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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每一次參加營隊，總是會發現相同的問題：為什麼來來去去的都是這些

人？不管是全國性的營隊或是教區的營隊，甚至堂區的營隊；從小學

生、中學生到大學生，每次只要有營隊舉辦，只要需要大學生幫忙，工

作人員都差不多是同樣的一批人，為什麼會這樣？ 台灣現在有愈來愈多

的大專院校成立，大學錄取率已經超過九成，大學就學人口跟往年相



比，多出了好幾倍。但是，教會內的大專學生卻愈來愈少，其實並不是

就讀大專的人數變少，而是願意參與教會活動的青年人數變少了。 在上

大學之前，筆者完全沒有聽過「天主教大專同學會」（以下簡稱大專同

學會）這個團體，但其實早在筆者出生之前，這個由大專學生所組織的

團體已經蓬勃發展了。從大二加入大專同學會，一直到大四畢業，自己

感覺到天主所給的恩寵日益增多，和天主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深厚，可

是，卻無奈地發現，願意和我們有相同經驗的人愈來愈少。很多教友學

生對自己的信仰沒有興趣，認為教會是古老又保守的，參加聚會只有讀

經、分享、彌撒，教會團體在他們的印象中，就是沈悶又無聊。但是，

真的是這樣嗎？一樣都是由年輕人組成的團體，大專同學會與其他社團

的差別只在於：我們有相同的信仰。年輕人的活力與熱情，在大專同學

會中一樣展露、奔放。 即使是一開始很樂意參加聚會的學生，後來也有

很多都離開了大專同學會。有些人認為活動太多，害怕會影響到學業；

有些人認為參加只是在盡本分，不願意付出心力在超出本分外的事情；

也有些人參加之後發現，基督教的活動資源更多、活動更吸引人、參加

起來更輕鬆。 除此之外，經費與輔導的不足，也造成大專同學會的運作

困難，學生必須兼顧課業和聚會活動，沒有全職的志工提供幫助，常常

使得許多學生對聚會產生無力感，最後選擇放棄大專同學會的活動。而

且，校內其他社團常常也會吸引許多學生參加，而面臨必須在大專同學

會和其他社團之間做出選擇。 究竟我們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困難？是外

界的誘惑太多？或是我們的活動太少、營隊聚會不夠歡樂？還是我們的

資源不足，而又缺乏能夠為學生服務的志工、輔導？其實，一個團體的

興衰與否有著太多的原因，許許多多的問題堆積造成現在的狀況，我們

需要做的，就是找出原因，並想辦法解決問題。 大專同學會陪伴筆者數

年，求學過程中最精華的時期，全都奉獻在這個團體當中，不只重新尋

回信仰，也結交許多有相同信仰背景的朋友。當筆者希望將重回天主懷

抱的感動傳遞下去時，卻發現所面臨的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單純的環境

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擁有許多的愛與支持，卻也面對很多挑戰及

誘惑，如何讓信仰陪伴我們勇於對抗誘惑、接受挑戰，是人生一個很重

要的問題，這個時候，一個信仰的團體便能發揮更大的功效，給予更多

心靈上的幫助。但是，當團體遇到經營不善的問題，曾經接受過幫助的

我們，也應該挺身而出，為使這個團體能夠繼續運作下去，並將它介紹

給更多需要的人。 因此本研究的主旨便是藉由對大專同學會的研究，幫

助教會探討大專青年福傳的問題，透過深刻的反省與檢討，提出建議。

主要的目的是： 一、使教會重視傳承的急迫性。大專青年的福傳關係到

未來成年教友對教會的付出，因為青年在求學時代就堅定自己的信仰，

養成與教會互動的習慣，離開校園、走入社會之後，也能持續與教會保

持良好的關係，並且將自己的經驗回饋給所屬的堂區、教區。 二、幫助

大專同學會釐清目前的困境。大專同學會的分會數與參加人數日益減

少，即使平時所舉辦的活動照常舉行，寒暑假的營隊與幹部訓練也都如

往常般列入每年的行事曆之中，但卻無法吸引更多的大專青年學生參

與。本研究希望能為大專同學會找出問題的癥結，釐清大專同學會目前

所面臨的困境。 三、提出解決大專同學會目前所處困境的方法。在討論

出困難之後，希望能以筆者本身的經驗，再參考其他信仰團體的作法，



找出教會內大專青年福傳的問題，為大專同學會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

法，希望能夠讓大專同學會積極改革，成為更多人願意參與的團體。 

四、將大專青年學生的需求告訴教會。教會一直希望有年輕人的活力注

入教會中，帶入新的想法與經驗，為教會增添活力，但是，常常也有許

多年輕人的活動，無法得到教會的幫助，使得願意留在教會內的青年愈

來愈少。目前大專同學會面臨的困難，有些仍需要教會一起幫忙協助，

希望教會能夠藉由此研究瞭解大專青年的需要，並且能與大專青年團體

合作、提供協助，彼此相輔相成。期待教會能更加茁壯，也有更多青年

一起來為台灣教會的福傳工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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