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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話
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
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

 

 教宗 宣講耶穌 一起分辨 跟隨耶穌
第 52 屆國際聖體大會於 9 月 5 日至 12 日於

匈牙利舉行，教宗方濟各 9 月 12 日於 11 時 30
分在英雄廣場主持聖體大會閉幕彌撒，這圍繞著
主的餐桌的聖宴顯示出普世教會團結合一的堅定
信仰。教宗在講道中強調，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宣
講耶穌，與耶穌一起分辨，跟隨耶穌。

教宗在講道中講解了當天主日福音（谷 8:27-
35）的內容，教宗首先講道，耶穌在斐理伯的凱
撒勒雅問門徒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呢？」教宗
說，這也是我今天要問你們每一個的問題。這不
是一個讓你們直接從《教理問答》中快速得到答
案的問題，而是要你們自己，以生命回答的問題。

教宗於是說道，我們的回答源自於「作為門
徒的自我更新」，這更新包含著三個步驟：宣講
耶穌，與耶穌一起分辨，跟隨耶穌。

教宗解釋道，第一步宣講耶穌，不僅僅是像
聖伯多祿那樣簡單地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它不僅
包括宣講復活的光榮，也包括宣講十字架的苦難。
在聖體聖事中，我們牢記天主是誰，耶穌為了我
們的救贖接受了死亡。

教宗繼續說道，這導致第二步。就如被十字
架驚擾的聖伯多祿一樣，我們也會「把上主放到
一邊，把祂推到內心的角落」，然後去走自己的
路，不讓自己受「耶穌想法的影響」。教宗鼓勵
我們花一些時間朝拜聖體，默思天主的軟弱，讓
耶穌「醫治我們的自私自利」並「敞開自我奉獻
的心門」。

接著，教宗講到耶穌斥責伯多祿，「撒旦，
退到我後面去！」教宗說，以這樣的話，「耶穌
把伯多祿帶回到自己身邊」，帶回到「真正的耶
穌」身邊，而不是他自己所思想的耶穌。

教宗說，「跟隨耶穌」意即「擁有耶穌那
樣的信心，相信我們是天主的愛子，在生活中前
進」。這就意味著要效法耶穌，祂來是服侍而不
是受服侍。因此，我們蒙召每天與我們自己的弟
兄姐妹相遇，服侍他們，好能「讓自己快樂，也
給別人帶來喜樂」。

教宗在結束講道時說：「這屆國際聖體大會
標誌著一段旅程的結束，但更重要的是，它開啓
了新的征程。」跟隨耶穌意味著永遠向前看，接

納恩寵的時刻，每天讓上
主的提問挑戰自己，就是
祂向門徒的提問：你們說
我是誰？（梵蒂岡新聞網）

同道偕行 準備 2023

年世界主教會議

為期兩年的世界主教
會議將於 10 月揭幕，世界
各地教會（教區）將就「教
會：共融、參與和使命」
主題展開商議。此次旅程
將於 2021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日在梵蒂岡正式揭幕，
10 月 17 日則在各地方教
會（教區）開啟，梵蒂岡 9
月 7 日 發佈了《預備檔》
和《簡明手冊》，供今年 10 月 17 日在地方教會
舉行開幕的主教會議第一階段討論之用，讓信徒
討論同道偕行及提供方向，供 2023 年舉行的第
二階段世界主教會議之用，而大會將於 2023 年
10 月在梵蒂岡閉幕。

教宗方濟各將眾議精神 (synodality) 定義為
「天主對第三個千年教會的期望」，在歷史上「以
社會的時代變化為標誌」，讓整個天主子民一起
塑造 「教會的形式、風格和結構」。

兩份檔指出，討論眾議精神旅程的第一階
段，旨在「促進廣泛的商議進程，以便根據當地
具體實際情況，通過最適當的方法，從各方面收
集在教會活出眾議精神的寶貴經驗，涉及不同層
面的牧者和地方教會的信徒」。會議的目標，是
回應一個基本問題，提示和指導我們，這「同道
偕行」的旅程，在今天不同層面（從地方教會到
普世教會），教會根據託付給她的傳教使命宣講
福音：聖神邀請我們採取什麼步驟， 以成長為眾
議精神的教會？

從這個角度看「教會、天主子民的具體作案
方式，是所有成員一起前行、聚集一起，並積極
參與傳福音使命，它揭示並賦予了她作為共融的
實質內容」。教會在天主助佑中，「新的信德語
言和新的道路」已經出現，指示「重建基督徒和
教會生活的道路」。

在主教會議的（教區）第一階段，以傾聽為
特點，「這個天主子民的諮詢，不是指向教會內
部多數原則的民主態度，以及在每個商議進程的

基礎上，如何面對傳揚福音的共同使命及熱
忱，而不是表述各自的利益矛盾。換句話
說，這是一個教會過程，只能發生在「等級
結構團體的核心」。

《預備檔》最後指出了十個「核心議
題」，闡明體現眾議精神的不同方面：
-  反省同道的「旅程同行者」，即那些屬於
我們稱為「我們的教會」的人；

-「傾聽」年輕人、婦女、被排斥者；
-  邀請每個人以勇氣「表達」，樸實而直接
發表意見；

- 「慶祝」及祈禱如何激勵或指導我們「同

道偕行」；
-「 共同負責傳教使命」，為教會服務，召喚所有成

員參加；
-「 與教會和社會對話」，如何重新思考與特定教會、

鄰近教區、修會團體和運動、政府機構、非信徒、
窮人交談、對話場所和方式：

-「 與其他基督教宗派的關係」，即普世主義在眾議
旅途中的特殊地位；

-「 權力和參與」，訂定目標、實踐方式和步驟，以
及在教會內行使職權；

-「辨別和決定」使用哪些程式和方法；
-「 以眾議精神培訓」，即如何培育人們，特別是那

些在基督徒團體內負有責任的人，使他們能夠更
好地實踐「同道偕行」，相互傾聽，以便進行對
話。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辨別和行使職權，
提供什麼培訓，哪些工具可以幫助解讀我們所紮
根的文化的演變，以及其對我們作為教會風格的
影響。（亞洲新聞）

承先啟後 與主齊行

感謝天主的恩寵，我們教會 9 月 25 日誕生了一
位聖母聖心會的方永樂新司鐸，讓我們繼續為他祈
禱並支持他，祈能「永為司祭，樂於奉獻，聖母愛子，
心悅主旨。」為天主的國服務。

教區位於仁愛鄉發祥部落聖堂，921 地震到現
在，因土地地目等問題延宕而一直未能蓋新聖堂，
感謝天主及政府相關單位和各界熱心人士的協助下，
聖堂建地問題終獲解決，建堂費用仍需大家的慷慨
奉獻，以便早日興建完成。

教區邁向 60 周年慶，福傳大會決議的落實及世
界主教會議的準備，剛好可巧妙的銜接，讓我們賴
玫瑰聖母的代禱下，依靠聖神的恩寵，划向深處，
更結合於天主，整合資源、發揮創意，同道偕行，
共同開啟牧靈福傳的新紀元！ 

聖母瑪利亞，玫瑰之后，為我等祈！

你們的弟兄

台中教區2021年10月行事曆

10日（日）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59周年堂慶

17日（日）教區傳協會110年第4次常委會

23日（六）第二期成人慕道班師資培育

30日（六）東山墓園追思已亡彌撒

主教與神父、修女及發祥教友於新建聖堂預定地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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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台中市第一總鐸區堂區牧靈福傳會議 
時間：9/8（三）上午 9:30 地點：法蒂瑪聖母堂
◎堂區工作報告
※ 耶穌救主主教座堂
一、8/2 開始為期 12 周讀書會。
二、8 月份開始恢復各項聖母軍聚會、讀經班、明供聖體。 
三、8/3 開始新一期慕道班。
四、8/22 歡送任昶䮨神父調任鹿港天主堂代理主任司鐸。
※ 水湳小德蘭堂
一、8/15 慶祝聖母升天節餐會及神父晉鐸 29 周年慶共融。
二、 9/17-9/25 舉行堂慶九日敬禮，26 日堂慶當天有 1 位慕道者領洗，彌撒後

以戶外茶會慶祝。
三、10/9 上午舉辦「聖像畫的奧秘」研習，邀請聖像畫員董蘭芝老師主講。
※ 西屯天主堂
一、 疫情期間無法實體彌撒，主日線上彌撒，每周一線上福音分享會，周三線

上心靈分享會，周五線上讀書。
二、 為提升本堂彌撒禮儀人員的禮儀認知，神父於 8/30-9/8 共 7 堂課程進行網

路線上培訓，並從 9 月開始，於每次彌撒結束 5 分鐘前，對教友實施一般
禮儀培訓。

※ 南屯天主堂
一、8/1 慶祝聖維雅內堂慶活動，當日有領洗及開聖體。
二、9/19 舉行陳榮光 ( 安道 ) 神父晉鐸 25 周年銀慶活動。
三、10/16 上午 10:00 牧靈中心開工祈福儀式。
※ 法蒂瑪聖母堂
一、 6、7 月疫情期間本堂主任司鐸鼓勵教友布置家庭祭台，虔誠參加教區平日

主日線上直播彌撒，並傳輸照片互相分享。
二、9/25 聖母聖心會方執事晉鐸典禮假本堂舉行，堂區全力配合及支援。
三、10/10 舉行 58 周年堂慶，將舉行感恩彌撒並視疫情狀況研議不同慶祝方案。
※ 善牧天主堂
一、9/12 主日學及青年會開學祝福彌撒及共融。
二、因疫情影響，10 月玫瑰月家庭玫瑰經祈禱改至聖堂舉行。
※ 大里天主堂
一、7/9 成立聖堂文物室，將聖堂文物集中管理。
二、疫情降級為分散室內人數，每主日晚間 7:00 增加一台主日彌撒。
三、原訂 7/10 主保堂慶因疫情改期暫定 10/9 辦理。
四、9/11 成立青少年團體
※ 霧峰聖若瑟堂
一、8/15 聖母升天節彌撒後舉行 33 天全然奉獻奉獻日。
二、9/17-9/21 在聖愛山莊舉辦「聖依納爵男性神操」。
※ 無原罪聖母堂
一、開辦線上慕道班共兩班，每周日上午慕道班培訓師上課。
二、9 月開始家庭送聖體及臨終祝禱員培訓。
※ 太平天主堂
一、 三級警戒期間每天兩台彌撒，明供聖體每天 3 次共 3 小時；二級警戒明供

聖體每天 2 次共 2 小時。
二、國小課輔班及小提琴班 9/1 開始上課。
※ 聖保祿堂
 一、8/8 慶祝父親節，神父降福父親們並致贈小紅包。
◎討論議題
一、 教區 60 周年慶閉幕禮地點改在靜宜大學若望保祿廳，時間為 2022 年 4 月

23 日 ( 六 )，由第一總鐸區負責，將成立籌備小組，堂區請提供 2 人參與，
共計 22 人。

二、 非常務送聖體員每年在 10 月由堂區推薦人選，再參與教區培訓、派遣、任
命。善終祝禱團受疫情影響無法運作，線上上課對長者也有困難，有印製
海報及單張卡片宣傳。

三、聯合五個總鐸區印製聖誕節口罩，可作福傳用。
四、中聲佳播園區的中聲佳播數位文化館預定 10 月 2 日 ( 六 )9:30 落成啟用。
※ 下次會議：12/8( 暫定 ) 主教座堂。

※ 中興新村天主堂
一、 8/5( 四 )~9/6( 一 ) 奉獻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舉行「親近聖母步步高」33 天

祈禱，慶祝聖母軍成立 100 周年。
二、 8/15( 日 ) 聖母蒙召升天節感恩聖祭結束前，舉行家庭信仰見證，由副會長

志剛詩瑀夫妻分享「誦念玫瑰經的經驗與反省」。
三、 9/13( 一 ) 中興長青大學秋季班開學，全體師生暨工作人員遵照「新冠肺炎」

防疫管制措施規定開課，計有國畫、素描等 10 班，學員 102 位。
四、 9/19(日)彌撒後，神父分送每位兄姊天使文旦附上聖言金句，慶祝中秋佳節。
五、 10 月玫瑰聖母月，主日彌撒前恭念玫瑰經，並安排教友家庭玫瑰經祈禱。
※ 草屯天主堂
一、 10/3（日）是草屯天主堂 67 周年堂慶，之前舉行 3 日敬禮，堂慶感恩祭與

九九重陽節禮儀一起辦理，彌撒中有傅油禮，之後聚餐共融慶祝。
二、10 月是玫瑰聖母月，本堂規畫 4 個區域，到教友家庭祈禱。
三、2021 大聖若瑟年聖經第二場講座，10/16（六）在本堂舉辦。
四、10 月底舉辦教友朝聖之旅。
※ 南投天主堂
一、9/22（三）南投總鐸區主任司鐸上午在本堂開會。
二、 9/26（日）下午 2:30 聖鮑思高中華區會長及幹部選舉，與台北、澳門、香

港線上同步舉行。
三、10/9（六）南投總鐸區牧靈會 2021 年第 3 次會議上午在本堂召開。
四、為慶祝九九重陽節，神父在 10/10 主日彌撒中特別為本堂區長者降福。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 中正天主堂：
一、8/29（日）舉辦青年會暑期共融活動。
二、中正堂區聯合青年會 9/19（日）晚上舉辦泰澤祈禱 & 中秋賞月。
※ 曲冰天主堂：
一、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彌撒暨祝聖苦路山修繕完工。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上智文化事業 10 月新書

《忙中取靜：簡短有力的祈禱，沉澱心靈再出發》
葛雷格．坎德拉（Greg Kandra）◎著，黃佳音◎譯

定價 280 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電話：2220-4729）

每天忙得暈頭轉向，哪有時間靜下來

祈禱？只要用對方法，原來祈禱可以這麼

簡單！心靜則不亂，隨時呼叫神隊友相助，

靈活運用時間與主耶穌連線，讓最堅強的

後盾陪伴你，重整腳步再出發。

本書提供清楚易懂的行動指南，也就

是覺得沒時間、沒辦法靜下心來祈禱時，

讓你立刻上手的好方法，在各種生活情境

中輕鬆培養祈禱的好習慣。無論上班通勤、

飯前午休、下班空檔、睡前或起床……都

能成為你與主耶穌交流的靜心時刻。

★ 莫忘祈禱初衷，零基礎也能一點就通！

10 月 04 日（方濟）：林方濟 
10 月 13 日（達義）：蘇達義

10 月 01 日：蔡金圓、徐維蘭（小德肋撒）、朱氏好（小德蘭） 
10 月 03 日（貝雅蒂）：鐘惠足  
10 月 04 日（方濟）：李志施、阮英詩
10 月 05 日（傅天娜）：朱氏豔 
10 月 07 日（羅沙利亞）：徐 美 
10 月 15 日（亞味拉）：施淑芳
10 月 16 日：林淑琴（瑪加利大）、梨氏翠（吉拉 ‧ 瑪則拉） 
10 月 17 日（依納爵）：黃珮琳 
10 月 18 日（路加）：劉超然、張碧霞

修女

神父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 彰化天主堂
一、自 9 月份開始，明供聖體為每周三 19:30-20:40，歡迎教友前來領受聖體恩寵。
二、 兒童主日學 9/5( 日 )14:00 開學，16:00 兒童彌撒，若遇主日學停課，兒童彌

撒亦會暫停。
三、 為 慶 祝 開 教 94 周 年 堂 慶， 自 9/9( 四 )-9/11( 六 ) 舉 行 三 日 敬 禮 彌 撒，

9/12( 日 ) 堂慶邀請蘇耀文主教蒞臨主持。
四、9/12( 日 ) 於堂慶彌撒中，有 13 位初領聖體聖事及 22 位領受堅振堅事。
※ 員林天主堂
一、 10 月份開始恢復明供聖體。（第二周周三晚上 8 時及最後一周周六早上 8~11

時）
二、10/10( 日 ) 慶祝重陽節彌撒中為滿 65 歲以上長者施傅油禮，並送一份禮物。
三、將臨期避靜 12/12( 日 ) 邀請吳伯仁神父帶領，主題：安靜。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十月的祝福－
十月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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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母 聖 心 會 方 永 樂 執 事 喜 迎 司 鐸 聖 秩 聖 事

聖母聖心會方永樂執事 9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在台中市雙十路法蒂瑪天主堂領受司
鐸聖秩聖事。由於新冠疫情影響，方執事的
家人、親朋好友們無法自菲律賓前來參與盛
典，同時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致使參禮人數
受到限制，台中教區媒體組特別提供彌撒直
播服務，讓方執事遠在他鄉的家人和各地信
友可以同步參與這重要時刻，共頌主恩。雖
然參禮人數有限，但祝福與感恩的心意無遠
弗屆地傳達予準司鐸方永樂。

晉鐸典禮在〈司祭子民〉歌聲中隆重開
始，感恩聖祭由台中教區大家長蘇耀文主教
主禮，教廷駐華代辦佳安道蒙席、秘書達保
祿蒙席、聖母聖心會會長林必能神父、司馬
添神父及所有會士們、台中教區司鐸等近 40
位神父們共祭。

在林必能會長呼召下，方永樂執事來到
蘇主教前請求收納予以司鐸重任，毫不猶豫
地回應「我願意」，讓人深深感受到他的堅
定心意。全體教友以〈諸聖禱文〉為其祈禱，
接著神長們一一上前為新鐸覆手，氛圍神聖
而莊嚴。由於新鐸家人無法前來，因此由牧
靈實習服務的豐原天主堂主任司鐸鄭文宏蒙
席為其穿上新祭披，細細整理衣裝，無需言
語傳遞了深深鼓勵。

蘇主教在新司鐸手上敷抹聖化聖油、交
予其即將獻祭的禮品，在在勉勵新司鐸的言
行要與所盡的聖職相稱，生活要與十字架的

心理成長課程 ( 一 )
   
目標：認識自我，接納獨特的自己，壓力情緒的疏導，活出健康美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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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周二開始）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德化街 368 號）
費用：1000 元（經濟有困難者可減免）
報名：請加 Line ID:wen-shen 沈淑雯姊妹 
諮詢：電話 2207-5678 轉 21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心理成長課程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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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三 晚 上 7:15 至 9:15 日 期：11/03、11/10、11/17、12/01、12/08、12/15、12/29、

1/05、1/12、1/19。★從 11 月開始，每月第一、二、三周，第四周停課，為期 10 次。
費用：1000 元（經濟有困難者可減免）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德化街 368 號）
報名：請加 Line ID:wen-shen 沈淑雯姊妹 
諮詢：電話 2207-5678 轉 21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時間表及主題如下：

心理成長課程 ( 一 ) 心理成長課程 ( 二 )
序 時間 主題 序 時間 主題
1 10.26 周二 靈性與自我察覺 1 11.03  周三 察覺和 Covid 19 
2 11.02 認識自己 2 11.10 A 型性格？
3 11.09 自我概念 3 11.17 人際溝通
4 11.16 社會思考與影響 4 12.01 友情和愛情 1
5 11.23 壓力及其效應 5 12.08 友情和愛情 2
6 11.30 壓力的因應歷程 6 12.15 性別及相關議題 1
7 12.07 情緒疏導與管理 7 12.29 性別及相關議題 2
8 12.14 心理疾患的認識 8 01.05 認識心理疾病
9 12.21 心理疾患的預防 9 01.12 心理疾病影片探討 1
10 12.28 正向心理學 10 01.19 心理疾病影片探討 2

「聖神吹拂─祈禱與行動」靈修工作坊
   

目標： 藉《聖神吹拂─祈禱與行動》一書（真福瑪利尤震神父著，光啟出版），學

習靜心靜禱，挖掘教會寶藏，加深與天主的關係。

方式： 預習、導讀、回饋並分享交流；帶領人補充結論，並實際靜心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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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每周一晚上 7:15-9:15，為期 10 次。（從 11/01 周一開始）

費用：1000 元（經濟困難者可減免）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德化街 368 號）

報名：請加 Line ID:wen-shen 沈淑雯姊妹 

諮詢：電話 2207-5678 轉 21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性格塑身工作坊
   
目標：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認識自己是每一個人一輩子的事。真正成功，不只是

了解「我是誰」，更關鍵的是由「我是誰」去進一步了解「我該做什麼」，

然後努力去做該做的事。SMCP 可以幫助我們看透人心，用有效的方式與人應

對，提升人生的幸福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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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更深的認識自己和四周圍的人，以有效的方式與人溝通互動。

時間：11 月 20 日周六 9:00-17:00。

地點：台中主教公署（德化街 368 號）

費用：1000 元（含午餐，經濟有困難者可減免）

報名：請加 Line ID:wen-shen 沈淑雯姊妹 

諮詢：電話 2207-5678 轉 211 李秀華姊妹 E-mail: xli6704@gmail.com

奧蹟相符合。蘇主教及神長們與新鐸互祝平
安，台下響起如雷掌聲久久未能停歇，這令
人殷殷期待，在許多人鼓勵陪伴與代禱下結
出的聖召果實是如此甜美感人。

佳安道代辦以教宗方濟各的降福狀祝福
新司鐸，感謝天主今天給了台灣教會一份大
禮物，新司鐸的誕生令人由衷喜悅與感恩。

林必能會長代表聖母聖心會感謝關心照
顧方神父的每一位：「在疫情中，仍有這麼
多的神父、修女及兄弟姊妹們專程前來，你
們的支持令人感動。3 年前方修士來到台灣，
一句中文話都不會，今天參與他的晉鐸典禮，
感謝上主天主給予這個年輕神父機會來到台
灣服務，謝謝許多人陪伴著他，有兩年的時
間和林瑞德神父住在一起，學習並認識台灣
教會，玫瑰堂的教友們也很支持，接受他因
聽不懂而不斷提問『你說什麼？』，重覆地
回覆他的問題，現在他聽得懂了。成為執事
後，到了台中教區豐原天主堂，謝謝這 1 年
來鄭文宏蒙席以他的經驗、司鐸生活教導了
我們的方神父，謝謝豐原教友們接納他陪伴
他，謝謝台中教區禮儀長黃明強神父及許多
工作人員協助使晉鐸典禮圓滿，感謝司馬添
神父的辛苦籌畫。」

方永樂神父致詞時表示：「天主召叫我
們，不是要我們為祂做偉大的事，而是祂要
為我們做偉大的事，這是我在避靜中做省思
時所得到的禮物，也是我的福傳使命中所得
到的最大禮物，我確信這份禮物是從 8 年前

到現在不斷地賜給我，也會在我的福傳使命中繼
續地給予。感謝天主賜給我司祭職，藉由蘇主教
的手將恩典傅在我身上，特別感謝鄭蒙席不厭其
煩地耐心指導與照顧。謝謝在菲律賓、在台灣的
聖母聖心會神長們在聖召每階段用心陪伴，培育
我成為聖母聖心會的會士。謝謝主愛的兄弟姊妹
們，請你們繼續為我祈禱，讓我的福傳使命更堅
定，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為榮耀天主！」方神
父也以家鄉話透過直播感謝在菲律賓的家人們：
「你們是我聖召的根，感謝你們的犧牲，天主讓
這聖召結出果實。」

蘇主教以一幀「解結聖母像」送給方永樂
神父，期勉他司鐸聖職在聖母愛內「永為司祭，
樂於奉獻，聖母愛子，心悅主旨。」

林瑞德神父帶給了新司鐸方永樂神父
一個驚喜，他將聖母聖心會會士李紹唐神父
牧靈福傳時所用的聖爵送給方神父，李神父
1931 年晉鐸後在中國大陸傳教，因故在監獄
待了近 3 年的時光，而後回到比利時再到台
灣傳教，福傳腳步未曾停歇，回歸天家後，
留下了這個陪著他走過許多地方的聖爵。如
今這個滿載著愛與勇敢的聖爵交給方神父，
象徵著使命傳承，也鼓勵新司鐸在天主豐沛
恩寵中，滿懷慈悲迎向鐸職生活，奮力成為
基督勇兵！

（文 ‧ 圖／黃琪珊）

3
．活動寫真．



2021年10月 2021年10月

    

南投暨原住民總鐸區 8 月 14 日以線
上方式舉行青年共融聯誼活動，內容也豐
富多彩，除了主題課程「生命零負擔」、
聖人介紹──聖國柏外，還有共融遊戲等。

回首那一天，我僅用一天籌備這個線
上共融的那一天。除了疫情，還有許多令
人懷疑的事情，例如共融的意義、籌備的
樣態，以及出產的模樣。即便如此，我們
逐一地讓祂走進，讓這一切，成為我們懷
念的風景。坦白說，一開始我帶著苟且的
心態，覺得這個共融就這樣拖過去吧！反
正疫情還旺，或者宣布停辦，可是天主的
愛不能這樣算。謝謝王友良神父的堅持，
最後毅然宣布舉辦，確定籌備。感謝天主
賜給我們籌備小組的信心，使我們連接到
山的那一端的螢幕，又連接到馬路這一邊
的耳機，再連到聖體龕旁的通訊
軟體，4 人分處各地，就開始了
我們的籌備。

然後，我們確立了共融的內
容。一位青年在共融後這樣說：
「特別也很有趣，雖然在過程中
有些尷尬，看到大家努力地在圓
場，我就覺得十分欣慰。」我們
就是用笑、愛以及天主所賜予的

前陣子收到一本導引教友朝拜聖體的
書，推薦的神長有狄剛總主教、蘇耀文主教、
陸達誠神父及銘傳大學的孔令信教授（恆毅
月刊名筆），我很快的打開，按照書裡面所
講的入定的方式，反覆的練習，發現這是一
本非常實用的書。

書中講了很多朝拜聖體時需要掌握的細
節，作者記錄了過去 30 年朝拜聖體時與天主
之間互動的經驗，原本這些內容是作者提供
給他所帶領的祈禱團隊（遍佈中國大陸各省
市，約 110 人，分成多個小組，每天為不同
的、特定意向祈禱）的內部培訓資料。2019
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他回到台灣，也開始有
一些人向他請教如何朝拜聖體，於是在作者
學生的說明下，有系統的整理出來，加上很
多幫助我們默想的圖片，書裡面除了包含他
自己的心得，也包含了他的學生們操練經驗
的分享。

這本書大體上分成幾個部分：第一、作
者整理了聖亞豐索的六式朝拜默想，就是這
本書的主體；第二、他詳細的說明入定的功
夫，如何從呼吸入門、調息、靜坐、默想到
默觀，這些是屬於東方靈修的範疇，作者特
別強調，如果你對於入定的功夫沒有掌握到
一個程度，你很難掌握到朝拜聖體的恩寵奧
秘；第三部分是對話錄，類似像師傅和徒弟
之間的對話；第四個部分、作者向我們分享
了他在朝拜聖體的時候，具體在做什麼，因

材料，盡興地圓滿了這個場，
因為「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
相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
嗎？…」（羅馬書 8:35）

在那個早晨，我們隔著螢
幕，說說笑笑地開始了共融，
貼心的天主讓我們有些尷尬，
接著一步一步地引領我們。我
們在雜訊之中合唱聖歌，覺得
心裡十分舒暢，這個美好可愛
的氛圍穿插在我們之間。接
著，遊戲出場，主持人由中正

天主堂的青年輪流擔任，幽默的口才和絕
妙的出題手法，讓在場的人都樂不可支。

王友良神父為我們上了一堂主題課
程：「生命零負擔」，旨在讓我們探討生
活當中各式各樣的負擔，可能有學業上的、
感情上的、愛情上的，甚至是「性」方面
的，在後面的問答中，青年們踴躍的回覆，
神父不斷地聖物大放送。這個過程加深我
們彼此間的感情，這是我們如此需要的愛
啊！有了這樣的愛，我們的負擔不就少多
了嗎？

之後，介紹「聖國柏」這號人物，主
要是他的生平與大家之間的問題來回。例
如：在聖國柏與聖母相見時，聖母問聖國
柏：「你要紅色的花冠（代表殉道），還

為每一年聖周四，作者都會帶領祈禱團隊徹
夜朝拜聖體，坦白說，這一點讓我非常有興
趣，到底朝拜聖體會發生甚麼事？會如何轉
變我的信仰？
開始操練

過去我以為朝拜聖體，就是做個聖號就
可以開始了，但是作者對於初學者卻非常強
調朝拜前的入定功夫，以前我練過幾年的氣
功，所以對於所謂的吐納、調息，這些屬於
東方靈修的事情，我是有概念的，所以我聽
了作者的建議，讓自己盡量進入入定的狀態，
這個對我倒也不是什麼難事，經過三四次的
操練之後，我覺得我的心神狀態、身體狀態
都可以達到很靜謐的狀態。
意想不到的天雷勾動地火！

前面幾次朝拜聖體前，我先把作者所講
的關於他和天主之間的對話看一遍，我覺得
很羡慕，如果我也可以跟天主直接對話，多
好啊！入定功夫做好了，我就恭請聖號，這
樣操練之後，就正式開始朝拜聖體，反覆做
了三四次後，有天平日彌撒後，我還是照樣
操練，那時教堂只有我一個人，當我打開這
本書第一式的時候，突然間發現，書上的每
一個字都在跳動，我揉了揉眼睛，以為自己
在做夢，我以為自己眼花了，結果發現這一
切都是真實的，我抬頭看看聖體龕，期望能
夠得到一些答案，四周悄然，陽光透過彩色
玻璃照射進來，靜謐無聲，可是我的眼睛開

是要白色的花冠（代表貞潔）？」在聖國柏
的答案揭曉之前，我先問了大家想法，有人
說：「我想要『貞潔』，因為到了城市之後，
才能保衛好自己的氣息。」，也有人說：「我
想要『殉道』，因為這樣比較轟轟烈烈。」
其他沒有答出來的，我想就跟聖國柏的答案
是一樣的：「我都要！我兩邊都要！」。

我們在言談之中互道祝福，甚至是聖國
柏為別人受餓至死的篇章，我們也都討論著
「自己最不希望什麼方式死去」，從中探討
自己的害怕，與天主之間的連結，殉道的方
式有百百種，祈求天主，在這個時代當中，
給我們貫通一切方式的勇氣。

共融到了後半段時，忽然傳出布農族語
的〈天主經〉古老音調，我們忘情地和著歌
者的聲音，彷彿我的心好像可以到你們那裡，
和你們一起，曲中有些抑揚頓挫，使我懷念
起山的稜線，雖然只在網路線上，可是那份
美妙已經縈繞在心頭，感謝主！是祢使我們
相聚。

「我要感謝你們這些青年夥伴們的努力
支持與回饋，更要感謝天主與聖母媽媽的祝
福，才能成就我們的活動，讓彼此相聚。」
這是共融之後，其中一位夥伴洪昕的感性回
饋。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因為這份主賜的
氣息，祢所給予的這份際遇，我們才能在這
塊土地上共生甚至共死，我們在這共融過程
中一直有祢。

〈天主經〉唱完，感動之中說聲「阿
們」，結束了這個線上共融活動。我們會再
相聚，跨過山和海相聚，並且要像耶穌提醒
我們的一樣：「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
了你們一樣。」，我們在共融之中約好年底
直接在山的那頭相聚，屆時再高歌一曲！

始大量的流淚，這個時間不曉得過了多久，我
似乎聽到耶穌從聖體龕那邊傳來了聲音，告訴
我說：「你願意我這樣愛你嗎？」我開始嚎啕
大哭，天主讓我想起來我這一生所受的所有的
委屈，很奇妙的是，這些傷害並沒有引起我的
心痛、恨意，我內心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溫
暖和安慰，在過去我受傷、沮喪的時候，我徬
徨無助的時候，其實，耶穌都一直陪伴著我。

謝謝天主給我送來這本書，讓我重新發現
了我和天主之間的關係原來是那麼的親密，謝
謝作者。（文 ‧ 杜麗娟）

※ 如欲購此書，請洽 0933259888 翟弟兄

（文 ‧ 圖／中正、南投天主堂青年會）

南投暨原住民總鐸區青年線上共融

朝拜聖體的恩寵奧秘
操練《我今虔誠朝拜》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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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應 該 檢 討 自 己 有 沒 有 光 榮 天 主

有的時候，我會聽到有基督徒作證，
他們都會提到自己如何祈禱，天主如何
立刻回應了他們的祈禱。這使我想起甘
迺迪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兩句話：「不要
問國家能替你做什麼，要問你能替國家
做什麼。」對於教友來說，我們可以將
這兩句話改為「不要成天祈求天主，而
要問自己有沒有光榮天主。」

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個世界上扮演許
多角色，有的是老師，有的是工人，有
的是神職人員，也有的是家庭主婦。不
論什麼角色，我們身為教友的人都要知
道，如果扮演得不好，我們實在沒有光
榮天主。比方說，一位教友是老師，但
教書時非常不認真，也不真心地關心學
生，偏偏大家都知道他是天主教徒，大
家心裡一定有一種想法，怎麼一位天主
教徒會如此地沒有愛心。

再假設我們是一所天主教學校的校
長，但是沒有能夠使這所學校辦得很好，

領洗時，天主賜下聖化恩寵，就是能
分享天主的生命和天主的臨在。這恩寵進
入我們內，在靈魂的實體建立起實質性的
住處，並以灌注性的諸德，佔有靈魂的官
能。因此這恩寵並不是停留在表面，像塗
上去的油漆，也不是停留在外面，像植物
的接枝。「這恩寵真實真實地由天主所灌
注；滲入人的幽深之處，與人形成一體，
就像油膏一樣滲入滲透到各處或像酵母一
樣無法遏止其作用。因此，人的靈魂及其
官能都被天主的生命所包圍和滲透。」
（《我要見天主》，頁 1375）猶如聖保
祿宗徒所說：「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
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
而得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
自己的了嗎？」（格前 6：19-20）

甚麼是靈修生活呢？真福瑪利尤震神
父說：「靈修生活是天主的生命不斷地湧
入、伸展、不斷地征服，佔有人靈。聖寵
也正是婦女放進三斗麵粉中的那酵母。」
（《我要見天主》，頁 1375）聖十字若
望強調這聖化的力量是向深處推展的。他
說：「靈魂天生就具有愛，這愛是靈魂自
身所具有的趨向天主的力量或官能，因為
靈魂是藉由愛與天主結合的，因此愛的等
級越高，人靈進入天主之內愈深，也就愈

這也是很遺憾的事，因為社會大眾會認
為這是一所不厲害的學校。也因為是一
所天主教學校的緣故，社會甚至會以為
教會學校是不認真辦學的。

所以我建議每位教友都能夠常常捫
心自問，有沒有至少將自己的本分工作
做好。假設你是一所天主教學校的校長，
將學校辦好，不僅對學校的招生有利，
而且也是光榮天主，因為社會大眾會認
為這是一所認真辦學的學校，也會認為
天主教會的教友對社會是有好的貢獻
的。

我們不能將光榮天主的事都交給主
教、神父和修女們去做，一旦成了教友，
就應該隨時隨地想到自己一定要將自己
該做的事都做得很好，至少要給大家一
個印象，那就是我們已經是很認真地努
力工作。

我們也應該知道，如果我們沒有將
自己的事做好，實在也沒有資格祈求天

能全神貫注天主…。靈魂的中央是天主，
因此靈魂要進入自己的中央，才能得到天
主。」（《愛的火焰》，第一詩節）

聖女大德蘭也深深體驗到：「義人的
靈魂形狀像一個純淨的水晶球或鑽石所造
的城堡…在神聖的光源下發光，天主親自
居住在其中央。愈靠近內部越明亮。天主
和靈魂非常隱密地在此交往著。聖三施惠
於人並傳達祂的愛就在此，並在人身上顯
示出來。」（《靈心城堡》，頁 76-77）
天主不嫌棄我們，竟安居在我們心中！這
是多大的恩惠和寶藏啊！只可惜不是所有
的教友都意識到和重視這個偉大的事實！
也難怪有不少教友感受到靈性上的貧乏和
瓶頸！

《雅歌》深刻地描述天主與人的愛情
關係：「請將我有如印璽，放在你的心上，
有如印璽，放在你肩上，因為愛情猛如死
亡，妒愛頑如陰府：它的焰是火焰，是上
主的火燄。洪流不能熄滅愛情，江河不能
將它沖去，如有人獻出全部家產想購買愛
情，必受人輕視。」（《雅歌》8:6-7）

十字若望說：「只要有一個等級的
愛，就足以因愛與天主結合；人若有兩個
等級的愛，他與天主結合時，就更深入天
主之內，而進入更內在的另一個中央…。
當它達到最高等級時，他將被天主的愛所
傷，一直傷到他的最深邃處。那時，他將
徹底得到轉化，並以她最大的接受量在其
存有、官能及德能上得到光，以致竟能與
天主相似。」（《愛的火焰》，第一詩
節）因此，這些聖人聖師教導的靜默祈
禱（Silent prayer），就是要幫助我們深
入與天主的關係，分享天主的性體，達

主幫忙。我在德蘭中心做了很多年的志工，
我發現的確有很多人幫助了德蘭中心，我
們當然應該感謝天主，可是我們也應該知
道德蘭中心的修女們的確將工作做得非常
好，也因為做得好，社會發現了，當然就
會幫助她們。所以在我們祈求上主幫助我
們的時候，先要將自己的工作做好。

不要有一種想法，那就是光榮天主只
有聖人可以做到。當然，如果你是聖人，
你一定是光榮天主了。可是如果我們普通
的人兢兢業業將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而
且也盡量地關心周遭的親友，使大家感到
我們是好人，我相信天主也會感到高興的。
反過來說，假如我們在工作崗位上非常不
認真，平時又從不關心別人，我們其實是
在羞辱天主，畢竟我們是教友。

身為教友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不能讓別人因為我們而對天主教會有了不
好的印象。我們需要互相鼓勵，使大家都
隨時隨地檢討自己有沒有對得起天主。

到與天主轉化性的結合。聖女大德蘭喜歡用
Oraison 稱呼靜默祈禱（簡稱靜禱）。天主
教要理一書將 Oraison 翻譯成「心禱」。「心
禱尋求所愛的那一位（歌 1:7），就是尋求
耶穌並在祂內尋求父。…心禱是沉默，是未
來世界的象徵或無聲之愛。」（《天主教要
理》2709，2718 號）

十字若望苦口婆心勸導說：「靈魂啊！
所有受造物中最美麗的！你這麼渴望知道你
心愛的主在甚麼地方，為了尋找祂，並和祂
結合！現在，我們告訴妳，妳自己就是他居
住的房間，祂的隱密內室和隱身處。」（《靈
歌》1:7）當我再拜讀十六世紀聖女大德蘭、
聖十字若望、和二十世紀初聖女小德蘭以
及近代聖女聖三麗莎和真福瑪利尤震的著
作時，他們一脈相傳的靈修和靜默祈禱（靜
觀祈禱）使我獲益無窮。只可惜也有不少人
往往因看不太懂，就把這些傑作束之高閣，
或覺得已過時，而興趣缺缺！殊不知聖師的
著作和教會的寶藏是源源不斷！也絕不會落
伍！

讓我們學習聖女聖三麗莎的教導：「一
個人必須『為天主保存所有的力量』，意思
是『藉著內在的靜默整合人的整個生命存
有』，也就是集中所有的能力去愛，這是唯
一的行動。」真福瑪利尤震衷心呼籲我們：
「祈求天主賜下愛吧！因為只有愛才有價
值。我為你們求的也只是這永恆的愛。」永
恆的愛將會燃燒我們，淨化我們，灼傷我
們，滋養我們；使尋求渴望祂的人，不再迷
茫，不再孤獨，不再「死亡」，而能滿渥希
望，與祂相親！與祂密切結合，進而勇敢積
極傳揚福音的價值，分享祂的美善與永生，
活出天主兒女幸福健康的生活！

李家同

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

你 被 天 主 的 愛 所 傷 嗎？ (11)

5
．靈修小品．



2021年10月 2021年10月

2021年9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

2日  教區教務會議。公署線上直播彌撒。教區於主教座堂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為52屆國際聖體大會開幕祈禱。

3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師國瑞紀念彌撒直播。聖母聖心修女會吳總會長來訪。

4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前往嘉義教區饒平天主堂大聖若瑟朝聖地主禮大聖

若瑟九月敬禮彌撒。

5日 主教於主教座堂主禮主日直播彌撒。

6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香山牧靈中心陳新偉神父及教友等來參訪攝影棚。瑪利

亞社會服務基金會莊宏達董事長來訪。

7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司鐸月退省於豐原天主堂舉行。主教前往嘉義馬爾定醫

院芳安養護中心探訪劉徵祥神父。

8日  主教主禮教區聖母誕辰彌撒直播。香港教區單執事來訪。總修院劉興恩修士

來訪。靜宜大學周祕書來訪。

9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主持教區臨時董事會。中華道明會李安士會長來

訪。主教參加輔大基金會視訊會議。教區於主教座堂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為52屆國際聖體大會祈禱。

10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1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

12日 主教前往彰化天主堂主禮堂慶及堅振感恩祭。

13日 公署線上直播金口聖若望紀念彌撒。

14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光榮十字聖架慶日彌撒直播。主教前往衛道中學參加董事

會。

15日  公署線上直播痛苦聖母紀念彌撒。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代表董事會致詞歡迎新

進教職員工。公署行政會議。

1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高略教宗及聖啟廉主教殉道紀念彌撒直播。主教前往仁

愛鄉發祥部落主持天主堂重建會議。主教訪眉溪天主堂。

17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耶穌聖心修女會張年加總會長來訪。

18日  成人慕道班第二期師資培育於雙十堂舉行。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育於上智社教

院舉行。教區兒童牧靈委員會會議於公署舉行。

19日 主教於主教座堂主禮主日直播彌撒。

20日  教區修女聯誼會進修共融於曉明女中國際會議廳舉行，主教前往共融鼓勵期

勉。

21日 中秋節，教會感恩日。

22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董事會會議。教區線上祈禱節目

「一起禱在雲端」為環保永續的生活方式祈禱。

23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教區牧靈暨總鐸會議。李日新神父及星巴克經

理來訪。教區於主教座堂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24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張加大利納姊妹殯葬彌撒。

25日  主教於雙十路法蒂瑪堂主禮方永樂執事晉鐸典禮。教區經濟委員會會議於公

署舉行。教區物資銀行發放日。鹿港教友至公署整理庭院花圃。

26日 方永樂神父於豐原天主堂首祭。

27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主持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視訊會議。

28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靜宜大學周秘書來訪。

29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出席靜宜大學顧問聚會。教區媒體小組前往大溪方

濟園區錄製訪問。

30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教區教務會議。主教於主教座堂主禮線上視訊

明供聖體敬禮直播為2021年受造界時期生態歸依祈禱。

☆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2021年真福卡洛‧阿庫蒂斯日：「網路，請讚美上主!?」

時間：10/11（一）上午09:00報到~下午03:00結束

地點：中正天主堂（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平等巷70號）

費用：每人150元（含餐費及保險）

對象：國中~大專以下青年，名額45~70人（配合政府疫情警戒政策，適時調整）

報名：Tel:04-22075678 Fax:04-22068722或E-mail：annyeh19840428@gmail.com

聖召暨青年委員會 葉秘書，即日起至10/4(一)止

二、大聖若瑟年第二場聖經講座：不要誤讀真福八端
時間：10/16（六）9:20-15:00

地點：草屯玫瑰聖母堂

主講：林之鼎神父

費用：100元

報名： 網址：https://reurl.cc/n56A1D；孫蘭祥0920-691769therisa@ms18.hinet.net 

10/12（二）截止

三、喜樂小學堂～接受這份信仰，與祂親密地同在
地點：西屯瓜達露貝聖母堂
時間：10/13(三) 19:30～21:00（體驗課程）
主講：靜山靈修中心團隊
對象：渴望深入體會基督信仰與個人成長及生活關係的兄弟姐妹
報名：梁顏美0912-635747即日起至9/8(三) ，30人 (不滿8人則取消課程)
正式課程：每隔三周的周三 19:30～21:00

 2021年 11/17、12/8、12/29；2022年 1/19、2/9、3/2、3/23、4/13、
5/4、5/25

對象：曾參加過體驗課程之弟兄姐妹20人，不滿8人則取消課程
報名： 梁顏美0912-635747自10/28(四)至11/10(三)；繳交保證金3,000元（全程準

時參加，將全額退還；缺一堂課，扣除1,000元）

四、夫妻成長營
時間：10/23(六)上午09:00-17:00；10/24(日)上午08:30-16:00結束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三樓（台中市北區衛道路185號）
主辦：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
對象：已結婚的夫婦(沒有宗教及年齡的限制)
費用：每對3,000元(含講師費、餐費)，10對以上開課。
報名：1.線上報名：上智網站www.ppi.org.tw點選「夫妻成長營」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3.e-mail: service@pp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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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區福傳牧靈 

 蔡○純  1,000  宗○宜  1,000  耶穌聖心○○會  48,000 

 賴○耀  1,000  沈○雯  2,920  邱○樺  2,000 

 路○亞  1,000  劉○杏  1,000  洪○政  20,000 

 陳林○皓  200 

 第二台 

 鄭○宏  9,400  黃○富  3,500  張○聖  1,000 

 劉○玉  1,000  黃○強  5,400  黃○富  8,600 

 為聖召 

 隱名氏  50,000  葉○正  100,000  葉○齊  50,000 

 歐陽○萌  8,0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西屯天主堂9  24,000  眉原天主堂8  1,000  善牧天主堂  24,000 

 北斗天主堂7-8  30,000  主教座堂  48,000  雙十路天主堂  28,000 

 豐原天主堂8  27,000  大甲天主堂  24,000  溪州天主堂  8,000 

 彰化天主堂8  48,000  復興路天主堂  24,000  水湳天主堂  24,000 

 員林天主堂9  24,000  南屯天主堂  24,000  田中天主堂  48,000 

 草屯天主堂  24,000  東勢天主堂8  24,000  望鄉天主堂  3,667 

 竹山天主堂  10,000  羅厝天主堂  12,000  北斗天主堂9  15,000 

 合興天主堂8  24,000  水里天主堂  10,700  竹山天主堂  10,000 

 二林天主堂  7,000  南投天主堂  24,000  埔里天主堂8-9  30,400 

 中原天主堂  6,800  中興新村天主堂9  24,000 

 為聖召後援會 

 田中天主堂8  31,600  竹山天主堂  2,000  羅娜天主堂8  2,000 

 東埔天主堂  1,000  合興天主堂8  3,900  北斗天主堂8  13,600 

 彰化天主堂8  74,700  雙十路天主堂7-8  19,100  水里天主堂  3,000 

 員林天主堂  9,200  復興路天主堂  15,000  竹山天主堂  2,000 

 水湳天主堂7  13,600  南屯天主堂8  13,100  主教座堂  16,000 

 草屯天主堂  1,200  東勢天主堂8  1,500  豐原天主堂  12,200 

 埔里天主堂9  4,200  永靖天主堂8  2,000  霧峰天主堂8  4,000 

 為國際援助 

 林○輝  1,500  陳○玲  400  郭○玲  1,0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張○佑  1,200  許○釵  5,0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1/09/15止, 總額為$103,015,272元

 鍾○惠  100,000  楊○美  30,000  沈○杰   1,000 

 陳○楠   1,000  劉○珍   500  楊○原   5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5,767  田中天主堂教友們  10,000 

 為八家啟智機構 

 何○龍  8,000 

 為媒體福傳 

 隱名氏  50,000  陳○利  12,000 

 為海員宗會港口牧靈關懷 

 謝○翰  4,800 

 為中聲電台 

 隱名氏  55,900  隱名氏  50,000 

 為中聲佳播園區 

 王○玫  1,500 

 為傳愛580 

 莊○聰  1,000 

 為社會急難救助 

 柯○和  1,000  吳○志  500  林○英  400 

 徐○婷  400  徐○良  400  陳○廷  400 

 徐○菲  400  楊○綢  2,400  賴○珍  600 

 合興天主堂  2,200  包○玲  500  曾○玉  500 

 魏○美  2,000  周○玉  300  靚○美學診所  100,000 

 為靜心靜禱，與主有約 

 汪○仁  2,000  邱○菊  3,000  譚○璣  10,000 

 為發祥天主堂 

 林○華  2,000 

 為達觀天主堂 

 愛爾蘭的教友們  32,000 

 為豐原天主堂建設經費 

 劉○樺  10,000 

 為聖童善會 

 沙鹿天主堂  3,000  大肚天主堂  5,000 

 為原民日 

 春陽天主堂  6,600  清水天主堂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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