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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2021年9月行事曆
7日（二）司鐸月退省（豐原天主堂）

18日（六）成人慕道班第二期師資培育（雙十堂）

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上智）

25日（六）方永樂執事晉鐸典禮（主教座堂）

主教的話
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

「弟兄們！我並不以為我已經奪得，我只顧
一件事：即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
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
爭奪的獎品。」（斐 3:13-14）

 

 第三次全國福傳大會閉幕
「我們以感恩的心，回顧第三次全國福傳大

會的源起及過程，期間雖遭逢新冠疫情影響直至
今日，因著天主一路陪伴及引領，我們逐一完成
了大會最核心的部份，並於 2021 年 8 月 7 日的
閉幕彌撒畫下句點 。
福傳大會源起

為因應台灣社會的快速變化，如何鞏固並
深化現有的教友和信仰團體，進而吸引教外朋友
認識教會，是一項極具挑戰的福傳使命。因此，
2017 年主教團秋季會議決議，繼 1988 年「福臨
中華—天主教福音傳播大會」及 2001 年「新世
紀新福傳」二次全國福傳大會後，召開第三次全
國福傳大會。
召開的步驟

2019 年春節，主教團牧函說明了召開福傳大
會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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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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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牧靈生活
及傳教使命。

聚焦堂區
此次大會的方向，把焦點集中在堂區。「耶

穌基督委託教會的使命是向全世界所有人宣揚福
音，…堂區正是完成這使命的基本場所。因此，
每一個堂區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有意識的、有
組織的方法，以向外伸展，去接觸非天主教徒，
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基督、認識祂的福音和祂的教
會。」 因此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堂區生活」，分
析整理出來的十四項議題，也首先在堂區討論。
由下而上 共同努力

在各教區努力不懈的配合及支持下，動員全
國各堂區、鐸區到教區的籌備工作，花費相當的
人力和時間；期間，大會也召開了數次由各教區
代表組成的全國性籌備會議，持續地辨明與聚焦，
2020 年 9 月以問卷調查及堂區討論為基礎，推出

一份更全面及具體的《福傳
工作手冊》，作為各堂區落
實推動福傳的參考，並在各
教區的福傳大會中討論，將
修正和補充再交回全國籌備
小組。
福傳大會的完成

教會在現世生活中不斷
面對挑戰，這些挑戰提醒我
們更加信靠救主耶穌，祂曾
許諾天天與我們同在，直到
世 界 的 終 結（ 瑪 28:20）。
曾因疫情而延後至 2021 年 8
月舉行的全國福傳大會，再
次由於疫情影響而停辦。然
而，自 2018 年至 2021 年，
全台各堂區先後討論及答覆
問卷，對過去兩次全國福傳
大會做了檢討，並在這次全
國福傳大會選出了優先執行
方案；有些也完成教區的福
傳大會。換句話說，這次福
傳大會最核心的部分已完成，為肯定大家的努力，
依然舉行閉幕彌撒，讓第三次福傳大會畫下句點。
落實執行 同道偕行

第三次全國福傳大會的目標就在確認各堂可
執行的方案。在此，我們滿懷期待，將這份彙集
大會成果之文件，交付各教區和堂區。教會福傳
工作的推展，需要每位教友的參與及行動。讓我
們在聖神帶領下，按照堂區所在教內外子民的需
要，整合資源、發揮創意，同道偕行，共同開啟
落實全國福傳大會的新紀元。」（第三次全國福
傳大會堂區牧靈手冊引言 主席團主席李克勉主
教）

感恩惜別 耶穌聖心侍女會修女

韓國耶穌聖心侍女會在鹿港天主堂服務的柳
貞順修女、金正鎬修女，因該修會修女日趨年邁
且缺乏新聖召，總會決定召回含台灣在內共 5 個
國家及地區服務的修女返國。8月22日上午10時，
教區在鹿港和平之后堂舉行感恩惜別彌撒，也為
新任代理主任司鐸任昶䮨神父與原兼任主任司鐸
吳重生神父舉行交接禮，教友們在迎新主任司鐸
同時，也依依不捨修女們聽命修會派遣，結束在
台中教區的福傳使命要回到韓國，並感謝吳重生
神父多年來的服務。

教區以「異鄉獻愛三十載，服務啟智見仁心，
耶穌聖心來仰望，悅樂侍主獲宏恩」的感謝狀，
謝謝修會 30 年來以愛耶穌的心，效法聖母照顧
世人的愛，秉持修會的精神在我們教區的奉獻與
服務，在她們身上見證了耶穌的愛。特別是修女

們以賣泡菜來籌募興建鹿港聖母聖心啟能中心經費
及用心照顧慢飛天使們的精神感動許多人，3 年前內
政部徐國勇部長也親自頒發中華民國身分證給柳貞
順修女以表彰她的奉獻服務功勳。賴聖母轉禱，祈
求天主降福修女們付出的一切及未來的新使命。

忘記背後 努力向前 贏得永生冠冕

在這全球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這個月
最激勵人心的事，莫過於在日本東京舉行的 2020 奧
林匹克運動會及身障奧林匹克運動會，每位奧運選
手都經歷日復一日、經年累月艱苦的持續訓練，期
間受到多番受傷和失望的煎熬，憑著堅忍奮勵不懈，
終獲榮冠，贏得喝采！

保祿宗徒告訴我們，基督徒生命的目標是「向
前面奔馳，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
的獎品。」就是肖似耶穌，與天主聖愛結合的永福
生命的冠冕！

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塔格萊樞機在全國福
傳大會閉幕時期勉：「得到耶穌是自己的好消息、
好食糧、好生命的我們，要以堅定的信念、充滿希
望、充滿喜樂，身體力行走出去傳揚福音，分享給
台灣社會」，讓我們在聖神恩寵的帶領下，努力操
練、堅忍不懈，更結合於天主，整合資源、發揮創意，
同道偕行，共同開啟落實全國福傳大會的新紀元，
共享永生的冠冕！ 

聖母瑪利亞，天地母后，為我等祈！

你們的弟兄

一、�韓國耶穌聖心侍女會在鹿港天主堂服務的

柳貞順修女、金正鎬修女，因該修會修女

日趨年邁且缺乏新聖召，總會決定召回含

台灣在內共五個國家及地區服務的修女返

國。對該修會三十年來在教區內、堂區及

啟智中心的服務與奉獻，謹表感謝。

二、�茲委任�任昶䮨神父為鹿港天主堂代理主任
司鐸。

三、�原和美天主堂及鹿港天主堂主任司鐸吳重
生神父，免兼鹿港天主堂主任司鐸職。

以上任免自主曆 2021 年 8 月 22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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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主教代表台中教區致贈十字架及感謝狀給柳貞順、金正鎬兩位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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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中市第一總鐸區堂區牧靈福傳會議

時間：9 月 8 日上午 9:30

地點：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

聯絡：04-22335950

※ 南投天主堂

因疫情關係，配合疫情中心政策，暫停一切活動，主日彌撒改成線上直播，

上午 9 時開始。

※ 中興新村天主堂

一、 7 月 4 日 ( 日 ) 常年期第 14 主日彌撒中，劉洪福神父為阮庭勇弟兄

施行入門聖事，聖名若瑟。

二、 7 月 25 日 ( 日 ) 常年期第 16 主日上午線上彌撒中，劉神父特別為堂

區祖父母及長者祈禱；下午為若瑟阮庭勇弟兄和瑪利亞阮氏花姊妹舉

行婚配聖事。

三、8 月 15 日 ( 日 ) 舉行聖母蒙召升天節感恩聖祭。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 原鐸區：

原鐸區各堂區，因疫情降為二級警戒，各堂區持續配合落實實聯制、全

程佩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加強環境清潔消毒等各項防疫措施。各堂

區部份的聚會活動陸續恢復，如：彌撒、讀經班、婦女會聚、聖堂玫瑰

經祈禱、聖堂朝拜聖體等。

※ 中正天主堂：

一、南投暨原住民總鐸區青年聯誼活動

對象：南投暨原住民總鐸區青年

主題：「生命零負擔」

時間：8/14（六）上午 9:00~12:00

方式：線上 -google meet

二、中正天主堂暨埔里天主堂等青少年，8/21（六）起恢復每周六下午

16:00~17:00 的 1 小時實體吉他教學，地點：埔里天主堂。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上智文化事業 8 月新書

《跟隨我：重拾門徒的初心》

艾德華．斯里（Edward Sri）◎著，徐明慧◎譯

定價 320 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電話：2220-4729）

成為門徒是每天身體力行的行動，不是掛在嘴邊的口號，也不能

與生活脫節。本書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深

入探索如何跟隨耶穌、成為門徒的真正意

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以及點燃信仰熱

火的方法。

引領你重新體驗耶穌的召叫，以門徒

的身分踏上更新成長的旅程。幫助你順從

聖神的推動，每天更有意識地與耶穌相

遇，更樂意領受恩寵的力量，塑造和轉化

你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肖似祂的

模樣。

★ 勇敢跨出安穩的舒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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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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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梅 

09 月 29 日：（拉法爾）陳瓊芬、（佳播）阮菁翠、

（彌額爾）賴信薇

修女

神父

九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 彰化天主堂

一、 8/1( 日 )10:00 於福傳 2F 召開傳協夏季大會，神父、修女暨傳協會委

員及善會、團體（菲律賓、越南）代表準時出席。

二、 一起把愛寫出來：邀請教友寫下對父親的祝福，在 8/7( 六 ) 前，到本

堂 FB 或彰化天主堂交誼廳 Line 群裡寫下對父親的祝福，將教友的祝

福於彌撒中獻給天父。

三、 8/7-8/8 彰化天主堂為慶祝父親節，當日秀水彌撒暫停乙次，於彌撒中

特為父親們降福並準備小蛋糕，彌撒後分送給辛苦的父親們，讓家人

也一起分享、共慶父親節。

四、 藍天青年會於 8/15( 日 ) 正式恢復聚會，邀請青年一起來參與，也請

鼓勵家中青年踴躍前來。

五、秀水天主堂因部份修繕尚未完成，8 月皆於本堂共同參與彌撒。

六、 自 9 月份起，明供聖體時間改至周三 19:30-20:40，歡迎教友前來領受

恩寵。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九月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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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徒 讀 經 班   福 傳 新 動 力

台中教區攝影棚啟用祝福禮

蘇主教講道時表示：「在慶祝聖母升
天節前夕，我們很高興教區的攝影棚完工
了，如同今天的讀經中記載，聖保祿宗徒切
願把天主的福音，就是將天主啟示給我們的
愛傳給所有人，成為天主的救恩、聖愛的合
作者。藉由今天的啟用祝福禮，表達我們願
意把天主愛的福音，藉由媒體力量，傳播給
更多的人。」

「我們都知道這幾十年來，視聽媒體
傳播帶給世界無遠弗屆的影響，端看我們怎
麼去使用它，如果善加使用，能促進彼此友
愛、團結合作；但許多社群媒體刻意操作，

連續幾年負責召開堂區開會及記錄，
每次看到一則「待辦事項」，總是讓我心
中刺痛，因為早就決議「每位教友以每年
引領一位親友來領洗為目標」，但是幾年
下來，卻沒有看到任何數據。對於這樣的
「決而不行」，總覺得對天主有很大虧欠；
去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向主任司鐸（當時為
趙國紳神父）請示，來成立「一領一牧靈
福傳組」，期盼對內牧靈，對外福傳。雖
然組員大都已經累積幾年的讀經經驗與心
得，但大家仍然深感能力不足，需要加緊
裝備。正當我們惶恐不安時，有位花蓮教
區的易德玲姊妹，剛從「門徒讀經班」結
業，興致沖沖地與我分享心得，並鄭重推
薦「門徒讀經班」獨特的課程設計，會逐
漸整合教友信仰的思、言與行動力，成為
一個以福傳為使命的耶穌門徒。

風聞「門徒讀經班」是基督教推動
福傳工作很成功的課程，但要跨越教派的
學習，心中難免躊躇。請示趙神父，得到
答覆是「彼此學習都有芥蒂，還談什麼合
一」? 神父的鼓勵是天主的訊息，是我們
勇敢前行的動力。後來也了解「門徒讀經
班」是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邀集聖經專
家、學者編纂的上課教材，內容刻意去除
衛理公會色彩，目的要提供各基督宗教採
用，一起向世人廣傳福音，天主僕人的氣
度不禁令人欽佩。

天主教會在 1992 年，由馬來西亞聖
方濟沙勿略堂本堂神父 Father Larry Tan SJ
（耶穌會士）引進，後續在聖依納爵堂
成立中文班，並擴散到馬來西亞各地。

反而造成更多的分裂、錯謬，帶
給人身心靈上更多的傷害。教宗方
濟各一再強調善用媒體，藉著福音
傳播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價
值觀，讓我們因著天主的愛，與天
主、自己、他人及大自然和好，共
享合一的豐富生命。希望教區攝影
棚的成立及設備的添置，承擔起傳
播福音的使命與角色。」

蘇主教同時代表教區感謝大
家的辛勞付出：「一年多來，在大
家的合作與努力下推出了多元節
目，及因應疫情提供彌撒直播服
務，盡我們的力量傳遞天主愛的臨
在，讓好消息溫暖不安的人心，在

疫情中更加依賴信靠天主。求天主祝福這個
新場地，使我們的運作有更多、更充實內容
的節目，與更多人分享天主愛的福音。」

在蘇主教灑聖水祝福攝影同時，參禮
者以〈天主經〉和〈聖母經〉獻上祈禱，祈
願基督聖言時常駐足在我們心中，讓所有工
作團隊的言語和工作都因主的名而做。

媒體傳播委員會指導神師許瑞文神父
表示：「在疫情中，教區製作了許多線上節
目和大家分享信仰生活，今天新攝影棚的啟
用，再次邀請大家多加運用媒體，透過線上
見證，把信仰感動傳給更多人。」

1994年馬來西亞的梁妙琴姊妹來台求學，
看到同學對研讀聖經的渴望，也燃起推廣
熱火。在鄭玉英老師、郝惠娟修女的鼓勵
及台北聖家堂本堂神父魏里仁的大力支持
下，開始在台北教區開班，歷任神師有：
魏里仁神父、王秉鈞神父、饒志成神父；
後來更逐漸在新竹教區及花蓮教區開花結
果，歷任神師為：梁在五神父、陳新偉神
父、杜敬一神父；2020 年在台中教區（雙
十堂及彰化堂）也開立新班。

門徒讀經班的宗旨是：研讀聖經，作
主門徒，輔助員會一再提醒讀經要注重與
主談心，讀出天主心意。課程開始的《聆
聽視聽教材》是門徒班的特色；雖然資料
來自基督教，但觀點精闢且宏觀，足以幫
助教友開拓信仰視野。新竹門徒班的核心
幹部更不惜花費龐大經費，重新錄製符合
《思高聖經》的人名、地名與用詞，足見
他們的用心及奉獻精神。視聽教材後，輔
助員會把學員聆聽的重點彙整在白板上，
幫助大家再次複習。接著，輔助員會配合
教材的討論題目，逐項安插2-5分鐘的「兩
人分享」、「三人分享」或「大組分享」，
不但幫助大家反覆聚焦主題的意涵，並且
訓練在有限時間內，誠實、盡情的分享個
人體驗，學習彼此聆聽、尊重、包容、珍
惜與共融，避免偏離經文的聊天與課堂秩
序的失控；輔助員也會注意當天陷在情緒
低潮的學員，在中場休息前，邀集所有學
員為她 / 他做覆手祈禱。輔助員體貼又專
業的危機處理，讓中場點心時間變得更加
溫馨。

總是自力錄製節目分享福音的清水天主
堂副主任司鐸姜亴中神父欣喜表示：「有這樣
的攝影棚是個好契機，因為疫情，很多事都被
阻擋了，運用媒體是一個好方法，有教友的幫
助，懷著感謝的心情一起努力，讓教會的傳播
媒體的角色越來越進步。」

媒體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洪崇智弟兄看
到如此明亮多元運用的空間啟用時，歡喜地表
示：「教區攝影棚的啟用，有助於我們製作各
式節目來宣揚天主聖言。為能充分運用空間，
攝影棚所有背板都可以自由移動，並有正反兩
面不同的顏色可以變化搭配，家具和擺設也以
能配合多元節目屬性為優先考量。期待這令人
耳目一新的明亮空間，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更具活力地為福音作見證。」

教材尾端有一段「若你想知道更多」，
輔助員會指引一位學員補充課程的疏漏，或
天主教會的特殊觀點。接著會帶領大家「面
對聖言」作「聖言誦禱」。這是一段檢視信
仰及服事歷經是否符合「門徒標誌」的真誠
默思；也是划向深處與主談心，讓聖愛滋養、
修補心靈的寶貴經驗。

最後輔助員又帶著大家再次閱讀課程開
始的一段「人性處境」，課前、課後各讀一
遍，往往讓人驚奇課後的心思與眼目，已被
經文脈絡激起深層迴響與認同，那是一種不
可言喻的蛻變與提升。

門徒讀經班的兩位課程輔助員：蔡美泓
與孫嘉慈老師，每周喜樂地從新竹來台中，
不但前一天要一起備課討論，當天還帶著自
己的投影機及筆電，提前 1 小時趕到教室準
備、佈置及祈禱。這麼大的犧牲奉獻，竟然
不接受任何酬勞，真是現代的保祿宗徒。大
家都被她們的忠信、謙卑與熱忱所感動，難
怪 9 個月的課程，班上出席率都是全滿，甚
至遠從靜宜大學輾轉公車，到雙十堂上課的
馬玉潔修女（主顧傳教修女會），也從不喊
辛苦。      

門徒讀經班嚴謹的課程安排，孕育學員
自動、順服、渴慕及彼此協助的上課紀律；
深度的教材內容及巧妙的設計，配合每周有
具體實踐的目標，逐漸操練學員內化聖言於
心中，潛移默化心思念慮，而且充滿行動力，
值得各堂學習及推廣。

※ 報名專線：蔡美泓 0935-231016，孫嘉慈
0922-233515

（文 ‧ 圖／黃琪珊）

（文／吳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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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於 8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在
彰化鹿港和平之后堂，為耶穌聖心侍女
會柳貞順修女、金正鎬修女舉行離台惜
別感恩彌撒，也為新任代理主任司鐸任
昶䮨神父與原兼任主任司鐸吳重生神父
舉行交接禮，教友們喜迎新主任司鐸同
時，依依不捨修女們服從修會派遣，結
束在台中教區的福傳使命回到韓國，並
感謝吳重生神父近年來的照顧。

蘇主教講道時闡示：「今天是常年
期第 21 主日，也是『聖母元后瞻禮』，
鹿港天主堂主保為『和平之后』，在這
樣特別的日子，我們歡送修女並舉行主
任司鐸交接禮，別具深意。福音告訴我
們，耶穌是生命之糧，誰吃了這食糧必
活到永遠，有人無法相信而離開了，伯
多祿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
我們去投奔誰呢？』（若 6:68）他
信賴且跟隨了耶穌得享永生。那我
們呢？是否真的相信耶穌是永生之
糧？這份信仰是否帶給我們改變？
我們聆聽聖言、領聖體，分享天主的
生命，是否轉變我們的生命肖似耶
穌，成為擘開的餅、耶穌的手腳去服
務別人？」

蘇主教指出：「耶穌聖心侍女會
修女們來台服務 30 年，除了堂區工
作，也在聖母聖心啟智中心服務，在

她們身上見證了耶穌的愛。有人在觀賞
教區製作的影片後表示，修女看孩子的
眼神就像母親那般溫柔，相信是她們將
修會的精神──耶穌聖心的侍女，將主
愛具體地活出來了。賴聖母轉禱，願天
主降福她們的新使命。」

蘇主教代表台中教區致贈聖母態像
給兩位修女，謝謝她們在鹿港天主堂及
聖母聖心啟智中心的服務，並祈求天主
的愛與恩典繼續帶領著她們；另有一幀
寫著「異鄉獻愛三十載，服務啟智見仁
心，耶穌聖心來仰望，悅樂侍主獲宏
恩。」的感謝狀，感謝修會 30 年來以
愛主之心，效法聖母照顧世人的愛，秉
持修會的精神在台中教區的奉獻與服
務，並期許大家受到修女們愛的鼓舞，
勇於回應天主的召喚。教區也以一支記
錄修女們 30 年福傳腳步足跡的《慈母
心．啟智情》影片，表達對修女們的由
衷感謝與深切祝福。 

柳貞順修女致詞時期勉教友們，聖
堂是我們的家，要主動積極參與堂區各
項事務，為信仰成長而努力，一如在 70
周年堂慶時的使命：「你們要憑著堅忍，
保全你們的靈魂。」（路 21:19），我
們在彼此祈禱中再見。

柳修女的好朋友，阿振肉包負責人鄭
永豐專程前來參與彌撒歡送修女，這段深
厚情誼結識於鄭老闆 30 年前初訪聖母聖
心啟智中心，見到小孩被媽媽用繩子綁在
身上騎著摩托車載來中心，3 位韓國修女
慈愛地接過孩子的那一幕，讓他十分感
動。從那時起，鄭老闆便決定只要行有餘
力必幫忙中心。

鄭老闆說道：「我在修女們身上感受
到這份愛，也見到她們到醫院不辭辛勞地
照顧孩子到半夜，修女們常說：『耶穌說
為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為我做的。』（參
閱瑪 25:40）對我影響很大，我感到付出
越多，得到的幫忙也越多，我的事業特別
被天主和聖母所照顧。修女們把一生的黃
金歲月奉獻給台灣、鹿港，現在要回韓
國了，祝福她們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鹿港天主堂傳協會會長郭坤發表示，
太多的感謝實在難以言盡；修女曾分享
「19 元」故事，19 元是當時韓國的郵資，
表示當接到修會派遣的信，就要聽從前
往，修女以細心和愛心陪伴著慢飛天使，
也對教友們在信仰與生活中給予許多鼓
勵，真的令人感動。青年會青年們也獻
上花束表達謝意，依依不捨中彼此祝福，
祈天主的愛充滿修女們新的福傳旅途。

（文 ‧ 圖／黃琪珊）

耶穌聖心侍女會修女們離台惜別感恩彌撒

主教在機場給二位修女送行並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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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應 該 為 消 滅 仇 恨 祈 禱

我們常常會為世界和平祈禱，可是
如果世界上有仇恨，絕對不可能有和平，
所以我建議我們應該為消滅仇恨祈禱。

很少人想到一個關鍵性的事實，那
就是魔鬼最希望世界上有仇恨。任何人
製造仇恨就是被魔鬼所慫恿，任何人看
到仇恨而不設法消除，也是在幫助魔鬼。

在過去，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往往是
因為某一個國家想搶奪資源，可是現在
的情況的確不同。恐怖份子心中當然是
有仇恨的，很多人以為消滅恐怖份子可
以用武力，從最近的國際事件上可以看
出這是做不到的。要徹底消滅恐怖份子，
唯有消滅恐怖份子心中的仇恨。

使用暴力來設法消滅恐怖份子，非
但不可能成功，而且會產生更多的仇恨。
仇恨的來源往往基於一些誤解，要消滅
仇恨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應該很
冷靜地分析仇恨的來源，很多仇恨乃是
和歷史包袱有關。耶穌基督所宣揚的福

德蘭旅程的目標不是自己的完美，
而是天主。天主是聖的，是完美的。現
今藉著靜觀祈禱與天主互通共融，也能
見天主。德蘭講的完美之路就是靜觀祈
禱之路，因為靜觀祈禱引人找到生命的
活泉；是天主要來成就這種祈禱，因此，
認識靜觀的形式和等級有其必要性。

「天主介入靈修生活時，通常首
先發生在靈魂和天主直接交往的時候，
也就是在靜禱之時。由於天主的介入，
人的靜禱轉變為靜觀。」（《我要見天
主》，頁 582）靜觀有不少的定義：理
查，聖維克多（Richard de Saint-Victor）
說 :「靜觀是靈魂對一些事實進行整體、
透徹和深情的觀看：藉著這觀看的行
動，靈魂接觸他所注視的事實。」聖
道茂的定義是：「對真理作單純的注
視。」加爾默羅的神學家，即薩勒孟派
（Salmanticenses）的學者們，在為聖道
茂作註解時，在此定義上加上了一句：
「在愛情的影響下，對真理作單純的注
視。」

聖道茂的定義表面上很簡略，只掌
握重點，在簡明之中凸顯出其本質。靜
觀是一種取得認識的活動，是深入真理
的單純活動，不加推論，用的是一種近
似直覺的方式，薩勒孟派堅持在這種認
識中要強調愛情的份量。靜觀的基本點
是對真理作單純的注視，雖然愛情不是

音，強調寬恕這二字，是值得我們深思
的。如果我們不能寬恕別人，就絕對不
可能消滅仇恨。

仇恨也往往是因為缺乏正義所造
成的，但是為了正義，會造成另外一種
不正義。所以我們常常見到被壓迫者變
成了壓迫者，世界和平當然很難達到。
有一位教宗的話是相當有道理的：「和
平建築在正義之上，正義建築在寬恕之
上。」唯有寬恕，才能消滅仇恨，也才
能真正地達到和平。

根據我的經驗，我們教友並不太多
有偉大的聖德，但是很少在談話中顯示
仇恨的。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畢竟是教
友，我們每天唸天主經，絕對知道我們
應該寬恕別人，因為天主會寬恕我們。
一旦有了這種寬恕的想法，也就談不上
有什麼仇恨了。很少教友知道，對人而
言，心中沒有仇恨是一件幸運的事，因
為任何人的心中如果有仇恨，一定會感

靜觀的主要行動本身，但對靜觀的起因
和目的來講，卻是非常重要。因為是愛
情促使靈魂去注視，也是愛情將「注視」
簡化，把目光只專注在真理上。理查，
聖維克多強調靜觀是整體觀看，表示靈
魂在歷次的觀看中經常獲得一些零星的
概念，而靜觀則把這些概念整合為有生
命的綜合體。這整體的目光似乎是模糊
不清的，其實那只是表面的現象而已；
這目光不顧外在的細節，其目的是要藉
愛情的力量深入所注視的對象本身。他
指出這整體觀看既深入又深情，使靈魂
接觸到事實。（參考《我要見天主》，
頁 583）

靜觀有不同的形式和等級，在愛情
的影響下，所有的認識活動和對真理的
單純注視，都稱得上是真正的靜觀。例
如 1. 美學的靜觀：我們置身在懸崖峭壁
中，眼前是洶湧澎湃的瀑布，有時我們
被這美景所吸引，整個人沉醉其中，當
一回神，已是半小時過去了，你有這樣
的經驗嗎？ 2. 理性或哲學性的靜觀：一
位哲學家或科學家日以繼夜地工作，最
後他找到了一個觀點，一項原理，他可
以解釋一切。原先紊亂的思想藉著它而
井然有序，一以貫通了。愛和喜悅之情
使理智活動平息下來，他們的目光也停
留在這難以言喻，具有魅力與活力的新
發現上。3. 神學性的靜觀：神學家以其
全部的經歷和滿腔的熱情，研究神學並
探索其用語，往往當信理的光芒閃耀在
他面前，奧蹟的美妙呈現在他眼前時，
他便陶醉在讚賞中。（參考《我要見天
主》，頁 584-5）

到不安，也絕對不會快樂的。
但是我們教友還是應該知道，這個世

界上隨時隨地都有人在製造仇恨，我們應
該努力地設法消除仇恨，也應該在彌撒的
信友禱詞中祈求上主消滅仇恨。我們常常
為天災人禍祈禱，其實世界上的仇恨才是
最可怕的。

我也建議教會強調天主教是絕對反對
任何仇恨的，我們教會的確有很多值得讚
揚的事，比方說，我們有神父專門負責和
各個宗教聯絡，這就是不容易的事，因為
目前世界上很多仇恨都與宗教有關。其實
沒有一個宗教會強調仇恨的，而是因為歷
史上的一些不幸事件造成了仇恨。教會強
調寬恕，乃是根據耶穌基督的福音精神。
我們應該讓世人知道福音精神的時代意
義，不要以為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一個陳舊
的想法，其實福音精神才真正能夠帶給世
界和平。

神學性的靜觀並不只是神學家的專
利。在偉大的真理面前出神，也不是非神
學家不可，就好像不一定要藝術家才會被
浩瀚的景緻所感動一樣。每位基督徒，只
要充滿愛情的信德，都可以靜觀一項信理
或福音中的一幕。這些過程都是先觀察，
後探索，終於在愛情的影響下，安息在真
理的光明之中。

甚麼是超性靜觀呢？它所瞻仰的真
理，不是神學性的靜觀所探討的信理條文，
而是天主的真理本身。在天主的真理中有
生命、光明和天主的本質，這都是信德的
特定對象。人每次抒發信德，就能深入其
中。信德的對象是奧秘，由於聖神的恩賜，
使奧秘的晦暗中湧現出一道隱約的光芒。
使人感到平安和有吸引力，它吸引了信德
並使信德擺脫理智的推理活動，超脫理智
所要求的清晰，而獲得了安寧和天主的支
持。這是天主以聖神的恩賜來介入其中，
使信德的超性行為更加完善，成為活力充
沛的信德，而產生超性的靜觀。

愛情是信德趨向天主真理的動力，愛
情不但簡化了靈魂的目光，還產生了認知。
超性的愛德促成人與天主有共同性體，愛
情使我們與主接觸，就在這與主的交往中，
愛情獲得了對天主本身的經驗。（參考《我
要見天主》，頁 587-9）

所以靜觀是愛情的學問。聖十字若望
說：「靜觀是隱藏的天主上智藉愛情與靈
魂交流，並將其智慧注入靈魂之內。」（《心
靈黑夜》2:17，頁 625）靜觀是深情和寧靜
的注視，發自愛情，隨著愛情的腳步而進
展，最終在愛情的圓滿結合中臻於完善。

李家同

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

靜 觀 的 形 式 和 等 級 (10)

5
．靈修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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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日 主教於主教座堂主禮主日直播彌撒。

2日 主教主禮教區平日彌撒直播。

3日 司鐸月退省於和美天主堂舉行。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4日  主教主禮教區聖維雅納司鐸彌撒直播。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善牧學苑宿舍

落成祝福禮。啟智中心主任來訪。

5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耶穌顯聖容彌撒直播。

7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全國福傳大會閉幕彌撒線上直播。

8日 主教主禮主教座堂主日彌撒直播。

9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0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老楞佐執事殉道彌撒直播。

11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2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教區啟智機構臨時董事會。南屯靈修活動

中心建案開標。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13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參加私立學校協會理監事線上會議。

14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主教主禮台中教區攝影棚啟用祝福禮。

15日 主教主禮主教座堂聖母蒙召升天節彌撒直播。主教探訪香港就醫教友。

16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7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

18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前往武界天主堂主持白阿連傳教老師殯葬彌撒。公

署行政會議。教友來訪。上智社教院執行長夏太長來訪。

19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20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主持上智董事會會議。

21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碧岳十世教宗彌撒直播。主教視訊祝福員林聖家啟智中

心畢業典禮。

22日  主教前往鹿港天主堂主禮耶穌聖心侍女會柳貞順修女、金正鎬修女離台惜別

感恩彌撒暨新舊任主任司鐸交接。

23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姜神父來訪。

24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巴爾多祿茂宗徒彌撒直播。方執事來訪。主教訪立達啟

能中心愛的小舖。

25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主教訪鹿港天主堂、霧峰天主堂。教區線上祈禱節目

「一起禱在雲端」為旅途中的教會祈禱。

2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韓國修女離台，主教前往機場送行。教區

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27日 教區教務會議。善牧堂陳神父等來訪。

28日 主教主禮聖奧斯定主教紀念線上直播彌撒。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29日 主教座堂主日線上直播彌撒。

30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啟智中心蔡執行長及徐院牧來訪。

31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鹿港天主堂停車場招標案於公署舉行。

☆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明供聖體祈福會：愛的喜樂

時間：9月4日（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彰化天主堂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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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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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復興台中教區共融服務團隊
聯絡：林弟兄 04-22478781 (請上班時間來電)

二、「在聖神內生活」研習營
時間：9月10日~10月22日 每周五晚上7:30～9:00
地點：羅厝天主堂 
神師：黃清富副主教、胡明良神父、許瑞文神父
主辦：神恩復興台中教區共融服務團隊
費用：自由奉獻＋200元學員課本 
聯絡：林弟兄 04-22478781 (請上班時間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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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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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9/25(六)下午13:30-20:00 ; 9/26(日)上午8:30-16:00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三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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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15對額滿
報名：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點選「最新活動」-「婚前十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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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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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2021《靜默祈禱》讀書工作坊
目標： 藉《靜默祈禱》一書（歐洛克著，上智出版），學習靜心靜禱，加深與天

主的關係。
方式： 事先在家閱讀兩章。聚會時，導讀5--10分；其次，回饋並提出問題；帶領

人補充講解聖衣會靈修大師的教導30分；最後靜禱20-30分。
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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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上班  9:20～11:20，從8月31日開始每周二上課

 2.晚上班  19:20～21:20，從9月07日開始每周二上課
★每周1次，為期10次。

費用：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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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UFbWx4AxbkeToVBk8
課程諮詢：2207-5678轉211 李秀華姊妹E-mail: xli67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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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吉  5,000  王○諭  10,000  施○芬  2,000 

 蔡○春  1,000  耶穌○○○○會  100,000  靜○董事會  110,000 

 江○貞  10,000  林○涵  20,000  曾○治  2,000 

 陳○仁  10,000  鄭○園  50,000  林○華  2,000 

 陳○屏  1,000  蔡○悌  1,000  隱名氏  5,000 

 吳○琴  1,000  岳○翔  5,000  林○瑜  5,000 

 施○君  1,000  張○華  2,000  鳳○  30,000 

 第二台 

 黃○強  5,200 

 為聖召 

 陳○濟  2,000  陳○真  2,000  劉○美  12,0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復興路天主堂  24,000  大甲天主堂  24,000  望鄉天主堂  3,667 

 員林天主堂8  24,000  竹山天主堂  10,000  眉原天主堂5-6  1,000 

 二林天主堂7  7,000  溪州天主堂6-7  12,000  田中天主堂8  48,000 

 彰化天主堂7  48,000  主教座堂  48,000  善牧天主堂8  24,000 

 南投天主堂  24,000  南屯天主堂  24,000  太平天主堂5-6  42,000 

 豐原天主堂7  27,000  霧社天主堂5-8  32,000  埔里天主堂5-7  45,600 

 草屯天主堂  24,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8  24,000  溪州天主堂  6,000 

 合興天主堂7  24,000  雙十路天主堂  28,000  眉溪天主堂5-8  32,000 

 東勢天主堂  24,000  中原天主堂7  6,800  水湳天主堂  24,000 

 西屯天主堂  24,000 

 為聖召後援會 

 田中天主堂6-7  34,500  竹山天主堂  2,000  南屯天主堂  6,600 

 彰化天主堂7  18,700  羅娜天主堂7  2,400  主教座堂6-8  33,460 

 合興天主堂7  3,900  埔里天主堂8  4,000  聖保祿天主堂  11,000 

 東勢天主堂7  700 

 為國際援助 

 林○輝  1,500  陳○玲  4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林○榮  5,000  郭○如  2,000 

 隱名氏  2,000  張○佑  2,200  蘇○文  10,000 

 陳○瑋  4,500  陳○姍  500  莊○朱  2,000 

 張○萱  2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1/08/15止, 總額為$102,866,505元

 郭○如  1,000  許○德  1,000  張○萱  200 

 龍○美  1,500  楊○原   500  陳○楠   1,000 

 劉○珍   500  沈○杰   1,000  黃○○  100,0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1,200  主教座堂教友們  200 

 為媒體委員會 

 吳○琴  1,000 

 為八家啟智機構 

 齊○光  6,000  曾○德  1,000  張○萱  200 

 靚○美學診所  100,000  鄭○  1,000  弼○企業有限公司  2,000 

 為發祥天主堂 

 張○萱  200 

 為社會急難救助 

 合興天主堂  2,200  陳○仁  5,000  曾○玉  1,000 

 包○玲  500  大肚天主堂  500 

 為靜心靜禱，與主有約 

 楊○真  2,000  俞○珠  2,000 

 為聖召暨青年委員會 

 張○如  1,000 

 為港口牧靈關懷 

 陳○仁  5,000 

 為聖伯鐸宗徒善會 

 南投天主堂  1,000 

 為傳播節 

 水湳天主堂  600  張○卿  500 

 為原民日 

 沙鹿天主堂  3,200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10/07/16-1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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