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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教區福傳大會 Part 1 
 

時間：2020年 9月 19日（星期六）9：30~16:30 

地點：台北總主教公署友倫廳（台北市樂利路 94號） 

主席：阮秘書長皇章神父 

主持人：吳令芳主席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記  錄：上午—謝天龍；下午—張若蕎；彙整—林雅玲 
 

壹、 早禱—教理推廣中心 

藉由反省：「我是哪種酵母？我需要改善自身的環境使酵母活化嗎？」檢視

自己與基督的關係，希望能培育更多酵母、更優質活化的酵母來服務教會。 

貳、 鍾總主教致詞：鼓勵在座每一位都是酵母，要彼此發酵、充滿活力，活出

信仰，將基督的愛傳出去。 

參、 前情提要—詳附檔 

一、報告去年台北總教區召開的 3次全國福傳大會籌備會議結果。 

二、這次會議兩大主題： 

1.福傳大會第一部分； 

2.與鍾總主教有約；與大家共同討論未來方向。針對青年培育、司鐸共

融及家庭陪伴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並回覆「已做的努力為何？成效為

何？需要加強改進的為何？」3個問題。 

肆、 一至十鐸區報告—詳附檔 

第十鐸區—總鐸高國卿神父：偏鄉堂區教友人口老化，許多堂區找不到主

日學老師，雖然努力辦活動吸引學生，但人數不多；希望大的

堂區能支援幫助。 

第九鐸區—賴綜諒會長：青年教友多在外地求學與工作，只能利用放假返

教堂時間參與聚會；頭城堂自 1993年來，司鐸一直是兼任， 祈

盼能有專任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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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鐸區—總鐸林貞生神父：教友年齡層老化，看似危機，也可能是轉機；

鐸區神父宜輪流到各堂區彌撒，與教友共融。 

第七鐸區—申雯蓮會長：青年會需要家長多支持，陪伴孩子參與彌撒與聚

會；鼓勵孩子遇到考試不要向天主請假，更要來參加彌撒；神

父亦需增加與教友談話時間。 

第六鐸區—阮玉鼎神父：已加強宣導各堂區鼓勵青年參加鐸區活動，因疫

情影響，家庭祈禱面臨挑戰。 

第五鐸區—葉志煌弟兄、王敬仁神父：結合外部公益團體推動青年組織運

作，每 4年家庭普查外，也鼓勵教友家庭參加普世夫婦懇談會

或善終祝禱團。 

第四鐸區—羅文彬理事：已定期舉行青年彌撒，也需要專職人員帶領青年

訂定長期、系統的培育計畫；堂區神父需主動關懷教友家庭，

使信仰由家庭扎根。 

第三鐸區—總鐸簡安德神父：青年因求學、工作或遷移等因素而容易流失，

應主動去找「不來教會」的青年，了解青年，主動互動；外籍

司鐸需加強語文能力。 

第二鐸區—陳恆志弟兄：青年培育已有系統，但陪伴青年的人力有限，同

時亦須兼顧長者關懷及家庭探訪。 

第一鐸區—楊德生理事：辦理聯合主日學及慕道班，增進教友向心力；訂

定青年憲章，鼓勵青年參與。 

伍、 Q & A 

鍾總主教就職後已探訪 60多個堂區，積極傾聽青年心聲，並辦理青年牧靈

座談。日前辦理了三天兩夜的司鐸共融活動，希望司鐸們以喜樂的心服務教

友，也引起年輕人動機，追尋聖召；教友也要體諒神父的辛勞，多鼓勵神父。 

開放青年參與，並非只是讓青年們配合參與，而仍是由年長者主導，鼓勵應

彼此合作，目前為青年教友有兩個大活動將展開：1.媒體福傳；2.天主教與

基督教合作，將台北市的 12月打造為聖誕月，將舉辦系列活動，配合媒體

新聞播報，使全台可見。10月起，也將舉辦家庭相關主題講座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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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台北青年 Young起來—記者會紀錄 

前言—牧靈福傳處執行長—趙振成神父  

台北教區內有各式各樣青年工作團體，看到這麼多不同團體各自的神恩與精

神，希望能讓堂區神父、傳協會、青年代表更認識我們，未來有更多的合作。台

北教區青年工作團體的目的是培育青年，讓他們能學習到一些精神、靈修方式、

活動方式，幫助他們能成為成熟的基督徒，回到堂區裡分享信仰與服務教會。 

 

Q1.淡水法蒂瑪聖母朝聖地傳協會會長—羅文彬：現在大專同學會人多嗎？ 

 

A1.大專同學會輔導—蔡慈芬修女：現在大專同學會的基督徒學生越來越少，大

專學生需要有團體，所以現在都是 2、3所學校聯合聚會。大專同學會是一個

跨教區的學生聚會，當學生到不同地方去讀書時，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找到信

仰的團體，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堂區給我們大學生的名單。我們舉辦幹部訓練

營，訓練他們怎麼用年輕人的方式去邀請青年，校園使徒與大專同學會一起

合作。當然年輕人不一定上大學後，仍願意參加信仰團體，因為大學有很多

不同的社團，也是我們要學習怎麼讓信仰的聚會更吸引他們。如果陶成營、

學生活動，他們沒有錢去參加，請堂區支持青年去參加活動，讓他們參加一

次，一定就會留下來。 

 

A2.聖家堂饒志成神父回應：我覺得可以有一個跨堂區的信仰團體陪伴他（年輕

人）信仰很好。但是跨堂區的團體也應多關心這些年輕人，在堂區有沒有一

些服務。例如：不要因為他參加這個團體，所以他沒辦法參加主日彌撒，雖

然他住台北、堂區在台北，但他沒有辦法，有點像剛才講的，好像挖了我們

的年輕人。給他機會能回到堂區去服務，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Q2.聖家堂饒志成神父：堂區也需要年輕人，堂區如何訓練一批年輕人，我們怎

麼樣配合，讓年輕人也能在堂區裡幫助我們。堂區沒有年輕人，本堂就沒有

希望了，不能等到大學以後才參加這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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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鮑思高堂簡安德神父回應：最近給新竹教區青年牧靈的研習會，我們發現很

多堂區不歡迎小孩子和年輕人，這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今天要問，我們的

堂區到底會不會完全歡迎小孩子和年輕人？還是不歡迎他們，覺得他們很

吵？ 

 

A2-1.牧靈福傳處趙執行長：這是雙邊的問題，不單單是青年團體有這些名單，然

後培育這群人之後，放回去堂區團體，遇到另一個問題，堂區接受他們嗎？

堂區有提供可以容納他們的地方嗎？或堂區有提供他們是屬於這個堂區年輕

人的氛圍？還是我們一直覺得說，年輕人幫我做這個、幫我做那個就好了，

然後其他的我們大人來決定，或者我們神父來決定就好。「生活的基督」勸諭

裡有一個主題是「共議」，應該是所有年齡層一起去討論堂區的發展，一起去

討論堂區團體能夠怎麼去呈現風貌，而不是少數的人決定，然後另外一群人

完全沒有聲音，或者青年人可能發聲，可是永遠是比較負面的被拒絕或被排

斥。當然不是要針對堂區，而是我們真的有這種雅量、風度，去接受這些在

信仰當中被培育到某種階段的年輕人，當他們願意發出一點聲音時，我們願

意聆聽嗎？這樣很可惜，即便前面 10幾個團體這麼努力，但回到堂區還是陣

亡、沒有用。所以這問題是雙方面都需要一起改變，才能夠走得下去、長久。 

 

A2-2.青年工作者劉憲翰：光明之子是跨堂區青年會聯合的團體，有中和堂、通化

街、延吉街、早期還有板橋，我們有一個觀念是這個團體起來就是要回去培

養年輕人。簡單回應神父幾個問題，如何不要去搶人。教堂很常用一個詞叫

做”世代的對立”，回到堂區內應該要發展的是”世代的融合”，一台彌撒當中就

是會有小朋友哭哭鬧鬧的，就是會有老人家需要慢慢的走，可是就是因為這

個樣子，所以我們才是一個大家庭，一個大公教會的狀態。回到帶青年的工

作內容當中，從來都不應該是青年團體或青年人你們出來解決這個問題，解

決你們看到的這些困境。我們應該是我們爸爸媽媽那一輩、哥哥姊姊這一輩

和我們一起回來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怎麼去發展更深的內容，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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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舉例：怎麼培育年輕人，憲翰你這麼常來教堂，你就負責開始籌辦。

應該是，我們把他們邀請過來，我們一起討論來規劃什麼樣的課程，你需要

什麼協助，我們可以出幾堂課，「一起」來推動這樣子的內容。我覺得就算是

我這樣的情況，在服務的過程當中去拉年輕人，「我們一起來搬這張桌子吧！」

和「你去搬這個、年輕人去做什麼事，」從這些地方開始做起。我覺得從傳

協會先開始調整吧！我個人建議年輕人會開始慢慢地進來，而我也對我們這

個世代的人更多的呼籲是，我們先做好我們的榜樣。 

我覺得我有很多的計畫很想講，包括所謂的網路福傳。教會願意花多少錢在

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培育上面，我們願意花多少錢，讓專業的人得到專業的報

酬，去做專業的事工，去從事牧靈福傳、或者他很會培養年輕人，給他一個

對等的薪資待遇，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方向。當然我們不是仰賴他，

而是我們在社會上已經有地位的人，我們怎麼用我們的資源去建構更大的網

路，讓年輕人看到，我以後要跟這個哥哥一樣。因為他看到他在做天主教的

網路福傳，我覺得我要跟他一樣，走這條路是有工作、有飯可以吃的，可以

一邊做我喜歡的事情，一邊也可以累積我經濟的能力。 

 

A2-3.青年工作者陳思凡：遣使會青年中心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推展堂區青年的發展、

成長。回應神父，這中心就是在做培育各堂區找出來的一些領袖，我們培育

他們，他們再去帶他們堂區的團體。現在台北有兩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士林

耶穌君王堂和天母堂。教區每年都會辦領袖訓練營，但是很可惜，參加的人

數不到 5個人。其實教區有這個組織，也有這個活動，堂區沒有人，要培育，

但堂區有送人來參加學習和參加的人很少。教區很努力在做，但是堂區卻覺

得教區辦的活動「不要去啦！」就會很可惜，我們自己堂區的人就沒有受到

培育。所以我們可以開始找，我們堂區可能是夫妻，可能是一個在工作的青

年，我們怎麼樣培育他、鼓勵他、給他一些支持。帶領青年很不容易，青年

的情緒、升學壓力，我們要怎麼扶助他？有沒有一些什麼可以支持他？比如

說：小禮物，物質上給他一些幫忙，讓他有多餘的心力去組織幫忙他們的團

體。很重要的就是培育，如果他有渴望想當一個堂區青年人的領袖，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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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受到培育，他不知道怎麼帶領。我們也希望教區可以辦更多培育領袖的

課程，幫助他們，讓他們回到堂區的時候，有力量，也知道怎麼和堂區合作。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怎麼和傳協會友善的合作，友善的溝通。這也是幫

助他們可以成立青年團體。最重要的事，也要幫助他們一些基金，幫助他們

可能會更好。 

 

Q3.基隆聖母升天堂范凱令神父：我覺得年輕人很可愛，我是在基隆和瑞芳服務，

我們那邊是原住民，上大學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在工作的年輕人，台北教區

有沒有對這些在職青年的培育機構，包括：年輕家庭。這些年輕人 20歲，孩

子已經不少。所以我們不只有年輕的大學學生，也有年輕的工作人員。這些

年輕人大學畢業以後，有沒有團體他們可以繼續培養？所以我覺得堂區一個

很大的挑戰是，不上大學的年輕人；因為你養一個團體，不是過四年就結束

了，是永久在堂區服務，因為他們是工作人，在家庭，是未來大部分人的生

活。有沒有對這些年輕創業工作人有一個團體？ 

 

Q4.萬大路玫瑰堂林瑞德神父：我們知道都有大專同學會，有沒有中學生聯會？

以前有中學生聯誼會和本堂比較有關係，他們常常有一些訓練，例如禮拜六，

怎麼帶團體的一些技巧、信仰的方面。所以我覺得中學生聯會應該重新作好

一點。我們有一個教區青年牧靈是很好，辦一些活動，但是現在在主教公署

裡面，沒有那麼多的自由，以前有一個地方在外面，他們有他們的籌備時間，

他們自己聚會開會，也比較會和教堂有關係，青年比較會訓練了，回去教堂。 

 

A4.青年工作者程祥舜弟兄：YCS在以前是隸屬於修會的，後來併入教區內的一

環，他也是做中學生的培訓和服務。在教區牧靈福傳處的分法上，就會有一

些改變，不只做這些，還有做家庭組、禮儀組等，因此沒有辦法只專注在做

中學生培育服務。這方面我自己也會覺得很可惜。因此我們團體就自己拉出

來，我們自己另外幾個自己在專門做中學生的培育，並且執行我們團體中的

使命。到各個國家，我們有很多會員國，我們去開國際會議，去開亞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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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去替台灣的中學生在做培育，在讓中學生以一個領導的方式，走出國際。 

 

Q5.萬大路玫瑰堂林瑞德神父：我參加很多婚前輔導和夫婦懇談周末，如果你們

找到一個男朋友、女朋友結婚，要不要跟他談你信仰的問題？有沒有家庭的

靈修？很多人結婚後，如果不是教友的，很多人慢慢的冷淡下來，不進堂了。

如果真的是一個熱心的伴侶，家庭的靈修生活差不多是零，如何保持你們信

仰的熱誠？如果你做爸爸、媽媽，一個家庭生活，我認為特別培養個人的靈

修生活，和你的配偶結婚後確定我們家庭的靈修生活。天主教缺乏的是天主

教家庭的文化，沒有家庭信仰的生活，丈夫、妻子不談他們的家庭信仰問題，

這方面他們是陌生人，所以個人的靈修生活，看看你未來的配偶，討論結婚

過後如何繼續維持成長信仰生活。不然就會和現在一樣，失聯的、冷淡的教

友很多。 

 

A5-1.牧靈福傳處家庭組專員謝宜玲：關於家庭的部分，今天是共融和交流，在座

都是非常關心教會的發展。我預計要結婚，我的未婚夫也在教會工作，但我

們的薪資在普遍社會上是較低的，但我們都知道信仰是我們很重要的核心，

可是我們要跟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面去做平衡。剛才聽神父說的時候，我們牧

靈福傳處在家庭組裡面，很希望到堂區去落實對家庭信仰的重視，大家如何

去分享給堂區的青年、教友，讓他們真的可以扎根下來，一起為青年、為家

庭去服務。教會可以繼續延伸，繼續結果實和成長。可是這沒辦法完全靠我

們青年團體，因為有些人階段還沒走到那裏，有些還在青年發展建立自己的

階段。可是我們牧靈福傳處在家庭組，現在只有三個專員，加上一位神父，

我們手上在做的事情很多，我們真的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合作，去推動，因為

這個很重要。年輕人也覺得這個很重要，可是當他們的生活沒有穩定顧好自

己的溫飽時候，他怎麼樣在信仰上繼續往前進，那是一個很大的衝突和拉扯。 

 

Q6.板橋中華殉道聖人朝聖地吳偉立神父：華僑中學 100個天主教友，都不會講

中文，都住在學校。很不容易和別的團體在一起，看我們可以怎麼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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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青年工作者程祥舜弟兄：YCS可以之後做聯繫和合作，預計在明年也有一個

培訓中學生的寒假營隊。 

 

Q7.宜蘭寒溪天主堂高國卿神父：有一個請求，有沒有人可以到鄉下原住民的堂

區(大同鄉、南澳鄉很多地方)幫忙，我們那邊很需要。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找到

一個好的教友團體來帶，之前請外教的高中生來帶，但對信仰沒有什麼幫忙。 

 

A7.牧靈福傳處趙執行長：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如果有怎麼樣需要的時候，我們

可以去第十鐸區去服務支援。 

 

A.7 大坪林聖三堂巴明志神父回應：經費的問題，目前我們看我們的團體，不少

也是有修會的一些補助，有金錢來源的系統才能繼續辦下去。我們也很欣賞

基督教，例如讚美之泉，哇！他們的音樂好棒。各位你們知道他們花了多少

錢在那個上面嗎？可能好幾百萬才能有這樣的成效，但是我們重視什麼？有

漂亮的教堂，一個祭台花了兩百萬。如果說”重視”，可以看行事曆，你在哪

裡排了你的時間，你就知道你重視什麼；第二個看你的銀行帳戶，你在哪裡

花了錢，這個就是你很重視的。這個就是很具體的。所以我們需要思考，不

論是教會、或以教區、堂區為單位，我們在哪裡花錢，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花。

或是那兩百萬的祭台錢，可以都給某個青年組織讓他們可以發展，可以幫助

多少人。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想這個金錢的問題，透過這個金錢也可以做到很

多的東西，包括培育、第十鐸區的困擾和所需的贊助。 

 

Q8.石碇耶穌聖心堂朱修華神父：一個世代就是一個世代，圍牆自然會建立起來，

它不是不可以拆，但是在拆的過程需要互相體諒，我覺得還需要有一個過程，

就是趙神父剛才最早之前提的，你們訓練好的這些人回到本堂，本堂神父不

喜歡，世代的隔閡。當然這些年輕人不喜歡傳統的教友、神父、教堂，所以

這個中間還需要有一個橋樑，希望有這樣的活動，在思想、態度、行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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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放手，接手世代的一個活動。 

 

青年工作者 Paul見證：我是大博爾青年團，講到很多關於團體和堂區之間青

年培育的問題、跟堂區教友的一些問題。大博爾青年團有南松山天主堂本堂

神父願意給我們地方使用，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我們的事情。跟堂區的

媽媽、爸爸們的溝通和相處，教友們有很多互相支持和幫助，很多事情爸爸、

媽媽們幫我們送餐、幫我們處理一些瑣碎的事情，平常我們也是有一些活動

會開放讓堂區教友一起來參加。這是我們大博爾青年團在南松山天主堂的相

處方式，每個堂區會有不一樣的風格和氣氛，這需要每個堂區和堂區青年、

或堂區內的團體，任何年齡層都需要溝通和討論，才可以找到適合這個堂區

的方式。適合大博爾青年團和南松山天主堂的方式，不一定適合其他堂區，

只是以大博爾青年團的經驗和大家分享，我們是這樣的幫助。目前南松山的

傳協會會長之前也在我們大博爾的團體，和我們一起相處，他現在就再回到

南松山天主堂，現在也接任南松山傳協會職務，很認真很努力的在經營，想

要把南松山天主堂這個家庭發展的更活躍。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詢問我們

的意見，我們會評估實際狀況是否可以配合。因為我們目前很多都是在職青

年，除了工作、堂區服務、團體的活動，時間上真的很不容易。 

 

另外關於天主教文化的家庭，我今年 7月才結婚，我和我的太太是在大博爾

青年團認識，我們在這個團體裡在信仰上有很深的和天主相遇的經驗，我們

很認真地想要和天主有更深的體驗和愛的互相交換，對我個人來說這信仰對

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會讓信仰在我家庭中消失，這是我個人在明

供聖體當中領受到的經驗，我不會讓信仰離開我，我的老婆也是這樣告訴我，

所以當我們決定要結婚時，我和我的太太就決定，這個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包含明供聖體、祈禱、讀經、一起去教堂，都是我們會一起約定好要做

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是，個人要有很大的決定，不是因為別人告訴

你要怎樣就會做，而是我跟天主有很大相遇的經驗，所以我願意這樣做。至

於要怎麼樣讓更多的人和新婚夫妻的家庭可以繼續把這信仰留在他的生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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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個我目前還沒有解答，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只是我分享我個人的體

驗而已。 

 

Q9.蘆洲天主堂傳協會紀雅文會長：本堂目前也是在準備這些年輕人的集合，堂

區現在大約有 8-9個，都是初步集合起來。青年大概分成兩類，天主教是一

個信仰，這是一類；天主教是遺傳，這是第二類。前面第一類問題不大，這

些年輕人已經把這個當信仰，在堂區這種小朋友、年輕人，不用理他，給他

什麼課、活動，他就上什麼課或活動，但是其實這種人很少。大部分還是天

主教是遺傳，這種人是非常的多，也比較難搞。有活動，傳協會幫他出錢，

他都不一定要去。我剛剛把這些人集合起來，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課程可以上。

我們就是簡單的一些分享，讓他們去想一想未來我們可以怎麼走，但總不能

永遠一直這樣子在那邊想。前面這些團體，你們有實際的活動期待年輕人去

參加，在堂區的配合上是有困難，我們可以鼓勵他們去，去不去決定權還是

在他們身上。當我們這種有集合起來的小團體時候，你們有沒有那個機會可

以說派人來帶活動。可能用你們的經驗和專長，可能固定一個月的一次，接

洽我們一些年輕人，帶領他們一些簡單的活動。這些年輕人叫他們留在堂區

他們願意，叫他們出去參加活動，他們可能就不願意。當然活動得要輕鬆一

點，因為這些年輕人你和他們說死後要上天堂，他根本不管你死後會怎麼樣，

他就是管現在。 

 

A9-1.青年工作者光明之子劉憲翰：建議教區有沒有可能，針對青年會有教材包，

例如：這週我們要去幹嘛，生活分享題目，YCS早期有在做青年會會長一起

來培訓，我們怎麼使用這個教材包，回去使用玩玩看，每個月都會有不同的

期待，可能可以解決的內容。 

第二個，教會針對願不願意花錢在培育人才的投資上面，請他們一群人才去

帶領這些事情。舉例來說，拍一個天主教影集，每個神父都有故事，有些靈

感在這些地方，例如有個很厲害的神父，他其實是個偵探。問題是這要錢呀。

誰要給我們錢去拍這樣的腳本。但它其實是很酷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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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偏鄉服務，每個人因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需求，怎麼感覺算下來都需要人

和錢，把這些投入下去。 

如果找不到錢，我也想過一個方法，例如：大型商業簡報會，蘋果下一季最

新產品發表，我們也可以來個發表會。2021活動 ppt，第一個活動野戰營，募

資情況 10%，請大家看針對這個情況共同募資進來。ppt裡面有 10幾個活動，

讓大家帶回去分享，這樣大家都知道接下來有這些活動，有一個期待。有一

些提案的計畫，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有缺資金的看我們怎麼籌備資金，有

好的計畫可以彼此交流，更想要的是一個提案解決的可能性。 

 

A9-2.青年工作者生命之母會黃永芬姊妹：本身是大學老師，基督教的社團找我陪

伴他們，我問他們怎麼找到這些教材，他們說是有一個辦公室，專門做這件

事情。會有人在前一年就把未來一整年各個大專院校所有社團，每個禮拜要

的教材都準備好。你就去領了那份教材，帶回去你的學校，你就照著使用者

說明書做。他們有一群人花很多心思在這個上面，可是這之後可以方便很多

其他的人。這是一個願景，如果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東西，不要每個團體各

自很辛苦的去做些東西，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統一，大家都可以分享，為大

家都會比較容易。 

 

Q10.聖家堂饒志成神父：我們堂區需要人來協助我們帶小朋友、帶年輕人，建議

青年工作者的行事曆上，可不可以稍微注意考慮一下堂區的需要。另外，堂

區有困難，教區告知活動是 1個月以前告知，但事實上我們的行事曆已經排

好了，所以年輕人沒有辦法去參加，不是不願意去參加。 

 

台北教區傳協會主席吳令芳回應：因疫情的關係，開始和台北青年工作者們接觸，

我第一次知道我們台北教區有 10幾個青年團體，剛開始邀請參加台北福傳大會

籌備會時，只來三個團體，其實我蠻難過的，他們在哪裡？剛才有一個 ppt，我

們不能問他們在哪裡，而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就在這裡。2月的時候執行長邀我去

參加他們的會議，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因為疫情全員到齊。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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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月沒有活動，每一個月就聽他們彼此分享，他們願意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也因為疫情的關係，讓青年工作者們和傳協會哥哥、姊姊們可以一起連結在

一起。今天也有這樣的機會，他們真的為我們做了這麼精細的規劃。為了這個活

動他們開了最少不只 6次的會議，晚上有時候開到 9:30-10:00，外面警衛很著急，

還不回家。他們真的今天讓大家可以很輕鬆、很自在地來認識他們，而不是很拘

謹。他們願意承擔從 13:00-16:00，包括明供聖體所有的細節都是他們自己規劃，

而且我看到他們寫了一個，非常細的流程，細節都寫出來。我回應的是饒神父剛

才把這個問題拋出來，其實就是一開始開會的時候，就有提到這件事，需要神父

們、主席們、青年代表，希望堂區的人都認識他們，他們也認識你們，我們是在

同一個家庭裡面的概念。然後，這個家彼此互相合作、幫忙、協助，可以彼此支

援。所以不是對立的，也不是來這裡，或是他們一定要從你們那裏抓人來，而是

真的就可以達到剛才饒神父提出來的，彼此支援，不是給工作，我把這個丟給你，

而是我們在那裏知道每個堂區不同的需要，而給予不同的服務。我們常在開會的

時候，聊到每個團體都有不同的神恩，就像天主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的神恩一樣，

我們依照堂區的需要，邀請不同神恩的團體，互助合作幫忙。我甚至異想天開，

我們在堂區青年活動安排當中，一個月去一次，就青年工作者團體輪流去一次。 

關於行事曆安排，讓我想到早上主教講的一個事情，他真的很糾結他到底要去哪

裡，去年初我們就一直在傳協會議中強調一件事情，我們可不可以在整個教區活

動安排的時候，第一個全國活動為優先，第二以教區活動為優先，每個鐸區、堂

區安排活動時，就會往後安排，連堂區都以鐸區活動為優先。我覺得這是大家彼

此互相幫忙，我們是不是都以這個台灣教會的家為主。這樣我們也不會很累，可

以有更多時間來準備、籌備、參與和投入。 

 

A1.永和聖母升天堂青年代表崔錫昀：我今天才知道原來台北教區有這麼多青年，

我服務堂區青年，堂區的事情非常的雜也非常的多，我們負責的服務也非常

多。堂區有很多這類的長輩，覺得要規定青年要讀聖經等事情，不來是青年

自己的問題。我本身也在陪伴堂區內的青年，如前面神父所述，隔閡是有，

圍牆是有，不是爬不過去，比我年紀小的小孩，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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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麼帶領他們。我沒有上過所有培育，我沒有參加過這些團體，我沒

有所謂的資格或身分，我只是年齡比他大，所以我可以陪伴他們。在這方面，

我對他的信仰沒有幫助，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位姊姊。對於堂區來說，各位

青年工作者是非常偉大的，我們堂區內青年也在努力為堂區青年服務，我們

雖然眾多，但我們都是天主的肢體，我們都是在為天主服務。高神父其實非

常用心陪伴堂區的青年，我們六鐸區青年會聯合辦活動，我們會去六鐸區其

他堂宣傳。所謂的行事曆問題，他們都存在資訊不對稱，為什麼那邊有活動，

我們不知道，所以我沒有辦法被排進去，這些其實都不是刻意、或故意的，

只是時間上沒有辦法有對稱的交流。高神父說：「堂區內一個青年也是青年，

兩個青年也是青年。」請大家不要灰心。高神父說：「一個浪打起來，後面是

平靜，一個浪平靜之後，後面就有浪要打過來。」分享給大家。 

 

A2.士林聯合堂區青年代表葉致賢：青年其實到處都有，我們看台北教區，教堂

密集度不低。想像一下，記者會的排場，如果在底下不是傳協會、社青以上

的，全部都是青年，其實他想要為教會服務，做青年的活動帶領著青年，可

是他沒有方法，沒有人教他怎麼做，他有問題沒有地方可以問。如果是換成

一群年輕人會怎麼講。想提一個，建立一個聯絡網，不用你們去跑堂，不用

去每個堂帶活動，有一個平台把青年工作者串聯起來，教會裡面只要他想要

做青年活動、帶團體，請他來找你們問。年輕人其實超級多，只是不知道怎

麼開始。 

 

牧靈福傳處趙執行長回應：教區有建置 GARDEN 平台，點擊率不高。先到牧靈

福傳處網站，點進去青年組，有一個 GARDEN 網頁平台。以後還會建置「堂區

青年活動」頁面，希望可以在一個月前提供活動訊息，因為不是專職專才資訊人

員，所以會需要花一些時間放活動。我們需要增加它的點擊率。 

 

我們在會議中有很多疑惑和疑問，我們有許多夢想和憧憬，但我們需要這個問題

答案、勇氣和毅力時，我們需要回到耶穌基督內一起來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