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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團北部分團 
王緒安 

一 1/8 北分團參與在光仁小學舉辦的臺北總教區青年創意福傳提案大會，感謝公楷擔任幕後推

手；特別感謝粘慧心代替出國的莉慧執行和現場提案報告，以及陳孟柔及莉慧學妹張蓉瑋

到場給力支持！我們饒神父和晉德大哥擔任評審。僑榮大哥、孝祺（筱敏之女）、菀庭

（真福青年）也有到場支援服務。 

提案內容為(一)組織虛擬福傳義工--福傳天使：認養教區福傳及行政工作。 

承諾：(1)我們基督服務團北部分團，願意參與教區福傳工作，成為虛擬福傳天使一員，並

擔任首批試點義工。 

(2)基督服務團總團亦奉獻新臺幣 20 萬元，支持臺北教區青年福傳提案。 

（二）義賣福傳傘，所有盈餘，會捐給教區的慈善機構。 

下面為早鳥預購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L3IVB0KtTzG-mhakxkO7ZsmLflbXz1kUv2lPEpr-

T3Lhv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L3IVB0KtTzG-mhakxkO7ZsmLflbXz1kUv2lPEpr-T3LhvQ/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L3IVB0KtTzG-mhakxkO7ZsmLflbXz1kUv2lPEpr-T3LhvQ/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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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月月會 

  時間：1/16 下午 2:30~4:30 

地點：耕莘文教院 4 樓（依納爵靈修中心) 

主題：靈修交談(反省的文章：基督服務團的建立) 

主持：黃鳳梧主題 

出席：晉德、美基、僑榮、嘉玲、鳳梧、巨烘、麗如、海鵬、筱敏、緒安、祖思、錫淦、陳

允、婉玲、秀蓮、春旭、王琪、筑昆、孟柔、政宏（真福青年）、蓉瑋（莉慧學妹）、

美妙（北分團靈修協調人）。 

介紹新朋友：莉慧學妹張蓉瑋，輔大畢業，目前是聖言會的秘書，協助北分團福傳大會提案。 

            校園使徒：王雅歆，去年接受鄭爵銘神父獎學金，在輔大神學院就讀。 

美妙：耕莘聖心堂主日學負責人，北分團靈修交談協調人。 

主題介紹：(1)靈修交談是一種走向深度交談和有生命力的交談。 

          (2)靈修交談運用在建立團體（聖言分享）和團體神辨（達成共識）。 

          (3)學習經驗聖神，彼此信任：自我開放 ; 學著自在：分享我們的脆弱和主的祝福。 

          (4)兩個關鍵(1)積極聆聽：懷著尊重和感恩的心去聽、承認在他個人的經驗上是一個專

家、以善意去詮釋和瞭解他所說的、注意聽他的內容與感受，相信聖神能透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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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組員對我說話。對別人的陳述不評論、不判斷、不建議、不糾正。(2)有意識

的發言説明我們認識自己、碰觸在我內的聖神。 

          (5)三輪的動力：第一輪天主和我、第二輪天主和我們、第三輪我們的回應（形成共

識），走向使命（我們神恩的召叫）。 

分兩組操練 

  福傳大會分享(1)孟柔：(1)這次提案大會第一次結合有經驗的前輩業師手把手指導每組都提案，

讓福傳策劃更實際可行。同時這次不少提案人與自己年齡相仿，更有

些是認識已久的好友，有種重回大專時期對信仰的熱血，並且期待藉

由教區協助推動福傳的未來。 

(2)這次 11 組的提案有許多可行的企劃，其中的 Podcast 幾年前宇先生在

討論時就有提到，因為說故事是最能拉近與人之間距離的方式，還能

讓對方瞭解自己。科技突破門檻也比較低，更重要就是成本相對低

廉，是個經濟實惠的方式。真的很期待未來天主教有廣為流傳的

podcasts。 

(3)當然要為福傳傘打廣告一番。提案當天蕙心提到五餅二魚，真的打動

許多人，每個人都能貢獻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付出的，來幫助最小弟

兄，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積沙成塔的資金援助了。讓我們接下來推動福

傳傘企劃一起共襄盛舉！ 

              (2)蓉瑋：(1)很感謝臺北總教區提供這樣的機會，讓年輕人發出聲音，且確實被聆聽     

和鼓勵。當天決賽的 11 組提案都十分精彩，有業師們的協助，提案

除了有創意外，也連結現代數位媒體實際可行的方式，有些提案也許

可以整合成一個大的計畫。 

(2)如同這次北分團提出的「五餅二魚」概念，來自不同地方的團體、個

人齊聚一堂，各盡一份心力，共同為教會未來有更好的規劃和期待！ 

(3)我也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樣大型的活動，接受北分團的邀請，事先看了

提案內容，現場聽到慧心再次講述提案理念，感受到人力資源整合的

重要性。義賣的福傳傘的概念吸引了當天在場的教友們，大家都願意

為福傳獻出自己一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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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晉德：(1)這次的評審總共有七位，除總主教和羅神父外，有 Benq 的總經理和黑幼

龍、王念慈、饒神父和我。因為基督服務團參加了兩個提案，所以我

和饒神父不參與評審服務團的兩案，參賽各案以總分除以評審人數來

計分。 

(2)這次創意福傳提案大會是史無前例，11 個提案有 7 個是用數位福傳，4

位元提案用音樂創作作為福傳媒介，南分團的提案很務實，更得到所

有參與者的認同，不但名列第二且得到最佳人氣獎，非常開心看到年

輕人的創意和活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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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 月月會 

時間：2/20 下午 2:30~4:30 

地點：線上 

主題：靈修交談(反省的文章：對使徒工作的認識) 

主持：陳莉慧 

出席：晉德、美基、僑榮、嘉玲、鳳梧、巨烘、麗如、海鵬、筱敏、緒安、公楷、祖思、錫  

淦、陳允、秀蓮、春旭、王琪、筑昆、孟柔、翠雲、乙白、小霞 、政宏、岫琴、國森、美

萍、麗琴、正宇、敏儀、莉慧、思伶。 

流程：2:30-2:40  會議準備及「基督服務團信條」 -緒安 

2:40-2:50  大群組「靈修交談」重點提醒+開始祈禱 - 莉慧 

2:50-4:00  小組分組「靈修交談」時間- 各靈修協調人 

4:00-4:15  回到大群組回饋與交流 -鳳梧、莉慧 

4:15-4:25  團務報告+臨時動議 -緒安 

4:25-4:30  聖方濟和平禱文 - 緒安 

 事前準備：(一)需要事先閱讀的文章：「對使徒工作的認識」1985 年臺灣區團年會專題演講- 

                                                                   單國璽主教 （見 PDF 檔案） 

(二)靈修交談的題目：「在單樞機的這篇文章中那一點最觸動你呢（分享一點即可）？你覺得

它讓你想起服務團的某種精神嗎？是什麼？」 

(三)請與會成員 2/20 當天請務必「提早」上線。 

協調人有 5 位，共分 5 組： 

   嘉玲-乙白、國森、筑昆、筱敏、正宇、緒安 

   鳳梧-公楷、美萍、岫琴、晉德、陳允  

   翠雲-僑榮、思伶、孟柔、美基、錫淦 

   秀蓮-麗如、祖思、春旭、海鵬、麗琴 

   莉慧-巨烘、小霞、王琪、敏儀、政宏 

每一輪交談時間如下： 

第一輪：每人 5 分鐘（以 7 人為主）約 35 分鐘。 

第二輪：每人 2 分鐘，約 14 分鐘。 

第三輪：約 8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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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2 臺北總教區甄選禮 

地點：臺北聖家堂 

日期：3 月 6 日（主日） 

參與協助的團員為潘錫淦、張敏儀及王琪。 

五、 3 月月會 

時間：3/13 下午 2:30~4:30 

地點：臺北溫州街 84 號 2 樓 

主題：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教區階段之教友善會團體參與（意見收集） 

主持：緒安 

紀錄：春旭（實體）、公楷（線上)  

出席：（實體）麗琴、正宇、陳允、嘉玲、僑榮、麗如、巨烘、緒安、春旭、美基、晉

德、秀蓮、錫淦、祖思、孟柔 

（線上）公楷、筱敏、海鵬、莉慧、思伶 

討論：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諮詢天主的子民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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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共議性的教會在宣講福音時，同道偕行：今天這 「同道偕行的歷程」在你們

的地區教會是怎樣的?天主聖神邀請我們要採取什麼行動，為了在我們「同道偕行 

的歷程」上成長?」(《準備文件》26) 

為響應，我們邀請你們： 

a) 請問自己：在你們的地方教會裡，以上的基本問題使你們 想起什麼樣的經驗? 

b) 深入地重溫這些經歷：它們激起了那些喜悅？它們遇到了什麼困難和障礙? 它們

曝露了那些創傷？它們引發了那些深入的見解？ 

c) 搜集成果與大家分享：在這些經驗中，在哪裡可聽到聖神的聲音在迴響著？祂對

我們的要求是什麼？有那些重點必須確認、那些觀點要改變、那些步驟必須採取？

我們在那裡達成了共識？我們為我們的地區教會開闢了那些途徑？ 

我們可以將上述教區欲討論的問題，轉化為「地方教會如何更肖似耶穌基督？」為

我們團體的分享討論方向 

       主席：請團員就教區的「同道偕行」議題，發表個人的意見。 

春旭：2021-2023 召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我們閱讀「準備文件」、「手冊」提供從教區

團體視野出發的相關問題，例如為達到「同道偕行」在教區內需要接觸誰？怎樣

接觸合作的對象？現有結構組織怎樣調整？本地影響「同道偕行」的重大因素？

回答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知道同道偕行的定義是什麼。Synod，直譯為「會議」，

意指全體領洗天主子民。這群子民受召叫一路同行，組成在本質上共議性的教

會。教宗期許，「此一同道偕行的歷程，正是天主對教會在第三個千年的期

望」。易言之，同道偕行為教會進入第三個千年的更新圖像，並且強調此一共議

的歷程：簡單、方便、開放。要做到引領福音進入人群，特別是弱勢、貧窮、邊

緣的人當中。 

晉德：這個議題事關世界主教會議，內容複雜，在進行分團的討論與意見搜集之前，宜

先對 「同道偕行」有個背景的理解。同道偕行的做法源自教宗過去的《願禰的名

受讚頌》、《眾位弟兄》通諭的精神，強調人與環境的整合。 

建議團員先閱讀教宗文獻與通諭，理解教宗的想法，看到教會在社會之中落實福音

精神的落差，再反思可以怎樣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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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榮：這些檔的內容與所問的問題都不容易理解，真正要做到簡單、方便、開放應該從

教會自己開始。最近分團推動的靈修交談，強調聆聽，陳述問題簡單清楚，這是

一個可以用在同道偕行的做法。 

正宇：全世界教堂都用統一的方式彌撒，籌畫有統一 social media 社群媒體平臺，方便大

家溝通交流。可建立一個電子媒體，統一的格式，使用在 CSC 之間，以 social 

media 的方式回應眾議歷程。 

巨烘：過去在教會的服務經驗，熱烈參與世界青年日、關懷小組，後來階段性的交棒給

年輕世代。目前專注於參與樂銘基金會的工作，但是像賈神父育才計畫對獎學金

學生的關懷，目前著力於大陸青年，回應現代環境的變遷，計劃推動新住民第二

代的關懷。 

公楷：過去以來，教區青年的聲音一直沒有被教會聆聽，像是同婚的議題，這是共議歷

程可以納進來做為調整的部分。CSC 辦理的「大風下午茶」，以非教友青年能接

受的生活化方式分享福音的喜樂，這也是算是目前推動中的一種同道偕行。 

莉慧：十年的教友，體會十字架的橫與直兩個幅度，除了自己與天主的親近來往經驗之

外，自己跟堂區或團體教友的互動也很重要。共議，在非教徒、神父、教友之

間，扮演橋樑的角色。 

孟柔：在生活中，做我自己可以做的福音工作，常反省，在任務的執行度，我做到了什

麼程度？ 

嘉玲：如何意識到聖神的臨在，聖神跟我的關係怎樣，我們在堂區做過「向近人傳福

音」與「一領一」的慕道班工作，成果平平，沒有太引人回應。常常思考，怎樣

可以增進人跟天主的關係（熱火）。 

秀蓮：堂區平臺、教友之間的交流，聖神在生活中相遇，怎樣在參與堂區與團體之中，

消除陌生感，建立人際關係的認同。曾有神父將堂區分成幾個區塊，每個區塊有

組長，大家互相交流，但神父離開就無法繼續。 

陳允：青年在堂區擔任功能性的輔祭，這不吸引青年持續性的待在堂區。在堂區有二個

聖詠團，原住民與香港人，本地教友與印尼神父，同道偕行在族群差異上的溝通

如何進行。 

緒安：因為神父調動與行事作風而影響教友進堂與服務，所產生的狀況，我們可以夫婦

團體的方式，協助新神父與堂區教友合作，與堂區教友們同道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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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伶：同道偕行的議題，在臺灣的三所天主教大學可以先有神學與哲學的討論，而後帶

動教區的推動。 

麗如：在堂區的服事工作傳承給年輕世代，隨著身分變遷，調整生活中的核心，個人靈

修，外在行為都成為同道偕行的影響因素。 

 
 

 
 

（六）2022 年依納爵靈修研習會服務團承諾擔任志工者名單 

      3/26 上午+中午  王緒安、潘錫淦、劉嘉玲、胡僑榮、陳麗如、宋祖思 

      3/27 上午            莊筱敏、張敏儀 

              中午           莊筱敏、張敏儀、簡婉玲 

     學員：林思伶、王琪、潘春旭、季紅瑋、王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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