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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未來的信仰 
 

巴拉瑪打主教方仕漁 OP 牧函 

在基督內一起規劃巴拉瑪打教區 

 

一個成長中的家庭 
 

我們的巴拉瑪打教區在許多方面正是在蓬勃發展當中！我們有些

教堂已經只有站立的位置和我們有些學校是全部額滿。因為在 

我們四周有整個新的區鎮不斷湧現，所以我們還有新的堂區， 

教堂和學校有待我們去建設。我們是澳洲平均年齡最年輕的教

區。我們可能是當今世上論種族和文化最多元化的教區。這裡有

大量的精力和充滿在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當然，這不是處處皆然的。在我們教區內的一些地區可能有過多的教堂和彌撒，而另一些

則太少。我們沒有我們希望得到的許多神職和修道人，或盡可能多任牧職的平信徒。對於 

一些人，有些活動變成比教會更為重要，甚至比天主更為重要。有時侯，我們希望在教堂

裡多見一些平時少見的人。 

福傳，是為那些從來不認識基督的人帶來福音，也是向那些應該更加認識衪的人將福音重

新灌輸，這就是我們教區未來的重要關鍵。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傳教熱情！在機遇和挑戰的

當中，我們希望我們的教會在服務西悉尼上歇盡所能，我們要留心天主對我們的呼召，遵

循衪的託付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進生命和世界去。 

恩寵和信仰 
 

自真福約望保祿二世在 1986 年 4 月 8 日建立，巴拉瑪打教區在 2011 年慶祝成立 25 週

年 。在 2012 年，整個教會標定另一個週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幕 50 週年。真福

若望二十三世聚集全世界的主教一起考慮教會如何以最佳方式去更新自己，並對今天服務

天主和人類的各項挑戰作出回應。 

為此，澳洲的教會將慶祝一個從今年的五旬節開始的“恩寵年”，（2012 年 5 月 27 日至

2013 年 5 月 19 日）和世界各地的教會在今年稍後時間（2012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4 日）將會慶祝一個“信德年”。 



我們這兩個恩寵和信仰重疊的慶祝，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說，這機會“是為一個向天主更

全面的歸化，去加強我們對衪的信仰，並且以喜樂向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宣揚祂”。 

我們未來的信仰 
 

這一次恩寵和信仰的時間為我們 25 歲的巴拉瑪打教區提供了

一個難得的機會去反省堂區的生活和命。我們怎樣可以在未來

用簇新的熱忱和活力，以承諾和喜樂在西悉尼這裏來活出我們

的信仰？我們如何重新連繫那些很少到教會的人，並且歡迎  

他們歸家呢？我們如何納入那些還不知道自己的靈性歸宿是與

我們一致的人？在生活和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方面，我們如何

會更好地支持我們的家庭，堂區，學校，原住民和移民團體呢？ 
 

在考慮到這些問題之時，同時懷著對天主和西悉尼的子民極大的信心，我著手進行一個為

我們教區牧靈規劃的程序。現在是時候在聖神的指引下去計劃。現在是時候去分享我們的

想法，做好準備工作，並一起邁向我們未來的信仰。 

牧靈規劃 
 

當然，在信仰內一起去計劃在我們的教會已經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起初，我們已經嘗試去

回應天主的召叫和每一個年代的各樣需要。我們需要整個教區一起去辨別，好讓那託付給

我們的使命能夠得以延續。 
 

牧靈規劃是不容易的。驟聽起來也不如教會其他生活那般多姿多采。但目的是重要的。它

正是在做天主的工作，它是在塑造我們的教區和我們今後的活動。它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

子民和那些將會成為教會的子民。 
 

舉一些例子來說：我們許多堂區是在 50 甚至 100 年前成立的。經過多年的急速變化，我

們堂區的分界，教堂建築物，司鐸，執事，平信徒牧靈工作人員，學校和社會服務是否處

於正確的位置呢？我們的一些堂區是否應該一分為二，合併，拆細或以其他方式重組呢？

我們的福傳、崇拜和服務的方式是否適用於今天的子民嗎？我們如何可以在堂區內，及在

堂區與堂區之間，及在堂區與代理機構和其他團體之間合作得更好呢？有那些需要我們仍

然是未能充分滿足呢？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滋長我們子民的信仰和熱忱，建立一份真

正的歸屬感，並為他們二十一世紀的使命裝備呢? 



程序 
 

在未來的幾個月中，你們將會被邀請参加在我們教區內舉行一系列的會談。這些諮詢將提

供一個互相聆聽，交換意見和提議各種方向的機會。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必須依賴天主的助

佑。但在採納這些事情的最佳觀點之前，我還需要你們睿智的意見。 
 

隨同這封牧函附上一本教區資料指南，它介紹我們巴拉瑪打區天主教徒是什麼人和我們在

做什麼事提供一個概覽。請閱讀這本指南，並與你的家人，朋友和堂區教友一起去討論。

然後，參加堂區內舉行的諮詢會議，又或者與你的教區特派司鐸討論你對我們教區的想法

和意見。重要的是，讓我們能聽到你對我們未來的信仰 的期望。 

牧靈優先次序 
 

我特別歡迎你們對以下五個重要事項的想法： 

 

•家庭：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支持我們的家庭作為教會和社會的基石，堅強他們的愛和

幫助他們生活福音？ 

 

•青年：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將我們的青年人納入教會的生活和使命，在一個變化的時

代和在信 仰的挑戰中，幫助他們成長為基督的門徒？ 

 

•外展：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以一份“新福傳”的精神向外接觸那些和堂區沒有牢固的

關連或從教會疏遠的人呢？ 

 

•種族多元性：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慶祝和協調在我們教區內不同民族的差異，建基於

靈性力量和去迎合已經在西悉尼居住的子民，以及那些將會在未來年頭加入的子民在靈性

上的需求？ 

 

•聖召：我們如何喚起司鐸職，修道生活，以及平信徒牧職的聖召，並支持這些對整個

教會服務的承諾？ 

我們的牧靈規劃團隊將會使用從你和其他人收集到的資料，作為教區牧靈計劃的基礎，帶

領我們由 2013 年開始向未來邁進。在我們開始一起共同規劃的過程中，我邀請你們一起

參與，把你的願景與熱情帶進那正等待著我們未來的信仰。我保證這是值得參與的：有時

一把聲音可以作出一個巨大的差異。 

 



為我們教區的智慧和勇氣祈禱，為我們以一個信仰團體回應恩寵祈禱和為下一代的使命去

計劃而祈禱。一張為此目的而製作的祈禱卡已在教區分發。 

 

為交託這些不同的努力給我們教區的主保，聖瑪利十字麥奇諾代禱轉求，我們採用她的話

作為我們自己的祈禱： 
 

禱求一個偉大的團結將會戰勝一切，慈愛會大放異彩，和一個神聖的

智慧影響每一句話和行為。我們無論是誰，我們無論身在哪裡...只要

讓天主的光榮，天主的旨意和一切的美善吸納我們的思想，審議和 

各種行動 -瑪利麥奇諾為準備 1904 年修會全體代表大會致修女的

書信 
 

在這恩寵，信仰和行動的新一年，願上主保佑你和你所愛的親人。有了你的幫助，我們可

以令這個偉大的教區做得更加好，因為我們以信仰來計劃我們的未來。 
 

出席堂區諮詢活動，為牧靈規劃程序做出貢獻，請查閱你的堂區通訊，佈告板或致電你的

堂區，找出在你附近會舉行諮詢會議的時間地點。你亦可以在我們的牧靈規劃網站找到這

些資料，或在網上：www.faithinourfuture.org.au 表達你的意見。 

 

巴拉瑪打天主教教區資訊指南 

我們是誰 

 巴拉瑪打天主教教區是由真福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創立的，我們的

教區包括一些澳洲最舊的堂區，包括 Parramatta (1827), Windsor (1832) 及 Penrith 

(1839) ，同時亦有一些最新的堂區，包括 Glenmore Park (2004) 及 Rouse Hill (2007) 

。一些堂區有數間聖堂，我們現正有一共四十九個堂區。 

 

 我們教區在大約一百一十五萬人口中，約有三十三萬個天主教徒，即是在這區內有

三分一人是天主教徒，比全國 25.8%的比例為高。 

 

 教區內最少有四分一的天主教徒是出生於海外的非英語國家的，而差不多三分一人

在家中是操用非英語的語言。 

 



 在本教區內的天主教徒出生於海外最多的四個地方為: 菲律賓、黎巴嫩, 馬爾他及

意大利。就最近來的，最多的四個出生地卻是中東/北非、北美、依拉克和印度。

而一班有顯著人口數目，來自蘇丹及其他國家的難民，最近亦安頓於教區內。 

 

 本教區有大約五千個原住民天主教徒，是澳洲市區內原住民天主教徒人口密度最高

的。 

 

 我們的家庭對生命、信仰、價值觀及聖召的傳播是重要的。在 2006 年人口調查

中，我們有 111,079 個雙親的天主教家庭(最少一方父母是天主教徒) ，而有 14,267

個單親家庭(單親是天主教徒) 。 

 

 婚姻與家庭生活的意識在某些民族團體中是很強的，但亦有對家庭及鄰居情誼的觀

念有下降的趨勢。很多家庭都處於經濟重壓中。 

 

 以澳洲的標準而言，本教區是年輕的，四分一的巴拉瑪打天主教徒是十四歲以下，

而十分一是六十五歲以上，平均年齡為三十三歲。 

 

 增長最速的地區包括 Riverstone, Schofield, Rouse Hill 及 Box Hill。 
 

在聖事方面我們做了什麽？ 

聖事方面的趨勢 (2000-201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聖洗 4,594 3,586 4,474 4,658 4,390 4,275 

堅振 3,700 3,033 3,580 3,391 3,468 3,382 

初領聖體 3,628 3,210 3,677 3,622 3,340 3,608 

婚配 831 576 618 597 552 512 
 

入門聖事：雖然聖洗、堅振及初領聖體的數目沒有顯著的下降，但基於期間天主教徒人數

是有增長，以上領聖事的人數是應該有增加的，這証明整體來說，其中是有對聖事參與的

下降。 

聖洗與初領聖體的人數有四分一的「出入」，顯示出領洗後明顯是有人流失的。 

彌撒參與人數：2011 年彌撒人數的點計顯示出在本教區內，大約每七個天主教徒中， 有

一個參與每週末的彌撒，這比率是比全國，甚至其他國家的比率為高，但這仍指出每七個

天主教徒中，有六個是沒有出現於任何主日彌撒，如有，亦只是一年一兩次。 

橫觀整個教區及民族團體，彌撒出席人數是相當參差的。 

聖召：在過去十年中，最強烈顯示下降的是在聖堂內慶祝婚配的人數，以往一向差不 多

所有天主教配偶都在教堂內成婚的，現在卻很多都不選擇結婚，或在教堂外結婚。 

巴拉瑪打天主教教區大約有七十五位教區神父，其中四十七位是在活躍的全職服務，一些

堂區有副本堂神父，而有些教區神父卻不是在堂區服務的。如我們預計所有新進晉、退

休、在進修及病中休假的神父，在 2015 年會有四十二位神父，而 2020 年會有三十六位教

區神父。 

教區有七位終身執事與多位仍在培育中，在教區內現正有十一位修生。 

教區內現有五十六個修會，有些在擴展中，有些卻在老化及收縮中。但海外出生的神職人

員及修道人的數目在增長中。 

 

其他趨勢 

 人口增長及流動：西悉尼人口將會在 2036 年前倍增，因市民多西移在新發展的地

區。在任何堂區中，每五年都有顯著的移居(順著是轉移堂區)狀況。 

 

 移民：西悉尼是澳洲的移民中心，包括難民。 



 社會趨勢：窮困、債欠、罪惡、問題賭博及社區邊緣化問題，都是在我們區內嚴

重的事實。而同時「運動與陽光」及購物文化亦很強。媒介與電腦資訊的改革還在

繼續中。 

 

 宗教與世俗化：澳洲，尤其是西悉尼，在不同方面仍是有宗教文化的，大多數人

都仍相信神，認明為基督徒，還間中有祈禱及渴求神聖。每七個天主教徒中有一個

是恆常參與彌撒，很多還是很虔誠。但在 2006 年人口調查中，有 115,000 名教區內

沒有宗教信仰，有些對信仰還帶有敵意，而有意在法律、

各機構及文化中，去抹除基督徒的傳統。 

 

我們如何生活，培育和增長我們的信仰 

‧ 我們的堂區：除了堂聖事禮儀外，還有是其他的祈禱方式、傳道和敬拜、聖事的

預備、成人慕道班、兒童禮儀、祈禱小組、將臨期和四旬期活動、聖經研習組、

傳道員、病人護理、青年組，所有這些都需要支援，並增長我們的信仰。 

‧   我們的天主教學校：我們的 57 間小學和 77 間中學大約 47,500 名學生，並僱用

4,700 名員工。 

   2000-2010 年天主教學校入學人數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小學 21,932 22,812 22,807 22,796 22,524 22,320 

中學 17,589 18,598 18,711 18,491 18,526 19,123 

總數 39,521 41,410 41,518 41,287 41,050 41,443 
 

‧ 在公立學校：天主教教義組織(CCD)的 1,020 名傳道員在非天主教學校教授和協調

特殊的宗教科目(SRE)，接受此宗教教育的兒童大約有 20,000 名。 

‧ 教區服務：我們的信仰是得到眾多教區部門和辦事處支援的，包括教區法庭、基

督徒合一和其他宗教對話委員會、使命協會、敬拜辦事處、聖召辦事處、終身執

事培訓計劃、教區報刊、婚姻仲裁處、神職人員健康協調員和專業標準經理。 

‧ 我們的特派司鐸：其中包括 16 個移民特派司鐸，以及原住民、安老護理、非尋常

方式/拉丁禮儀彌撒團體、醫院、警察和監獄部門、大學和專上學院的特派司鐸。 



‧ 青年組和運動：教區年輕的天主教徒，是受到巴拉瑪打天主教及大約 80 個青年團

體及部門的支持，他們包括堂區團體、教會團體、和年輕成人論壇和活動。 

‧ 信仰與生活組：當中有聖雲先會、聖母軍團、夫婦組成的基督團體和相關運動，

此外在教區內還有 8 個退省和會議中心為祈禱和信仰更新提供很多機會。 

 

如何用正義和愛去實踐我們的信仰 

‧ 在個人上：在照顧我們的家庭和摯愛，提供他們物質，情感和靈性上的需求，以

正義和愛活出我們的信仰。 

‧ 在社區上：教區內的堂區團體，透過在醫院和養老院內的護理小組，及喪親與憂

傷支援組，祈禱小組，長者團體和戶外活動，聖誕和其他籌款來推行公義行為。 

‧ 天主教護理社會服務 (CatholicCare)：提供各種社會服務，支援人類在基督精神

內的人際關係。他們提供殘疾、精神健康和安老服務、原住民和社區建設、輔導

和教育、以及社區和家庭支援服務。 

‧ 聖雲先會：“雲先會”以正義感和同情心去服務，在教區內約有 530 名會議成

員，2500 名志願者和 65 名員工。提供災難和危機救助服務，及供應貧窮人，弱勢

社群和無家可歸者的需求。 

‧ 教區：教區每年都贊助多項籌款，以支持有需要國家的緊急支援和長遠發展計

劃。 

‧ 使命：天主教使命組織 (Catholic Mission) 支持我們海外國家的任務。 

 

我們如何資助我們的使命 

‧ 我們的司鐸：由主日彌撒收集的第一次奉獻，父親節的募捐，神職人員支援基金

和神職人員薪酬及退休基金資助。 

‧ 我們的堂區：由主日彌撒收集的第二次奉獻，計劃奉獻捐款、籌款、捐贈、堂區

通告廣告的收入、聖物部、利息收入和間中的遺贈資助。 

‧ 我們的教區法庭辦公室：由教區發展基金的每年補資，醫院和監獄的特派司鐸服

務資金，租金及其他資金收入的資助。 

 



‧ 天主教教育辦公室和學校：由聯邦及州政府的撥款(85%)、家長和監護人付的學費

(12%)、籌款、投資和其他收入來資助。 

‧ 天主教護理社會服務 (CatholicCare)：由聯邦政府(9%)和州政府(49%)資助的政府

補助，教區工程基金(30%)，地區政府補助，客戶費用和捐贈來資助。 

‧ 其他教區機構：教區工程基金和教區資金來資助。 

 

查閱堂區，教區代表機構，牧職和服務的目錄指南，可登入：

www.parra.catholic.org.au 

 

我們的牧職計劃禱文 

全能永生摯愛的天主， 

我們為巴拉瑪打天主教區祈禱 

和反思將來信仰時 

求你指引我們的內心與思念。 

在基督奧體內， 

我們回應你的聖言時， 

關注時代的標誌， 

包容，尊重不同民族， 

多元文化，恩寵和召叫。 

以你的聖神降福我們， 

透過我們的言行 

竭誠以聖德和真理侍奉你。 

因主耶穌之名， 

祂和你及聖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王。 

亞孟。 
 

○c 天主教巴拉瑪打教區 2012 年 

設計：Chris Murray     編譯：Daniel Ang 

攝影：Alphonsus Fok, Grace Lu & Hamilton Lund 

巴拉瑪打天主教牧民處翻譯組 

http://www.parra.catholic.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