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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培育新團員應注意事項

參觀期：

? 對聖母軍作初步了解，適應週會，認識工作及團員。
? 邀請接觸對象參觀週會，最多三次。
I.

邀請參觀
Ø
Ø
Ø
Ø
Ø

Ø

了解接觸對象能否履行教友基本責任。
注意週會的地點，為你所接觸的對象是否適合。
介紹聖母軍宗旨及形式
解釋聖母軍的要求（週會及每週兩小時的工作）。
介紹參觀期及試驗期的分別（說明參觀的次數及試驗的期限）。
在參觀前一週，向支團報告及介紹接觸對象資料，以便團員準備接待參觀者。

II. 參觀期間
注意事項 :
週會前：
1.
2.
3.

聯絡及提醒參觀者週會時間及地點。
團員∕職員應提早到達，為參觀者準備經文、唸珠、軍券、手冊等。
如參觀者能較早到達，可先介紹週會的程序。

週會中：
領經者須留意，讓參觀者準備好了才開始。
唸經速度要適中，團員應從旁照顧參觀者。
點名時歡迎參觀者，並解釋參觀及試驗期。
點名時，可讀出每位團員的名字。
宣讀及解釋經常訓辭第四點。
會計報告時介紹秘捐作用及團員支持團體經費的意義。
先介紹工作（頻率、性質及對象）後報告工作。
團員多報告工作感受，使參觀者了解工作意義。
結束前，請參觀者表達參觀感受，並邀請他∕她下次再參觀。
﹙參觀者必須於第三次參觀時表達是否願意成為試驗團員﹚
10. 整個週會中，團員之間必須有眼神接觸。
1.
2.
3.
4.
5.
6.
7.
8.
9.

週會後：
1.
2.

跟進接觸，有需要時，更詳細解釋聖母軍週會中每個環節的意義。
徵詢參觀者是否再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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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期：

? 對聖母軍作進一步的認識，以參與形式作了解。
? 試驗期為期三個月，試驗團員除參與週會外，亦應參與工作及研究聖母軍手冊。
? 三個月試驗期滿，如團員及支團均覺得適合，應進行宣誓成為正式活動團員。
注意事項 :
週會：
起初仍需提點週會時間。
遇支團週年活動，應解釋其目的和意義
（作區團通訊時解釋與區團關係及區團活動）。
3. 在報告新工作時，需介紹該項工作的概況。
4. 鼓勵新團員在研究聖書、工作報告及分享等環節中積極發言。
5. 在新團員報告工作及分享時，其他團員應積極回應，以表示對新團員的關心。
6. 在週會中跟進研究手冊的進度，以確保新團員了解手冊的內容及重點。
7. 在試驗期末段，可安排試驗團員帶經及帶領分享，以增強其責任感和投入感。
8. 宣讀經常訓辭時，應詳盡解釋各點。
9. 在工作報告及工作指派的環節，應提醒團員正確的工作態度。
10. 須留意試驗團員的投入及對程序的掌握，並給予適當的引導。
1.
2.

人際關係：
1.
2.
3.
4.
5.

指派一位團員照顧試驗期的新團員，或作週會以外的接觸
（可以是工作伙伴或與新團員一起研究手冊）。
避免有小圈子情況，應有普及的話題。
舊團員先帶領信仰及生活分享的環節。
安排互相認識時間。
鼓勵參與團體活動或工作（如常年活動，教區活動等）。

研究手冊：
1.
2.
3.
4.
5.
6.
7.

先向試驗團員解釋研究手冊的需要。按試驗團員評估表有關研究手冊部分，依次
研究，由 0 項開始至＋1，＋2。
指派資深或較有經驗﹙兩年以上軍齡﹚的團員帶領研究手冊。帶領新團員研究手
冊不只是副團長的責任，每位團員亦有培育新團員的責任。
協助研究手冊的團員應有充份的準備。
研究手冊時，應研讀每一段落，包括註解部分，以防遺漏。
以指派研究手冊為基本工作。
在報告工作時，試驗團員亦應報告研究內容、所吸收的重點和未能解決的問題。
如試驗團員人數少，可以用單對單方式研究。但若資深的團員較少，可以用小
組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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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手冊：(續 )
8.
9.
10.
11.

以直接面談的研究方式較為理想。
在研究手冊後，舊團員可以指導新團員準備工作報告﹙內容、形式、感受﹚。
在宣誓前，應先完成研究基本章節﹙即評估表內 0 項內容﹚。
在宣誓前，應先研究宣誓詞。

工作：
1.
2.
3.
4.
5.
6.
7.
8.

除研究手冊外，亦指派一項固定工作。
工作必須有團員帶領，以發揮師徒訓練的作用及其精神。
如在情況許可下，可讓試驗團員在試驗期內接觸支團的不同工作
﹙在試驗末期可以指派固定工作﹚。
在週會中協助試驗團員作好工作報告。
工作必須由支團指派，而非由試驗團員揀選﹙團長在指派工作時必須顧及試驗團
員的時間、能力、專長及團體的需要﹚。
共同工作的團員，可在工作前與試驗團員分享有關經驗及工作的意義。
強調兩個兩個工作的師徒訓練法。
提醒團員在工作時是與聖母一起工作，並分享在工作中與基督相遇的經驗。

其他：
1.
2.
3.
4.
5.
6.
7.
8.

關注試驗團員的參與及投入程度。
建立及加強歸屬感。
提醒團體對團員的要求﹙可利用評估表列出的項目﹚。
提醒每天唸連貫經。
職員應特別留意試驗團員的表現及其困難，以作出回應及幫助。
在試驗期滿前，應評估試驗團員的表現；讓支團給予適當的帶領；同時讓試驗團
員衡量自己是否適合支團。
留意試驗團員工作出席率及工作完成情況。
在宣誓前，給試驗團員評估表作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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