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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  台灣分團  討論大會 
日        期：99 年 10 月 2 日(六)   
地        點：台北市吉林路 378 號  聖道明堂 (電話 2594-2294) 
應參加人員  ：台灣分團直屬支團暨基隆區團、台北區團、新莊區團、蘆洲區團及桃園 
              區團之所屬團員 
敬邀參加人員：其他區團請派員參加。 
副本寄送    ：1.各直屬支團指導司鐸   (歡迎蒞臨指導) 
              2.各區團指導司鐸及團長 (歡迎蒞臨指導並參加會議) 
              3.樞機主教及主教們     (歡迎蒞臨指導) 

議  程 
08：00~08：30   報到(以支團為單位) 

 
08：30~09：00   唸開會經及玫瑰經歡喜五端 

 
09：00~10：00   彌撒聖祭    開幕式 

1. 分團長致詞 
2. 主教或司鐸致詞   

 
10：00~10：15  ~ 休息 ~  並請移往各小組會議室    

 
10：15~11：30  分組討論 ( 分五個小組 ) 

 
11：40~12：30  唸連貫經  各小組結論分享 

 
12：30~13：30  ~ 午餐 ~ 

 
13：30~14：45  第一次集體討論   主席---分團長張秀英姐 

               題目  ( 什麼才算是聖母軍指定的實際工作？ ) 

 
14：45~15：00  ~ 休息 ~ 

 
15：00~16：00  第二次集體討論   主席---副團長張世芬姐 

               題目  ( 什麼是聖母軍迫切的工作？ ) 

 

16：00~16：50  臨時動議---唸閉會經 

 
17：00~17：30  聖體降福---會議結束 

感謝各位的參與及發言。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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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  台灣分團  討論大會 

 
一、 本次討論大會定於 99 年 10 月 2 日舉行，為期一天，希望全體工作團員踴躍參  加，

並於 99 年 9 月 10 日分團月會時，繳交報名單及費用(報名費 200 元，可由支團經費支出)。
各區團長請於 9 月 10 日前向分團辦公室電話報名。電話及傳真：(02)2737-2859 

二、 請各支團長與團員們仔細研讀與討論題目有關之手冊章節，並在大會前一次週會中提

醒團員務必準時出席。 

三、 請攜帶此份資料、紙、筆、事先寫好的發言單、聖母軍手冊、念珠及環保杯等出席大

會。小組討論時，每人有 3 分鐘的發言權。 

四、 會議的成功全有會前的妥善準備及你我的發言；更賴大家的祈禱。請大家為此意向祈

禱。十月是聖母月，謹將大會成果獻給聖母。 

五、 請結約之櫃支團負責報到。 

六、 請至潔之母支團及永援聖母支團負責會場佈置、環保、準備午餐、點心、茶水等。 

七、 請黃金之殿支團負責禮儀。 

八、 請下列人員負責五個小組之主持人及紀錄人。(各紀錄人員請於會前向張世芬姐拿取

紀錄紙張) 

                 主持人                 紀錄人 

團長  組     黃登美姐               張維玫姐    

副團長組     林鈴聲姐               陳瑞玲姐    

秘書  組     黃雙蓮姐               王  京姐 

會計  組     謝素瑾姐               張幗國姐 

團員  組     郭青鳳姐               袁世敏姐 

九、請    為五個小組結論分享之主持人，        為紀錄。 

十、集體會議之主持人及紀錄人如下： 

                主持人                        紀錄人 

第一次    張秀英姐                  張孝先姐、李櫻花姐  

第二次 張世芬姐                  張璧耀姐、張啟新兄 

 

十一、請張秀英姐、張世芬姐、黃雙蓮姐、謝素瑾負責當日議事之運作。 

十二、其它未盡事宜，當以口頭個別說明，敬請多包涵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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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長組   “ 開好支團週會 ＂             黃登美姐 主持 

《會前誦唸聖神降臨誦 》   《會後誦唸聖母經 》 

1. 你在週會前都做些什麼準備? 你認為工作分派是誰的工作? 為什麼? 

2. 你主持週會時有無按會議規程序進行？是否是請神師讀聖書？ 

3 . 你支團的工作報告是報告工作內容, 還是報告工作感想? 你採什麼態度聽取? 

4.  對於沒有工作報告者, 怎麼辦? 另外你如何處理開會的不良氣氛? 

5.  如果試驗團員 3 個月試驗期滿且已符合宣誓條件，但不願宣誓，團長要如何

處理？時間到了不宣誓，其去留應作選擇，團長如何予以限制？ 

6.  你知道團員進修的重要性嗎? 你鼓勵或帶領支團團員進修並每年至少避靜一

次?  

7.  你如何督促其他三位職員善盡職責? 

8.  團員因某因素不滿其團長，未繼續參與本支團周會，亦未向團長請假，而加

入別支團，後又要回來。如何處理？是否要有三個月的試驗期？ 

9.  手冊上說 [不工作的支團對聖母軍是恥辱] ，你明瞭支團必須從事艱難而積

極的工作, 所以祈禱和熱心神功不能算是聖母軍的工作嗎? 

10. 你對支團的團員們不熱心出席週會, 怎麼辦? 

11. 你對團員們在週會中懶洋洋不想開口說話, 你是 a.導引他們 b. 不理會 

c.自故侃侃而談? 

12. 如果你和幾位團員都是聖體服務員, 每週是否會去做送聖體的工作? 

或是你認為這是司鐸的工作? 

13. 團長請假時工作該由誰分配 a. 團長先分配  b. 代理者分配 c. 自己找工作 

d. 可以不必工作 

14. 你如何指派工作？ 

15. 如果團員請事假，當週的工作仍需要派給他嗎？如要，該由誰將工作內容通

知此請假團員。 

【參考手冊:  P.159-173，175-187，222-242，301（二）323-358，25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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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團長組 “ 如何協助團長管理支團 ＂      林鈴聲姐主持   
 

《會前誦唸聖神降臨誦 》    《會後誦唸聖母經 》 

1.  你是否了解副團長的職責？除點名外副團長還有哪些職責? 

2.  你如何協助團長管理支團？為支團的事情，你是否常常和團長溝通？ 

3.  你如何保管點名簿? 支團的職員任期你清楚嗎? 你對團員的入團日及宣誓日

都清楚地記載嗎? 

4..  你了解職員的任期規定嗎? 對屆滿的職員也通知團長嗎? 

5.   你的支團職員出缺或是請長假你怎麼處理? 請說明手冊上的規定? 

6.  某甲擔任團長職一年, 因病辭職, 改由某乙擔任, 因故僅任職一年即辭職, 此

時某甲已病癒, 於是商請某甲再擔任團長, 請問 a. 某甲可擔任幾年的團長職?

為什麼? b. 倘若某甲不擔任團長, 而改當秘書, 則視為新任嗎? 可擔任幾

年? 

7.  你認為出席分團月會是團長的事? 你常請團員或輔助團員代替出席? 

8.  每次你參加分團月會, 是否注意聽取其他支團/區團的工作報告? 你會當場提

出問題嗎? 如有好的報告內容也會向支團說明或效法嗎? 

9.  你知道團員任職有變更時需要向分團報告並填寫任命單? 你覺得任命單的格

式清楚嗎? 容易填寫嗎? 

10. 你認為該招募多少輔助團員比較好? 越多越好嗎? 你的支團有太多輔助 

團員的困擾嗎? 又, 你認為照顧輔助團員是副團長或是招募者的事? 

11. 你如何照顧新團員和久未出席的團員以及輔助團員?請具體說明之。 

 

【參考手冊:  P.123-127，141-157， 222-242，305（三），252，28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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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秘書組  “支團的紀錄人＂                  黃雙蓮姐主持 

      《會前誦唸聖神降臨誦 》    《會後誦唸聖母經 》 

1.  秘書的職責有哪些? 

2.  你覺得團員的工作報告應該如何記載? 有什麼必須記載必須報告出來? 你知道你的紀錄

是記載一個支團的歷史? 你覺得你的工作是機械式的無奈的?  

3.  手冊上說 [會議的好壞全看紀錄如何工作的好壞又看會議開得如何] 這話何解釋? 你是秘

書, 你的紀錄是如何紀的? 你只管紀錄也不查對嗎?  比如會計的加減或是副團長的出席

百分比有誤, 你都不理會?  

4.  你重視研讀手冊嗎? 你發現支團的做法有違手冊時也提建議嗎? 還是從未想過這事或不

聞不問? 還是應向分團報告處理呢? 

5.  你對分團月會的支團工作報告中, 你認為有哪些是值得效法，也建議團長仿效並在下次輪

到你的支團報告時也會如法炮製嗎? 

6.  你認為研讀手冊是候補團員或是每週開會時的事而已? 你很看重也遵守手冊內容嗎? 你

常研讀並向團員解說其不了解之處嗎?請舉例說明一事實. 

7.  我認為你是支團歷史的紀錄人, 因為支團一年一度的工作報告是由你手完成的, 同樣的事

情你有兩次的紀錄, 一次的誦讀機會, 你是很辛苦的, 所以向分團提出報告前, 團員對你

的紀錄提出問題或更正時, 你的態度是接受或不理會? 你是否會對副團長及會計所給的

資料提出問題? 

8.  當你紀錄團員的作報告時, 你是否只記工作項目, 比如拜訪教友, 探望病患…等等, 還是

你認為應該詳記工作內容? 並且, 你覺得團員工作報告時, 應該報些什麼? 

9.  年度工作統計上有無困難？你是否了解統計是要按次數/人數統計？或只按人數統計？ 

10.  秘書在紀錄團員工作報告時，是否可以當場立即指正團員工作報告內容？  

11.  你了解何謂〝台灣分團〝、〝台北區團〞﹖請說明之。 

12. 你是否曾想過該如何在分團報告你支團的工作報告呢? 照單宣讀? 還是你認為何種方式

比較好?   

【參考手冊:  P.164， 308（四），252，283，222-24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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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計組  “聖母軍是自養的超性團體＂     謝素瑾姐主持 

 
      《會前誦唸聖神降臨誦 》    《會後誦唸聖母經 》 

1.  會計的職責有哪幾項 ? 

2.  聖母軍每一單位都有捐助上級部門經費的責任, 如果一支團停會了, 其所有

的資金及財務應移交何處? 

3.  你的支團的帳目是每年核查嗎? 

4.  請說明有關秘密捐帶的傳遞時間, 方式和有關規定及稱為秘密捐袋的原因? 

5.  你明瞭聖母軍禁止物質及禁止探訪中募捐, 其理由為何又有熱心教友感念你

支團團員為他祈禱或探訪而捐出一些金錢, 請問你應如何處理? 

6.  你了解秘密捐帶的用途嗎？如果支團有些活動需要經費, 如慶祝團慶,主保, 

團員郊遊, 聚餐….請問這些開銷是否可由秘密捐帶收入中支出? 

7.  目前有些支團擁有兩本帳簿, 即所謂的內帳和外帳, 分別記載收支出項目,你

認為此舉好嗎? 為什麼? 

8.  你是否會向團員們解說何謂〝台灣分團〞、〝台北區團〞﹖ 

9.  你的支團對於每三個月捐給分團的奉獻金是否有認知或有異議﹖ 

 

【參考手冊:  P.172，166， 309-311（五），252，282，402，41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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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團員組  “你是聖母軍實際工作者＂      郭青鳳姐主持 
 

      《會前誦唸聖神降臨誦 》    《會後誦唸聖母經 》 

1.  當你是試驗團員時, 你研讀手冊並在週會時提出你的見解嗎? 

2.  你當過職員嗎? 什麼職務? 你認為職員和團員最大的區別在哪? 那你認為當

團員較輕鬆? 

3.  你接受支團的好壞與團長的領導方式是否正確有關? 

4.  團員在支團中首要任務是什麼? 請列舉說明之. 

5.  聖母軍團員每週至少工作二小時, 你做到嗎? 你認為自己的工作太忙太多，

所以感覺參加聖母軍是一種負擔? 如果你在週會中沒有工作內容可報告

時，你的感覺又是如何？ 

6.  祈禱及熱心神功並不算實際工作, 如果你的支團長分派這些工作給你們,  

請問 a. 你會提出建議 b. 還是同其他人一樣默不出聲 c. 或是你也不清楚？ 

7.  你是否認為招募新團員是團長或副團長的工作？ 你的支團在這方面有困難

嗎? 你 a.是否多次招募新團員﹖b.一次也沒有，為什麼?你如何要求你自己？ 

8.  你如何做工作報告? 

9.  如果你發現輔助團員已不再繼續為支團唸軍券, 是否要在週會中報告? 又，

有的年歲太大, 眼力不佳, 平日只唸玫瑰經而不唸軍券, 你認為他們仍算輔

助團員嗎? 

10.  如有人當了多年盡責的輔助團員, 一旦年老, 記憶力喪失, 沒法子唸軍劵及

玫瑰經你是否覺得該除名? 

11. 你對經常訓辭中第四點—嚴守秘密, 你的解讀是什麼? 你認為應該嚴格遵守

嗎? 對聖母軍以外的教友及近人都不得談起, 是嗎?為什麼? 

12. 你了解何謂〝台灣分團〝、〝台北區團〞﹖請說明之。 

13. 你明白視察的意義嗎？ 

【參考手冊: P.123-127，166，222-242，264，273-294，244，252，109-110，392-397，417-418，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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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  台灣分團  討論大會 

 
日  期：99 年 10 月 2 日(六)   

地  點：台北市吉林路 378 號  聖道明堂  (電話 2594-2294) 

費  用：每人 200 元整  

支團名稱:         區團名稱： 

團長  副團長  

秘書  會計  

團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計╴╴╴╴位  (茹葷者╴╴╴╴、茹素者╴╴╴╴位) 

每位 200 元  共計╴╴╴╴╴╴╴╴元整 

備註： 

1.請於 9 月 10 日分團月會時，將此報名單填寫清楚後，連同現金裝在所附之

信封,內交給分團會計謝素瑾姐。 

   2.如果分團會計有事需聯絡時，請填寫支團可接受聯絡之人。 

     姓名：╴╴╴╴╴╴╴ 電話：╴╴╴╴╴╴╴╴╴╴╴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