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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和教區討論及福傳大會的計劃 
 

堂區和教區的討論計劃以及福傳大會的重點（如 2019 年主教團牧函

所公布）： 

1. 堂區就一些議題進行討論，目的是尋找使教區更有活力的牧靈方式，更

有能力的傳福音。 
 
2. 教區討論相同的議題討論和討論決議的做成書面報告。 

 

堂區和教區進行討論的時間表以及關於福傳大會的準備： 

1.2019 年 9 月底：每個堂區都建立一個籌備教區福傳大會委員會，該委員會

至少有 5 人組成：神職人員和平信徒。 
 
2.教區籌備福傳大會委員會的作用： 

a. 根據教區的特殊需要，去審查堂區和教區討論的文本資料。 

b. 協調堂區和教區的討論 

c. 收集討論結果並準備關於這些討論的報告 

d. 參加會議，籌備福傳大會 

e. 即委派其中一名成員加入籌備福傳大會中心委員會（其職責是聯繫教區籌

備福傳大會委員會並準備福傳大會）。 
 
3. 2019 年 10 月起至 12 月：各堂區委員會進行議題討論。 

4. 2019 年 12 月底各堂區彙整堂區的討論建議交給教區籌備福傳委員會。 

5. 2020 年 1 月教區籌備福傳委員會將準備關於堂區討論的初步報告。 

6. 2020 年 5 月 1 日~3 日在真福山舉行高雄教區福傳大會，將各堂區可行議

案和教區共同討論、決議及如何落實計畫，做成高雄教區為全國福傳大會的

總結報告。 
 
7. 2020 年 6 月，每個教區籌備福傳大會委員會 

8. 2020 年 8 月 5 日傍晚至 8 月 8 日中午，在輔仁大學舉行全國福傳大會。 

9.主教團秋季會議將寫一封牧函，總結整個台灣教會牧靈的方向，作為福傳

大會的結論。 

 



全國福傳大會第一階段：堂區優先 
 

堂區與福傳 － 活化我們的信仰團體 

「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伯前 2:5) 

 

教會是建基於復活主基督的團體，基督給了教會生命與力量；祂是生活的基

石，在這基石上，我們也被召叫成為生活的基石，充滿信德與愛德。我們這

次福傳大會的目的就是聆聽聖神的指引，以面對我們時代的挑戰並更新我們

的團體生活，使我們更充滿信德與愛德而能滿全我們的使命：將福音的真光

帶給更多人。 

 

提供堂區討論的議題 

這些議題將由每個教區委員會先審查評估，並根據當地的情況和需求進行調

整（例如，花蓮教區------台東可能可以增加與原住民相關的議題。新竹教區

可能可以增加與教區和堂區之間的經濟關係相關的議題。嘉義和台南教區可

能可以增加一個關於將兩個教區合併在一起的可能性議題）。 

每個教區都可以決定省略中心委員會提出的一些主題，修改它們或添加其他

主題。 

每個教區都可以決定某些主題不在堂區討論，而只在教區討論。 

 

 

 

 



第一部份目的：使我們的堂區更具有活力  

1. 學校體系及它對孩子參與教會活動的不利影響 

台灣學校的競爭相當激烈，所以孩子和年輕人都很專注於學習，因此，他們幾乎沒有

閒置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家長往往不帶孩子去教會。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幾乎沒有

領受過聖事；即使有，也往往沒有充分的準備。再者，他們未曾經驗參與教會的禮儀

和活動，這些不被視為他們生活中重要或相關的。   

討論議題及方案： 

1.1 通常主日和活動的安排與形式是以適應成人或老年人為主。我們應更多設想到兒童

和青年，因為他們的信仰是更為脆弱的。（如何在我們堂區做到這一點？）        

1.2 堂區團體應注意在禮儀或在其他情況下，在主日賦予兒童和青年一些服務或任務，

使他們能夠有參與感和責任感。         

1.3 可為兒童舉行信仰培育，更多聚焦於兒童的學校功課（同時安排關於學習熱情、祝

福、聖經故事等）。 

1.4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2. 教會與青少年的距離 

對青少年來說，與教會的距離日益嚴重；即使是很多曾經習慣去教會的孩子，到了中

學後也會停下來。對他們來說，教會成為一個遠離他們生活的組織。孩童時期在父母

的堅持下，他們參與彌撒，但到了青少年時，通常他們不願再參加沒有同儕夥伴的團

體和聚會。因此，對於尚未有青年團體的堂區，幾乎不太可能吸引年輕人。 

  討論議題及方案： 

2.1 這是許多堂區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吸引年輕人到教會是須共同聯合努力的；將年

輕人集中於某些據點（堂區或其他地方），以更符合年輕人的形式舉行禮儀和活動。(如

何能做到這點？)     

2.2 堂區提供給年輕人不僅是教理的教導（雖然這方面也常是不夠深入），而是要能提供

活動和空間，使他們能彼此分享友誼和喜樂。(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點？)   

2.3 尋找堂區中優秀的青年，他們是能夠陪伴年輕人的，鼓勵他們為年輕人服務並培訓

他們。    

2.4 鼓勵青年領袖到有好的青年團體和活動的堂區觀摩，以便向他們學習。     

2.5 專為年輕人安排特別的活動，邀請堂區所有的年輕人參加，即使是平時不來教會的

年輕人。(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點？)      

2.6 我們從國小四年級即漸漸失去年輕人；我們若只用志願者組成專務年輕人的體系，

這損失實在太大了。堂區可以花錢培訓和雇用具有專業素養的青年領袖。         

2.7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3. 原住民孩子所面對的特殊挑戰 

原住民教友面臨著進一步的挑戰，其中有許多現居在西岸的城市。為保有他們的文化，

原住民父母用自己母語組織禮儀和活動，但他們往往和孩子在家裡並沒有使用母語。

其結果是，當這些孩子們與父母或爺爺奶奶參與禮儀時，他們不能理解，不知道如何

應對，也無法學習共同的祈禱（甚至連天主經、聖母經都不會）。他們與教會的疏離變

得十分明顯，但很多人並不認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 

討論議題及方案： 

3.1 原住民的孩子在堂區以適當的語言接受合適的基督信仰陶成。(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

到這點)  

3.2 在彌撒中同時融入漢語和原住民語言。        

3.3 分開舉行彌撒（兒童-青年用中文，成人-老人用原住民語）。 

3.4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4. 禮儀歌曲 

從梵二大公會議的角度來看，會眾必須能主動積極參與禮儀。這樣的參與有一個重要

的面向-詠唱聖歌與答唱詠。聖詠團應該協助會眾達到此目的。他們的角色是在於服務

而非取代會眾。不幸的是，聖詠團的指揮往往沒有優先考量到這個基本的禮儀原則，

而主要考慮的卻是選擇適合主日讀經的歌曲。其結果乃是他們所選擇的部分歌曲是會

眾不熟悉的。這造成許多歌曲只是聖詠團的詠唱，大多數的教友無法一起詠唱，只能

聆聽。 

討論議題及方案： 

4.1 聖詠團的指揮應接受梵二大公會議禮儀精神的特別培育。       . 

4.2 他們應與禮儀組一起選擇歌曲，而非單憑自己決定。       

4.3 一個普遍的原則，彌撒中所選擇的歌曲應是大多數會眾熟悉的。         

4.4 新的歌曲不應只是教導聖詠團成員，也應教導會眾（盡可能地）。       . 

4.5 新的歌曲應該重複幾個主日，直到教友們熟悉它們（儘管它們的內容與當天的讀經

內容不符）。        

4.6 應鼓勵年輕人每月一次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領唱歌曲（推動他們活躍在教會中）。         

4.7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5. 發展小型基督徒團體 

關於 1998 年福傳大會的第六項決議，即針對堂區和傳福音的決議，特別提到：「促進

基層信仰團體的發展」。這意味著有許多小型的團體分散在堂區所屬的範圍內，邀請所

有堂區的教友參加，一起讀經、祈禱、彼此關懷及主動與鄰近社區有所交流。決議之

初，為落實這樣的小團體產生曾付出極大的努力，但最終仍未成功。 

討論議題及方案： 

5.1 儘管以前沒有成功啟動台灣基層信仰團體，我們應該再試一次，調整它們的方法適

應台灣社會和教會的特殊情況。（我們的堂區如何做到這一點？）        

5.2 我們只是一個小的堂區，而且教友人數不多，所以我們不需要建立基層信仰團體。 

5.3 在台灣，有一些類似於基層信仰團體，這些團體已經成功地延續至今。我們可以學

習一種方法並在堂區開始。    

5.4 我們應該了解原因，為什麼在堂區裡許多堂區教友不願意積極參加基層信仰團體，

然後採用這種方法更好地回應他們的關注。   

5.5 我們應該邀請專家為平信徒提供良好的培訓，以成為信仰小團體的優秀領導者。 

5.6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6 和好聖事 

定期領受和好聖事的教友持續減少。即使在聖誕節和復活節，大多數天主教徒也不去

告解了。一方面，在許多堂區沒有固定的辦理和好聖事的時間；另一方面，大多數堂

區教友來教會是為參加彌撒或其他目的，而非只是為了辦告解。 

討論議題及方案： 

5.1 神職人員有固定的時間在堂區提供辦理和好聖事。         

5.2 一些位於交通便利的堂區，可在一周內提供更多辦理和好聖事的時間。         

5.3 每月至少一次，邀請神職人員在彌撒中聽取告解（儘管這不符合禮儀的理想），為

能對抗目前的趨勢。 

5.4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7 婚前的準備 

現代社會的家庭面臨許多挑戰和危機，在某些情況下導致離婚，以及沒有基督宗教婚

配的同居。由於同居、晚婚和其他社會因素造成的不穩定，每個家庭的子女人數也大

幅減少。與非天主教徒結婚往往也使得天主教徒的一方難以保持自己的信仰，也難以

傳給下一代。雖然堂區有某些婚前準備的課程，但要使課程更有效果和幫助，仍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一般來說，許多教友並不理解參加婚前準備課程的必要性。 

 



  討論議題及方案： 

6.1 堂區神父應讓已婚的平信徒也參與婚前準備課程。        

6.2 堂區應組織已婚人士團體，由他們來陪同年輕家庭和協助遇到問題的家庭。(我們

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點？)         

6.3 堂區神父應該常常提醒教友須參加婚前準備課程，從結婚前一年或至少六個月開始。

他們應向堂區所屬轄區的每個家庭發送有關此事的資訊。  

6.4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8 20-40 歲天主教社青的婚姻 

大多數年齡在 20 歲至 40 歲之間單身的天主教社青，很少去教堂或根本不去教堂，他

們也很少或根本沒有天主教的朋友。由於他們認識的每 100 名年輕人中只有一個是天

主教徒，因此當他們到了尋找伴侶的年齡時，非天主教徒自然也成為他們最可能選擇

的對象。其結果是，有 80%的天主教徒（在教堂舉行婚配）與非天主教徒結婚，而後

其中 51% 的人離開了教會；34% 變得或保持不冷不熱的狀態。他們的孩子只有三分

之一接受領洗，而且領洗的孩子並沒有都初領過聖體。 

討論議題及方案： 

7.1 我們的堂區應該為天主教單身人士提供更多的團體和活動，使他們能夠有機會認識

天主教的伴侶。（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一點？）     

7.2「愛在加納-天主教聯姻網」的主旨是為促成更多的天主教徒聯姻。我們的堂區可與

他們合作，獲得更有成效的方法。  

7.3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9 在台灣的外籍天主教徒 

在一些堂區有移民的團體，使用他們的語言舉行禮儀（英語、越南文或印尼語）。儘管

因為語言的不同，他們也是臺灣教會的一部分，但他們並沒有很好地融入其中。其實，

他們的存在有助於我們本地教會成為國際和多元文化的教會。 

討論議題及方案： 

8.1 我們的堂區應該設法幫助天主教的外國團體做好準備融入堂區，感受為同一家庭的

一部分。（我們堂區如何做到這一點？）    

8.2 一些外國人與台灣人結婚生子，說中文。在堂區我們應該找到方法讓他們的孩子接

受定期的教理問答課程。（我們的堂區如何做到這一點？） 

8.3 對外籍移工而言，重要的是不僅要有彌撒，還要有能提供聚會和相互幫忙的空間。 

堂區應努力提供這樣的機會與空間。        

8.4 區可以策劃活動使本地人與外籍人士相互認識、慶祝、一起吃飯和培養共融一家的

精神。（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一點？）        

8.5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第二部份目的：使我們的堂區能推動福傳 

1. 推動直接福傳 

直接福傳的目的是吸引非天主教徒相信基督並願接受洗禮。其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

吸引非天主教徒參加慕道班。總體而言，「進堂的老教友」通常不能成功地邀請非天主

教徒加入慕道班。反而是新領洗的教友，或是其生命經歷過重大「第二次皈依」的人，

較能成功邀請其他人加入慕道班。因此，一個福傳非常重要的因素乃是成立一個包含

新領洗教友的團體。他們不僅可繼續鞏固其信仰，強化其對教會的歸屬感，並能吸引

其他新人加入。 
   

討論議題及方案： 

1.1. 尋找堂區深具信仰熱誠的教友和新領洗的教友，組成一個專為福傳的小團體，包

括聖經分享、祈禱及服務，其目的是為吸引非天主教徒，陪伴他們在認識基督、教會

和慕道的過程。     

1.2. 成立一個關懷團體，留意那些在主日第一次來到教會的人。他們的任務除了表達

歡迎，給予必要的訊息外，並向他們介紹福傳小團體；若可能，留下他們的聯繫方式，

保持對他們的關懷，適時邀請他們參加教會的活動。     

1.3 神父在主日彌撒中應找到方法協助堂區教友認識慕道者，並願支持他們（例如：在

信友禱詞中為所有慕道者提名祈禱）。   

1.4  邀請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福傳組，協助成立堂區福傳小團體及後續的推動。    

1.5  雖然在復活前夕領洗是優先的禮儀原則，但不應造成候洗人在其他時期無法領洗。

當有足夠人數的候洗者時，牧者或許可以儘快地開始新的慕道班，即便在禮儀年的其

他主日亦可付洗。    

1.6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2. 成人慕道班    

台灣的教會對於成人慕道的期程沒有明確的規範。因此，對某些堂區而言，這期間是

非常短的。內容上往往也是停留於一般的要理講授，較缺乏深度靈性的培育。再者，

慕道者往往未能充分融入堂區生活和活動，造成與堂區其他教友未能熟絡，未能經驗

到對堂區的參與感。因此，領洗者常常因為未能與堂區團體充分地融為一體，基於個

人的因素及未妥善得到團體的支持，有時候在領洗之後，他們便不再去教會了。因此，

在領洗與領洗後持續到教會之間有了重要的差距。 

 

 

 



討論議題及方案： 

2.1. 慕道的內容不應只是包含慕道的準備，也應提供靈性的滋養並能引導對堂區某些

活動的參與。     

2.2 堂區的神父或福傳師應鼓勵慕道者參與堂區的某些團體，使得慕道者有團體的經驗

及認識堂區的其他教友。其他教友也能認識他們，有益於堂區結為一體。    

2.3 當不可能中途加入某一團體時，隨同教理的講授，至少應有幾位天主教友能陪伴慕

道者。    

2.4 能有一位或多位堂區教友在慕道者慕道期間，以及領洗後的一年內能夠陪伴他們

（這是履行代父母職責更有意義的方式）。     

2.5 如果同時領洗的人數很少，可以為他們新創一個領洗後的小組，使他們得以繼續在

基督徒的生活中進步。     

2.6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3. 尋找迷失的羊    

有許多教友通常不參加教會的禮儀，他們中的有些人幾乎從未出現過，另一些人只是

在聖誕節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出現 （如葬禮、婚禮......）。堂區的神父和熱心的平信徒有

責任尋找他們（他們就像走失的羊一樣）並與他們保持某種程度的聯繫，至少是為了

避免與教會完全疏離，盡可能協助他們能回來。可實行的方法是去拜訪他們，定期向

他們發送關於堂區活動的資訊，邀請他們參加堂區年度主要活動。這似乎是不常見的

做法；相對地，牧者的關懷多半仍以那些進堂的教友為主。    

討論議題及方案： 

3.1. 堂區應該整理居住在其範圍內的所有堂區教友的名單及地址，並定期向他們發送

資訊和邀請。    

3.2. 堂區神父和堂區傳協會應討論逐步拜訪所有堂區教友的計畫。     

3.3 有意成為主動積極門徒的團體或善會，應參與拜訪教友的協調計畫，特別是去拜訪

那些不常來教會的教友。     

3.4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4. 透過服務走進社會     

社會服務既是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同時也是福傳的機會，即把這些人與教會聯繫起來。

一些宗教團體，特別是修女們，所從事的社會活動為的是幫助窮人、社會邊緣人、病

人等等。通常，他們是靠著一些員工和一個完善的組織自己做，但往往與堂區的平信

徒沒有聯繫。另一方面，堂區也鮮少參與社會的活動。  

 



 討論議題及方案： 

4.1 參與社會服務的修女、修士、神職人員和一般員工如何更好地與堂區和教區聯繫起

來，發揚他們的社會活動。（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一點？）     

4.2 堂區應建立一個與窮人聯繫的制度，如同堂區在禮儀、財務上所建立的制度一樣。       

4.3 教友們可以每週用幾個小時去這些社福機構服務，這樣便可使他們與堂區聯繫起

來。      

4.4 堂區可以每週一天開放設施給老年人，讓教友和其他的人聚集一起交流。這筆費用

可向政府社區關懷組織申請補助。    

4.5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5.  平信徒傳道員    

早期平信徒傳道員（有支薪）對台灣教會的建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後來他們的任

務終止了。現在存留下來有薪資的傳道員已非常少了。相反地，許多堂區聘請付薪的

員工，其工作內容多半是屬秘書處理事務的範圍。他們大多是在辦公室內處理堂務，

而非外出進行福傳的工作。這樣的結果使得教會失去了起初福傳的熱火，而流於像是

一個只關注其內部成員的組織機構而已。 

 

討論議題及方案： 

 

5.1. 所謂堂區的「秘書」須接受培訓為了能從事像傳道員一樣的工作，其主要的工作

是福傳及增進教會的成長。有些他們負責的行政工作則可由平信徒志工來分擔。     

5.2. 我們堂區應該聘雇一位平信徒傳道員，其主要職責是傳福音，使更多的人認識我

們的信仰，在教會內受洗並積極參與我們堂區生活。     

5.3  其它                                                                        

以上的提案您選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 

 

 

 

 

 

 

 

 

 

 

 

 



我們堂區在討論之後，關於福傳大會相關議題，向教區報告我們的
決定： 

 

1. 第一優先：                          

  1a 實施日期： 

  1b 委員會或負責實施的人員： 

  1c 創建實施費用的方： 
 

2. 第二優先：                         

  2a 實施日期： 

  2b 委員會或負責實施的人員： 

  2c 創建實施費用的方式： 
 

3. 第三優先：                         

  3a 實施日期： 

  3b 委員會或負責實施的人員： 

  3c 創建實施費用的方式： 
 

其它優先： 

 

 

 

 

所屬堂區：             堂 ﹔聯絡人：             電話： 

堂區委員會名單： 

姓名 堂區職稱 電子信箱/連絡電話 

   

   

   

   

   
 
請於 2019年 12月 31日前將此聯紀錄電子檔寄給高雄教區福傳大
會籌備委員會秘書徐文龍弟兄彙整，聯絡方式如下： 

連絡電話：0913050707 
電子信箱：b091305070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