深入瞭解，使他們未能全心投入禮儀體驗當中

• 普遍主日彌撒的氣氛缺少活力和熱誠

• 一些受訪者表示講道間中有重複並與日常生活不相關

 我們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 敬拜被視為個人與天主之關係而非團體經驗

• 團體內普遍缺乏對敬拜的熱誠（成因包括世俗裏令人分神的繁瑣雜碎及對靈性渴求
的缺失）

• 現時外界資源提供很多新的敬拜形式

• 語言差異成了第二代澳籍華裔教友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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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

 以下的共識策略申述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策略 5.1 深化對敬拜的瞭解，並提供各種有意義的敬拜體驗

策略 5.2 鼓勵歌詠團發掘新的音樂機會

策略 5.3 讓團體內各組別參與帶領敬拜和彌撒

策略 5.4 在日常生活中培養祈禱文化

策略 5.5 留意教區提供的敬拜活動

策略 5.6 提供團體祈禱的機會

敬拜
我們將如何實踐

以下的措施申述我們如何實行上述策略。

與策略相關的措施 措施

5.3 舉辦更多主題主日彌撒，每臺彌撒設有特定主題（例如長者
及兒童、父親、職青組、 訂婚、家庭、英語、新移民等）。

5.2, 5.3 在彌撒中增加不同的音樂風格或表達方式。

5.2, 5.5 樂團領袖及團員參與外界舉辦的培訓。

5.1 發掘培育敬拜之心的方法（例如彌撒前）。

5.4, 5.6 在彌撒前及/或後，安排一祈禱小隊駐於聖堂後排位置。團體
教友帶著他們的祈求，體驗小隊隊員即時為他們禱告。

5.6 在彌撒中預留時間，鼓勵參與者獲得單對單的祈禱經驗。

5.1 提供學習「敬拜是什麼？」的機會（主題可包括禮儀和祈禱
的重要性、為什麼我們需要敬拜、家庭祈禱等）。

5.1, 5.3, 5.5, 5.6 確保有不同的敬拜機會和方式（退省、泰澤祈禱、敬拜頌
讚）——團體自行舉辦同時參與外間所舉辦的活動。

5.1 尋找加深信眾對彌撒瞭解的方法。
- 放置一個含有不同咭片（每咭片介紹彌撒的某一部分）的箱
子，讓教友在步入禮堂前抽取
- 推介數碼資源，讓更多團體教友使用

（例如www.formed.org）

5.3, 5.4 數碼平台作日常分享之用——例如每天頌讚、一日一聖言。

5.4 運用生動及實際的講道幫助教友在日常生活中銘感信德。

5.1 優化彌撒中所採用的「硬件器材」以獲得更佳體驗（例如性
能較佳的投影機、音響系統等）。

5.1, 5.3, 5.6 舉辨一天朝聖活動，讓教友一同在信仰中成長。

5.1, 5.4 設立靜地，利用聖堂內其中一房間作個人祈禱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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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團體開啟一個改造旅程，五年計劃的設計為每年

一個主題和焦點。

焦點主題

五年計劃是由一連串的三至四個「積木塊」組成。每一積木塊是該年度被選定為優先
的焦點範疇，亦代表著五個範疇（團體生活、教友培育、傳教、敬拜及事工）其中一
個的策略。相關細節，可參考個別部分。例如F1.2是指團體生活(Fellowship)之策略1. 2
。

五年計劃
本計劃也旨在於第三年啟動一個適合整個團體採用的傳教項目。為轉化團體，以福傳
取代專注於維持現狀，此項目並不被視作一次性活動，而是成為團體文化不可或缺之
一環。目前，這項目被確認為「啟發課程」(Alpha Course)。

「啟發課程」是一個十課節的進程，在好客友善、非批判性的環境下介紹基督徒信
仰。馬龍神父相信此課程是個切合現今文化的工具。它以具有說服力的方法去展現聖
經的信息，並運用「歸、信、守」(belong-believe-behave)的方式傳教（馬龍，2014）
。詳情請瀏覽網頁alpha.org/catholics。

1. 同行之年 2. 學習之年 3, 言晤之年 4. 服務之年 5. 未來之年

F1.2
團體癒合

D2.2|D2.3|D2.4
|E4.6

項目方案

E4.2
啟發課程

F1.4|M3.6|E4.5
移民人士

F1.5
澳洲出生的
華裔教友

W5.6
團體祈禱

M3.2|M3.4
Airtasker

需求與供應

E4.1 
外展

W5.4
祈禱文化

M3.3
傳承

D2.1|E4.4
數碼平台

E4.3|E4.7
傳教培訓

W5.1 
敬拜多樣化

D2.6|F1.3|M3.5
多元

M3.7
落差

M3.1
領袖培訓

W5.2|W5.3
音樂與禮儀

W5.5
團體以外的

敬拜

第一年 同行之年 團體生活

第二年 學習之年 教友培育

第三年 言晤之年 傳教

第四年 服務之年 事工

第五年 未來之年 澳洲出生的華裔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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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關注小組簡介

「外展」的教會是福傳使徒組成的團體，他們一步跨出、委身投入、結伴相援、

開花結果、歡欣慶祝。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1:24。

在2018年，我們團體內幾位弟兄姊妹在馬龍神父之著作《Divine Renovation》的字裡行
間得到啟發，察覺團體內蘊含著許多更新的機會，讓我們能更好地回應——成為一個
滿有朝氣和福傳使命的團體。我們幾位決意踏上一趟轉化的旅程。走著走著，發現我
們的改變對團體以及自身的影響和得著，也超乎預期。

藉著杜神父的帶領、團體中領導者的支持和聖神的引導，未來發展關注小組（下稱

「關注組」）於 2019 年初成立。其角色是與行政委員會及牧民議會攜手合作，為團

體未來發展提供建議及支援。

未來發展關注小組簡介

策劃

關注組的目標是協助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下稱「團體」)以一個五年計
劃，一改團體現行專注於維持現狀的風氣，使其轉化成一個充滿活力、以福傳為本的
堂區。透過團體諮詢和策略草擬，這份五年計劃書終得落實。

實踐

關注組的主要方向是聯合團體內所有成員組別一同實踐這個五年計劃。我們將全力支
持並授權團體和各小組領導者，按照五年計劃的方向決策。所有領導者那強而有力的
聲音，均具有與成員溝通和傳達新思想新方向的能力。關注組同時乃同行者，對執行
新構思予以支援。

監察及報告

關注組會作週年檢視，報告該年度的工作進展。檢視包括：

• 通過與團體的緊密合作，檢視團體內不同組別之策略和目標是否仍然相關且合乎團
體需要

• 利用「健康狀況調查」作檢視工具，衡量我們在成為福傳團體的旅程上之步伐

• 檢視團體內不同組別之方向及進度是否與原訂目標和里程一致

• 慶祝團體大大小小的成就！

我們相信改變一團體是個有機過程。我們深信每一位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能參與
其中，在其角色上發熱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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