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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代的巨輪不停地向前推移，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機會，變的更加頻

繁，加上交通工具在速度上的突飛猛進，網路資訊爆炸性的快速傳遞，世

界的變動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甚至已到了瞬息萬變的地步，環境的距

離感也因而相對縮小，地球村的雛形已然形成。但某些宗教的藩籬，卻沒

有因此而打破或做等比的正向發展。宗教團體如果還不肯覺醒或迅速調整

腳步融入社會，做適宜的付出和改革，很快地就會萎縮。甚至於，被潮流

淘汰淹沒並消聲匿跡。 因此，本文試圖從天主教聖人--聖方濟，如何步武

耶穌基督的腳步，尋求福音精神，並瞭解其神學思想，和他所創造之團體

的發展軌跡，進而深入探究台灣在俗方濟會的根源。企望加深該組織成

員，能深化其宗教本質性內涵，進而促進信仰生活化的廣度。並從方濟會

在華傳教史，明白在俗方濟會入傳台灣的過程和其領導人物，從中探知該

組織之源起，並釐正以往的盲點，得以避免重踏覆轍的困境。更希望從天

主教會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找出其問題所在和困境來源，讓歷史經驗，

做為台灣在俗方濟會的借鏡，並成為台灣天主教會和同屬性團體來日進步

發展的酵母。 更進一步，由認識台灣在俗方濟會組織發展歷程，和分佈情

況以及其組織的架構。找出阻礙組織發展的原由，加以清除並尋求可行方

法，促使組織健康擴展並根生。同時，從闡明組織的神聖活動面與世俗面

活動之間的關係，促進組織順應時代變遷，看清社會需求，以福音精神，

用愛心對社會付出關懷，增進組織團體散發吸引力，因而得到更多人的認

同，達到催化重生的效驗。 希望藉著研究探討，協助相關人員領悟宗教團

體如想在當地紮根推展，務必做好本土化工作。不僅能夠與天主教會內的

其他團體合作，更學會跨出自我的設限，主動去與其他不同宗教團體交

談。並明白宗教交談不是要改變對方原有的宗教信仰，或指出對方的不

是，而是要拓寬彼此信仰的廣度，並且促使大家從宗教上相同之處，去找

出可以用來連結之點而加以合作。同時，期盼能由不同之處，因著接納、

轉化而提昇成為幫助彼此之間成長的因子，協助雙方活出自我的深度。學

會相互瞭解，懂得異中求同，先從彼此有共識的議題切入，對社會付出行

動，並在行動中尋找可以合作的機制，創造祥和的生活環境讓大眾及整個

社會都獲益。 進而提醒台灣在俗方濟會，要懂得善用該組織的國際性優

勢，放眼國際與世界接軌，並具備宇宙觀迎向未來，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的精神，吸取他人的經驗，讓自我的團體得以茁壯，培養力量得以協助他

人的需求。讓耶穌基督的精神廣傳於世界的各個角落，使神的國早日降臨

於世如同在天上，讓人們得於沐浴在福音的德澤內生活。 更希望因著對資

料研究收集、整理、彙整的結果，能成為台灣在俗方濟會在自我歷史的傳

承上，多一份可供參考和得以保留的資料，並喚起組織成員對自己團體資

源之重視，進而認清自我的使命感，結出豐碩果實，吸引更多人來歸向主

耶穌基督。 關鍵字：耶穌基督、聖方濟、天主教、台灣在俗方濟會、神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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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is changing rapidly. Nowadays the contacts among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ive.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rapid transmission of the Internet, the world is changing fast. 

As a result,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s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Nowadays, the world is regarded as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e 

estrangement and misunderstanding among some religions are not thus diminished or 

cleared up accordingly. If religious groups remain unconscious of this and do not 

adjust themselves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by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renovations, they are doomed to shrink, or even worse, they will be 

phased out by the trend. Hence, this thesis tries to study the origin of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Catholic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to see 

how he followed the steps of Jesus Christ by searching for the spirit of the Gospel,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theological thoughts of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and how he 

established 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 . It is also the hope of this thesis to help the 

members of this Layman Society deepen their religious content and broaden the 

dimension of their life by incorporating belief into daily life.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t hopes to explain of how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first came to Taiwan, and to find out how this organization started. 

Some blind spots of the past will be clarified to avoid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mistakes. Besides, it hopes to find out the origin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Let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be a mirror for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of Taiwan and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other Groups of 

the same nature. Furthermore, if we know more abou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in Taiwan, including its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we can find out what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work out methods to get rid of the obstacles,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expand, and finally to get a foothold i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cred/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the secular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clarified, it will be easier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recognize the need of 

the society and to adapt itself to the changing world. With the spirit of Gospels, the 

organization shows its love and concern to the society, so that it becomes more 

attractive and thus gains acknowled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people who will 

eventually be ready to join the organization. With this study I hope I can be of some 

help to those concerned to realize the fact, that all religious groups must try hard to 

“localize” themselves, if they really want to put down roots and to flourish. Not 

only is it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catholic groups, but also to learn to step out 

of self-confined boundaries and have dialogues with groups of other religions. 

Through religious dialogues we do not intend to “convert” others or to “find 

fault” with other religions, but try to expand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in matters of 

belief and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to look for the common ground of all religions, 

based on which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By learning to 

accept each other, in spite of differences, we can help each other to grow and to 

become more mature, try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look for similarities among 



differences, try to start with topics of common agreement, and put words into action, 

to look for a mechanism for cooperation while in action, try to create a harmonious 

living environment to benefit people and the whole society. Moreover I would like to 

advise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in Taiwan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fact, that this 

Society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 can view many things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face the future with a healthy Weltanschauung. 

Knowing that we can always learn from each other, we value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to help our own group grow and foster strength to help others 

in need. Let the spirit of Jesus our Lord spread into each and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Let the Kingdom of God grow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Let all the people 

be blessed with the grace of the Gospel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do hope that the 

collecting, organizing and filing of these materials can contribute to and enrich the 

documen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in 

Taiwan. With this paper I hope I can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o cherish and value the resources of their Group and thereby recognize their 

mission. With the fruits they bear they will at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profess 

Christianity / their faith in Jesus Christ. Key words：Jesus Christ, St. Francis of 

Assisi, Catholicism,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in Taiwan , poor i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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