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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教的話
主內親愛的神父、修女、弟兄姊妹們：
「我們行善不要厭倦，如果不鬆懈，到了適
當的時節，必可收穫。所以，我們一有機會，就
應向眾人行善。」（迦拉達書 6:9-10）

教宗 2022 年四旬期文告
我們行善不要厭倦
教宗方濟各《2022 年四旬期文告》指出，
疫情大流行讓我們觸及到我們每個人和社會的脆
弱性，四旬期則讓我們體驗信靠天主的慰藉。沒
有人能獨自獲救，首先是沒有天主任何人都不能
得救。
教宗在文告中強調，在四旬期內，我們蒙召
「通過接納天主的聖言來回應天主的恩典，這聖
言使我們的生活結出果實。」教宗寫道：「這個
播種美善的召喚不應被視為一個負擔，而是一份
恩典。」四旬期是「個人和團體更新的好時機，
它將引領我們度過耶穌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跡。」
「在我們的生活中貪婪和傲慢、貪求獲利、
積累和消費常常占上風」四旬期邀請我們皈依，
改變心態，我們不要厭倦行善和祈禱、不要厭倦
請求寬恕、去尋找有需要的人、如此讓生活才有
真理與美善，不是占有而是施予，不是積累而是
播種美善與分享。
教宗在文告中也勸勉我們，要祈求「天主賜
予農夫的恆心忍耐（參閱：《依撒意亞》五五 7），
絕不放棄行善，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跌倒
的人，就要把手伸向天父，祂總會把我們扶起。
迷失、被邪惡的誘惑所欺騙人，就要趕緊回到天
父那裡，祂寬宏大量。」在這個皈依的時期，我
們「藉著天主的恩寵和教會的共融獲得支持，我
們要永不厭倦行善：守齋準備土壤，祈禱來灌溉，
仁愛結出果實。」教宗最後寫道：「我們憑著信
德堅信，如果我們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節，必
可收穫，以堅忍的恩典，我們必將獲得為我們和
他人得救恩所應許的財富。」（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司鐸要親近天主、
主教、司鐸弟兄與天主子民
教宗方濟各在 2 月 17 日召開的關於「司祭
職的基本神學」國際神學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表講
話，籲請全球司鐸親近天主、自己的主教、司鐸
弟兄以及他們蒙召服務的天主子民。教宗以他自
己 50 年的鐸職生活經驗展開了他的講話，期望
有助於現今的司鐸體驗到天主聖神熱切渴望賜予
的和平並結出果實。
教宗表示，在一個「劃時代變革」的時期，
司鐸們必須學會應對挑戰，而不是退縮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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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一種免受風險的保護」；也不是以「誇大
的樂觀主義」而忽視變革的困難。相反，教宗表
示，他所喜愛的態度是「懷著信心對現實負起責
任，立足於教會的智慧和鮮活的聖傳，從而能夠
毫無恐懼地『划到深處去』。」
教宗說，所有的聖召，包括鐸職聖召在內，
都需要依賴辨別力來確定天主將帶領我們走向何
方。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問題和誘惑，教宗
提出鐸職生活的四大支柱，他將其解釋為「四種
親近的形式」：即親近天主、主教、司鐸弟兄和
天主的子民。
最後，教宗反思道：「上主所要求的親近並
不是一個額外的負擔，是祂賜給我們的禮物，這
禮物讓我們的聖召保持活力並富有成果。」司祭
的親近帶有天主的「風格」，即：天主以憐憫和
溫柔的愛永遠親近我們。（梵蒂岡新聞網）

教區 60 周年慶典參加人數滾動式調整
為期一年的慶祝教區邁入 60 周年各項活動
陸續在彰化、原住民、南投、台中第二鐸區等各
總鐸區舉行，雖在疫情的考驗下，感謝天主的恩
寵及各鐸區神父、修女、弟兄姐妹們的努力用心
籌辦，皆能順利圓滿舉行。
4 月 23 日 將 於 靜 宜 大 學 正 式 舉 行 教 區 成
立 60 周年紀念感恩慶祝大會，籌備委員會因應
疫情之故，原本已有 A、B、C、D 4 個方案，2
月 19 日的籌備委員會決議依經多方評估考量疫
情狀況及徵詢後決定，參加人數由原本 A 案的
2000 人調整為 B 案的 499 人以利舉行，地點仍
在靜宜大學，但由原本體育館改為在大禮堂舉
行。此決定難免使原本籌畫及積極準備的單位團
體及弟兄姐妹們感到挫折，但相信大家努力準備
的過程中，建立了更多的主內情誼和合作默契及
更為天主所悅納，日後也能有更多的交流。籌備
委員會也因此作了各項必要調整，請大家及各堂
區及單位團體配合及代禱，大會的紀念衫等物品
及募款也請大家支持，一起「承先啟後，與主齊
行」邁向教區 60 周年。

台中教區2022年3月行事曆

為世界 ( 及烏克蘭 ) 和平及善度四旬期祈禱
教宗方濟各對烏克蘭的局勢感到痛心，教宗
表示：政治不足以改變人心，只有天主能夠。耶
穌教導我們，應以天主的武器，即以祈禱和守齋
來回擊荒唐邪惡的暴行。邀請眾人在 3 月 2 日
星期三聖灰瞻禮當天，為和平熱切祈禱和守齋，
讓我們響應教宗的號召，一起為世界（及烏克
蘭）的和平及善度四旬期祈禱，聖寵之母，為我
等祈！

你們的弟兄

5 日（六）慶 祝 教 區 成 立 6 0 週 年 活 動
台中第二鐸區特色共融活動
（豐原天主堂）
6日（日）慕道班甄選禮（主教座堂）
8日（二）司鐸月退省
1 2 日 （ 六） 慶 祝 教 區 成 立 6 0 周 年 ~ 聖 言 講
座（黃明強神父）
19日（六）霧峰聖若瑟堂70周年堂慶
26日（六）聖母軍檢閱暨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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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區報導．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一、3 月 2 日（三）下午 3 時在主教座堂召開第一總鐸區神父會議。
二、3 月 9 日（三）上午 9:30 召開第一總鐸區堂區牧靈福傳會議，地點：水湳
聖德蘭堂。
三、主教座堂四旬期避靜，日期：3 月 19 日（六）9:00-15:00。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彰化縣總鐸區
一、3/9（三）上午 10:00 在鹿港天主堂召開彰化鐸區牧靈福傳會議。
◎彰化天主堂
一、2/8( 五 ) 19:40 福傳 2F 召開第 19 屆傳協會組長會議。
二、金年會於 2/19（六）9:30 在福傳 2F 舉行會員常年大會。
三、2/20( 日 ) 早上彌撒後，為插花教室及聖堂周圍將修繕之工程舉行祝聖儀式。
四、2/20（日）14:00 兒童主日學開學，歡迎教友們鼓勵家中孩童參加。
五、3/2( 三 ) 平日彌撒改至晚上 20:00 舉行聖灰禮儀彌撒。
六、四旬期自 3/4 ～ 4/8( 五 ) 每周五晚上 8:00；4/15 ( 五 )15:00 恭拜苦路。
七、3/6( 日 ) 台中教區於主教座堂，為候洗者舉行甄選禮，慕道班 4 位候洗者前往
參與。
八、四旬期避靜 3/19( 六 )9:00，神師：唐慕華神父，主題：面臨痛苦，老病及死亡
時，人生意義何在？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2022年03月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原鐸區 2022 年行事曆
一、開會時間表：第一次會議 4/30，地點：羅娜天主堂；第二次會議 7/23，地
點：眉溪天主堂；第三次會議 10/29，地點：武界天主堂。
二、原住民日 7/29 ～ 7/30 球類比賽，地點：羅娜天主堂。
三、10 月預定舉辦原鐸區傳協會幹部朝聖之旅。
◎堂區訊息
※ 地利堂區
一、2/1( 二 ) 上午 7:00 春節彌撒，地點：地利天主堂。
二、2/20( 日 ) 主日學開學。
三、山峰青年會每月兩次聚會共融（星期六晚上 6:30 ～ 9:30）
※ 春陽天主堂
一、2/1 ～ 2/4 上午 7:00 春節彌撒。
二、每周三晚上 7:00 家庭祈禱會。
※ 霧社天主堂
一、2/1( 二 ) 上午 10:00 春節彌撒。
二、每周五晚上 7:00 家庭祈禱會。
※ 羅娜堂區
一、2/13( 日 ) 欣逢本堂堂慶 ( 露德聖母主保瞻禮 )，上午 10 時久美、望鄉及東
埔分堂聯合彌撒，中午有共融聚餐，下午分別有主日學、青年與長者球類
活動。
二、2/27( 日 ) 召開 2 月份傳協會議。

福－
祝
的
三月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神父

※ 南投天主堂

03 月 19 日（若瑟）：阮文裕、黃清富

一、2/19 慶祝台中教區 60 周年慶，有關人員早上 10：00 在草屯天主堂彩排。

修女

二、2/26 台中教區 60 周年慶南投總鐸共融活動在草屯天主堂舉行。
三、2/27 傳協會月例會。
四、2/28 南投總鐸會議在草屯天主堂舉行。
※ 中興新村天主堂
一、2 月 18 日（五）起每周五晚間兒童初領聖體班上課。
二、3 月 2 日（三）聖灰禮儀施放聖灰守大小齋。
三、3 月 4 日（五）起，四旬期每周五下午 2:30 拜苦路。
四、3 月 5 日（六）辦理四旬期避靜。
五、3 月 7 日（一）中興長青大學 111-1 學期開學上課。
※ 草屯天主堂
一、3 月 2 日（三）聖灰禮儀施放聖灰守大小齋。
二、3 月 4 日（五）四旬期開始，於每周五晚上 7：30 在聖堂拜苦路。
三、3 月 6 日（日）主日彌撒後，本堂召開今年度第一次傳協會會議，邀請教友
踴躍參加。

上智文化事業 3 月新書

《依納爵式分辨之道：突破雜音重圍，聽見天主的聲音》
丹．伯克（Dan Burke）◎著，左婉薇◎譯，吳伯仁神父◎審閱
定價 240 元，3/5 上市，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電話：2220-4729）
你是不是常覺得憂悶焦慮？不由自主
地沉溺過去或是杞人憂天，一不小心就落入
消極負面的想法，想要平安喜樂地「活在當
下」，談何容易？
對抗心靈爭戰，你需要全方位、超前
部署的教戰守則──依納爵式分辨之道！在
這紛擾吵雜的時代中，讓大聖人依納爵教你
聆聽和分辨天主的聲音，摸清仇敵魔鬼擾亂
人心的伎倆，戰勝誘惑與惡習；激發修德成
聖的心火，在靈修旅途上穩健前行！

瞭解更多 >>>

★ 勇於改變自我，愈顯主榮！

03 月 10 日（雅琴達）：劉碧昭
03 月 17 日（白翠希亞）：劉月娥
03 月 19 日（若瑟芬）：阮氏絨
03 月 25 日（樂蒂）：林美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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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聖心修女會修 女 發 願 感 恩 慶 典 暨 慶 祝 奉 獻 生 活 者 日

耶穌聖心修女會 1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在田中會院為發願鑽石慶的蘇信忍修
女、張靜修女、楊淑女修女及發願金慶的
沈月娥修女、陳瓊芬修女舉行感恩慶典，
同時慶祝奉獻生活者日。感恩聖祭由蘇耀
文主教主禮，田中天主堂主任司鐸阮保祿
神父、副主任司鐸張志聖神父及北斗天主
堂主任司鐸徐登科神父共祭。由於疫情，
因此只邀請幾位耶穌聖心之友會會友代
表參與這場溫馨的家庭聚會。
修女及所有參禮者手持蠟燭於會院
中庭齊唱〈世界真光〉，以祝福蠟燭和隆
重遊行開始今天的彌撒。蘇主教期勉大家
如同聖西默盎與節婦亞納一樣，受聖神感
動向著天主宮殿出發歡迎耶穌基督，讓我
們讚頌天主聖名，願在主的聖殿中受到燭
光照耀的人，都能快樂地進入天主榮耀的
光明中。主教向大家灑聖水並祝福蠟燭
後，大家唱著〈請萬民讚美上主〉歡喜進
入聖堂。
蘇主教在講道中表示：「感謝天主，
今天有 3 位鑽石慶修女、2 位金慶修女舉
行復願儀式，同時以〈獻耶穌於聖殿〉的
禮儀一起獻上感恩特別有意義。獻身生活
不只是修女、聖職人員，也包括了每一
位弟兄姊妹，天主召喚我們就是度獻身
生活。一般印象中，奉獻即是犧牲克苦，
但藉由今天禮儀慶祝，從她們的感言可以
體驗到，獻身生活是來自於天主的恩寵，
天主的愛召喚了我們。體驗愛的答覆需要
一輩子的時間，獻身生活帶給我們與天主
生命更加結合的邀請，這邀請也帶來了挑
戰，意志的抉擇，身體力行的決心。當我
們剛剛點燃蠟燭，也象徵著耶穌愛的光照
亮世界，進入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我們的
生命願意偕同耶穌和聖母走上奉獻的道
路。答覆這個召喚之前，天主以聖神恩寵
充滿我們，並一輩子協助我們，所以我們
要常常回到這個光這個恩寵裡，在我們心
中不斷燃燒，耶穌聖心的愛願意陪我們，
謙遜地歸向祂。奉獻犧牲的力量那裡來？
是因著我們體驗到天主不離不棄的愛，看
到自己的不足軟弱，歸依天主的愛，伴隨
生命不斷成長，一起走向回歸天主合一的
生命。我們不只獻上最好的，也獻上我們
的軟弱缺失，讓天主的恩寵完全進入我們
生命，改變我們，經驗到天主的美善，以
神貧、貞潔、服從的三願生活和他人分享
天主的美善，這是獻身生活的意義。修女
們回應天主愛的召喚激勵我們在天主恩

50 年，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民國 65 年我被
修會派到霧社、親愛、發祥等 5 個部落，和
謝阿敏修女一起服務。有一年暑假發祥下大
雨，教友們要我趕快離開，車剛離開，馬上
坍方，教友就說修女你們為天主工作，天主
真的會照顧你們。還有一次在親愛，爬坡山
路中車子打滑，幸好有顆大樹擋住了車子，
才沒摔下去，這一切感謝天主，讓我能繼續
為祂作工。謝謝修會的照顧，姊妹彼此的關
懷，讓我們時時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
在信仰路上彼此合作，彼此祈禱，歡喜做天
主的事，度奉獻生活。」
最後，總會長張年加修女為今天的慶
典表達感謝心意：「感謝天主，我們藉著今
天奉獻日，把我們所有修女都奉獻給天父，
平安。
發願 60 年喜迎鑽石慶的蘇信忍修女 每個人都像是聖母獻給天主的斑鳩，貧窮微
首先分享她的心情：「最近幾年來很多人 小，天主竟接納了我們的奉獻，天降甘霖，
問我現在在那裡？我說在會院照顧自己， 讓久違雨水的台中下雨了。今天鑽石慶和金
也陪伴年輕修女，分享修會的會史、在堂 慶的修女們，你們的生活為我們晚輩真是很
區和學校服務的福傳經驗，年紀越來越 好的模範，這條路是不容易的，有淚水、痛
大，體力越來越差，腳步也慢了，只能藉 苦、衝突、跌倒，但你們勇敢地跟著基督
著祈禱朝拜聖體，看到有需要，跟耶穌訴 走，你們的生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她們雖
說請耶穌祝福他們，給他們愛和平安。」 然現在在會院，但仍繼續福傳工作，蘇信忍
楊淑女修女說道：「感謝天主的陪 修女教初學者道理，楊淑女修女在二水專心
伴與教導，小人物做該做的，感謝聖母的 於據點服務，張靜修女是初學者講授天主教
代禱，主教和神父們的鼓勵，謝謝過去服 要理，感謝天主，讓修女們雖然已年長，但
務過的團體、堂區及現在社服的兄弟姊妹 仍能福傳，福傳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一切都
的愛護與支持，謝謝本會修女姊妹們的包 是天主的降福。」
蘇主教以教宗降福狀致贈予 5 位修女
容，謝謝我的朋友、家人一直以來無怨無
悔的支持贊助，願天主降福大家身心靈健 說道：「我們的年歲和生活幫助我們成長，
成為珍寶，教會聖師大德蘭曾說，我們內心
康，主的恩寵滿滿。」
長期致力於輔導的張靜修女：「60 深處像顆鑽石，光輝燦爛，天主就住在我們
年很快就過去，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我 心中。我們的使命，我們的聖召和天主在一
大部份在學校和成人教育成長班服務，用 起，將光、愛、溫暖如同耶穌一樣帶給別
我們的道理教導他們，久了以後，許多人 人。5 位修女分享了她們的生命受到了天主
領洗了也能在堂區做得很好。在修院裡幫 的照顧，深深感受到天主的愛，與天主恩
忙新的修女，但年輕修女幫忙我比較多， 寵合作有了力量，因著天主在我們心中而生
活，藉著修女們的分享，見證了天主的愛邀
感謝大家的照顧，事事感謝。」
歡慶發願 50 年金慶的沈月娥修女： 請了我們和祂合作，不足的地方是天主作工
「今天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感謝天主所賞 的地方，我們為她們祈禱，修會邁向 70 年，
賜的一切，天主召喚了我，在這 50 年當 有天主滿滿恩寵。天主在我們心中灑下種
中，如果沒有天主的陪伴，在受傷時沒有 子，在耶穌聖心的愛中，獲得滿滿力量，實
天主的守護，這段聖召旅程就不一樣了。 行天主旨意。雖然年長活動較少，但在聖體
這段旅程酸甜苦辣都有，在痛苦時成長， 面前為眾人的需要祈禱，相信更為天主所悅
高興時有成就感，感謝天主也感謝聖母的 納。」
彌撒後，全體歡喜大合照，初學修女們
守護，謝謝各位姊妹們的包容接納，我們
彼此手牽著手走向天主，希望在後面旅程 開心地拉著今天的 5 位主角修女拍照，謝謝
中，我們大家同心同意在天主面前獻上自 她們無論是生活中、學習上的各方面教導與
己，祈求天主祝福我們修會，為天主的國 陪伴，如銀鈴般的歡愉笑聲迴盪於會院，溢
於言表的笑容見證了獻身生活者的美好。
一起來打拼。」
陳瓊芬修女：「感謝天主選了我這
（文 ‧ 圖／黃琪珊）
個無用的僕人來到這個團體，共同生活了
寵內，一起走向永恆耶路撒冷
的聖殿，在永生福樂中不停地
讚頌天主。」
鑽石慶、金慶的 5 位修女
再次重發誓願，修女們宣讀著
復願文，揉入了聖召路程所經
歷的歡喜悲傷、平坦挫折，聲
音如此堅定且滿滿喜樂，深深
觸動每個人，蘇主教為修女們
降福，祈耶穌聖心賞賜她們豐
富恩寵，對主的愛忠貞不移，
繼續聖召旅程，使人在她們身
上感受到基督榮光。全體以熱
烈掌聲祝賀 5 位修女，並互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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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母 聖 心 修 女 會 修 女 發 願 感 恩 慶 典
樂章，流露於聲音中，令人動
容，蘇主教為修女們祝福，祈
聖化人心的聖神以恩寵聖化修
女們，使其一生都居住在上主
聖殿內，散播生命的芬芳。而
後同會的姊妹們一一上前向今
天慶祝發願的 6 位修女獻上祝
福，緊握彼此雙手，乘載著同
甘共苦的情誼，傳遞滿滿歡欣
心意。

聖母聖心修女會 2 月 8 日上午 10
時，在曉明女中大禮堂歡欣鼓舞為徐誼
倫姐妹入初學；羅曉芬修女矢發終身
願；何筑春修女與鐘惠珍修女發願 50
年金慶；林艷卿修女和洪靜雲修女喜
迎發願 60 年鑽石慶舉行慶典。修女們
的親朋好友早早來到，滿懷感恩和祝
福的心，一同參與由蘇耀文主教主禮，
10 來位神父們共祭的感恩聖祭。
在保守導師林美玲修女召呼下，
保守生徐誼倫姐妹來到會長吳富柔修
女前，請求修會接納，會長以修會名義
接納成為初學生，並祈天主聖神時時光
照帶領，體驗福音勸諭生活。蘇主教為
會衣及聖牌祝聖後，初學生換上會衣，
並由會長授予聖牌和會憲，期勉按會憲
精神生活，學習聖母貧窮與愛德精神，
努力修習成全的愛德。

羅曉芬修女來到主教面前，經過
徵詢，表達了願緊隨福音教訓，遵守修
會會規，恆心不懈地追求對天主及對人
的完美愛德意願後，俯伏於地，
全體唱〈諸聖禱文〉為修女獻上
祈禱，而後矢發永願。蘇主教降
福了戒指，由會長為其戴上，歡
迎成為修會大家庭的一員，羅修
女臉上滿溢喜悅詠唱：「我主耶
穌基督，以其指環頒賜予我，並
以我為淨配而加冠焉」，堅定的
音調讓人感受到此刻的羅修女
何等喜樂。
何筑春修女、鐘惠珍修女、
林艷卿修女、洪靜雲修女一同來
到祭台前，宣發復願文，聖召路
程走過的高低起伏譜成了美好

發願 60 年喜迎鑽石慶的林豔卿修
女首先分享她的心情：「洪靜雲修女和
我來自印尼加里曼丹坤甸，因著李之
仁、邊彤潾兩位神父的信仰和聖召培育
加入修會，是修會第一批東南亞聖召，
剛到台灣很不能適應，但修女前輩們的
愛心陪伴和照顧，逐漸適應並完成聖
召。進一步接受護理教育，開啟多年護
理工作，為病人服務；又接受牧靈教
育，在堂區服務了十多年。雖然現在已
退休，但仍憑藉自己的護理專業技能，
照顧需要幫助的人，以靈性關懷照顧人
靈。年紀大了，將全心投入為修會的聖
召祈禱，這是我最大的感恩，希望聖母
聖心修女會的未來，會有更多像誼倫這
樣的女青年加入，延續修會使命。」

何筑春修女說到自己的 50 年聖召
旅程：「感謝讚美天主，一切恩典來

自天主，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在修會度
過了 50 多年，若沒有天主助佑，修女們
的接納和鼓勵，恐怕沒有今天，願與大
家分享這份喜樂，同時向會長和所有修
女們深深表示謝意。在聖母聖心會內生
活，深深體會到這是一個蒙福的地方，
因為天主所賞的恩惠遠遠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回想起來，我選擇了修會生活，
這並不是一種束縛，是因著基督帶給我
心靈上的富有，當初的分辨，天主希望
我們自由選擇。因著主的恩寵，主的召
叫和接納，接納了卑微的我，說真的，
修會生活酸甜苦辣免不了，但天主的慈
愛及寬待，姐妹們的鼓勵和代禱，才順
利生活到今天。所以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請大家繼續為我祈禱！」

鍾惠珍修女也分享了她的聖召路：
「在這樣的時刻，只有不斷地感謝主！
感謝天主給了我機會加入聖母聖心修女
會。我的本堂神父非常鼓勵我們走聖召
的路，曾經在我五年級的時候，帶我去
修會參加中小學生的避靜，修女也一直
看著我什麼時候會進入她們修會。但天
主有祂的安排，我到永年中學唸書時，
有兩位聖母聖心修女會修女到學校服務，
修女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問我是否願意
當修女？是否願意到曉明女中念書，就
這樣我進了修會。天主的聖召很奇妙，
我的啟蒙也是因為看到兩位修女到我很
鄉下的家看我們，我覺得這麼鄉下居然
有修女要來，我以後也要這麼做。」
「我的家鄉很小，在台灣地圖找不
到的，但天主居然揀選我，今年避靜時，
神父說：『我們算什麼？天主竟然召叫
了我。』，天主真的在我身上給了很多
的恩典，特別在我人生道路上，每次接
（文轉 5 版）

2022年03月

到新的工作，我會害怕但我都會祈禱，
發現有很多的天使在我身旁，這是我最
大的感受，是我人生最大的感謝，當你
覺得困難，難以承擔的時候不要忘了祈
禱，天主會派天使到你身邊。我們家三
個姐妹是修女，小弟說爸爸媽媽我們來
照顧，你們好好當修女，我非常感謝我
的家人。謝謝梁神父、趙士儀神父常
常在祈禱中為我們祈禱，也讓我想到
小時候進修會，那時 10 幾歲，時間到
了要祈禱，放下未洗的衣服先去祈禱，
後來發現有人幫我把衣服洗好了，這是
修會給我的第一個溫暖，一直以來姐
妹都在幫忙我，每個人身旁都有天使，
只是自己不知道，讓我們時時懷著感
謝。」

羅曉芬修女謝謝大家在這一路走
來給予的祈禱與祝福：「感謝天主在我
和哥哥之間，選擇了我度更親近天主的
生活，我一直覺得哥哥比我優秀，天主
選擇我很吃虧，但也因為我的不優秀，
才能突顯天主的奇妙大能，藉此光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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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謝謝我的爸媽，我來自馬來西亞天
主家庭，在爸爸身上看見服務教會的熱
忱，在媽媽身上看見誦念玫瑰經的信
德，信仰真的是從小孩子開始，即使
只要他做一點小事，那顆種子會長大，
我現在就站在這裡了。謝謝我的主日
學老師黃德理，他每周要求我們的兩
題功課就是：1. 天主怎麼樣愛我？ 2. 我
為了愛天主，做了什麼事情？老師以溫
柔的方式讓我們努力交作業，無意間訓
練了我對天主愛我及我愛天主的意識
感和敏銳度，天主每一天都很愛我們，
只是需要我們去發現，我擁有幸福的信
仰。」
「去年 2 月當我鼓起勇氣向會長
遞交發永願申請函後，發現考驗越來
越多。3 月敬禮大聖若瑟，總會長帶了
修女們來到我服務的西屯堂祈禱，我在
敬禮彌撒流淚了，害怕這會是我最後
一次和修會修女們一起做敬禮。我們
修會敬禮的另一位聖人是聖女德肋撒，
天主派了兩位以聖女為主保的靈修陪
伴員給我，一位是生命之母團體的李秀
華老師，她讓我認識了加爾默羅靈修，
原來天主聖三就在我心裡；一位是陪伴
我日常靈修的耶穌肋傷會李純美修女，
她讓我意識到我不但是聖家的羅曉芬，
更是天主聖三的瑪利可奇，也藉由李修
女的身體力行，讓我看見獻身生活者的
韌力與堅持。祈求與我們同在的天主祝

福我們愈來愈悅樂主心，承行主意！」
當羅修女緩緩詠唱堅定其聖召的短
誦「壓迫的蘆葦祢不會折斷；將熄的燈
心祢不吹滅；回應我們的痛苦治癒傷口，
灰心時祢賜予勇氣。」，光榮這位洞悉
肺腑的天主時，滿場靜謐，與修女一同
走在這份天主愛的恩寵中。
總會長吳富柔修女代表修會感謝大
家前來參與慶典並給予許多的祝福與協
助：「我們的修女平時沈默寡言，聽到
她們侃侃而談分享感言，表示她們的內
心十分豐富。一件事的成就非常不容易，
是許多人的努力與合作完成的。修道生
活，你們是我們最大的鼓勵，福傳工作
需要大家的合作，請大家為我們修會祈
禱，我們也會以言行帶領更多人跟隨耶
穌，祝福各位蒙主祝福，與主同度這美
麗未來的一年。」
蘇主教以教宗降福狀送給 5 位修女，
感謝她們的服務與奉獻，並期勉大家：
「讓我們效法修女們承行主旨，為天主
子民服務的精神，在這新的一年，如同
迦納婚宴中聖母吩咐的話：『祂無論吩
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天主
會給我們意外的恩典。藉由天主的祝福
與恩寵，去見證與服務，分享福音的喜
樂。」修女們被大夥兒團團圍住，熱情
的擁抱，真誠的祝福，歡喜大合照，修
女們福傳的腳步交織著溫暖的陪伴是如
此雋永芳香啊！

（文 ‧ 圖／黃琪珊）

心理成長課程
目標：加強認識自己和人際溝通，珍惜友情親情，活出健康的人生。
帶領人：李秀華姊妹 ( 生命之母團體團員和前輔仁大學心理學講師和諮商師 )
條件：渴望成長的朋友。
時間：原則上每周二下午 2:00-4:00。 ( 從 03/08 日周二開始）
費用：新生 1500 元 舊生 1200 元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德化街 368 號）
報名：電話 2207-5678 轉 211/ 092624236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歡迎你撥冗報名參與。好康道相報！
時間表及主題如下：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時間
03/08
03/15
03/22
03/29
04/05
04/12
04/19
04/26
05/03
05/10

主題
靈性與自我覺察
幸福重要的因素
性格理論
人際溝通
人際衝突
友情與愛情
性別及相關的議題
認識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影片探討 1
心理疾病影片探討 2

《靜心靜禱》靈修工作坊
目標：藉《慈悲之樂》一書 ( 真福瑪利尤震神父著，光啟出版 )，學習靜心靜
禱，加深與天主的關係。
方式：事先在家閱讀。聚會時，輪流導讀 25--30 分；其次，回饋並提出問題；
帶領人補充講解 20-30 分；最後靜禱 20-30 分。為期 10 次。
帶領人：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姊妹
條件：渴望學習靜心靜禱，加深認識自己和天主，與天主的關係更緊密。
時間：3 月 22 日周二早上班 9:20 至 11:20
3 月 07 日周一晚上班 19:15-21:15
★每周一次，為期十次。歡迎你撥冗報名參與。好康道相報！
費用：1000 元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四樓（德化街 368 號）
諮詢電話：2207-5678 轉 21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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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的 一 封 信
李家同
921 事件以後，我辭掉了暨南大學
校長的職位。交接典禮結束以後，校
方仍然讓我乘坐準備好的公務車送我
回家。上車以前，我的秘書遞給我一
封信，在車上，我打開了這封信。這封
信開宗明義就說：「這是我的最後一
封信，以後再也不可能見到我了，所
以你不必回信了。」這封信是來自監
獄裡的一位受刑人，寫完信的第二天，
他就離開人世了。
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要安慰我，
他告訴我，他在監獄裡的朋友們都認為
我做的事情沒有錯，希望我不要感到沮
喪。信中一字不提他自己的事，全信都
是在安慰我。其實這是他的最後一封
信，也是我在這段時間內唯一收到的一
封信。
信中最後一句話「你要像一面鏡
子，將主耶穌的光和熱射到世界上最黑
暗的角落去。」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一句話。雖然我已無法回信，但是我在
心中默默地說，謝謝你帶給我的溫暖，

我何德何能能夠收到來自黑暗角落的
光和熱。
這封信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因為
世界最黑暗的角落使我想起德蕾莎修
女所說的，最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不能
只做容易的事，比方說，我們在大學辦
很多活動，絕大多數的大學生是不會淪
入黑道的，他們的品德修養也不會有
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幫助的是那
些很可能變成社會邊緣人物的年輕人，
他們往往來自弱勢家庭，學校的功課又
跟不上，附近有黑道。我們身為教友，
應該努力使得這些孩子可以有向上的
想法。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們要有具
體的行動來幫助他們的課業，給他們一
些經濟上的資助等等。如此做，才是真
正幫助了他們。
耶穌曾鼓勵祂的門徒，要他們划
至深處，其實也就是要他們將耶穌的光
和熱帶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去。但是我
們不能光靠口說，而是要使自己成為一
面鏡子。鏡子有反射的功能，如果我們

也有光和熱，鏡子就會使得黑暗的角落
感受到我們所帶來的溫暖。
我常常在一些電線桿上看到「神愛
世人」的標語，其實我們應該要有「基
督徒愛人」的標語。因為耶穌給了我們
如此大的恩賜，使我們能夠接受祂的福
音而得到救贖。我們應該要知道，做為
基督徒也不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們不
能使人感受到來自我們的愛，我們實在
沒有資格說自己是基督徒。
我們尤其應該記得耶穌所說的：划
至深處，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勇敢地設法
使那些最需要救恩的人得到天主的恩寵。
我們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可是我
們更應該知道哪些事情是需要我們做的。
我們不能說自己沒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
身為教友，應該永遠更進一步多做愛人
的事情。
我真的應該感謝那一位受刑人在臨
終前給我這令人難忘的鼓勵。

自 高 處 而 來 的 力 量 (1 6 )
生命之母團體
他在 1920 年 12 月 13 日，領受五品前的
退省中，翻閱加爾默羅給他的《聖十字若
望簡介》小書，他順手翻翻，也沒特別的
期待，沒想到聖十字若望活生生的典範，
使他深深感受到天主召喚他進入加爾默羅
會。他說自己那一夜，精神仿彿突然猛受
猶記得 2016 年 11 月 19 日，我們台灣 一擊 (coup de bamboo)，讓他體驗到無比的
一行 29 人風塵僕僕喜樂地來到晴朗蔚藍的 亮光。他自言自語道：「我想我是瘋了。」
法國普羅旺斯亞威農的展覽公園，找到宣 隔天，他就去找神師貝蒙 (Mr.Belmon)，神
品大會為我們安排的座位，準備參加 11 點 師也認為他瘋了，甚至不准他再提進入加
舉行的宣真福大會彌撒。一大早 9 時不到， 爾默羅會的事。教區主教欣賞這位修士，
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尤其是來自各地的 希望他留在教區內；他的母親也無法接受
聖衣會大家庭及生命之母的三支派團員及 這項事實，她多麼希望他兒子當個本堂神
其大家庭已擠滿場地的裡裡外外。大會準 父就好，這樣她就可以常常看到他，服事
備了歌曲、訪問、見證及負責和好聖事的 他了。一方面，眾人的反對，使他煎熬痛
神父們，許多人作的見證相當感人，現場 苦，但內心也有意想不到的平安喜樂。雖
充滿著歌聲喜慶的祈禱氣氛。望眼看去， 然在黑暗折磨的考驗中，但承行順服天主
四周圍都有人在辦和好聖事，以一顆純潔 的旨意是他唯一的指標，難怪神師貝蒙後
悔改的心，來參與這隆重的感恩聖祭當是 來要跟他說：「現在如果你不入加爾默羅
最佳的敬禮！
會，我倒要催促你進入了。」
教宗的代表宣品聖部 Angelo Amato 樞
真福瑪利尤震神父常說：「對世界和
機主祭，在列品感恩祭中說：「真福耶穌 人類可以作的最仁愛的行動，是帶來一位
聖嬰瑪利尤震神父步隨著聖師大德蘭、十 聖人，這位聖人應是他人或我們自己。」
字若望和小德蘭的芳蹤。他的信德像亞巴 這個信念如今印證在他自己身上！尤神父
郎一樣堅強，懷著希望面對每一天，滿懷 單單以天主的光榮來生活，他追求真理，
愛心為他人和教會鞠躬盡瘁，並相信每一 尋找天主，追求絕對，絕不馬虎，像聖師
位信友領洗的恩典將發芽成長，可以藉著 大德蘭一樣，他要看見天主，他也找到天
靜默的祈禱將達至成全的境地。他要他的 主，並幫助許多人認識、親近，並與天主
跟隨者跟他一樣，每天兩個鐘頭的靜禱， 密切結合。在當代的世界中，他順從聖神
他謙虛的接受長上的調派和被淨化，成為 的吹拂，隨著時代的訊號，將加爾默羅的
合乎天主旨意的心腹，是我們的嚮導、父 靈修發揮得淋漓盡致。從他的傑作《我要
親和代禱者！」
見天主》一書，我們可以稍稍窺見他豐厚
今年是真福瑪利尤震神父 (1894-1967)， 的知識和深邃的靈性殿堂。
晉鐸 (1922 年 2 月 4 日 )，同時進入加爾默
尤神父是一位名符其實的使徒先知，
羅會 (1922 年 2 月 24 日 ) 一百周年紀念日。 他早在 1930 年代已診斷出現代人最需要的

李秀華

是靜觀祈禱，他不遺餘力地推廣、教導和陶
成他的追隨者如何成為「行動的隱者」。先
知是天主的人，猶如厄里亞先知，尤震神父
整個的態度和存在就是凝視著天主，其態度、
生活、使命全部都在為天主作證。
他是聖神的好友，他說過是聖神造就了
先知和聖人，是祂活在我們內，指示我們：
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除了聖神，沒有其他聖
化的方法，他邀請我們向我們內的聖神抒發
信德。聖神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高高在上
的實體，「而是我們內的一位，是我們靈魂
的生命，是我們靈魂的鮮活氣息，…並在我
們內不斷的行動。祂是居於我們內的那位活
躍的、聰敏的，充滿愛心的貴賓。因此，我
們應該下定決心與他共同生活，不時與祂相
伴，與祂的關係愈密切愈好。」（《聖神吹
拂》，頁 195）
追 隨 聖 神 的 引 導 前 行， 處 世 為 人 必 定
是溫良、耐心、祈禱和關懷（參閱迦五 1625），我們的教宗方濟各在 2021 年 11 月 3
日在公開的講道說：「這是一條『絕妙卻也
是艱難的行程』，好似『到高山遠足那樣，
山峰迷人，吸引著我們，但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和毅力』。在聖神的引領下，我們不會因
遇到最初的困難就停下，因為祂幫助我們仰
賴那『自高處而來的力量』。…走在這條道
路上，基督徒領受一種積極的生命觀。這並
不表明世界上存在的惡就會消失，或利己主
義和自大的負面衝動就會減少；而是說，要
相信天主永遠比我們的阻力更強大，比我們
的罪過更強而有力。」這是我們基督徒滿懷
信心和希望的最有力的泉源！
歡迎參加 3 月 5 日將在台中曉明女中舉
行真福瑪利尤震神父感恩紀念講座分享，同
謝主恩！光榮天主！

臺中教區月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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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110年1-12月各聖堂為教區傳教奉獻25%(四分之一)統計表
總

計
聖堂別

鐸區
主教座堂
復興路天主堂
南屯天主堂
水湳天主堂
聖保祿天主堂
雙十路天主堂
西屯天主堂
善牧堂
霧峰天主堂
太平天主堂
大里天主堂
豐原天主堂
后里天主堂
東勢天主堂
環山天主堂
沙鹿天主堂
大肚天主堂
清水天主堂
大甲天主堂
彰化天主堂
員林天主堂
田中天主堂
羅厝天主堂
永靖天主堂
鹿港天主堂
和美天主堂
小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台
中
市
第
二
總
鐸
區

彰
化
總
鐸
區

$

6,748,491
110/01.01-12.31

鐸區
1,302,833
242,000
301,963
60,000
86,120
219,888
325,479
184,251
74,600
34,000
55,000
292,000
39,709
129,932

彰
化
總
鐸
區
南
投
總
鐸
區

103,700
70,610
302,100
882,633
361,000
262,500
72,000
29,690
134,300
17,100
5,583,408

計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聖堂別

110/01.01-12.31

北斗天主堂
溪州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二水天主堂
南投天主堂
草屯天主堂
中興新村天主堂
埔里天主堂
水里天主堂
竹山天主堂
鹿谷天主堂
中正天主堂
武界天主堂
曲冰天主堂
眉溪天主堂
霧社天主堂
春陽天主堂
萬大天主堂
地利聯合堂區
中原天主堂
羅娜天主堂
久美天主堂
望鄉天主堂
東埔天主堂
眉原天主堂
小 計

10,000
122,300
45,000
43,860
86,259
41,900
83,925
10,000
24,000
69,984
9,350
122,050
117,800
56,291
11,940
15,000
35,712
166,777
5,000
60,595
16,900
7,940
2,500
1,165,083

110年台中教區各聖堂聖召後援會捐獻統計表(110.01.01~110.12.31止)
總

鐸區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台
中
市
第
二
總
鐸
區
彰
化
總
鐸
區

計
聖堂別
主教座堂
復興路天主堂
南屯天主堂
水湳天主堂
聖保祿天主堂
雙十路天主堂
西屯天主堂
善牧堂
霧峰天主堂
太平天主堂
大里天主堂
豐原天主堂
后里天主堂
東勢天主堂
環山天主堂
沙鹿天主堂
清水天主堂
大甲天主堂
彰化天主堂
鹿港天主堂
和美天主堂
員林天主堂
羅厝天主堂
小 計

$
110/1-12月
276,654
142,800
137,900
121,300
30,200
142,850

22,400
68,300
94,400

鐸區
彰
化
總
鐸
區

南
投
總
鐸
區

16,400
33,200
3,000
35,100
289,700
29,400
10,000
117,800
1,571,404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聖堂別
田中天主堂
北斗天主堂
溪州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
永靖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二水天主堂
南投天主堂
草屯天主堂
中興新村天主堂
埔里天主堂
水里天主堂
竹山天主堂
中原天主堂
法治天主堂(武界)
曲冰天主堂(萬豐)
眉溪天主堂(南豐)
霧社天主堂
春陽天主堂
萬大天主堂
地利天主堂
羅娜天主堂
東埔天主堂
小 計

台中教區110年1-12月
聖召基金收支明細表

2,168,044
110/1-12月
274,200
63,200
46,800
18,000
9,800
9,600
300
1,200
22,000
50,200
29,600
24,000

收入科目
聖召後援會

2,168,044

聖召奉獻

656,900

為聖召暨青年

37,281

神父第二台彌撒

273,900

合計

3,136,125

支出科目
修士學雜費生活費

814,788

修士神父醫療費

19,140
22,500
6,100
596,640

1,045,169

神父安養中心

99,339

牧靈活動費

68,707

司鐸進修費用

361,389

合計

2,389,392

台中教區110年經常費收入支出統計表
收入部份
科
堂區神父生活費負擔
堂區1/4月定奉獻收入
一般奉獻-為教區
一般奉獻-聖召後援會
一般奉獻-為聖召
特別奉獻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傳愛後援會
齊塔基金
租金收入

收入合計
本期餘絀

目

支出部份
金額
8,700,036
6,748,491
2,839,045
2,168,044
968,081
3,400,000
367,109
10,569
146,315
837,300
3,672,284

$29,857,274

科 目
神父修女生活費暨員工薪津
聖召-修士學雜費暨生活費
聖召支出
辦公行政費
牧靈福傳活動費
郵電費
水電燃料費
修繕費
勞退金費用
稅捐費 (一般)
稅捐費 (地價稅)
租金支出
其它支出
勞健保費
捐贈 (上智研究院)
捐贈 (明愛會)
支出合計

金額
20,840,445
814,788
1,574,604
625,884
2,506,432
76,203
331,965
1,135,986
953,264
81,757
554,114
85,468
792,405
3,032,825
1,000,000
133,730
$34,539,870
-$4,682,596

臺中教區月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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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供聖體祈福會：我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

☆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台中教區2022主日學師資研習第一堂課：管家的職責
時間：3/5(六)9:00-16:00
地點：上智文教院
講師：洪玉玲老師
主辦：台中教區兒童牧靈委員會
費用：500元/每堂課(含茶點、午餐、講師費及講義)
內容：延續2021的「基督徒的理財觀」
對象：主日學老師、對主日學教學有興趣者
報名：一律網路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RehyYaz5LpNckoE8或掃海報上的
QRcord，李心怡Tel:22075678 Fax:04-22068722，即日起至2/28止

二、天主傳愛 幸福到我家

三、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五、天主傳愛 幸福到我家
時間：3/12（六）
地點：曲冰天主堂
主辦：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

六、聖賀德佳系列工作坊：第一場

七、天主教普世夫婦懇談會原始周末

時間：4/9-5/28每周五晚上7:30～9:00
地點：主教座堂（活動中心二樓）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副主教
主辦：神恩復興台中教區共融服務團隊
費用：自由奉獻
報名：04-22059621張弟兄或線上報名

時間：4/22(五)晚上7:30至4/24(日)下午5:30
地點：台中聖愛山莊(台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一段內城巷43號)
對象：結婚二年(含)以上的夫婦及神父、修士、修女
費用：夫婦兩人合計5,000元
報名：0960-611820申雯蓮；e-mail：a0960611820@gmail.com；連結表單線上報名：
https://pse.is/3adrba；掃描 QR code 線上報名

2022年2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日 主
 教於主教座堂主禮春節感恩彌撒。主教前往聖母聖心修女會曉明會院參加春節共
融活動。
1–6日 春節假期。
2日 教區60周年慶特別敬禮日。
6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7日 公署開始上班祈福禮、團拜共融。
8日 主教前往曉明女中主禮聖母聖心修女修女發願慶典。主教前往彰化靜山主禮大專同
學會陶成營開幕彌撒。
9日 鹿港停車場出租議價。公署財務相關人員會議。
10日 教區臨時董事會會議於草屯天主堂舉行。主教等與草屯退休神父新春餐敘共融。
11日 靜宜大學周秘書來訪。
12日 教區工商聯誼會新春團拜共融於公署舉行。
13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14日 沙鹿天主堂安神父、郭神父來訪。
15日 公署同仁前往台北（委由駐梵蒂岡大使館秘書）恭迎真福卡洛‧阿庫蒂斯聖髑回台
中教區。教廷宣布浦英雄神父為嘉義教區新任主教。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11/01/16-111/02/15）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公署行政會議。上智文教基金會夏執行長來訪。教區劉興恩修士來訪。
教區牧靈暨總鐸會議。
主教主持上智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會議。后里天主堂場地會勘。
教區60 周年慶祝籌備會議於公署舉行。教區經濟建設委員會會議於公署舉行。
常年期第七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靜宜大學周秘書來訪。
主教前往台北輔仁大學主持董事會財務小組會議。
旅北教友來訪。教區線上祈禱節目「一起禱在雲端」為修女及度奉獻生活的女性
祈禱。
主教參加輔仁大學永續發展基金會線上會議。教區司鐸諮議會。道明會中華省紀
會長、李神父、吳神父等來訪。主教頒發續任聘書給教區8家啟智機構蔡惠玲執
行長。公署舉行明供聖體敬禮。
公署為陳照世秘書舉行退休感恩餐會。
南投總鐸區慶祝教區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於草屯天主堂舉行。教區成人慕道師資
培育班於上智社教院舉行。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常年期第八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和平紀念日。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蔡張○玉
劉○珍

劃撥帳號：22668457
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獻，願天主報答你們的善心！
為教區福傳牧靈
蕭○吉
靜○董事會
李陳○屏
第二台
鄭○宏
聖召
游○芳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埔里天主堂
水里天主堂
豐原天主堂
主教座堂年終+1
西屯天主堂2+年終
二水天主堂7-12
太平天主堂11-12
中興新村天主堂2
東埔天主堂10-12
員林天主堂2
復興路天主堂
為聖召後援會
水里天主堂
二水天主堂
埔里天主堂2
復興路天主堂
員林天主堂
為國際援助
林○輝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3/12（六）下午14:00～17:00
地點：羅厝天主堂 (彰化縣埔心鄉羅永路109號）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副主教、胡明良神父、許瑞文神父
內容：歌詠頌讚、明供聖體、聖體敬禮、福音講道、見證分享、
和好聖事、覆手祈禱
主辦：天主教國際神恩復興台灣共融服務團隊 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聯絡：林弟兄 電話：04-22478781 (請上班時間來電)

時間：4/9（六）上午09:00-12:00 靈修花園基本架構與實作規劃（王真心老師、
張隆仁老師）；下午01:00-04:00 自然飲食與身心靈療癒配方（王真心老師）
地點：上智文教基金會三樓教室
主辦：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
協辦：聖賀德佳全人發展協會
費用：全天每場1400元
報名：賴秘書 (04)2205-9621，60位額滿

時間：3/5（六）9:00-12:00
地點：羅娜天主堂
主辦：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
對象：信義鄉區各堂
聯絡：司桂花 0928158271，2/28截止

戶

10,000 蔡張○玉
90,000 陳○輝
10,000 李○棻
4,000 黃○富

5,000 進○實業有限公司 1,000,000
3,000
5,000 廖○忠
3,000 張○佑
2,000
6,700

15,200
32,700
29,000
100,000
49,300
60,000
42,000
25,300
12,000
26,000
25,300
7,200
6,000
4,200
27,600
53,600

2,400 呂○

20,000

東勢天主堂
草屯天主堂
羅娜天主堂10-12
水里天主堂
彰化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1
大甲天主堂
南屯天主堂
南投天主堂
水湳天主堂2
中原天主堂

25,250
24,000
36,000
10,000
50,500
25,250
25,300
50,500
48,000
24,000
6,800

后里天主堂
眉原天主堂
雙十路天主堂
田中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西屯天主堂3
北斗天主堂2
武界天主堂1
善牧天主堂2
望鄉天主堂
曲冰天主堂

3,000
1,000
28,000
50,500
7,000
25,300
15,000
8,000
25,300
3,667
8,000

東勢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1
羅娜天主堂1
霧峰天主堂1
南屯天主堂

1,000
3,900
2,000
2,200
11,200

二林天主堂
北斗天主堂1
永靖天主堂1
主教座堂
沙鹿天主堂9-12

9,600
5,200
2,000
17,081
13,000

6,000 陳○玲

1,200 蘇○霖

1,000

100,000 林○珠

1,000 林○均

10,000

4,985 隱名氏

張○文

截至2022/02/15止, 總額為$103,526,232元
3,600 陳○楠
1,000

500 沈○杰

東勢天主堂的教友們
1,600
為中聲佳播園區
隱名氏
200
為傳愛後援會
林○元
20,000
為60週年活動
隱名氏
500
隱名氏
500
為社會急難救助-明愛會
陳○雲
1,200
包○玲

10,000 隱名氏

2022年03月

竹山天主堂的教友們

隱名氏
隱名氏
合興天主堂

1,500 曾○玉

1,000 楊○原

500

50,000

500 隱名氏
500

500

2,200 隱名氏

2,220

500 吳○志

500

5,000 呂○蓁

10,000

500

為社會急難救助
陳○秀
為海員宗會
張○婷

2,000
5,000 李○慧

廖○忠
3,000 彭○珊
為傳愛580
蔡○舟
6,000 莊○聰
為媒體委員會-媒體福傳
李○如
10,000 洪○玲
為聖召暨青年委員會
張○如
500 汪○玲
為八家啟智中心
游○芳
10,000 廖○忠
為南屯天主堂牧靈中心建設經費
謝○汝
1,000 李○慧
為發祥天主堂
高○臻闔家及親友及寵物
500
為立德中心
陳○賜
5,000
為主顯節
草屯天主堂
9,855

2,000
1,000
6,000
3,600
8,000 姜○生
5,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