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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主教團牧函
「你們要憑著堅忍，保全你們的靈魂。」（路21:19）

新春即將來臨，是萬象更新，眾人與家人團圓

的佳節。主教團藉此機會邀請所有弟兄姊妹──聖職

人員、獻身生活者及平信徒，回到教會──基督的奧

體、天主聖三在世上的大家庭，與主團聚，並藉此機

會重新回到信仰的根基，為在新的一年中能緊隨耶穌

基督的足跡，在人生的旅途中向天國邁進，而個人及

團體的聖召得以繼續發展和成長。

突破世俗思維

耶穌基督在世上建立了的教會，目的就是要人

藉著教會而認識創造人類及宇宙萬物的天主，並回應

祂降生成人的聖子──耶穌基督的召叫，成為天堂的

繼承人，為在人生結束後，能與天主共享永生。每

一個人在世上雖然都有自己的人生計畫，但因為有

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參閱：厄4:5），我

們的生活便有別於一般無基督信仰的生活，而不同的

地方，在於耶穌基督的言教身教，成為我們唯一的

標準與模範，引人直登天鄉的唯一途徑（參閱：若

14:6）。這也意味著，我們要放下世俗的思維，以及

基於世俗價值觀的生活方式：世俗的思維，其特色就

是以現世生活為最終目的，叫人只為現世而活，心中

沒有空間給天主，而當人在心中不再給天主空間，天

主的地位最後就會被人取代。耶穌基督說：「人縱

然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

處」（谷8:35~36）。我們的生活環境──包括一切

與生命死亡、結婚生子為有關的法律──不斷地世俗

化，範圍越來越大，使人難以知道人是天主的肖像，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滅的靈魂，人的最終歸宿是天

堂（斐3:20）。教會的弟兄姊妹必須要醒悟，經常祈

禱、辨明，不斷加深對自己信仰的認識（參閱：格前

2:15），使生活不被世俗化，反而更顯示出超性的氛

圍。（參閱：伯前5:8） 

不被環境改變而改變環境

信仰是天主給予的恩賜，但跟隨耶穌基督，卻

是需要意志力和每天操練的，而且而只有這樣，我們

的品格才會日漸堅強，才能中流砥柱，有勇氣以符合

現代生活的方式為主作見證。天主永不放棄召叫祂的

子民，祂會支持他們，治療他們，並引領他們走上正

道。我們若悔改，棄絕不潔、不義的一切，天主聖神

便能轉變我們，而且彌補我們不足之處，為使我們全

屬於基督：屬於基督，就是做一個自由的人，

心中不再受世俗思想影響或被罪惡綑綁，能放

下自己的利益（參閱：迦5:20），使我們開始

觀察到社會及不同群族的人在什麼地方需被天

主的恩寵淨化、釋放或提昇，不只會為他們祈

禱──祈禱是靈魂的生命力，而且主動採取行

動，接觸他們，並想辦法負起應負的福傳責

任，這樣地迎接天主聖神帶給我們個人及地方

教會各方面的大小改變。

日臻天國的圓滿

愛天主，就是遵行祂的誡命（參閱：若

15:3），而遵行天主的誡命，意即聖善地過

活。在一個世俗化的環境裡，我們必須要對天

主賜予聖善的一切有強烈的敏銳感與渴求，並

珍惜它和致力保護；首先是生命──從受孕那

一刻開始，直到自然死亡為止（參閱：《位格

的尊嚴》訓令，1），而天主是生命的賦予者及

主宰；然後是家庭──人類生命誕生及成長的

團體（參閱：《家庭團體》勸諭17）；接著是

基督建立的教會及聖事──使人得到天主性生

命的在世標記，尤其是聖體聖事、我們信仰的

高峰及泉源（參閱：《天主教教理》1324）。

《聖經新約》告訴我們：主耶穌身為天主子尊

重、愛護每一個人的生命，祂也選擇誕生在一

個有父母的家庭，建立了教會並為她捨命。而

人類的尊嚴來自於他是天主的肖像，而世俗文

化十分強調個人的權利及尊嚴，但卻不保護人

   

                                                                                                                                                                                                                                                                                                            
               一、 茲公告2019年1月至12月為本教區「青年暨金齡關懷年」，請各堂區、團體以具體行動自行並配合教區「青年

牧靈委員會」及「金齡牧靈委員會」，特別關懷青年及資深長輩。                                      
二、 為落實信仰團體經濟共融，依教區參議會決議，請各堂區確實繳交1/4經常費奉獻，以互通有無，支援教區各堂

區牧靈福傳經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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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暨金齡關懷年」牧靈福傳、聖召、聖職人員及教友聖化等意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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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生存權，不保護傳遞人類生命的家庭團

體以及助人找到天主的教會。若沒有生存權、一

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基督建立的教會，人權與尊

嚴就會淪為一小群人的政治籌碼，其定義就隨人

事的變遷而轉變。我們若真正想要每一個人的權

利及尊嚴被重視和被保護，我們就要向主耶穌學

習，倣效祂而致力維護生命的神聖性、珍惜自己

的家庭團體，以及愛護為救贖人類所建立的教

會、聖事和她有關信仰生活、生命倫理、社會正

義等等的教導。教會是天國在世上開端，雖永遠

無法與天國劃為等號，但卻能使人日益接近它。

為此，在此新的年度：

願牧者們重新發現耶穌善牧對祂羊群的愛，

加深他們的牧靈愛德（參閱：若21:15~17），使

每一個教友在自己堂區，從堂區管理開始，到教

友婚前後的陪伴，以及各聖事的分施，特別是聖

體聖事及和好聖事，都能體驗到他們牧者們的熱

心及愛火。

願獻身生活者在日漸世俗化的環境裡勇敢活

出他們神貧、貞潔、聽命三願，助教會──基督

的淨配，見證天國的生活方式，使年輕人能回應

主的召叫，追求天上的事物，滿足他們心中對真

善美的渴望。（參閱：哥3:1） 

願青年共同建設台灣教會，勇於替教會發

聲，以熱情積極參與，披上基督的衣衫，為基督

的理想奮鬥並散播希望。                 (文轉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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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1版）

願全體教友們重新發現上主對他們無條件的

愛，對教會及聖統的教導信心不變，不畏在日常

生活中替主和祂的真理作見證，使在自己的生活

團體信仰得以傳承。

我們要相信天父的慈悲遠超我們軟弱的人

性：凡自我貶抑，誠心歸向祂的人，祂都再次給

予機會，為從新開始，甚至賦予更大的使命來光

榮天主。

願慈悲的天主用祂聖潔的臨在充滿我們所有

人的心，以信、望、愛三超性的德能淨化我們心

中一切世俗的思想，為能助人建立符合天主聖意

的良心。

按照梵二大公會議，教會的目的，清楚可

見，是為使每個基督徒、每個信仰團體和每個堂

區在信德、望德和愛德上能更加活潑，令信徒

們的聖德獲得增進，並成為傳播福音的器皿。以

上所言，眾人皆知，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實

踐？台灣教會為答覆此一問題，已經開闢出一條

路徑，包含以下三個步驟：

（一） 對台灣所有堂區進行調查，以評量我們的

牧靈生活、我們對福傳所做出的努力以及

我們的問題。

（二） 對此一調查的最終結果進行討論，以辨明

方法，為求在當前的時代，成為基督更好

的見證人。此一步驟並包含兩個階段：首

先為堂區階段，進而進入教區階段。

（三） 台灣地方教會召開大會，研討其牧靈生活

及傳教使命。

預計2020年將進入最後階段。屆時，各教區

將貢獻其反省的結果以及因應的解決之道，以和

其他教區分享，並於部分領域，明辨出台灣全體

教會的共同優先課題，且不只是一場會談而已：

那些經過證實、為帶動台灣教會生活和使命，發

揮正向而有效作用的個人或團體，將受邀在大會

中分享他們的經驗，成為眾人寶貴的恩賜，使天

主的國在我們的土地上日漸成長，以光榮天主，

獲得救恩。

在此懇求童貞瑪利亞──天主之母及教會之

母，在我們信仰的路途上陪伴我們，並為我們個

人及所屬的信仰團體轉求，使我們像她一樣，常

忠於她的聖子，畢生奉行天主的旨意。

敬祝

新春快樂，主恩滿溢！              

                台灣地區主教團全體主教  謹啟

                                   主曆2019年春節

面對時代快速的轉變及衝擊，婚姻制度與家庭生活正面臨許多的

危機及挑戰；為能提昇未婚青年對婚姻生活的認識，協助做好婚前準

備，上智文教基金會從62年開始，長期以來已舉辦多場婚前及婚後輔

導課程，期望締造和諧幸福的婚姻關係，提昇更穩定的婚姻生活，促

進社會的正面發展而努力。

為能鼓勵未婚青年準備邁入婚姻的情侶或新婚夫妻，由上智的美

滿家庭分享夫婦團隊的師資與經驗，「婚前十堂課」除能讓未婚青年

了解真實婚姻的原貌，並化解進入婚姻的恐懼，並能面積極面對婚姻

的各種挑戰。課程共有10個單元：認識懇談、有效溝通、家庭背景與

價值觀、家庭財務與處理、化解婚姻生活中的衝突、有關性、自然調

節生育法、婚姻的神聖性、婚禮的準備與神聖的承諾與評估等，使彼

此建立誠懇交談的技巧，做好進入婚姻的準備。

每年皆有4場「婚

前十堂課」課程、3

場「幸福續談會」活

動、1場「夫妻親子

快樂成長營」活動、

「美滿家庭研習」分

別 會 在 各 總 鐸 區 舉

辦。

歡迎堂區神長、

輔導老師旁聽！如需進一步訊息，請於上智網站http://www.ppi.org.tw/

查看, 或來電04-22059621洽詢莊秘書/賴秘書。（文•圖／莊雅婷）

幸福相約 婚前十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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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區報導．

彰化縣總鐸區會議
日期：2018/12/6 10:00      地點：員林聖體堂 
主席：劉徵祥神父             紀錄：溫麗華、徐秀蓮
◎瑪利諾會會館募款進度說明與相關事宜配合（陳磊仕執行長）：
一、「愛•瑪利諾」募款至目前為止，金額為7000萬元。
二、 感謝大家共襄盛舉參與11月17日感恩餐會，當天拍賣及募款所得為

270萬元，再加上台中教區參議會決議，由蘇主教特別代表教區奉獻
愛。瑪利諾募款活動，金額為120萬元，另外餐會活動扣除當天相關
費用，此次共募得款項約440萬元左右。

◎堂區報告：
※羅厝天主堂：
一、12/15彌撒後羅厝國小報佳音、12/16彌撒後安養院報佳音。
二、12/23彌撒後慶祝聖誕活動。
三、12/30上午10:00堂慶140週年暨胡孝廉神父晉鐸15週年慶。
※田中天主堂：
一、12/9將臨期避靜：基督徒的福氣，尤間運神父主講。
二、12/22 聖誕花車報佳音。
三、12/25聖誕餐敘。
※合興天主堂：
楊會長表達購地整建需求，邀請各堂區支援幫助購地經費，也請一起代
禱。
※二水天主堂：
一、12/16 將臨期避靜由黃金坤神父主講。
二、12/21-23分區報佳音。
三、12/24長照關懷的長輩表演活動共融活動（首次發起）。
四、1/23二水天主堂堂慶上午9:00彌撒，彌撒後餐會共融活動。
※北斗天主堂：
一、將臨期避靜由胡孝廉神父主講。
二、12/24報佳音遊行後聖誕彌撒。
※溪州天主堂：
一、今年聖誕節活動與北斗天主堂共融，並參加聖誕彌撒。
二、12/24中午和好聖事，12/25 聖誕晚上彌撒。
※員林天主堂：
一、感謝大家堂慶的支持。
二、 12/9避靜、12/16查經比賽、12/22養護中心報佳音、12/23踩街報佳

音。
※彰化天主堂：
一、12/8將臨期避靜，主題：只要主說一句話，主講：李若望神父。
二、12/18上午9:30衞福部老人養護中心報佳音。
三、12/20-12/22 原住民互愛聯誼會分區家庭報佳音活動。
四、12/24晚上8:00藍天青年及主日學合唱團聯合報佳音。
五、 12/30聖家節聖誕聚餐共融及摸彩活動，邀請彰化鐸區各堂口一起共

融。
◎ 2019年全國聖體大會活動推廣及相關配合事宜之討論：

日期：2019/3/1，地點：雲林縣立體育場，時間8:30-16:00，彰鐸人數
預計350人。

◎教區傳協會幹部訓練之說明(吳會長錦河)：
目的：充份認識自己在傳協會的使命及責任，其研習課程內容包括：議
事規則、組織運作、活動企劃與執行，經費預算編制與控管、堂區自
養、社會資源運用及牧靈福傳任務使命等。

◎臨時動議：
一、 「愛•瑪利諾」聖歌創作光碟，裡面收錄10首此次得獎者及佳作

作品，每片200元。若有需要得獎者巡演義賣的堂區，可向有關單
位洽詢安排。

二、 全國聖體大會將於1/12，在雙十堂有嘉義教區大會籌備委員蒞臨宣
講。

◎下次會議：3/6彰化天主堂。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一、中正天主堂：
(一) 1/1 早上 06：30元旦彌撒。
(二) 1/4（五）晚上19：30堂區傳協會議。
(三) 1/5（六）9：00~16：00參與教區慕道班師資培訓。
(四) 1/6上午11：30慕道團體班開班授課。
(五) 1/12參與全聖大敬禮聖體推廣活動。
(六) 1/18於主教座參與王主教逝世周年追思彌撒。
(七) 1/19-1/20中正堂區暑期道理班服務人員培訓活動。
(八) 1/26參與慕道班甄選禮說明會。
二、武界天主堂：
(一)  12/31 -1/1 22：30跨年彌撒、傳協會幹部交接、共融活動、施放煙

火。
(二) 1/5（六）9：00~16：00參與教區慕道班師資培訓。
(三)  1/6（日）下午15：30堂區傳協會議。下午15：30慕道團體班開班

授課。
(四) 1/19-1/20中正堂區暑期道理班服務人員師資培訓活動。
(五) 1/26參與慕道班甄選禮說明會。
三、曲冰天主堂：
(一) 1/1 08：00元旦彌撒。
(二) 1/6星期日彌撒後堂區傳協會議。
(三) 1/18於主教座參與王主教逝世周年追思彌撒。
(四) 1/19-1/20中正堂區暑期道理班服務人員師資培訓活動。
四、發祥天主堂：
(一)1/5（六）9：00~16：00參與教區慕道班師資培訓。
(二)1/18於主教座參與王主教逝世周年追思彌撒。
(三)1/26參與慕道班甄選禮說明會。

神 父 修 女 們 主 保 快 樂 ！
二

月
的 祝 福

 修 女 02月05日：王爾達（佳德）、王秀美（亞加大）
02月10日（思嘉）：黃美子
02月11日（露德）：林清美
02月19日（雅欣達）：陳 務
02月20日（德格辣）：蘇美活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南投總鐸區牧靈會108年第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五）10:00    地點：埔里聖女小德蘭堂 
神師：幸朝明神父       記錄：楊睿雲
◎上期決議事項：
一、 107年11月17日「愛•瑪利諾感恩餐會」，假臺中市好運來洲際

宴展中心辦理，鐸區各堂區認領桌數，草屯3桌、南投1桌、竹山
鹿谷2桌、中興新村2桌、水里2桌、埔里1桌，合計11桌。

二、 107年12月2日(日)將臨期南投總鐸區聯合避靜，假草屯玫瑰聖母
堂辦理，主題「基督徒的福氣」，由道明會會士尤間運神父擔任
講座，計有80餘位教友參加。

三、 107年12月23日(日)本鐸區聯合報佳音活動，草屯玫瑰聖母堂主
辦，計有5位神師、5位修女暨百餘位教友，裝備10部花車，聯合
於草屯踩街報佳音。

四、 108年起，本鐸區聯合避靜改為一年一次，依序由各堂區輪流辦
理。

五、 108年3月1日(五)嘉義教區假雲林縣立體育館，主辦「2019年全
國聖體大會」，請各堂區廣為宣導參加。

◎討論事項
一、 3月1日(五)嘉義教區主辦「2019年全國聖體大會」，1月31日(四)

報名截止，南投總鐸區分配出席員額200位，各堂區動員參與人
數。

決議： 1本鐸區各堂區預定出席員額如次：南投天主堂40人、草屯天
主堂40人、中興新村天主堂20人、埔里天主堂20人、水里天主
堂40人、竹山及鹿谷天主堂40人，合計200人。2.請堂區彙整
報名人數後於1月25日前傳真至主教公署04-22068722或E-mail: 
annyeh19840428@gmail.com，請堂區統一收費。

二、 2月16日(六)彰化和南投總鐸區神父修女暨新任教友傳教協進會幹
部研習。

決議： 本鐸區擇定參加108年3月9日梯次研習，地點：文興高中，參
加對象：教區及堂區常務委員、各工作小組聯絡人、堂區神
父、修女暨傳協會委員。

三、 3月23日(六)本鐸區四旬期聯合避靜，輪由中興新村耶穌君王堂主
辦，討論相關事宜。

決議： 業已邀請臺灣總修院盧成珉神父擔任講座，日期訂為3月23日
(六)，自10:00起至15:00止，每人酌收100元，屆時請轉知各堂
區鼓勵兄姊報名參加聯合避靜。

 上智文化事業01月新書

《為孩子的獨特喝采：陪伴孩子走出自己的路》

朱莉．卡爾（Julie Lyles Carr）◎著，

黎盈、鄭玉英◎合譯

定價360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

 （電話：2220-4729）

每個小孩都是天父獨一無二的寶貝，與生俱來不同的

個性與特質，需要依孩子的個別需求隨時調整教養方

式，學習用適性的愛與孩子相處。本書汲取聖經智慧，透過聖經人物和

豐富的育兒實例，輕鬆實際地探討教養的本質，破解親子關係中的各種迷

思，幫助父母讀懂孩子的心，用驚喜的眼光認識你和孩子的獨特之處。

★ 為孩子量身打造最適合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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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上午主日彌撒後，台中教區於水湳天主堂舉行台中教區教

友傳教協進會第14屆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及新任委員們派遣禮，

由蘇耀文主教監交，在傳協會指導神師邱來順神父、水湳堂主任司鐸

阮仁才神父及教友們見證下，前會長陳磊仕將印信交予新任會長吳錦

河，所有新任委員們同在祭台前，高舉右手宣讀誓詞並接受主教祝福

與派遣，將在未來兩年內善盡職責。

蘇主教以瑪利諾聖母態像送給卸任陳磊仕會長，表達教區的感

謝，在兩屆4年的任期中，和傳協會幹部們一起為教區各項活動辛勞付

出。蘇主教並以主顯節福音意涵，輔以聖母態像意義勉勵每個人：「3

位賢士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尋找救世主耶穌聖嬰，是每人內心最大渴慕

的表現；所送的3樣禮物表達了耶穌是君王，天主愛世人犧牲的救世奧

秘。現今的我們是否也呈獻這3樣珍貴禮物呢？祂不只外在的誕生，也

特別誕生在我們心中，貴重的黃金是我們對天主的尊敬與愛的生命態

度；乳香是象徵司祭的奉獻，我們以祈禱，為世人的需要表達我們的

關心，也深根我們與天主的關係；而刻苦犧牲，愛德服務是最好的沒

藥，也是死於自我，活於基督，效法耶穌過愛

主愛人生活的最好體現。這尊瑪利諾聖母，她

手抱耶穌，把耶穌帶給世人，帶領世人回歸天

主，她是傳教之母，也是我們現在推動『愛．

瑪利諾』～留下瑪利諾會館所要傳承下去瑪利

諾會會士福傳的精神。」

「謝謝卸任的陳會長與委員們，在過去兩

年甚至4年的服務，傳協會的使命就在於協助

本堂神父以愛德服務工作，彰顯天主光榮，不

只接受耶穌救恩的喜樂，更把這好消息帶給別

人，而這也是我們生

命的目標，成聖是在

日常生活中，懷著愛

天 主 的 心 做 每 一 件

事，越來越結合於天

主的生命。」

卸任會長陳磊仕

弟兄謝謝各位委員們

的支持與幫忙，這個職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也是為大家服務的很好

機會，4年的時間在蘇主教和神長們的鼓勵，兄姊們的協助下，同心合

力地完成了許多大大小小活動，點點滴滴的感謝和體驗，化為「生命

的意義，在於學習跟傳承；人生的價值，在於服務與奉獻。」祝福第

14屆會長及團隊。

新任會長吳錦河謝謝陳前會長打下深厚基礎，接下這個自我歷

練，也是挑戰自我追求成長的服事工作，相信結合幹部與許多人的力

量，可以為教區和社會做有意義的事，期許在

大家努力下，讓教會走出去，社區走進來；同

時促使教區和各鐸區、鐸區和堂區有更緊密的

連接。1.靈修再成長2.老年關懷照護3.青少年培

育這3點將是我們的重點目標，讓我們彼此祈

禱，攜手合作。

領受了蘇主教和神父們的降福，代表承諾

和行動，傳協會祈以自身亮光，讓別人從我們

思言行為中認識耶穌基督。

（文•圖／黃琪珊）

迄今15年來致力於服務女街友、關懷

受暴婦女的慈善撒瑪黎雅關懷協會，為給

予服務對象更多心理及情緒上的支持，能

有更穩定的態度進入職場，提出了女街友

就業培力輔導計畫，希望透過專業老師的

訓練，習得技能可以順利接軌職場，重建

生活以自立發展，尋尋覓覓許多地點後，

由台中教區提供互愛物資銀行2樓空間，

作為協會手作工坊小鋪，經過一番打理，

1月3日上午10時，由蘇耀文主教主持「德

蘭Ω工坊」祝福禮，同時台中教區參議會

的神父們也都到場，一起祝福工坊種種事

工。

蘇主教表示：「15年前，許多兄姐們跟著瑪利諾會的劉美妙修女

一起開始街友關懷服務，劉修女離開台灣後，大家接續這份工作，服

務的人也越來越多，領域越來越廣，因為我們所持的一個信念就是耶

穌降生成人，大家願意和耶穌一樣，藉由我們的關心、才能、時間，

愛這些最小兄弟。在她們生命困頓時，需要有人陪伴的階段，因為我

們具體的臨在，使她們感受到天主的愛，天主的恩寵。謝謝15年來神

父們、修女和弟兄姊妹們的關心，今天我們有新的開始，聖女小德蘭

告訴我們，成聖不用做偉大的事，在我們每一天遇到的小事上，懷著

愛奉獻給天主，這就是我們的成聖之道，也是我們和天主結合最大奧

秘所在。如同耶穌所說，我們懷著願意為愛天主做事的心，尋求祂的

國，其它的一切天主自會照料。教宗方濟各常提醒我們，我們應該是

一個外展的教會，希望透過協會的服務事工，鼓勵更多人一起走服務

的路。我們的信仰不只祈禱、參加彌撒，愛德服務也是我們信仰行動

的一部份，在新的一年開始，我們祈求天

主降福這個地方，降福每一位在這裡工作

的人，更加信賴天主，帶領我們生活在天

主愛中，並把天主的愛透過大家的服務臨

在於每一位被服務者。」

我們唱著〈天主經〉、〈聖母經〉，

蘇主教向工坊裡裡外外灑聖水，祈天主恩

寵滿渥工坊。而後慈善撒瑪黎雅關懷協會

執行長楊麗蘋姊妹說明由於工坊成立是

在去年10月1日小德蘭慶日，因此取名為

「德蘭Ω工坊」，而Ω除了結束更有開始

的意涵，這些婦女們看似生命走到盡頭，

但來到這兒，希望帶給她們重生的開始。並和大家分享了一路走來，

見證了天主疼愛協會的地方，一直無法找得合適的地方成立工坊，當

主教公署黃清富神父得知此事，徵得蘇主教同意後，隨即無償提供如

此寬敞的空間；正煩惱整理修繕需要一筆款項，不相識的西北扶輪社

社友們適巧造訪協會，詢問有無需要協助之處；先前購置房舍，不少

的費用讓人小小擔憂，但天主就是巧妙安排，讓募得的款項正夠用；

這種種都讓協會的工作夥伴深深感受到，只要是做天主悅納的事，祂

都會有美好的安排，一切都會剛剛好。而看到服務對象在社工和志工

陪伴下，強化人際溝通與互動的能力，從手作拼布、繪圖、手工皂等

多元課程中逐漸嶄露自信，具備更多職場所應有的專注度，給予工作

團隊莫大的鼓勵，更覺「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

最後，大家一起祈禱，將一切託付聖母轉求天主，祝福這些被服

務對象的未來，也為付出心力的社工和志工們獻上祈禱，祈一切計劃

在天主助佑中順利完成！（文•圖／黃琪珊）

台中教區傳協會新舊任會長交接禮

慈善撒瑪黎雅關懷協會德蘭Ω工坊祝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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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神父年終共融  

1月18日王愈榮主教逝世周年，在基督活力運動兄姐們籌畫下，午

後3時近30名活力員來到大度山墓園王主教墓前，由鄭文宏蒙席帶領大

家以〈多采多姿〉這首歌開啟追思祈禱，恭念〈玫瑰經〉和詠唱〈慈悲

串經〉，串串禱詞，句句禱聲迴盪朗朗晴空，上達天廳，懷想著王主教

長時間陪伴基督活力，使之成長，著力甚深，許多人臉上難掩不捨心

情，豪氣萬千唱著〈金十字〉，仿若向王主教表達大家活力不減，繼續

精神傳承的使命。

晚上7時30分於主教座堂，由蘇耀文主教主禮追思彌撒，30多位神

父共祭，感恩聖祭一開始，蘇主教特別邀請大家以王主教的遺願，「希

望天主賜我早升天國，在天上我會為教區及台灣和中國教會祈禱，求主

賜與更多司鐸和度奉獻生活者的聖召，聖教廣揚！」作為當天的祈禱意

象。鄭文宏蒙席是王主教在神學院授課時的學生，在講道中緬懷並感念

王主教一生為教區和教會所做的犧牲與奉獻：「王主教在戰亂中完成

了修道學業，以他所學為主教團翻譯許多教廷

文件，即使退休仍孜孜不倦於教會法典的再修

訂；一生生活儉樸，當教區遇到921大地震，

把要蓋公署的錢首先運用於重建聖堂，始終住

在由耀漢會提供的房舍，甘之如飴；以他的文

筆、修養、學識與金錢服事天主，心心念念的

都是為光榮天主的事，目標就是向前，不為第

一，只為愈顯主榮。在病痛中，雖因著人的軟

弱感覺到不平安仍克服困難，一切交託天主，

如他的牧徽般成為善牧，是我們學習的標竿，

也是我們的好

長輩，在遺願

中他請我們為

他祈禱，我們

也要請王主教

為我們祈禱，

在彼此代禱中

相通功。」

彌撒禮成前，蘇主教也以王主教曾在受訪錄影時說的話語勉勵大

家：「『我們走修道的路，如同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的「不要害

怕」，教宗方濟各的座右銘是「祂憐憫我，又選拔了我。」，教宗晉

鐸那天正好是聖瑪竇宗徒慶日，聖瑪竇被耶穌召叫時是稅務員，稅務

員在那個時代是罪人，耶穌可憐他也選擇了他，對他說：「你來跟隨

我吧。」，我們每個人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的，耶穌可憐我也選擇了我，所以不是我

們選擇耶穌，而是祂揀選了我們。』，讓

我們依靠天主恩寵，繼續跟隨耶穌，愈顯

主榮。」

最後，蘇主教帶領全體向王主教遺像

行三鞠躬禮，獻上我們的感謝與懷念，在

彼此祈禱中，一切都為愈顯主榮而做。

（文•圖／黃琪珊）

由台中教區聖職委員會主辦的神父年終共融餐聚，1月14日在南投

縣原鐸區內的竹山舉行，邀請在台中教區服務的教區及修會神父們50

多人參加，神父們來自不同國家，各種語言出籠，使得現場宛若小小

聯合國，熱鬧極了。

這次的餐敘有別於以往，每位神父都精心準備了一份禮物，用抽

籤的方式把祝福心意揉合於禮物送給司鐸弟兄，成為彼此的天使，看

得見號碼牌，看不見包裝紙下是什麼，謎樣的禮物更有一番驚喜，也

讓神父們充滿了好奇，驚呼聲四起。同時，有幾位神父也小露一手，

李日新神父以薩克斯風吹奏聖歌，輕快而歡樂；黃君盛神父一把吉他

自彈自唱，輕鬆自在的氣圍；第二總鐸區神父們合唱，還有原住民神

父們的載歌載舞，更是沸騰全場情緒。熱鬧滿場氣氛下，姜 中神父

帶來了〈天主經〉手語歌，全場瞬間安靜了下來，全神貫注於神父的

手語演譯，多位神父也跟著比劃學習，是個難得的體驗。

最後，主教以〈明天會更好〉與神父們共勉，新的一年更精進於

牧靈福傳工作，同時以主耶穌教給我們的禱文〈天主經〉獻上祈求，

在鐸職服務中有聖神智慧，天主助佑，也把所有一切交託聖母轉求，

在詠唱〈聖母經〉後，神長們彼此降福，年終餐聚恩寵滿滿的劃下句

點。（文•圖／黃琪珊）

王愈榮主教逝世周年追思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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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寫真．

中部地區開教應追溯至1875

年，由道明會神父至羅厝傳教為起

始，在這140餘年間，歷經道明會傳

教時期、美國瑪利諾會接管監牧區，

直到1962年臺中監牧區正式升格為

臺中教區，這些外方傳教士在臺灣這

塊土地上努力地耕耘，留下許多感人

的故事及史料文物。

2018年是天主教臺中教區信仰

培育委員會教會歷史及文化小組（簡稱文史小組）成立第8年，8年來文史

小組一共舉辦了5場鐸區口述歷史座談會，協助帶領各堂區的教友將自己記

憶中的堂區歷史，用口述的方式留下紀錄；另外也針對教區內的男女修會傳

教史舉辦了3次講座；同時為了妥善保存教會文物，文史小組也將臺中教區

內的文物進行了普查，並編輯成冊。

我們精選了臺中教區文物等普查

中，那些動人的、極具藝術價值的文

物、藝術作品配合那些堂區史料，在

靜宜大學舉辦了「天主教中部地區百

年教堂及宗教藝術特展」將這些豐富

的內容呈現給大眾。

「天主教中部地區百年教堂及

宗教藝術特展」包含了兩個靜態展與

一個座談會，展區在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內容除了臺中教區百年教堂，如羅

厝、田中、竹山天主堂從道明會時期所保存至今的文物外，更有耶穌聖心修

會會祖柏高理修女的油畫作品，柏修女畢業於匈牙利皇家藝術學院，1925 

年加入仁愛會，1931 年誓發終身願後，1936 年來到中國湖南沅陵， 將「 

耶穌的像畫在中華人民的心中 」是修女的初衷。

她1951 年被共產黨驅逐出境離開大陸，在香港為難民服務9個月後， 

接受臺中監牧區蔡文興主教之邀，1952 年6 月24 日在基隆上岸，到田中與

修女們一起福傳於羅厝、竹山之間。1952 年12 月8 日柏理高修女與蔡主教

協議：創立耶穌聖心修女會培育本地聖召。

1895 年，西班牙道明會在田中一帶傳教，當時的田中天主堂還是第一

代的巴洛克建築，在教堂的外面有一個很大的馬槽，在那個年代百姓的識字

率還不高，用圖像宣傳福音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柏修女便運用她的專長—— 

油畫，在聖誕節時以聖經故事的油畫裝飾馬槽， 讓每個路上經過的人，都能

夠看得一清二楚，為天主傳揚福音。

1974年柏修女獲知有一個機會可以回家探親，便和當時一位匈牙利籍的

耶穌會修士共同提出探親的申請，當他們已經到了維也納，正要準備入境匈

牙利時，受到萬般的阻隢，最後匈牙利當局提出了兩個條件：1.入境後就無

法再出境；2.必須放棄修女身份。柏修女感到十分挫折，但她不願妥協，就

打通電話給她在匈牙利任職主教的弟弟，她在電話中告訴弟弟：「我和你的

距離是近在咫尺，又在遠方；我歸心似箭，卻又無門可入。」掛上電話後只

好悵然的又回到臺灣。

回臺後，柏修女止不住思鄉之情，所以便寄情於畫作，從宗教畫漸漸地

轉為風景畫，她的每一幅風景畫都不同，但其中一定會有一條河，就是她家

鄉的多瑙河，多瑙河景色千變萬化，尤其是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這一段，

搭配河邊的景色非常的美麗，仁愛會的總會院就在此地，也是柏高理修女魂

牽夢繫的故鄉。在她的畫作中多瑙河總是或近或遠、或朦朧或清晰；不論清

晨或是夜晚，冬雪或盛夏，在那靜謐美景中，都有股濃濃的鄉愁。

另外還有藝術家楊平猷從天主教得到的靈感所創作的一系列主題為「祈

禱」的作品。楊平猷是1943年生於清水鎮臺北師範藝術科，國立臺灣藝術專

科美術科雕塑組畢業後在楊英風雕塑事務所學徒兼助手10年。1979年3月，

移民美國，從事裝修工程工作多年，並在加州州立（Fullerton University）富

樂頓大學修學陶燒雕塑。在洛杉磯僑二中心、聖地牙哥文化中心、陳景榮美

術館與西來大學，都有他的作品展出。 

他小時候看到天主教教友在四旬期朝拜苦路，深受感動，便將基督願為

全人類犧牲，而一步步的走向加爾瓦略山的意象，透過這件「聖者之路」表

現出來。

他還有另一件作品「禱」，則是以隱

修士披上兜帽，避開外界的干擾，全心全意

的向天主祈禱為靈感所創作的形體。

楊平猷曾說：「世界上任何的宗教都

是用雙手合十，作為恭敬的敬禮，包含人與

人見面也都是以雙手合十為問候，雙手合十

這個動作可以說是一種和平的象徵。」

我們人生活在世俗中，經常受到外在

的事物所影響。但每當我們收斂心神，仰望

天主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外在表現就正好會

是將手緊密的交握放在胸前，成為雙手合十的動作。「禱」這件作品不經修

琢的表面，象徵人性的罪惡與軟弱，天主藉由考驗與磨難，不斷地修剪、雕

琢我們，最終成為祂可用的器皿。 

延續祈禱的意涵，楊平猷創作了「為和平祈禱」系列的浮雕作品，該系

列皆取自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本展展出其中兩位天主教聖人「聖德蕾莎修

女」、「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祈禱」的作品，其他未展出的作品還有美國

前總統歐巴馬、達賴喇嘛等人。

11 月16 日開幕當天，

很榮幸的有多位貴賓蒞臨指

導，文史小組的成員：周樑

楷教授、蘇瑤崇教授、施麗

蘭修女、黃清富神父也蒞臨

現場親自帶領解說，現場共

有50多位貴賓共襄盛舉，

每個人都收穫滿滿，蘇主教

也祝福了在場每一位貴賓，

並祝佑本次展覽順利，能為

天主福音廣揚盡一份心力。 

「天主教中部地區百年教堂和社會關係——回顧與展望」展區在靜宜大

學圖書館的大廳，內容為文史小組8年來的總回顧，並藉由回顧去展望未來

的方向。

現場展示了8年來所舉辦的4場堂區口述歷史研討會及3場邀請各修會、

機構一起來口述歷史的座談會，還有耗時兩年製作的臺中教區的堂區、學

校、機構、修會的歷史介紹影片，每部影片分上下兩集，每集30分鐘，共53

集，名為「咱的腳步咱的愛」，該系列影片在youtube上也看得到，請用手機

掃描下方的條碼即可線上觀看！ 

最後就是12 月7 日（五）在方濟樓一樓惠三廳舉辦的「聖母無玷染織

宗教與歷史意義座談會」，特地選在12 月8 日聖母無染原罪始胎節前夕辦這

場座談會，為使我們能了解原罪為世人的

影響。現場邀請到臺中教區的黃清富神父

為我們從宗教的角度去剖析聖母無原罪的

意義，還有中興大學歷史系周樑楷教授，

從歷史的角度為我們講述聖母無玷染的意

義，使我們能在聖母無染原罪始胎節，透

過聖母與基督更深地結合。

（文•圖／張思齊）

天主教中部地區百年教堂及宗教藝術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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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元旦天主之母節彌撒聖祭。

     3日  教區教務會議。主教前往教區互愛物資銀行2樓主持慈善撒瑪黎雅關懷協

會德蘭Ω工坊祝福禮。耶穌會中華省周守仁會長神父等來訪。

     5日  主教前往眉溪天主堂主持彌撒。教區家庭委員會、教區禮儀委員會會議於

主教公署召開。

     6日   主教前往水湳天主堂主禮彌撒暨教區教友傳教協進會會第14屆會長交接派

遣禮。主教前往沙鹿光田醫院探訪衛瑪丁神父。

     7日  教區八家啟智機構李執行長、徐院牧來訪。菲律賓外方傳教會那神父來

訪。

     8日  教區司鐸月退省於復興路天主堂舉行。主教前往靜宜大學參加觀光系畢業

成果展。

     9日  主教前往參加教區騎士聯誼會聚會。韓國耶穌聖心侍女會修女來訪。

   10日 教區教務會議。

   12日  2019年全國聖體大會敬禮聖體推廣活動於雙十路天主堂舉行主教前往嘉

勉。主教參加教區媒體傳播委員會會議。

   13日 主教前往斗六參加生命之母會院啟用感恩彌撒暨祝福禮。

   14日 教區司鐸歲末共融於竹山舉行。啟智機構主管來訪。

   15日 教區傳協會長來訪。

   16日  多倫多教友來訪。法國聖瑪定團體諾衛爾神父來訪。公署行政會議。公署

2019年1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員工歲末感恩共融。

   17日 教區教務會議。

   18日 教區舉辦王愈榮主教逝世周年追思彌撒，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

   19日 逢甲立德中心 神父等來訪。「愛•瑪利諾」籌備會議。

   20日 主教前往合興天主堂主禮新任代理本堂斗太平神父就任感恩彌撒。

   21日 台中教區瑪利諾CAMINO之旅徒步朝聖團來訪。劉興恩、謝博彥大修士來訪。

   22日  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董事會及歲末共融餐敘。史瓦帝尼國際志工會議於公署舉行。

衛瑪丁神父出院靜養。

   23日 堂區神父來訪。主教參加立達啟能中心家園聯合歲末感恩餐敘。

   24日  教區教務會議。教廷平信徒暨家庭、生命部顧問葉佳豔老師來訪。清水天主堂曾神父

來訪。

   25日 花蓮教區黃主教來訪。主教與靜宜大學主管會議。

   26日  主教主禮聖母聖心會陳秀美修女殯葬彌撒。教區慕道班甄選禮說明會於復興路天主堂

舉行。基督活力領導團隊研習。教區互愛物資銀行於公署停車場舉辦歲末圍爐愛心共

融餐宴席開31桌，主教參與共融。

   27日 主教前往復興路天主堂主禮感恩聖祭。主內真生命團體來訪共融。

   28日 主教訪耀漢會總院。

   28日- 31日 教區兒童輔祭營於草屯天主堂舉行。 

   31日  教區教務會議。主教前往草屯天主堂主禮教區兒童輔祭營閉幕感恩祭。

           公署明供聖體祈禱。

7
．靈修小品．

見證信仰的力量

我相信大家都不忍看到社會有這麼多的虐童案件，也許大家會認為這

是父母的品德出問題，所以我們應該加強品德教育。可是如果我們做一點統

計，會發現虐童事件大多數都發生在非常貧困的家庭，這些家庭也都是所謂

的失功能家庭。失功能家庭是一個很不好的地方，這裡生長的孩子常常不太

能在社會上立足，而需要被送到安置機構去。

對於教會而言，我建議教會應該了解失功能家庭的來源，因為我們的教

會設立了很多安置機構，這些安置機構都知道被安置孩子的家庭狀況。政府

始終沒有對這種事情做什麼研究，如果教會做，一定可以使大家知道為何有

這麼多的失功能家庭。當然，要做這種研究，需要一些統計的能力。我相信

我們教友中間有很多是很懂統計學的，也一定可以幫教會完成這個工作。

這項研究絕對對我們國家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失功能家庭似乎有越來越

多的現象。從前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家庭比較單純，即使不是最理

想的父慈子孝家庭，也不至於有很多不好的情形發生。現在我們是一個工業

社會，我們又有相當發達的網路，這使得家庭很容易出問題。更嚴重的是，

在過去，我們的社會很講究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現在越來越不重視道

德，離婚率的直線上升就表示我們的家庭是有問題的。

教會當然是重視家庭的，可是我們教友中的家庭多半是沒有問題的，

教會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教友以外的人也應該有好的家庭。我們不能只一

再地宣傳如何建立好的家庭，我們應該要了解為何會有不好的家庭，這往往

是教會所忽略的，也很可惜，因為教會的確應該有足夠的資料來做分析的研

究。

有一件事情是希望教會注意的，那就是在安置機構中，必須注意孩子

的學業程度。我也很坦白地講，很多教會辦的安置機構仍然在這方面做得不

夠，使我有些失望，也很擔心。很多教會安置機構的負責人會給孩子們眾多

的活動，孩子們當然喜歡活動而不喜歡唸書，其結果是功課不好，功課不好

的結果是沒有競爭力。沒有競爭力，就不可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就不可能有

好的收入，因此在社會上又變成了低收入戶。他們如果再有孩子，那些孩子

又要被送到安置機構來。

我們不能說，安置機構已經給孩子豐衣足食，也給他們一些品德上的教

育。這是絕對不夠的，我們必須使他們的功課不錯，否則他們將來沒有競爭

力。如果我們沒有辦好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我們沒有能夠光榮天主。大家總

應該關懷孩子，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前途。我們至少希望他們將來不會再落入

低收入戶，也能夠建立安定和諧的家庭。

教會和失功能家庭

第一次遇到阿足(化名)大約是4年前，因為他的好朋友常與志剛晤談，

所以透過這位好友的晤談經驗分享，阿足也決定與志剛談談。志剛對阿足的

初步印象是，一位求好心切，壓力很大，容易挫折憤怒，卻又強顏歡笑的年

輕人。由於雙腳僵硬彎曲，無法直立，所以走路很吃力且容易歪斜，右手也

無力，所以不能搬重物。阿足每每看到別人能夠搬重物，或是旁人因好意而

不讓他搬重的東西時，他心裡會感到很難過失落。在阿足的心中，隱藏低落

的心情是不願意別人擔心，他特別渴望爸爸的肯定與接納，很怕家人嫌棄他

不好，內心很痛苦。剛開始面對志剛時，阿足總是努力保持笑臉，並不斷感

謝志剛的陪伴，然而往往在不經意之間，表現出一種深深地搖頭與嘆息。志

剛告訴阿足：「有一位天主是極其慈悲的，祂知道你內心的痛苦與無奈，你

可以向祂祈禱。」每次談話後，志剛總是帶著阿足祈禱，然後給他一個鼓勵

的擁抱。後來阿足常常與志剛分享：「當我很悲傷時，我會躲起來和天主說

話，然後哭一哭，感覺到天主給我力量，真得很感謝天主!當我覺得失敗，

甚至與家人有衝突，感到被嘲笑數落時，我知道天主愛我、接納我。」天主

成了阿足心中的支柱，給了阿足溫暖與支持。有一次，阿足很開心地告訴志

剛：「我跟父親說，有一位天主很愛我，會鼓勵我，挫折時給我力量。從這

番話中，父親突然意識到我需要鼓勵肯定，他就改變了對我的態度，常常鼓

勵我。感謝讚美天主，是祂幫助我，改善我跟爸爸的關係。」

過了一段時間，志剛發現阿足雖然已很習慣依靠天主度過心理的低潮，

可是仍不時因自己的身體狀況而沮喪無助。志剛跟阿足說：「阿足，聖經上

記載耶穌有能力醫治人的身體，你相信嗎？你渴望耶穌醫治你嗎？」阿足認

真地點了點頭，於是志剛很懇切的按著阿足無力的右手祈禱，當下沒有奇蹟

般立即得到改善。但一、二週以後，再次看到阿足，他說話時，雙手揮來揮

去，志剛驚訝地發現說：「你的右手有力氣了!」阿足開心的說：「對啊，

而且我還可以幫忙搬重物上下樓！」志剛透過其他老師得知，阿足這兩週特

別認真地復健右手，突然改善很大，這也應驗了「天助人自助」的道理。此

後，志剛又努力按手在阿足彎曲的雙腳及縮瑟僵直的背膀祈禱，雖然當下無

明顯起色，阿足總是笑咪咪地說：「感覺好多了！」徵得阿足家人及機構的

同意，志剛帶阿足到一位有醫治神恩的教友那裡去做醫治祈禱，祈禱前抽到

給阿足的聖言是「不要自作聰明，應敬畏主，遠避邪惡；如此，你的身體必

會康健，你的骨骼也會舒適。」（箴三7-8）祈禱時卻仍無復原的奇蹟發生，

但之後阿足很開心地跟志剛說：「當我被覆手祈禱時，我感到深深地被天主

愛。」從此，志剛與阿足之間的交談，就常圍繞著對天主的祈禱與感恩。

志剛常常為阿足的腳及背膀的治癒祈禱，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內心有

些困惑，志剛問主耶穌：「主，祢要如何醫治帶領阿足？」祈禱中腦海浮現

阿足的身影，突然有一種體會，常常沮喪且心裡

負擔很大的阿足，身心被無形的擔子壓得直不起

來！此後，志剛便常為阿足祈禱說：「主耶穌要

把你從重擔壓力中釋放，你要有信心，挺直你的

腰，站直你的腳。」每每祈禱時，阿足會儘量伸

直自己的身體，抬頭挺胸。最近，阿足很開心

地說「爸爸說我身體直了，人也變高了，感謝天

主，感謝聖母媽媽，她的代禱很有效，慧莊督導

教的。」看著阿足比以前挺直的身體，輕鬆愉悅

的心情，志剛知道他會越來越好，感謝主，祢的

恩寵何其美妙! 

楊志剛

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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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世界病人日祈福禮

      時間：2/23（六）上午10:00-11:30

      地點：水湳聖德蘭堂

二、明供聖體祈福會：你們要歡喜踴躍

      時間：3/9（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北斗聖神堂（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62號）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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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歡迎教內外朋友、全家人一同踴躍參加，領受愛的喜樂。

      主辦：天主教台灣神恩復興運動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聯絡：莊姐妹 0912-955-809 (上午8點至晚上9點之間)

      費用：自由奉獻

三、2019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3/9(六)下午13:30-20:00～3/10(日)上午8:30-16:00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台中市北區衛道路185號）

      主辦：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

      對象：已準備結婚的情侶或新婚一年內夫婦(沒有宗教及年齡的限制)

      費用：每對3000元（含講師費、餐費），15對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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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幸福續談會

      時間：4/13(六)14:00-17:00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

      對象：參加過「婚前十堂課」已結婚夫妻或準備結婚的情侶

      方式：陪伴、交談、反省、回饋

      主辦：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

      報名：1. 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點選「活動專區」-「幸福續

談會」報名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賴秘書3.傳真：04-

22052824 4.e-mail: ppi.taiwan185@gmail.com 4/3(三)前截止報

名

☆ 基 督 的 饗 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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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實業有限公司 200,000  蘇○瑞  50,000  洪○玲  3,600 

 撒○黎雅協會  3,000  陳○仕  30,000  隱名氏  1,000 

 第二台 
 李○新  16,000 

 為聖召 

 鄭○園  10,000  張○聖  2,4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鹿港天主堂12  11,000  二林天主堂  5,000  水湳天主堂  22,000 

 西屯天主堂1  23,100  二水天主堂9-12  40,000  竹山天主堂  10,000 

 彰化天主堂12  22,000  埔里天主堂  15,200  中正天主堂  21,000 

 員林天主堂1  23,000  東埔天主堂10-12  9,000  羅厝天主堂  12,000 

 東勢天主堂12  22,000  南屯天主堂  22,000  太平天主堂11-12  42,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1-3  69,000  南投天主堂  22,000  曲冰天主堂10-12  18,000 

 草屯天主堂  22,000  主教座堂  44,000  望鄉天主堂  3,000 

 北斗天主堂12  15,000  復興路天主堂  22,000  溪州天主堂  6,000 

 合興天主堂12  22,000  田中天主堂1  44,000  北斗天主堂1  15,000 

 豐原天主堂12  25,000  地利天主堂  15,600  善牧天主堂1-2  44,000 

 久美天主堂
 10710-10803 

 9,000 

 為聖召後援會 
 東埔天主堂12  6,800  田中天主堂12  11,800  合興天主堂12  4,000 

 和美天主堂  3,400  二水天主堂  19,800  霧峰天主堂  8,000 

 大甲天主堂  7,000  永靖天主堂12  2,000  主教座堂  19,541 

 員林天主堂  4,800  聖保祿天主堂  1,500  地利天主堂  10,710 

 東勢天主堂12  1,400  羅娜天主堂12  2,100  竹山天主堂  2,000 

 鹿港天主堂6-12  20,000  南屯天主堂  13,100  二林天主堂  4,800 

 中興新村天主堂
 7-12 

 9,600  復興路天主堂  4,000  豐原天主堂12  8,600 

雙十路天主堂11-12  32,700  北斗天主堂12  5,200 

 為國際援助 
盛○興農業有限公司  3,000  楊○  6,000  許○芬  8,800 

新○五金興業有限公司  29,700  林○芬  200  游○媛  2,500 

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600  王○婷  1,000  林○輝  1,500 

耶○亞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鄭○云  1,000  肯○實業有限公司  29,55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公司 100,000  黃○伯  1,000  施○任  3,600 

 莊○綾  3,600  李○治  600  朱○順  3,600 

 朱○琴  3,600  游○媛  10,500  林○珠  7,000 

 林○玄  3,500  陳○華  500  林○靜  1,000 

 林○雄  7,000  林○蓉  7,000  高○麟  3,500 

 劉○榛  5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19/01/15止, 總額為$79,890,998元 
 黃○華  1,000  張○敏   500  阮○雲  1,000 

 謝○瑾  500  陳○楠   1,000  楊○琪  8,000 

 張○惠  400  張○珮   500  林○清  10,000 

 廖黃○美  1,000  沈○杰   1,000  金○龍  12,000 

 邱○瑋  1,000  賴○欣   3,000  隱名氏  10,000 

 阮氏○英  10,000  林○伶   500  吳○佳 200,000 

 劉○娟  1,000  李○真   500  吳○芬  60,000 

 孫○芳  400  李○新  1,000  沈○鸞 100,000 

 陳○玲  400  史○諾  1,000  隱名氏  1,000 

 曾○淳  200  隱名氏  30,000  劉○英  20,000 

 鄭○枝  6,500  吳○純  1,000  余○芸  2,000 

 洪○雄  2,000  宋○玖  2,000  蔡○來  6,500 

 賴○哲  2,000  吳○如  3,000  張○德  5,000 

 吳○珍   2,000  莊○雅  1,000  姜○義  10,000 

 李○文  300  莊○絹  2,000  陳○仕  2,000 

 董○蓉  1,000  趙○文  30,000  石○毓  18,800 

 楊○民  20,000  張○姿  25,000  林小姐  10,000 

 陳○桃  10,000  王○珠  8,000  小閃電  300 

 楊○原   500  楊○枝  5,000  龍○霖  14,000 

豐原天主堂發票中獎  1,000  陳○正  7,315  吳○芬 150,000 

彰化天主堂義賣CD  800  姜○玲  2,000  潘○德 300,000 

大○棕織企業有限公司 400,000  李○鏡  30,000  賴○瑤  500 

水湳義賣洛神花醬  5,450  蕭○慧  1,000  劉○潮  10,000 

豐原泡菜義賣(12月)  19,000  隱名氏  100  王○龍  2,000 

 靚○美學診所  25,000  107年利息總計 344,975  地利天主堂教友們  79,955 

 雙十天主堂教友們  30,000  大甲天主堂教友們 448,900  善牧天主堂教友們  56,000 

 西屯天主堂教友們  4,000  二水天主堂教友們  56,000  法治天主堂教友們  15,000 

 鹿谷天主堂教友們  34,000  溪州天主堂教友們  17,600  二林天主堂教友們  1,000 

 水里天主堂教友們  2,000  曲冰天主堂教友們  2,000  員林天主堂教友們  30,000 

聖保祿天主堂教友們  84,000  埔里天主堂教友們  35,000  草屯天主堂教友們  28,200 

 沙鹿天主堂教友們  45,000  竹山天主堂教友們 128,000  彰化天主堂教友們  73,209 

 太平天主堂教友們  10,000  南投天主堂教友們  11,200  田中天主堂教友們  30,0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38,410  北斗天主堂教友們  20,000  主教座堂教友們 112,000 

 復興路天主堂教友們  17,720  鹿港天主堂教友們  65,000  羅娜天主堂教友們  58,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教友們 103,500 

 為傳愛後援會 
 鄭○梅  10,000  善牧天主堂  30,000  隱名氏  1,200 

 為發祥天主堂 
 李○香  40,000  倪○遠  3,000  北斗天主堂 134,000 

 為環山天主堂 
 黃○盛  10,000 

 為青年牧靈委員會  傳愛580 
 林○彥  10,000  莊○聰  1,000 

 為「2018天主教學校週」關懷敘利亞難民活動 
輔仁大學中國聖職單位  26,070  靜宜大學 290,790 

 為主顯節(聖童善會) 
 霧峰天主堂  10,000  大甲天主堂  10,200 

 為普世君王節 
 大里天主堂  5,300  草屯天主堂  2,000  南投天主堂  1,100 

 霧峰天主堂  15,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