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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話
主愛的兄弟姊妹們：
「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
人。」（格前9:22）
教宗：像基督一樣彼此相愛
教宗方濟各牧靈訪問愛爾蘭的重點是8月26日下
午在都柏林鳳凰公園舉行彌撒。這是歐洲最大的城市
公園之一，1979年若望保祿二世也曾在這裡舉行彌
撒。教宗在彌撒講道中表示，「我們家庭生活的每個
新的一天、每一代人，都帶著新五旬節的許諾」，這
是「家庭的五旬節」，耶穌將「給予我們勇氣」的護
慰者聖神派遣給我們。教宗勉勵與會家庭也要成為
「激勵他人的源泉」。
禮儀選讀的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表明，
婚姻是參與基督忠於祂的新娘教會的奧秘。教宗強
調，這一教導可能讓人覺得「生硬」，一如當天福音
中許多門徒們所表達的那樣。事實上，「像基督愛了
我們那樣生活在愛內」意味著「我們先經歷死亡，然
後再誕生更偉大的愛。」唯有這愛「能拯救世界免受
罪惡的奴役」，不再「以冷漠對待不幸的有需要者。
這就是我們在耶穌基督內所體會的愛。」
教宗說：「這愛通過家庭降生在我們的世界，
藉著世世代代基督徒家庭的見證，有能力打破一切障
礙，使世界與天主修和，並使我們成為註定應當成為
的人類唯一大家庭，在正義、聖潔與和平中共同生
活。」
今天基督徒面臨的挑戰與早期愛爾蘭傳教士所面
對的挑戰不相上下。例如聖高隆龐（St. Columban）和
他的同伴們在一個文化頹廢的時代把福音之光帶到歐
洲大地。「他們的使命得以成功實現，其根基不在於
戰術或戰略計劃，而是因為他們謙卑和自由地順從聖
神的指引。是他們每天忠於基督和彼此的見證，征服
了那些渴望得到恩寵之言的人心，促成了歐洲文化的
誕生。」
聖高隆龐和他的同伴為了跟隨耶穌經歷了冰雪和
海上的暴風雨，教宗也邀請眾人「不要因敵對勢力的
狂風大作」而灰心喪氣。
教宗知道耶穌的教訓可能很生硬，因為原諒那
些傷害我們的人很難。「接納移民和陌生人總是一個
挑戰！遭受失望、拒絕或背叛是多麼地痛苦！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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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脆弱者、胎兒或老年人
的權利是多麼地不舒服，
這似乎影響了我們的自由
感。」
教宗最後總結道：
「願你們分享家庭的福
音，成為世界的喜樂！」
（梵蒂岡新聞網）
原住民族日感恩共融活動
由教區原住民總鐸
區承辦的「2018台中教
區原住民族日感恩共融活
動」，8月4日上午在衛道中學熱鬧登場，透過
這個活動，一起來展現我們的信仰實踐，也表
達我們對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在基督內不分你
我，共同成為天主的好兒女。
福音要到各地去傳播，我們原住民部落第
一座聖堂，就是瑪利諾會賈振東神父1954年9
月8日於眉溪建立落成，這些瑪利諾會神父們像
耶穌、像保祿一樣，為了這永恆的生命，背負
著天父的愛的許諾，離鄉背井，不辭千辛萬苦
來到台灣，更到原住民部落，把天主的愛與關
懷帶給我們。去年我前往發祥部落，如果坍方
產業道路就不通了，搭車仍然很辛苦，那麼不
難想像60年前，到山上服務的瑪利諾會神父們
是懷帶著多麼大的愛德與信德，走在傳教道路
上。在教區的訪問專輯中，教友們也提到，為
家庭生計、經濟的問題，瑪利諾會神父除了開
辦儲蓄互助社，也在霧社成立合作農場，使原
住民的產物不要被中間商剝削；把教友當自己
的孩子一樣照顧教育，交通不方便，部落沒有
電，都是神父們想方設法的協助處理。
在山上不只負責一個堂區，他們翻山越
嶺，徒步走到每部落，為的是主持彌撒，照顧
族人們的靈修生活，我們看到神父的犧牲與勞
苦，這一切的種種如同保祿宗徒所說的：「為
一切人成為一切人。」體驗了這份信仰的美
好，「父怎樣愛了我，我也怎樣愛了你們，你
們要生活在父的愛內。」
當天的活動十分圓滿順利，謝謝大家的合
作及為「愛•瑪利諾」活動的支持，天主降福
大家的付出與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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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田嘉志、張志聖兩位新司鐸
在8月18日上午，我們教區在田中文興高中
為田嘉志執事及張志聖執事舉行晉鐸大典，當天
有1300多人共頌主恩，歡喜教區二位新司鐸的
誕生。其中田嘉志執事曾在菲律賓IMUS教區實
習1年，陪伴及教導過的神父及實習的堂區神父
和修女，以及菲籍教友也專程前來參禮，使晉鐸
大典倍增喜悅。兩位執事曾服務過的永和聖母升
天堂、板橋懷仁聖母堂、木柵復活堂、仁愛路聖
紐曼天主堂等堂區也來了近百位教友，為這兩位
年輕的修道人祝賀。
感謝天主恩賜台中教區這麼大的禮物，堂區
主保神父聖維雅內曾說：「司鐸聖職是耶穌聖心
的愛」，在天主眷顧及聖母聖愛之下，增加兩位
生力軍，修道之路真的是天父很大的恩典，請繼
續為兩位新司鐸祈禱，因著他們的牧職能帶給教
會更多的恩寵。也感謝兩位新鐸的家人，因他們
的付出與陪伴，犧牲與奉獻，還有台灣總修院神
長們為兩位新鐸的培育陶成，同時也要謝謝菲律
賓IMUS教區，田嘉志神父因著在那邊實習，聖
召成長許多。因為有他們一路的陪伴支持與代禱
成就了喜事，最後，謝謝大家熱情參與，以及文
興高中、員林、田中等堂區及籌備小組許多人的
服務與接待，使典禮得以順利圓滿。祈願在聖母
代禱、助佑下，我們一起邁向新的信仰旅程。
天主降福大家

你們的弟兄

台中教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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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東園神父因首爾教區另有派遣回教區任職，准卸地利聯合牧靈堂區（含雙龍、波石、潭南、人和天主堂）主
任司鐸職務。
二、耀漢會阮泰賢神父因修會另有派遣，准卸春陽聯合牧靈堂區（含發祥、廬山、平靜、靜觀天主堂）主任司鐸職
務。
三、茲委任耀漢會徐登科(廷儀)神父為地利聯合牧靈堂區（含雙龍、波石、潭南、人和天主堂）代理主任司鐸。
四、茲委任耀漢會阮保祿（永樂）神父為春陽聯合牧靈堂區（含發祥、廬山、平靜、靜觀天主堂）代理主任司鐸。
以上任命自2018年9月1日起生效
五、請已成立或尚未成立傳教協進會（牧靈委員會）的堂區，配合今年堂區傳教協進會11月的改選，改選或成立傳
教協進會並將新會長名單送交主教公署，以便送交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準備12月代表大會改選會長。
六、請教區內神父、修女、教友、堂區、善會、團體持續舉行明供聖體敬禮、誦念玫瑰經、慈悲串經，為「愛•瑪
利諾」活動、教區牧靈福傳、聖召、聖職人員及教友聖化等意向祈禱。
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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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第一總鐸區

南投縣總鐸區

一、9/12（三）台中市第一總鐸區會議，地點為西屯瓜達露貝天主堂。
二、2019全國聖體大會籌備委員會，敬請各堂區一起為聖體大會節目內
容聖體敬禮短片所需素材，提供照片1-2張。

一、8 月4日(六)9:00台中教區假衛道中學舉行「2018原住民族日暨
愛‧瑪利諾」感恩彌撒暨園遊會表演活動，本鐸區設置有3個攤
位，將義賣所得捐助愛瑪利諾會。
二、8月18日(六)10:00台中教區假文興高中舉行田嘉志及張志聖2位新
鐸聖秩禮。
※南投耶穌君王堂
一、8月6日(一)備有蛋糕點心慶祝父親節。
二、8月12日(日)為傑瑞安養中心陳木宗及林崇文兩位弟兄舉行聖洗聖
事，成為天主子民。
三、8月24日(五)~25(六)舉辦南部朝聖之旅。
四、9月9日(日)~30(日)投票推選傳協會幹部侯選人。
※草屯玫瑰聖母堂
一、8 月8日(三)父親節，適逢洪耀仁神父主保日，教友聚集慶祝，致
贈神父及父親們禮物，並備有蛋糕、點心及水果，同歡共融。
二、8月10日(五)台東金崙聖若瑟天主堂等4個聖堂聯合夏令營小朋友
及隊輔，搭乘2部遊覽車到本教區朝聖，途經台中主教座堂及法蒂
瑪聖母堂，夜宿本堂；傍晚舉行晚會，活潑有趣，最後神父、傳
道員暨小朋友們及本堂教友在泰澤祈禱聲中圓滿結束。
三、8月12日(日)16:40嘉義聖若瑟模範勞工天主堂麥德揚神父帶領37
位教友到本堂朝聖，並舉行感恩彌撒，本堂教友熱情接待。
四、8月18日(六)台北市南松山始胎無玷天主堂盧德輝神父帶領教友35
人來本堂2天1夜朝聖活動，午餐後走訪虎山農場，於山上涼亭舉
行彌撒，翌日與本堂教友共同參與主日彌撒，共沐主恩。
※中興耶穌君王堂
一、8月12日(日)聖母升天節彌撒後舉行7-9月慶生會。
二、8月19日(日)召開教友傳教協進會107年第3次會議。
三、8月27日(一)台中教區附設中興長青大學107年下學期開學，至12
月21日(五)結業，共計上課17週。
四、9月8日(六)2018年成人慕道班開課。
※埔里聖女小德蘭天主堂
一、8月4日(六)舉行聖母無玷聖心彌撒，由黎光天神父主禮，約有60
餘位教友參加彌撒及共融活動。
二、9月27日(四)~29(六)19:30舉行三日敬禮彌撒，以迎接本堂65週年
堂慶。
三、9月30日(日)9:30本堂65週年堂慶感恩祭，恭請蘇主教主禮。
※竹山玫瑰堂
一、9月2日(日)彌撒後本堂活動組主辦堂區共融日。
二、9月14日(四)19:30在活動室舉行傳協會107年第5次會議。
三、9月23日(日)及9月30日(日)彌撒後堅振道理班。

台中市第二總鐸區
台中市第二總鐸區會議記錄
時間：8/15(三)10:00~12:00 地點：后里天主堂 主席：李日新神父
記錄：李世銘
◎各堂區福傳牧靈工作及活動報告
※豐原天主堂：
一、8 /18(六)上午前往田中文興高中，參加台中教區田嘉志、張志聖2位
執事領受司鐸聖秩典禮。
二、8/26(日)張神父回豐原首祭，與父親節合併慶祝共融。
※后里天主堂：
一、8/18張志聖及田嘉志2位執事晉鐸，4人參加。
二、8 /19本堂堂慶，有一位成人領洗及領堅振禮，另有兩名兒童初領聖
體。
※東勢天主堂：
一、協助達觀天主堂重建籌備。
二、籌備9月份主日學。
※大甲天主堂：
一、堂區聖母軍9/2舉辦一日朝聖。
二、10月是玫瑰聖母月，本堂於每星期四晚上8：00有家庭祈禱會。
※清水天主堂：
一、8/18參加張執事及田執事晉鐸典禮，繼續協助神父牧靈工作。
二、感謝曾神父在休假中，來幫忙彌撒的徐神父、雷神父、黃神父都平安
健康，在新的牧靈工作順利。
※沙鹿天主堂：
一、每月開會2次討論堂慶事宜。
二、落實各項工作都有負責的人。
※大肚天主堂：
一、8/5(日)下午安神父在大肚主日彌撒，並提早慶祝八八節，也是神父的
生日。
二、希望未來在安神父的指導下，繼續努力訪問教友。
◎討論事項
一、第二總鐸區將臨期聯合避靜：
海線部分：大甲天主堂阮修女已安排計畫中。山線部分：后里天主堂
預訂時間：12/1(六)，神師：林之鼎神父
◎臨時動議
一、李神父建議：各堂區福傳牧靈工作分享，列入下次會議討論議題。
二、安神父建議：請由教區整合各堂區彌撒時間點之資訊，提供在教區月
誌或教區line群組(英文、越語彌撒等)，讓有需求教友能夠參與及資
源共享。
◎下次會議：11/14(三)10:00大甲天主堂

原住民總鐸區
一、原鐸區8/4假衛道中學舉辦「2018原住民族日暨愛•瑪利諾」感恩共
融活動，圓滿順利，感謝工作團隊的努力與付出。
二、原鐸區「天主傳愛，幸福到我家」家庭講習活動，第2場講習活動於
8/25（六）9:00-12:00在曲冰天主堂舉辦。
三、原鐸區各堂受邀參加8/18台中教區田嘉志、張志聖執事晉鐸典禮。
四、春陽天主堂：
(1)7/23-8/5舉辦暑期道理班，敬邀發祥、霧社天主堂主日學、青年學子，
一同參與春陽天主堂所舉行暑期道理班活動。
(2)帶領暑期道理班學員，參加8/4「2018原住民族日暨愛•瑪利諾」感恩
共融活動。
五、眉溪天主堂：召集原住民族日活動籌備會議，於8/3敬邀仁愛鄉及信
義鄉各堂參與彩排、佈置會場。
六、中正堂區：
1、曲冰天主堂：
(1)8/12慶祝聖母升天堂慶及慶祝達味神父晉鐸10周年。
(2)8/12堂慶，舉行8/9、8/10、8/11三日敬禮活動。
(3)8/25-8/26暑期道理生活營及朝聖高雄之旅。
2、武界天主堂：
(1)受邀參與8/12慶祝聖母升天堂慶及慶祝達味神父晉鐸10周年。
(2)負責8/9曲冰天主堂三日敬禮禮儀活動。
(3)堂區8/18聚行婚配彌撒。
3、中正天主堂：
(1)受邀參與8/12慶祝聖母升天堂慶及慶祝達味神父晉鐸10周年。
(2)負責8/10曲冰天主堂三日敬禮禮儀活動。
(3)8/19受邀參與新竹教區姐妹堂水田天主堂堂慶。
(4)8/18參與卡度部落「因為有你」夏日音樂會。

上智文化事業8月新書
《心靈旅程：進入大德蘭靈心城堡》
茱麗安．麥克琳（Julienne McLean）◎著
譚璧輝◎譯，陳美琴、張宏秀、蔣範華◎審閱
定價450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
（電話：2220-4729）
聖女大德蘭的《靈心城堡》是翔實可靠的靈修地圖。本書
清楚掌握《靈心城堡》的精髓，從現代的觀點來詮釋經
典，在榮格深度心理學、默觀祈禱與神祕靈修之間穿針引線，提供適合現
代人閱讀的解析與討論，有助於與自身的經驗連結，使心理與靈修達致整
合，領會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精神和啟發意義。
★ 天人合一的神祕境界，不再遙不可及！

月

九

神父

的 祝 福

神 父 修 女 們 主 保 快 樂 ！
09月03日（額我略）：鄭文宏
09月27日（文生）：幸朝明
09月29日（來福）：康來福

修女
09月01日（祺樂）：謝秀圓
09月05日（加爾各達德蕾撒）：梅氏梅
09月08日（斯代拉）：李瑛瑛
09月12日（馬利亞比亞）：鄭絲英
09月27日（文生）：鐘惠珍
09月29日：（拉法爾）陳瓊芬、（佳播）阮菁翠、（彌額爾）賴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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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8日上午，田中文興高中格外熱鬧，台中教區即將誕生兩位新
司鐸，即來自南投地利聯合堂區人和聖若望堂田嘉志執事及員林聖體堂張
志聖執事，經過近8年的培育，走過許多考驗，這天將領受聖秩聖事，大
禮堂湧進一波波人潮，喜氣洋洋。
田嘉志執事曾在菲律賓IMUS教區實習1年，陪伴及教導過的神父及實
習的堂區神父和修女Rev. Fr. Randy De Jesus、Rev. Fr. Serafin Parcon、Rev.
Fr. Samuel Eyas、Sr.Erlinda delos Santos. sjbp、Sr. Edna g. Apolonio. sjbp、Sr.
Marnie C. Cabiles, sjbp，以及菲籍教友也專程前來參禮，使晉鐸大典倍增
喜悅。兩位執事曾服務過的永和聖母升天堂、板橋懷仁聖母堂、木柵復活
堂、仁愛路聖紐曼天主堂等堂區也來了近百位教友，為這兩位年輕的修道
人祝賀。
晉鐸感恩聖祭由台中教區大家長蘇耀文主教主禮，劉丹桂主教及近
60位神父共祭，1300多人共頌主恩，禮堂裡滿是歡喜的音符。10時許，
戰鼓石破天驚響起，原住民嘹亮的好歌喉唱著進堂曲〈山的故事〉，隆重
又歡樂地宣報喜訊，在十字架引導下，兩位準司鐸與司祭團進入會場。而
他們的好同學，台北總教區趙振成執事、花蓮教區林志明執事、陳賜賢執
事不只參加典禮，更以協助禮儀的方式祝福同窗摯友。
在聖職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思道神父呼召下，兩位執
事來到蘇主教前，請求收納
授予司鐸重任，表明尊敬服
從主教並接受任務後，兩人
俯伏於地，全體教友以〈諸
聖禱文〉為其祈禱，氛圍神
聖而莊嚴。當神長們一一上
前為新鐸覆手降福，只見張
志聖執事悄悄拭淚，此刻想必
為他有著特別的觸動。聖召委員會主任委員甘俊雄神父偕同張志聖新鐸的
母親為他穿上新祭披；地利天主堂主任司鐸金東園神父與嘉志新鐸的父親
為田嘉志新鐸穿上新祭披；眼神中有期許有欣慰，緊緊擁抱，拍拍肩膀，
無需言語的深深鼓勵，讓許多人為之動容。
蘇主教在兩位新鐸手掌上敷聖化聖油、交予他們即將獻祭的禮品，
在在勉勵兩位新鐸的言行要與所盡的聖職相稱，生活要與十字架的奧蹟相
符合。主教們及參禮神父們一一擁抱新鐸送上平安祝福，台下響起如雷掌
聲，久久未歇，這令人殷殷期待，在許多人鼓勵陪伴與代禱下，結出的本
地聖召果實，是如此甜美，格外叫人珍惜與感謝。
田嘉志新鐸首先分享晉鐸感言：「謝謝天主的召叫，如果不是經驗
到祂的愛，很難願意進入主耶穌的生命裡，找到那創世之初完滿的愛，感
謝天主也謝謝聖母一路的陪伴與扶持。在菲國學習因生病住院，收到蘇主
教的慰問，深深感受到蘇主教如父親般的關懷，更加了解生命的祝福。謝
謝每一位在我聖召路上，時時給予鼓勵、祈禱與支持的神長、修女和教友
們，使我不畏艱難仍然繼續與主同行，因為您們，使我從懵懂的年輕人成
為成熟的男性。願天主繼續引導我們每一個人，並求天主降福您們家中每
位成員。謝謝我所屬的地利聯合堂區，從我小時候的陪伴教導及您們長期
的祈禱，使我能一步步走向祭台，本堂金東園神父常在我有困難時給予幫
助鼓勵，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修女們細心的教導，使我在您們身上看
見天主奇妙化工，進而勇敢堅持下去，請繼續為我代禱。」
當提到已回天鄉的辜勝宏神父與周重德神父，田神父努力撫平激動
的心情說道：「辜神父
是推薦我進總修院的神
父，在準備進修院的最
後半年跟隨辜神父一起
做牧靈工作，不多久他
離世了，謝謝他在天上
繼續為我祈禱；而周神
父使我看見司鐸的使命
與愛人心切，雖然無法
從您手中獲得降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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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您在天
父那裡繼續降
福我。」
最 後 仍
難掩哽咽地說
道：「謝謝我
的家人們，看
見自己的孩子
站在這裡是多麼的不容易，這幾年的困難與心路歷程，您們最清楚，謝謝
您們常在我要放棄時，給我的鼓勵。尤其我的父親總跪在家中十字架下為
我祈禱，求天主賜予恩寵與力量堅持下去，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做個好
基督徒。」嘉志新鐸也以英文謝謝從菲律賓來參禮的神長及修女們，這一
席話真誠地分享了走在聖召路上的不容易，也讓人感受到陪伴與祈禱的力
量，大家數次以掌聲為田神父加油打氣。
張志聖新鐸充滿感恩說
道：「謝謝我的父母和家人，
在我修道路上很多的支持與鼓
勵，也為我的修道生活做了很
大的犧牲，家中的一切都由我
的家人們承擔了。我的本堂員
林天主堂、實習服務的豐原天
主堂、中和天主堂等，以及許
許多多為我祈禱，默默支持的
恩人們，謝謝您們的照顧與陪伴，讓我今天能站在這裡領受鐸品聖事。我
以耶穌對門徒說的一段話：『誰接納你們，就是接納我；誰接納我，就是
接納那派遣我來的。誰接納一位先知，因他是先知，將領受先知賞報；誰
接納一位義人，因他是義人，將領受義人的賞報。誰若只給這些小子中的
一個，一杯涼水喝，因他是門徒，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失不了他的賞
報。』在此祈求天主繼續降福大家恩寵滿滿。」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表
達無比的欣喜。
最後，蘇主教代表教區致謝：「感謝天主恩賜台中教區這麼大的禮
物，『司鐸聖職是耶穌聖心的愛』，在天主眷顧及聖母聖愛之下，增加兩
位生力軍，今天早上8時15分有地震，這麼好的消息似乎如此驚天動地，
修道之路真的是天父很大的恩典，大家今天應有很特別的體認，請繼續為
兩位新司鐸祈禱，因著他們的牧職能帶給教會更多的恩寵。特別感謝兩位
新鐸的家人，他們的付出與陪伴，犧牲與奉獻，是我們要深深感謝的。謝
謝台灣總修院神長們為兩位新鐸的培育陶成，同時也要謝謝菲律賓IMUS
教區，田嘉志神父因著在那邊實習，聖召成長許多。謝謝大家蒞臨及一路
的陪伴支持與代禱，因著文興高中、員林、田中等堂區及籌備小組許多人
的服務與接待，使典禮順利圓滿。」
彌撒後，蘇主教與劉丹桂主教屈膝接受兩位新鐸的降福，兩位牧者
的謙遜風範深深觸動大家的心，請求新鐸降福的人龍長長地見不到盡頭，
接受祝福的同時也為兩位新鐸獻上祝賀心意，這真是歡欣美好的一天，祈
願新司鐸在天主豐沛恩寵中，滿懷慈悲迎向鐸職生活，奮力成為基督精
兵！
（文‧圖／黃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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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台中教區
原住民族日感恩共融活動
由台中教區原住民總鐸區承辦的「2018台中教區原住民族日感恩共
融活動」，8月4日上午在衛道中學熱鬧登場，這是首次從山上移師到平
地舉行，同時邀請非原住民教內外朋友共襄盛舉，並為感念瑪利諾會神父
們60多年前，將天主的愛與福音帶到山上部落，關懷部落居民的生活與
教育，因此在今天的活動中，也特別以愛心園遊會，為「愛．瑪利諾～留
下瑪利諾會館」目標達成盡一份心力。
雖然從南投山區來到衛
道中學路途遙遠，山上各堂
區教友們扶老攜幼早早抵達
會場，各族群的族服與頭
飾，加上爽朗又熱情的招
呼，使校園繽紛亮麗，朝氣
十足。8時30分，原民朋友
天生好歌喉帶來美好的敬拜
讚美，在歌聲中沈澱心靈，
準備9時開始的感恩聖祭。
感恩聖祭由蘇耀文主教主禮，近30位神父們共祭，禮堂內幾座無虛
席，近千人共頌主恩，歌聲響徹雲霄，各族群代表跟在十字架後，引導司
祭團進入會場。當天的彌撒讀經、信友禱詞等都以各族母語誦讀，同時安
排了在霧社天主堂小朋友奉獻舞之後，由原鐸各堂區獻上小米、紅藜、香
糯米、香蕉芋頭、地瓜、龍眼、芒果等農產物，表達對上天的感謝，讓平
地朋友們感受不一樣的祈禱氛圍與感恩奉獻的喜樂。

麼大的愛德與信德，走在傳教道路上。在教區的訪問專輯中，教友們也提
到，為家庭生計、經濟的問題，瑪利諾會神父除了開辦儲蓄互助社，也在
霧社成立合作農場，使原住民的產物不要被中間商剝削；把教友當自己的
孩子一樣照顧教育，交通不方便，部落沒有電，都是神父們想方設法的協
助處理。」
「在山上不只負責一個堂區，他們翻山越嶺，徒步走到每部落，為的
是主持彌撒，照顧族人們的靈修生活，我們看到神父的犧牲與勞苦，這一
切的種種如同保祿宗徒所說的：『為一切人成為一切人。』，體驗了這份
信仰的美好，『父怎樣愛了我，我也怎樣愛了你們，你們要生活在父的愛
內。』，耶穌也邀請我們接受這份信仰之後，依靠祂，求聖神的力量幫助
我們活出彼此相愛的信仰生命。謝謝原住民朋友來到平地，和我們分享豐
富的民族文化與信仰，也積極彰顯瑪利諾會神父們愛的精神。今年主教團
原住民族日的主題為信仰培育，特別是為原住民的聖召培育，我們為此意
向一起祈禱。」

講道時，蘇主教表示：
「今天我們將透過許多活
動，一起來展現我們的信仰
實踐，也表達我們對各民族
文化的尊重，在基督內不
分你我，共同成為天主的好
兒女。今天的讀經和福音幫
忙我們反省，天主給我們最
大的恩寵和祝福，就是我們
在基督內蒙召和聖子合而為
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原住民教友願意一大早從那麼遠的地方前來，8時
30分就開始敬拜讚美，這樣的精神就是愛的精神，如同保祿宗徒傳給哥
林多教友，到各地所說的，把天主的愛透過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捨棄生
命的這份大愛，帶給我們永遠的福份。」

彌撒後，活動場地轉換
至風雨球場，37個攤位已準
備就緒迎接來客，在園遊會
開始前，首先由布農族以其
傳統祈福儀式為活動順利獻
上祈求，主持人陳金山老師
為大家細細解說4個段落分
別蘊藏的含意，首先是傳遞
訊息：部落耆老呼喚部落族
人，族人從四面八方用歌聲
回應，聚集起來，意思是我們是－家人，我們接下來有計劃要進行。第2
段為祈禱小米豐收歌（即八部合音）男性族人圍成圈，交叉牽手於身後，
用聲音祈福，希望種植的農作物順利豐收。接著進入第3段祭獵槍歌，為
要出門狩獵前的祈福儀式。最後是報戰功，狩獵結束回部落的慶功宴，報
告自己有什麼獵物，一起分享。

「福音要到各地去傳播，我們原住民部落第一座聖堂，就是瑪利諾
會賈振東神父1954年9月8日於眉溪建立落成，這些瑪利諾會神父們像耶
穌、像保祿一樣，為了這永恆的生命，背負著天父的愛的許諾，離鄉背
井，不辭千辛萬苦來到台灣，更到原住民部落，把天主的愛與關懷帶給
我們。去年我前往發祥部落，如果坍方產業道路就不通了，搭車仍然很
辛苦，那麼不難想像60年前，到山上服務的瑪利諾會神父們是懷帶著多

八部合音一響起，震撼全場，原本熱鬧的四周瞬間安靜了下來。適巧
在台中靜宜大學舉行的「2018國際天主教中學生聯合會(YCS)亞洲會議」
的戶外活動體驗安排了部份學員來到這兒，許多人目不轉睛，專注地沈浸
其中。接著是賽德克族的傳統祈福禮，熱鬧而溫馨，耆老並為蘇主教穿上
了由族人親人縫製的賽德克族服，佩戴寶刀，象徵以勇士精神在信仰道路
上奮力前行。主教致詞後，精彩的表演節目正式上場。
由15組表演團體帶來的19個精
彩節目，高潮迭起，場邊叫好聲不
斷，而各個攤位也以各自特色產品
吸引大家駐足購買，豐收而歸，射
箭與搗米體驗區也排著長長人龍，
參與的熱情比那炎炎夏日還火熱。
最後，所有人員一起環繞場地，歡
樂舞動〈大圍舞〉，手牽著手除了
表示圓滿，同心圓亦是原住民最愛
的舞蹈隊形，象徵我們是－家人，
在歡呼聲中為今天的感恩共融活動
畫出最精彩的驚嘆號！
（文‧黃琪珊／圖•黃琪珊、沈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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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受信仰觸動而邁向心靈與環境的教育
第13屆國際天主教亞洲中學生聯合會議記盛（上）
第13屆國際天主教亞洲中學生聯合會
（IYCS-International Young Catholic
Students-Asia）會議，7月29日至8月7
日，為期10天，於台中靜宜大學舉行，籌備
大會工作人員於7月28日即進場，緊鑼密鼓地
作最後準備，並在活動場地一隅特別設計「國
家角落」，提供來自亞洲各國的成員們善加布
置，介紹自己國家的風土民情。
由於班機抵達時間不同，7月29日一早，
工作人員貼心安排多梯次接機，來自菲律賓、
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國、斯里蘭卡、越
南、印尼、印度、新加坡等約60名YCS成員們陸續報到，加上台灣會員教區
台北、台中、高雄及與會台南教區青年13名參加學員，還有國際辦公室指導
神師Fr. Charles、秘書 Richard，亞洲秘書處及亞洲辦公室Fr. Sergio，會議協調
小組、會議志工、顧問團、大會工作人員等共計約100人，靜宜大學主顧樓
頓時成了小型聯合國，熱鬧非常。
讓信仰的種子在愛中成長以改變世界
7月30日上午9時，以開幕彌撒為整
個會議揭開序幕，感恩彌撒由主教團福傳
委員會青年組主席鍾安住主教主禮，台灣
中學生聯合會輔導神師狄茂德神父共祭，
狄神父在講道時，摘錄Bob Moorehead博
士〈我們時代的悖論〉勉勵青年們，透過
信仰做心靈的環保：「在我們談論和平
時，我們必須知道只有通過內心的認識才能實現和平；和平不是關於沒有衝
突或戰爭，而是關於天主在我們心中的存在。當天主存在於我們心中時，我
們彼此和平相處，與自然和環境和諧共處。我們團結一致，熱愛和尊重我們
共同家園──地球。與成為和平的倡導者相比，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來標記這
個世界的重大差異？」
「我們使自己的財產倍增，價值卻遞減。我們征服了太空，卻征服不
了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清潔了空氣，卻污染了靈魂；我們學會了追趕時
間，卻沒學會耐心等待；我們收入高了，道德低了。在耶穌的愛與憐憫，正
義與和平的福音中，通過信仰的眼光看到並理解現實。這就是我們所有人所
要做的，正如經文告訴我們『和平締造者有福了，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
女。』，這是IYCS的目標，使天主的國充滿活力，因為我們在信仰上成長，
就像芥菜種子或少量的酵母一樣，在天主的幫助和恩典中，我們成長，結出
良好的果實，能夠改變世界。」
代表教會青年在聯合國中發聲的組織
為了使成員們更認識國際天主教中學生聯合會，大會就組織現況予以
簡單介紹，並說明這屆的主題與行程安排。這是直接隸屬宗座的世界青年學
生組織，也是代表教會青年在聯合國中發聲的聯合國組織。IYCS青年運動，
簡稱YCS，總部設於法國巴黎，亞洲總會則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成立宗旨

在於推動青年
學生在信仰與
生活中反省觀
察、判斷、行
動。
全世界超
過191個的國
家中，擁有85
個YCS團體；在亞洲約25個國家中，目前有12
個會員國，主要成員為國、高中學生。
台灣中學生聯合會（TYCS）參與IYCS會議
與活動已有20年，2007年由台北教區牧靈福傳處、台中教區中學生聯誼會及
高雄教區中學生聯誼會3個教區，在世界會議申請加入會員國，經世界會議
表決通過，接納成為正式會員國。2011年2月6日至2月12日，台灣承辦東亞
會議，來自韓國、中國、外蒙古、印尼等國家共同參與，這是台灣會員教區
第1次正式合作籌辦會議，今年則是第2次承辦此項會議活動。
探討環境保護、締造和平、教育貧窮
今年的會議主題為「學生受信仰觸
動而邁向心靈與環境的教育 （Students
moved by faith towards education of heart
& environment.）」，世界會議中提出
環境保護、締造和平、教育貧窮等3個
議題，本次亞洲會議則以環境保護與締
造和平為主軸。大會安排了生活體驗活
動，環保路線是前往竹東頭前溪生態園
區、台中發電廠，認識污水處理及電廠
造成空氣污染的因應措施。和平路線則
前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台北228紀念館，由白色恐怖受難者第二代家屬顏
司音老師、林小雲老師分別為成員們做時代背景解說與導覽。同時邀請李鴻
源教授擔任環境保議議題的講師，亞洲秘書處神師 Fr. Sergio Manibo擔任和平
議題的講師，讓成員們再一次思考，觀察的面向是否完整，是否有其他的思
考點切入，進而繼續深入探討。
在討論中，有青年說到，整個亞洲其實是互相影響的，某個國家的污
染，吹個風就到隔鄰國家去了，或者是在海灘上常常看到不同國家的垃圾，
而種族衝突、政治衝突、宗教衝突也都能感同身受，例如：韓國的光州事
件，都是共同的傷痕，這些不是為想起過去的仇恨，而是希望避免憾事再發
生。
待進第二階段──反省（Judge），成員們回顧經驗，去觀察周遭發生的
事情，客觀環境是什麼，主觀感受是什麼，相關人員做了什麼樣的行動與回
應，事件造成的後果與影響又是什麼，做出觀察體驗報告，在大組分享後，
由紀錄組整理歸納。（下期待續）
（資料來源•台灣中學生聯會／報導•黃琪珊／攝影•許柏蒼）

南屯天主堂歡慶建堂55周年
8月5日，台中南屯路永春東路口一早就人聲鼎沸，不多時，教堂布置的

慶祝會場已擠滿了教友及來賓，是甚麼神力把大家都聚集過來呢？原來今年
適逢建堂55周年，所以半年多前就開始想怎樣辦出一個盛大的堂慶活動？南
屯堂傳協會謝晉元會長說：南屯堂成立20多個善會團體，有慕道班、兒童主
日學班、基督生活團、聖詠團、永春一號樂團、非洲鼓班、烏克麗麗班、食
物銀行、開心農場、電視台、線上彌撒等，這些子團體，若是出小力就會成
小善，要是卯足力氣來做，就會做大事了。更早之前，范賦里神父建南屯堂
時，除了成立當地最大的幼稚園外，也將募得的資金運用到每個教會活動。
4年前，副主教徐世昭神父來到南屯堂，引領教友加強建立「廣傳福
音」的情操。透過樂團、編輯、拍製短片，來呈現教堂的活力與青春朝氣，
可以吸引年輕人的注意，進而體會、認同；同時，也對聖堂附近窮困孤獨的
老人們，藉由食物發放、關懷訪視，讓他們感受到一份愛。還有聖召小組，
經常去邀請不認識的居民，歡迎他們參與、瞭解，之後再追蹤他們接觸教會
後的感受。
南屯堂的主保是聖母瑪利亞及聖維雅內，在聖堂庭園中擺設了聖維雅
內神父的態像，希能體會聖維雅內神父所說的：「我要指引你到天堂的道
路！」還有南屯堂首次開放的歷史文物館，呈現歷任神父、教友及教堂走過

的歷史軌跡，看過才知前人
傳道之不易，奉獻一輩子來
換取教會的榮光，是何等值
得傳揚的美善呀！
堂慶第一個活動是九
日敬禮，連續9天集氣祝
禱，讓更多人可以專注投入
祈禱與告解，還出了55周年
堂慶專刊，並印製精美的邀請卡，寄送廣發給親朋好友。又號召青壯教友分
組布置會場，終於讓當天的慶祝活動能順利呈現出來。在動態活動方面，園
遊會場是第一個熱區，美食攤前大排長龍，手工製品也很吸睛，樂齡活動成
果展及義診義剪區也吸引了許多人。
這次堂慶一系列活動，吸引了比平日彌撒多出好幾倍的人來，精彩的規
畫所呈現的活動內容，讓前來參與者都感受到歡樂的喜慶氛圍。南屯堂55周
年慶典活動，呈現了傳播福音的模式，用自身教堂的力量，有計畫持續展現
教堂的活力，加上在地最親切的優勢，自身就是最佳傳道員，把天主的愛廣
揚出去。
（文‧圖／南屯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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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愛～暑期聯合兒童夏令營
南投縣總鐸區7月4日至8日，為期5天在草屯玫瑰聖母堂舉辦暑期聯合夏令

的很可愛

營，開營前3個月，隊輔們就開始討論規劃活動的行程及內容，每月也都撥出1

呢！期間

天時間來進行培訓，雖然大家都忙得焦頭爛額，但有隊輔們同心協力的幫忙，讓

我們也辦

活動的前置工作進行很順利，使我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在夏令營期間能夠完美

了泰澤祈

的展現出來。

禱、打水

開營前晚，隊輔們都到了草屯玫瑰聖母堂集合排練，我們凝聚了大家的精

仗還有大
地遊戲…

神跟精力，為了讓第1天的開幕及營隊當中的所有活動圓滿順利。
7月4日夏令營開營當天，我們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來迎接我們的學員及家長

等活動，

們。許多的家長帶著小朋友們來報到，我們看得出來家長十分的不捨以及不放

在這些活

心，但是我們非常有信心的告訴家長們請他們放心，小朋友們在這裡絕對會很開

動當中，

心而且也很安全，隨後他們就放心的離開了。小朋友離開了自己最親愛的爸爸媽

每個小朋友都很開心而且還發揮了很好的團隊精神來贏取點數。在歡樂的時光中

媽一定都會有些不安全感跟陌生，這時我們的隊輔就發揮了功效了，我們迅速的

我們也要吸收一些知識，修女在營隊的每一天都有請老師來上課，每位老師都拿

將他們從這不安的感覺帶到歡樂的氣氛。接下來，我們介紹了各個小隊的隊輔、

出最棒的內容與精神來跟小朋友們上課。小朋友也都呈現最有禮貌的自己來跟老

堂區的神父、修女及洪老師(組長)，最後當然還要宣示最重要的營規，看著每一

師一起上課，當然上完課就會有有獎徵答的小活動，每個小朋友都非常踴躍的舉

個小朋友真摯的眼神與認真的態度，就覺得很開心。當然小隊之間的認識也是不

手，想必一定很認真的在聽課呢！

能少，我們帶領著所有的小朋友到各隊的地點進行交流，到了集合的時間，大家

7月7日，大家最期待的晚會終於到了，大家一起玩遊戲，每一隊的小朋友

都把自己已經想好的隊呼大聲的喊出來，每個小朋友都喊的非常的賣力，很希望

也都認真投入的表演，還有愛心媽媽們為我們準備的舞蹈，現場氣氛真的high到

自己的小隊能拿到第1名。所有的隊呼都已經結束了之後，我們開始進行大家最

了最高點！大家最愛的隊輔也有準備表演，表演結束後，我們一起合唱、一同玩

期待的遊戲時間，第1天的遊戲就讓全場興奮不已，還讓我們看到了非常好的團

樂。當然有歡笑就要來一點淚水，我們播放了大家在營隊中的活動照片，非常的

隊精神，玩完遊戲想必大家也餓了，聞到了廚房香噴噴的飯菜香，小朋友們都忍

開心而且認真的上課、玩遊戲的臉，真的讓大家都情感大爆發！

不住要留口水了，當然吃飯前還是要來跟我們所敬愛的『耶穌』禱告一下，我們

最後一天，7月8日早上，大家到聖堂參加彌撒感恩祭，希望天主可以降福

每天的飯前禱都是由小朋友來主持的，為的就是讓他們能養成飯前禱的習慣，也

我們也降福全世界。接著是大家最期待的頒獎時間，當大家拿到自己的獎品時臉

希望他們能訓練自己的膽量。在這邊少不了的就是美妙的歌聲，所以我們也準備

上的笑容與開心的氣氛越來越強烈，吃飯時間到了，家長也來跟小朋友一起用

了5首歌曲教大家唱，第1首就是我們的營歌〈活出愛〉，第一次唱大家都還有

餐，餐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還有小朋友非常不捨的流下淚來，看了真的很心

點不熟悉，但是反覆練唱了幾次之後感覺大家都是歌神呢！唱的非常好聽，而且

疼。

也非常大聲。我們在牆上準備了隊輔小信箱，小朋友們有想對隊輔說的話都可以

送走小朋友後，隊輔們留下來為這次的營隊做檢點，希望讓明年的營隊更

寫下來然後投入信箱裡，晚上隊輔們看的時候都會覺得很開心，臉上也都充滿了

精進完善，也感謝天主讓這次營隊的活動順利圓滿，期待大家明年還可以再聚在

笑容！這個時候就是我最欣慰的時候，因為辛苦一天都是為了這些。

一起，不管是帶營隊，還是出去玩，也祝福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喜樂！
（文‧圖／戴禎鋆）

第2天的美勞課，每一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想像力，把每一隻噴火龍都做

小朋友的分享
我最喜歡參加教堂的夏令營，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學到許多新知識

有美勞、大地遊戲及
打水仗…等，「大地

及做人的道理，以及玩不同的遊戲。
第一天報到時，大哥哥大姐姐都對我們很好、也很熱情歡迎我們，幫我們

遊戲」是我最喜歡的

拿行李到房間，之後哥哥姊姊們開始自我介紹，營長姊姊帶著我們一起祈禱，

遊戲，要通過很多的

在這5天都要乖乖的，聽從隊輔哥哥姊姊們的帶領，可以開心的遊戲、學習、玩

關卡很有挑戰性，中

耍。當天有夾汽球比賽，玩的時候要與自己隊友同心協力，把氣球傳送到前面指

場休息還有點心時間

定的椅子上就算得分，傳的最多的隊伍就加分。營長還教我們唱營歌，營歌是

可以享用，真的很

〈活出愛〉，也是這次夏令營主題，大家長許神父勉勵小朋友們，每個人都需要

棒！星期五晚上教會安排泰澤祈禱，每個小朋友手上拿著蠟燭，營長帶領大家一

愛和被愛，主耶穌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

起繞著廣場，靜靜的沉浸在祈禱的氛圍內，慢慢的進入聖堂祭台前，大家將蠟燭

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有許多人正在尋找愛和一個可歸屬的地方，讓我

放在地上擺成愛心的形狀，在燭光中靜默片刻，感覺很溫馨，美美的蠟燭配上一

們將主耶穌的愛活出來，主動向別人付出愛、伸出友誼的手，成為別人的祝福，

首首泰澤歌曲，讓小朋友沉浸在天主的愛裡，相信天主也一定會聽到大家心裡面

用愛點亮這個世界。接著我們一起合作想隊呼、畫隊旗，大家也因此彼此更加認

的聲音，之後為各種意向祈禱，隊輔和小朋友說出祈禱意向，大家回應：「上主

識，時間過的飛快，轉眼到了用餐時間，用餐前，小朋友學習飯前祈禱，感謝義

啊！求祢垂憐！」最後再靜靜的離開聖堂，回到活動中心。看到每位小朋友都很

工爸爸媽媽辛苦為我們準備的飯菜，讓我們用愛把飯菜吃光光。

乖的舉動讓我很感動。
每一天神父、

最後一晚的營火晚會是活動最高峰，每一隊都有表演，內容有舞蹈、戲劇

修女或老師們都會

表演…等，還有隊輔哥哥姊姊的勁歌熱舞，節目很精采、家長也參與我們一起同

跟我們講有關耶穌

樂，大家都笑得很開心，整場晚會雖然因外面下大雨而有些遺憾，但是每個人為

行奇蹟、愛人的故

晚會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事，透過團體活

最後一天早上，我們一起參加堂區的彌撒感恩祭，許神父不斷的鼓勵小朋

動、課程、戲劇、

友，把這幾天學到的應用在生活上，天主愛我們，我們都是天主的寶貝，感謝爸

聖言及體驗，讓我

爸媽媽送我們來參加這次的夏令營，雖然活動已接近尾聲了，大家仍然彼此依依

們認識、了解及學

不捨，相約明年還能繼續來參加草屯玫瑰聖母堂舉辦的夏令營活動，感謝神父、

習如何幫助需要幫

修女、老師、義工爸爸媽媽及隊輔哥哥姊姊們，讓我們在今年的暑假中留下一個

助的人；另外，還

最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文．圖／草屯玫瑰聖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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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天主教會應該問的問題
最近好像教會在做一個普查的工作，大概是要看我們教友是哪一類的教
友，這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可是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我們

友有如此嚴格的要求，所以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福音的人，往往就成了基督教
的教友。
還有一點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那就是我們對外的接觸是不太夠的，

在台灣的天主教友不多？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我感覺到教會卻不大願
意研究這個議題。

李家同

基督教的教友比較喜歡和非教友來往，其目的當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接受

我在這裡講一個小故事，有一位教友的太太一直沒有受洗，可是她每個

福音，可是我們天主教會的教友很少和非教友接觸的，就以我個人的經驗來

主日都陪丈夫望彌撒，有一批熱心的基督新教的教友和他的太太有了接觸，

講，我常常被基督教會的教友團體請去演講，他們知道我是天主教友，可是

結果是這位太太要在基督教的教堂領洗，我們的教友當然感覺到情況有點緊

他們的視野比較廣，所以很多人都被他們吸引去了。

急，去找神父，告訴神父這件事，這位神父一點都不慌忙，他說請你的太太

我常常希望教會靜下來想一想的是，神父們花多少時間在照顧教會內的

來聽道理，一年以後應該就可以領洗了，這位太太其實對於天主教是很有好

教友，同時也問，神父們花多少時間設法和外教人來往，希望他們能夠接受

感的，而且她也很懂天主教重要的教義，但是她實在受不了要聽一年的道

我們的信仰，我相信教會會發現神父們在和非教友來往的時間是不夠多的。
我們不能說神父們不願意對教外人士傳教，在我看來，大多數的神父

理，所以她就在基督教的教堂領洗了。
我一直對天主教的要理問答課程有點困惑，因為要在天主教堂領洗，

們並沒有受過這一類的訓練，他們會向天主教的教友講道，可是神父們的確

必須要聽很長時間的道理，可是耶穌當年好像沒有這樣做，耶穌就講一些很

不太能夠對外教人很有效地講道，這是一個問題，也是現代天主教會必須正

簡單的道理，為什麼我們不能學習耶穌？現在的人並不是不願意成為天主教

面面對的嚴重問題，我很誠懇地希望教會的神長們能夠靜下心來討論如何改

徒，他們都很欣賞耶穌基督所傳播的福音，可是他們往往沒有興趣聽這麼長

善，也就是說教會一定要能夠使神父們被非教友不僅接受，而且受到尊重，

的道理，希望神父們知道，很多工程師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實在不可能花

很坦白地講，在我們台灣的社會中，要使一個非教友能夠和神父做朋友，已

那麼多時間來聽道理的，更希望神父們知道的是：基督教的牧師不會對望教

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但是教會不能忽略這個議題的。

你知道賀德佳（Hildegard von Bingen）修女嗎？她是德國人最喜愛的

由宗輔室人員調理。王老師

萊茵女先知，於2012年5月10日被宣為聖人；同年10月7日被冊封為教會聖

也帶來精力回春餅、歐芹

師。

酒、南薑酒，除介紹植物功
2015年3月，參加由輔仁大學與聖賀德佳本草學院主辦的臺灣區第一屆

效之外，亦教授大家如何製

聖賀德佳研習會「歸─自遺忘中覺醒」，當時對這位德國神學家、天主教聖

作，現場也有成品供大家品

人、教會聖師，同時也是作家、醫師和預言家驚歎不已。

嚐。

協助教職員生「靈性成長」是宗輔室很重要的任務，所以舉辦活動時，

下午的課程是介紹花精療癒功效，這是傳承自巴赫醫師的花精療癒，藉

考慮的是身、心、靈全人照顧，既是身心靈面向，就想到聖賀德佳。聖人流

由大自然花朵的能量，從情緒及靈性上調理自身的身、心、靈疾病，進而療

傳最廣、最為人所知、被一般民眾最為接受的一部分，屬她的自然與養生療

癒身體健康，這概念與聖賀德佳的大自然療癒觀念不謀而合。王老師對花朵

法。

平衡情緒的療癒能量有精闢講解，對38朵花精一一介紹其特性。最後，每一
我們得到輔大心理系王真心老師的大力支持，8月9日，在靜宜校園內舉

位參加者製作了一瓶自己的專屬花精。

辦「大自然療癒花園――身心靈整合療癒工作坊」。這麼好的題材，當然要

聖賀德佳的醫學以基督宗教的世界觀為基礎，天主以人類為高峰和中

分享於大眾；因此，除靜宜大學教職員生之外，也開放讓校外人士有機會認

心，創造一個和諧的宇宙和大自然，整個宇宙的萬物彼此間都有互相的關

識聖賀德佳。當日，有近百人參加此活動。

係，而且互相支持和補充。本室願將聖賀德佳的精神傳遞下去，拓展大家對

當天分為上、下午場，兩個主題：「聖師賀德佳的香草自然療癒」和

聖賀德佳自然醫學的認知與支持，透過課程、實作讓更多人獲得益處。感

「新巴赫花精療癒入門」。上午場介紹這位西方女華陀聖賀德佳生平和修道

謝聖賀德佳對人類身心靈的關懷，讓我們期待有機會能再次與賀聖賀德佳相

院自然醫學。學員們當天享用的小茴香茶和丁可咖啡，是王老師提供原料，

遇。

主教前往輔仁大學參加董事會會議。
公署行政會議。
教區教務會議。二水堂楊修女、蔡先生來訪設長照C站事宜。
1日 主教主持靜宜大學校長新任期佈達典禮
主教主持建銘營造公司捐贈給物資銀行之新車祝福儀式。
2日 教區教務會議。
主教前往田中文興高中主禮張志聖執事、田嘉志執事晉鐸典禮。
3日 主教參加上智董事會會議。
主
 教前往雙十路天主堂主禮主日感恩祭。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禮神恩復
4日 聖若翰．衛雅司鐸-為本堂神父祈禱日。主教前往衛道中學主
興運動青年派遣彌撒。
禮原鐸區「2018原住民族日暨愛•瑪利諾」活動感恩祭並參
20-23,27日 YCS東亞青年一行人至地利、羅娜天主堂進行體驗交流活動。
加園遊會共融。
21日 主教訪埔里園地。
5日 主教前往南屯天主堂主禮建堂55周年感恩祭暨共融活動。
22日 主教前往曉明長青大學主持曉明照顧生活館開幕儀式。菲律賓主教來訪。
6日 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YCS天主教亞洲中學生會議閉幕式彌撒。
24-27日
台灣青年日於嘉義教區舉行。
7日 主教參加教育部私立學校諮詢會議。
23日 神恩復興運動吳姐妹來訪。
8日 大修士來訪。
24日 二林聖家幼兒園人事佈達會議。
9日 大學校長來訪
25日 主
 教主持多倫多耀漢會90周年雷鳴遠神父照片展開幕禮。參加耀漢會90
10日 台東金崙天主堂兒童青年朝聖團來訪。主教訪清水天主堂曾顯
周年慶祝晚會暨蘇達義神父八秩壽辰宴。
道神父。
26日 主教主持耀漢會90周年感恩彌撒。
11日 台 中基督活力運動第三次聯合勵志會於中正天主堂舉行。
27日 主教參加耀漢會愛德省會議。
「愛•瑪利諾」籌備會於公署召開。
29日 主教參加教區騎士聯誼會議。
12日 曲冰天主堂堂慶彌撒。
30日 教區教務會議。
13-17日 全國司鐸進修班。
31日 教區大修士來訪。
13日 鹿港柳修女來訪。

2018年08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文‧圖／靜宜大學宗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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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2018年第二場聖經講座：準確讀經與見證真理的喜樂
時間：9/8（六）9:00~16:00
地點：田中天主堂
講師：中華道明會士 黃金昆神父
主辦：台中教區聖經協會
費用：100元
二、2018年第三屆青年領袖訓練營
時間：9/8(六)9:30報到~9/9日(日)下午4:00結束
地點：聖愛山莊(台中市太平區聖和里長龍路一段內城巷43號)
費用：每人1,000元整(含食宿、保險等)
對象：各堂區青年會幹部、儲備幹部或青年代表、輔導
內容：課程、靈修、活動工作坊、分享、共融等
報名：04-22052785青年牧靈委員會E-mail: ycs.tch@gmail.com
三、第76期多福領導者訓練課程：由5位領導人教你如何領導！
時間：9/7(五)-11/9(五)每週五晚上7:00～10:00，共十堂課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
主辦：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
洽詢：04-22059621賴秘書/張秘書
四、2018青年活力工作坊~青年福傳系列講座
時間：9/22(六)14:00-17:00
主題：學習愛與服務~淺談志工服務
講師：于中 弟兄
主辦：同溫層360度(中華基督神修小會)
協辦：天主教台中教區職青活動中心
地點：台中市中區光復路134號(原中聲電台)
費用：300元，兩人同行500元(現場繳費)
報名：04-22250811張雅婷
五、「愛的喜樂」～明供聖體祈福會
時間：9/29(六) 14:00～17:00
地點：草屯天主堂(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78號)
主辦：天主教台灣神恩復興運動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神父、許瑞文神父
詳洽：吳姊妹 0989-567-600 或 (04)2293-6965
附註：參加的教友請盡量先辦妥和好聖事
六、「在聖神內生活」研習會Life in the Spirit Seminar (LSS)
時間：9/27～11/8共7個周四晚上19:30至21:00
地點：南屯天主堂(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1號)
神師：徐世昭副主教、黃清富神父、吳伯仁神父
主辦：南屯天主堂週四祈禱會
協辦：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費用：課本200元，其他請自由奉獻。
報名：莊鈺柔0912-955809(10:00-20:00)；南屯堂區教友請向莊文雅報名0980-113707，
9/20截止
七、幸福續談會
時間：10/13(六)14:00-17:00
對象：參加過「婚前十堂課」或準備結婚的情侶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
方式：陪伴、交談、反省、回饋
報名：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賴秘書/張秘書3.傳
真：04-22052824 4.e-mail: ppi.taiwan185@gmail.com 10/5 截止
八、2018夫妻/親子快樂成長營
時間：10/20(六)9:20 -10/21(日)下午3:10
地點：上智研習中心（台中市北區衛道路189號）
對象：注重婚姻成長的夫妻、及與親子關係的家庭
費用：每戶2,500元（含食宿），原住民家庭1,500元，若不住宿者，每戶費用可少500元
報名：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賴秘書3.傳真：
04-22052824 4.e-mail: ppi.taiwan185@gmail.com
九、善終助禱培訓
時間：9/22、10/13、10/27周六9:00~15:00
地點：復興路天主堂
對象：關心臨終者願意協助善終助禱的兄弟姐妹
聯絡：牧靈福傳處秘書 葉曼菁04-22075678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07/07/16~107/08/15）

南投天主堂教友們
23,6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 8/4原住民族日園遊會 )
活動結餘奉獻
79,037 眉溪天主堂攤位
彌撒奉獻
80,131 水湳天主堂攤位
奉獻箱
5,210 吳錦河攤位
攤位.每攤1500奉獻
52,500 復興路天主堂攤位
伍福明攤位
1,555 眉溪天主堂攤位
為亞洲青年領袖國際會議
隱名氏
600 周○隆
隱名氏
4,000 潘○瑛
徐○倢
6,150 中華殉道聖人朝聖地
陳○幼
1,000 胡○玲
劉○男
1,000 李○琴
應○汝
1,200 周○華
雷○歆
10,000 蕭○慧
鍾○竇
1,000 丘○珠
黎○琴
1,000 梁○莉
裴○華
1,000 莊○寵
陳○良
200 羅○雄
馮○園
2,000 林○玲
王○華
1,800 張○君
吳○榮
900 小羔羊基金會
邱○宜
500
為八家
許○○卿
4,500 游○芳
為傳愛580
莊○聰
1,000
為發祥天主堂
王○○花
50,000
為聖伯鐸聖保祿宗徒節
南投天主堂
2,000 清水天主堂
善牧天主堂
7,763
為傳播節
南投天主堂
100
為青年日
南投天主堂
100

劃撥帳號：22668457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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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董事會
為第二台彌撒
劉○玉
為聖召
隱名氏(為青年朝聖)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二林天主堂
太平天主堂5
太平天主堂6
西屯天主堂8
豐原天主堂7
彰化天主堂7
埔里天主堂
員林天主堂8
為聖召後援會
大里天主堂4-6
霧峰天主堂6
二林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田中天主堂7
南屯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7
為國際援助
黃○英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公司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潘○記
余○芸
楊○珠
李○花
豐原天主堂義賣麵條
豐原天主堂義賣泡菜
蔡○道
蔡○福
蔡○東
郭○安
陳○華
唐○
謝○宏
王○月
駱○陽
黃○春
蔡○倫 蔡○倫
隱名氏
吳○純
田中天主堂教友們
二林天主堂教友們
眉溪天主堂教友們
西屯天主堂教友們
聖保祿天主堂教友們
員林天主堂教友們

70,000 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4,600
8,000 隱名氏

1,000 隱名氏(為青年朝聖)

7,000

5,000
21,000
21,000
22,000
25,000
22,000
15,200
23,000

南投天主堂
合興天主堂7
善牧天主堂7-8
主教座堂7
中原天主堂7
復興路天主堂
水湳天主堂8

22,000
22,000
30,000
44,000
6,800
22,000
22,000

田中天主堂8
溪州天主堂
二水天主堂5-8
竹山天主堂8
南屯天主堂
霧社天主堂
草屯天主堂

44,000
8,000
40,000
10,000
22,000
7,000
22,000

19,000
7,200
200
200
28,750
12,900
3,900

水里天主堂
永靖天主堂
復興路天主堂
羅娜天主堂7
埔里天主堂8
豐原天主堂7

3,000
2,000
18,300
2,900
4,000
5,700

北斗天主堂7
主教座堂8
霧峰天主堂7
竹山天主堂8
彰化天主堂8
聖保祿天主堂8

5,200
13,600
9,200
2,000
5,900
500

4,800 林○輝

1,500

100,000
5,000
2,000
2,000
1,000
2,300
2,000
30,000
30,000
30,000
1,000
4,000
1,000
30,000
1,000
1,000
1,000
7,000
300,000
1,000
10,000
5,000
140,000
23,000
41,000
90,000

宋○玖
吳○如
張○杰
莊○雅
劉○令
許○○華
李○好
黃○成
陳○蓉
盧○
楊○原
吳○珍
張○敏
陳○楠
張○珮
沈○杰
賴○欣
二水天主堂義賣
隱名氏
彰化天主堂教友們
萬大天主堂教友們
竹山天主堂教友們
草屯天主堂教友們
羅娜聯合堂區教友們
太平天主堂教友們

截至2018/08/15止, 總額為$63,291,165元
4,000 李○新
1,000
3,000 史○諾
1,000
1,000 陳○和
100,000
1,000 黃○玉
10,000
30,000 賴○哲
2,000
30,000 袁○○珍
3,000
10,000 張○珏
10,000
30,000 林○華
20,000
2,000 陳○仁
30,000
1,000 周○吟
1,000
500 豐原天主堂義賣泡菜
15,400
2,000 曾○麗
30,000
500 陳○珍
10,000
1,000 王○萱
10,000
500 張○兒
100,000
1,000 二水天主堂義賣
102,570
3,000 溫○珠
1,000
800 吳○憲
80,000
30,000 埔里天主堂教友們
103,000
61,000 沙鹿天主堂教友們
8,800
3,000 主教座堂教友們
67,700
49,500 雙十路天主堂教友們
131,000
51,500 曲冰天主堂教友們
12,000
85,000 霧社天主堂教友們
6,000
16,900 復興路天主堂教友們
27,110

3,280
10,285
3,025
22,858
22,445
300
1,500
3,300
3,000
900
900
1,200
900
900
900
900
600
600
100,000

武界婦女會攤位
員林天主堂攤位
霧社天主堂攤位
李秀芝攤位
田中天主堂攤位

5,305
19,980
7,450
14,450
9,690

林○○玲
羅○雲
林○芬
汪○雲
李○麗
吳○珠
鄭○瑜
甄○清
柳○文
金○美
溫○超
張○燕
胡○佳
趙○慧

30,000
2,000
3,0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600
50,000

為青年牧靈委員會
陳○仕

20,000

10,000

4,500 張○奇

1,000

為原住民日
田中天主堂

3,732

2018年天主教台中教區原住民總鐸區
原住民族日暨愛·瑪利諾感恩共融活動收支表
收 /支

收入

支出

項目
園遊券
攤位 -場地成本35*2,000
攤位 -場地捐獻愛瑪35*1,500
彌撒禮儀奉獻
奉獻箱
收入合計
攤位回收園遊券-支出.匯款
攤位回收園遊券-支出.奉獻 (註)
音響設備
表演場搭架.帆布
發電機租金
蒙古包.鐵架.帆布.塑膠椅
海報.印刷.雜支
支出合計

金額

收支餘絀
註：原住民族日暨愛·瑪利諾感恩共融活動大會，各項奉獻明細見本期徵信錄。

401,100
70,000
52,500
80,131
5,210
608,941
266,665
120,323
16,800
39,270
29,400
28,200
29,246
529,904
79,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