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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話
主內親愛的神父、修女、弟兄姊妹們：

「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就是那

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馬書 

8:28 ）

第十屆世界家庭大會

第十屆世界家庭大會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

至 26 日在羅馬舉行，主題為「家庭之愛：聖召

與成聖之路」。在 6 月 22 日教宗方濟各在大會

開幕式上發表的講話強調，家庭在世界上肩負使

命，應當攜手同行；夫婦要同心與其他家庭、與

教會一同前進。敦促家庭接受上主來改變自己，

「在生活中定睛仰望高天」，「懷著勇氣和喜樂」

繼續向前邁進，以應對生活的苦與樂。與會的來

自世界各地許多家庭（包含來自台灣的三個家庭

代表）在大會期間分享了他們的經驗、省思、夢

想和決心。

閉幕彌撒於 6 月 25 日傍晚在聖伯多祿廣場

舉行，教宗方濟各在講道中邀請眾人在家庭內活

出真自由，家庭是學習去愛和走出自我的地方，

表達出服務的精神，呼籲父母親要對兒女有信

心，並且讓兒女看見忠於婚姻的聖召。

教宗指出，基督以祂的寶血為贖價，解救我

們擺脫各種奴役，頭一個便是獨善其身的態度。

事實上，耶穌所帶來的自由「全然指向愛」。這

與家庭密切相關。「你們所有結婚成家的夫婦，

藉著基督的恩寵做了這個勇敢抉擇：你們之所以

善用自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去愛天主放

在你們身邊的人。你們非但沒把自己活成『孤

島』，反倒盡力『彼此服務』。這麼一來，家庭

裡就能活出自由！那不是每個人繞著各自軌道運

行的『行星』或『衛星』。家庭是相遇、分享和

走出自我的場所，以接納他人、親近他人。它是

學習去愛的首要場所。我們絕不可忘記這點：家

庭是學習去愛的首要場所。」

就實際情況而言，教宗深知並非每個家庭都

如此，所以務必保護家庭，以免家庭失去它的基

因，即：「接納和服務精神」。親愛的父母，天

主聖言為我們指出道路：不要保護兒女不受一星

半點的挫折和磨難，卻要努力向他們傳遞生命的

熱情，在他們心中點燃去尋找各自聖召的渴望，

激勵他們去擁抱天主為他們設想的偉大使命」。

扶持兒女、鼓勵他們追隨聖召的最佳方法，莫過

於讓他們親眼看見父母親「忠誠又有耐心地」活

出自己的聖召，不畏艱難悲傷和考驗。

當耶穌召叫時，包括召叫人們結婚成家，祂

要求我們向前看，而且祂始終先我們而行，始終

在愛與服務上先我們一步。跟隨祂的人絕不會失

望！」

在講道的結尾，教宗保證教會與家庭同在，

甚至是在家庭內。教宗為家庭呼求上主的助佑，

願家庭能每天感受到團結、和平，以及堅忍的喜

樂，從而見證出「天主是愛」。彌撒最後，教宗

派遣在場家庭在世界各地宣講福音。下屆世界家

庭大會將於 2028 年舉辦。

牽掛與關懷  疫牽平安箱達標

這兩個月期間，由於新冠疫情急速升溫， 

許多居家隔離的家庭陷入焦躁及不穩定的煎熬。

台中教區聯合互愛物資銀行及教區明愛會，同時

結合堂區的社會關懷組，一同發起了「疫牽平安

箱」暖心活動。活動於 5 月 25 日起跑，邀請大

家以每箱 1000 元認購一份包括米、麵條、罐頭、

沖泡飲、口罩等生活物資的「疫牽平安箱」，關

懷中彰投地區生活受到衝擊家庭的急需。感謝主

內弟兄姐妹及社會各界友人的熱情響應，截至 6

月 24 止已達成募集 1000 箱的目標。捐助名單

於這期月誌及下期月誌將陸續刊登公告。再次感

謝大家的愛心以實際行動送上對他們的牽掛與關

懷，溫暖他們的心，求天主降福大家的付出！

阮文裕、劉徵祥神父 安息主懷

我們教區阮文裕神父和劉徵祥神父分別於 6

月 1 日和 6 月 4 日因病故回歸天家，消息傳來，

許多神父、修女、弟兄姐妹感到驚愕與不捨。但

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說的：「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

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

益處。」（羅馬書 8:28 ），天主知道甚麼是為

人最好的，願天主永受讚美！

感謝劉丹桂主教、許多神父、修女、弟兄姐

妹們在疫情嚴峻時刻，仍撥冗來參加阮神父和劉

神父的殯葬彌撒，也感謝他們生前服務過的許多

堂區及後來安養的草屯天主堂等神父、修女及教

友們對他們二位的照顧與代禱，以及馬爾定醫院

和芳安護理之家團隊的照護，願天主降福大家所

做的一切。

我們以信德將祂們兩位神父的靈魂偕同耶穌一

同奉獻，交託給天主恩寵，懷著愛德為他們安息主

懷祈禱，並以望德期待在天主愛的計畫新天新地來

臨時，眾信徒團聚在天主永恆聖愛的信仰中，活在

當下繼續我們信仰生命的旅程。

聖母到我家 平安恩寵護大家

為慶祝聖母軍成立 100 週年，及為喚醒炙熱

的愛主之心，依靠聖母的聖德和豐富的恩寵，期能

為社會帶來祥和，弭平疫情，為地方帶來平安。聖

母軍台灣分團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舉辦聖母巡禮全台七個教區，其中 7 月 2 

日到 8 月 6 日將駐留在台中教區 5 個聖母軍區，

7/02-7/09 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7/10-7/16 台

中至潔之母區團、7/17-7/23 台中家庭之后區團、

7/24-7/30 彰化曉明之星區團、7/31-8/06 南投和

平之后區團，邀請大家前來敬禮陪伴聖母，為世人

祈禱並分享聖母的聖德與恩寵。

暑期將至，新冠疫情目前已有緩降的趨勢，周

遭有許多人感染，但大多是輕症，很快就痊癒。請

大家持續做好防疫措施，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彼

此關心互助，社區內生活有困難者也可聯絡教區互

愛物資銀行協助。也請繼續依照政府各項指引，以

實體或視訊持續進行各項活動，賴聖母代禱，使這

波疫情早日弭平，聖寵之母，為我等祈！

你們的弟兄

主教和邱副主教親送「疫牽平安箱」至原鄉部落，表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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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第一總鐸區牧靈福傳網路視訊會議
時間：6 月 8 日上午 9:30
◎堂區工作報告
※ 主教座堂
一、4/16 復活前夕守夜禮舉行成人入門聖事，有 13 位候洗者領受入門聖事。
二、 5/28 信仰靈修講座「聖母的美德力量」，本堂 3 團聖詠團獻唱聖母聖歌，劉興

恩執事分享聖母的美德。
三、6/5 聖神降臨節，共計 18 人領受堅振聖事。
※ 無原罪聖母堂
一、復活節前夕彌撒中為 11 位候洗者舉行聖洗及堅振聖事。
二、6/6 召開 70 周年堂慶籌備會視訊會議。
※ 善牧堂
一、5/1 國際聖召節（善牧主日）慶祝善牧堂 64 周年慶。
二、慕道班每周四晚上 8:00 線上上課。
  ※ 聖保祿堂
一、4/16 復活節前夕，20 位望教友領洗。
二、5/15 慶祝本堂馬世光神父 90 大壽，分送教友壽桃及聖詠團為神父詠唱祝壽。
三、 7/2（六）響應聖母軍創立 100 周年，迎接聖母至聖保祿堂駐留一晚，7/3（日）

上午 9:00 恭請蘇耀文主教主禮彌撒。
※ 水湳聖德蘭堂
一、 台中教區教友的普查：藉由這次教友普查能夠將耶穌帶到我們每個人的家庭共

100 位，找到迷失的羊 9 位，目前繼續進行中。
二、4/15-4/23 舉行天主慈悲九日敬禮。
三、配合教區推動疫牽平安箱，本堂共募 74 箱。
※ 南屯堂
一、 四旬期期間舉辦馬拉松比賽，鼓勵教友養成每日運動的習慣，並每周紀錄成果，

於復活節當日頒獎。
二、4/28 起，隔周四晚上 7:30 邀請李秀華老師帶領教友們進行靜默祈禱課程
※ 雙十法蒂瑪堂
一、5/15 本堂於 11: 00 舉辦樂活人生講座，由家庭牧靈組同心圓小組主講。
二、耀漢小兄弟會阮維光執事到本堂實習 3 個月，教友同表歡迎。
三、 6/15 本堂將堂訊及神父「疫情平安慰問信」予 300 位久未進堂教友，並邀請回

堂共融。
※ 霧峰聖若瑟堂
一、5/15 道生會新任張力允神父舉行首祭彌撒。
二、5/27-6/4 舉行聖神降臨節九日敬禮。
※ 大里天主堂
一、周二讀經班舉辦認識「耶穌救恩史」講座，講師為葉忠傑神父、高報喜修女。
※ 太平天主堂
一、5/6 道生會信仰培育：教會關於夫妻傳遞生命的教導。
二、5/15 太平道生兒童營，由靜宜大學宗輔室天使團帶領。
三、7/6-7/7 台灣聖母軍成立 100 周年聖母態像巡禮到本堂。
※ 西屯天主堂
一、4/29-5/27 本堂慕道班師資及陪伴人員培訓。
二、 本堂瓜達露貝聖母（希望之母）敬禮之禮儀，於每月 12 日晚上 7:30 念玫瑰經、

8:00 彌撒。
三、 面對疫情本堂教友或家庭突然染疫，本堂提供「防疫愛心包」支援工作，由需

要的教友申請。
◎討論議題
一、追蹤福傳大會鐸區 3 個主題成果：

找回失聯教友、鼓勵教友加入信仰小團體 ( 細胞小組、讀經班、聖母軍…)、關
懷青年信仰、使命與聖召分辨；5-7 月繼續追蹤這 3 個主題，有任何成果都可
以繼續加入進來。

二、青年聖召培訓 :
1.  每個月安排不同鐸區聚會，但因為疫情目前無法舉辦實體，線上原鐸區參與

踴躍。
2.  推動真福卡洛的精神：真福卡洛聖髑是為教區而申請，8/6 將在西屯天主堂

舉行安放真福卡洛聖髑儀式，目前建造真福卡洛的祈禱室，希望大家在祈禱
上及經費上支持，海報已經送達各堂區。8/3-8/5 舉行三日敬禮，還有甄選
真福卡洛之友，入選者在 8/6 那天可以親捧真福卡洛聖髑的殊榮，甄選條件
詳情請看海報。

三、鐸區福傳師聘任及服務研議：
福傳師的聘用，尚未達成共識，將在下次會議再提出較詳實的討論。

四、非常務送聖體員甄選基本條件共識：
已提供資料給各堂區參考，各堂區也可以自行培訓再呈主教認可。

◎下次會議：9 月 7 日 復興路天主堂。

※ 原住民總鐸區
一、 原鐸區 6/25（六）10:00 在地利天主堂舉行原住民日（球類比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霧社堂區
一、6/10（五）至主教公署領取「疫牽平安箱」。
二、6/14（二）完成「疫牽平安箱」發放。
三、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地利堂區
一、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春陽堂區
一、6/10（五）至主教公署領取「疫牽平安箱」
二、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羅娜堂區
一、6/3（五）完成物資與「疫牽平安箱」發放。
二、6/15（三）晚上 19:30 恢復明供聖體。
三、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四、6/26（日）為堂區上半年第一期之感恩奉獻日。
※ 中正堂區
一、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中原堂區
一、 6/25（六）參加原鐸區在地利天主堂舉行的原住民日青年球類競賽活動第

2 次籌備會議。

※ 南投天主堂
一、6/14 鮑思高晚上 7:30 開會。
二、6/16 晚上 7:30 明供聖體。
三、6/26 彌撒後傳協會開會。
四、彌撒後北中寮、南中寮神父送聖體。
※ 草屯天主堂
一、 草屯天主堂於暑假期間，舉辦兒童暑期道理班，為預備開聖體的小朋友上課，

時間為 2 個星期，邀請本堂主日學小朋友們參加。
二、 7 月份為兒童夏令營隊輔召開第 3 次籌備會議，在活動中修女也安排時間為

他們分享宗教課程。
※ 中興新村天主堂
一、6 月 17 日（五）中興長青大學 2022 年春季班結業。
二、7 月 11 日（一）～ 8 月 26 日（五）中興長青大學 2022 年暑期班上課。
三、7 月 24 日（日）堂區傳協會 2022 年第 3 次會議。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上智文化事業 7 月新書

《在平凡中尋找不凡：方濟．沙雷的成聖智慧教你活好每一天》
多瑪斯．戴立（Thomas F. Dailey, O.S.F.S.）◎著，林桂屏◎譯

定價 320 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電話：2220-4729）

紀念聖方濟．沙雷逝世 400 周年
你我平凡又渺小，每天都忙不過來，
怎有多餘心力追求成長或修德成聖？
方濟．沙雷幫你制訂實用的靈修計畫，
為你開拓從平凡邁向不凡的成聖之道！
將成聖的召叫拆解為切實可行的簡單步驟，
從起床、吃飯、工作、休閒、祈禱到睡覺，
日常的本分與職責都是每天與主相遇的契機！

瞭解更多 >>> ★ 把握當下，用心過好每一刻！

07 月 11 日（本篤）：徐世昭、梁本篤 
07 月 31 日（聖依納爵）：黃君勝

07 月 06 日（葛萊蒂）：王玟貞、陳氏智
07 月 15 日（文德）：杜氏鸞
07 月 16 日（卡美爾）：吳而謙 
07 月 22 日（瑪德蓮）：吳富柔、胡詩華
07 月 26 日：蔡瑞心（安納）、陳氏銀（安娜）
07 月 28 日（阿方薩）：阮氏梅
07 月 29 日：沈月娥（貝蒂絲）

修女

神父

七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七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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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 6 月 11 日上午 10 時在草屯
玫瑰聖母堂，舉行阮文裕神父殯葬彌撒暨
告別禮，由蘇耀文主教主禮，榮休劉丹桂
主教、草屯天主堂主任司鐸暨神父安養中
心主任吉若望神父及 30 多位神父共祭，
200 多位教友參禮，為敬愛的阮文裕神父
溫馨送別。

蘇主教彌撒講道中感謝大家在疫情嚴
峻時刻，仍撥冗來參加阮神父殯葬彌撒；
並闡釋福音中的真福八端奧義：「耶穌告
訴我們，真正的幸福是成為天主的子女，
分享天國永生，而耶穌就是活出真福八端
的天主子；祂來世界的使命是要每個人分
享天主的愛，在祂和父的愛內，藉由聖神

6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台中教區在耶
穌救主主教座堂，由蘇耀文主教主禮，榮
休劉丹桂主教及 30 多位神父共祭，為敬愛
的劉徵祥神父舉行殯葬彌撒。劉神父陪伴
多年的在俗道明會第三會兄姊們更是早早
到來為神父祈禱，神父服務過的堂區也都
有教友代表前來，300 多人齊聚一堂，以
感恩聖祭一同陪伴神父在世間最後一程。 

蘇主教彌撒講道中表示：「感謝大
家在這疫情期間，撥冗來參加劉神父殯葬
彌撒。大家得知神父的離開都很驚愕，一
般人會有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
到的不安感。曾有人問正在打球的耶穌會
聖類思修士，如果今晚就要召你回到祂身
邊，那麼你現在要做什麼呢？他說『繼續
打球』，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只要隨時
做好應盡的職責，任何時候都可以安心的
去見天主。聖保祿宗徒說：『天主使一切
協助愛祂的人 ... 獲得益處。』（羅 8:28）
為我們有信仰的人，生命中無論是困苦病
痛，平安喜樂，這一切只要懷著信賴天主、
愛天主愛人的心，都會化成最大的益處，
即肖似耶穌基督，分享天主子女永恆的生

合而為一。天主的創世計畫邀請我們去認
識、去接受、去實行，答覆天主這份永恆
的愛的計畫，越來越肖似耶穌，成為天主
子女。藉由耶穌的恩寵，聖神生命，死於
自我和死於罪惡，讓基督在我們內生命，
活出耶穌預許給我們的真正天主子女自由
的生命，這是我們一生尋找且努力的人生
終向。」

蘇主教並分享阮神父事主愛人的一
生：「阮文裕（若瑟）神父出生於越南廣
治省，生長在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家庭，11
歲進入小修院，因戰亂逃難到菲律賓，再
到澳洲並協助當地教會的牧靈工作，而後
到台灣加入耀漢小兄弟會，之後再轉入教
區。先後在木柵、水湳、東勢、水里等天
主堂服務，他忠於職守，把天主愛的福音
帶給別人。我們看到有許多越南弟兄姊妹
綁著白巾，像失去親人那般地傷痛。感謝
天主，阮神父透過他的生命服務這些弟兄
姊妹，溫暖異鄉遊子的心，堅定他們的信
仰，對他們的關心與照顧像母親一樣，因

此， 他 曾 得 過 一
個很特別的，由前
台 中 縣 長 黃 仲 生
頒發的『另類母親
獎』。他誠如耶穌
所 說：『 好， 善
良 忠 信 的 僕 人，
來 吧！ 進 入 我 為
你 所 預 備 的 永 恆
國 度 吧！』（ 瑪
25:21） 末 日 最 後

命。」
「劉神父是天主恩寵的忠實合作者，

他以熱誠為人服務，是大家所熟悉的，可
惜他疏於照顧自己。在他晉鐸銀慶時說起
聖召歷程表示：『雖然遇到許多困難挑戰，
可是始終很喜樂，因為我知道經過聖母到
達耶穌，這也是我的座右銘「那裡有聖子，
那裡就有聖母；聖母在那裡，耶穌也在那
裡。」這是他司鐸生命恩寵力量的來源。
他以身為神父為榮，以「願讚頌、尊威、
光榮和權力歸於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
羊，至於無窮之世」（默 5:13）表達領受
聖職的感謝，不要忘了神父勉勵大家，要
彼此共融，傾聽對方心中的聲音，福傳的
腳步不要停下來，一起努力繼續前進。求
天主降福他以忠勤事主一生回應天主聖召
的勞苦，盡心負責於天主所交付的使命，
祈求天主賜予他安息主懷，永享天福。我
也代表教區感謝劉神父服務過的堂區、草
屯天主堂神父、修女及教友們對劉神父的
照顧與代禱，以及馬爾定醫院和芳安護理
之家團隊的照護，願天主降福大家所做的
一切。」

的審判，是愛的審判，阮神父回應了天主愛
的計 c 畫，愛的召喚。感謝阮神父服務過的
堂區、草屯天主堂神父、修女及教友們、越
南教友團體對阮神父的照顧，以及馬爾定醫
院和芳安護理之家團隊這兩年多來的照護，
願天主報答這些為最小弟兄姊妹服務的人。」
領聖體時，越南教友們特別獻唱〈種子的
愛〉，表達他們對阮神父的感謝與不捨。

彌撒後舉行告別禮，大家肅立在靈柩
前，蘇主教向靈柩灑聖水、獻香，眾人懷著
虔敬心情頌唱〈諸聖禱文〉，請求天上諸位
聖人聖女一起為亡者轉求天主，祈求慈愛聖
母帶領阮神父歡欣與耶穌相會。捻香後，大
家分列兩側，在祈禱聲中護送靈柩移上禮車，
前往集集油車坑火化場。

下午 3 時，在員林天主教東山墓園，由
蘇主教主持安奉禮，在吉若望神父、許瑞文
神父、劉興恩執事，及阮神父的侄女、侄女
婿和侄孫子及 30 多位教友陪伴下，骨灰安奉
入塔，大家齊心祈禱，並以越南語〈聖母經〉
歌向阮神父道別，祈主悅納神父靈魂，早登
天鄉享永福。

蘇主教在彌撒禮成時說：「在教會的禮
儀常規中，火化後即不舉行殯葬彌撒和告別
禮，但劉神父遺體因必須 24 小時內火化，教
會許可以特例來舉行殯葬彌撒，並以獻香表
達最後的敬禮與感念，謝謝他為我們所做的
一切。我們今天以信德將劉神父的靈魂偕同
耶穌一同奉獻，交託給天主恩寵，懷著愛德
參加今天的彌撒與安奉禮，並以望德期待在
天主愛的計劃內，新天新地來臨時的重逢信
仰中，繼續我們生命旅程。」

彌撒後，蘇主教帶領全體司鐸向劉神父
骨灰罈獻香，大家虔敬的禱聲也隨著馨香上
達天廳，全體行三鞠躬禮，表達最誠摯的感
謝與深深的不捨，而後啟靈前往大度山公墓
天主教司鐸墓園。

安奉禮由蘇主教主持，在黃清富副主教、
吉若望神父、黃君勝神父、徐萬貴修女、謝
博彥修士，及劉神父的家人、40 多位教友陪
伴下，骨灰罈安奉於大度山公墓天主教司鐸
墓園。大家齊心祈禱並以〈天主經〉歌向劉
神父道別，祈求天主賜給神父永遠的安息，
並以永恆的光輝照耀於他。

以感恩道別   劉徵祥神父殯葬彌撒暨安奉禮

阮文裕神父殯葬彌撒暨告別禮

（文 ‧ 圖／黃琪珊）

（文 ‧ 圖／黃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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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聖母軍成立 100 週年，台灣分團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舉辦聖母巡禮全台七個教區，其中 7 月 2 日

到 8 月 6 日將駐留在台中教區 5 個聖母軍區，行程表如下，邀請

大家前往陪伴，敬禮聖母。 

一、 「聖母到我家，平安恩寵護大家」駐留台中教區時間：

7/02-7/09 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 

7/10-7/16 台中至潔之母區團 

7/17-7/23 台中家庭之后區團

7/24-7/30 彰化曉明之星區團

7/31-8/06 南投和平之后區團

二、 聖母巡禮—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行程表

7/2 ( 六 )  下午 3：00 聖母駕臨台中教區主教公署，恭請蘇

主教降福。
 下午 3：30 迎接聖母至中清路聖保祿堂。

7/2 ～ 7/3  聖保祿堂 -- 象牙寶塔支團（駐留一晚）

7/3 ( 日 )   上午 9：00 恭請蘇耀文主教主禮彌撒。

7/3 ( 日 )   下午 2：00 霧峰聖若瑟堂 -- 基督之母支團交接。

7/3 ～ 7/4   霧峰聖若瑟堂 -- 基督之母支團（駐留一晚）

「天主傳愛 ‧ 幸福到我家」活動，5

月 14 日來到中興新村天主堂舉辦，主任司

鐸劉洪福神父因為準備回國探親，所以小

心翼翼地儘量遠離人群，保持半隔離狀態，

但因關心這個活動，特地現身表達鼓勵支

持之意。

因屬南投鐸區活動，開場由草屯玫瑰

堂主任司鐸吉若望神父來帶祈禱和致詞，

吉神父強調家庭在教會中的重要，家庭是

一個小教會，只有家庭和諧對教會才是最

有幫助的。聖召無論神職的聖召和婚姻的

聖召都是成聖的道路，做好當下的角色就

是好的基督徒，教會興盛是每個基督徒的

責任，每個人都應負起興盛教會的重任。

第一個主題由楊志剛老師主持，他提

到如何用一句話來形容你的婚姻生活，有

人回應說：五味雜陳，酸、甜、苦、辣都

有，一言難盡！確實當初一場婚配彌撒後

開始了婚姻生活，接著小孩出生又緊接著

孩子上學。日子過得好忙！人生這一段總

是好累！幾乎忘了當初的結婚誓言，彼此

7/4 ( 一 )  下午6：00南區無原罪聖母堂--進教之佑支團交接。

7/4~ ～ 7/5  南區無原罪聖母堂 -- 進教之佑支團（駐留一晚）

7/5 ( 二 )   下午 6：00 大里中華殉道聖人堂 -- 救世之母支團

交接。

7/5 ～ 7/6  大里中華殉道聖人堂 -- 救世之母支團（駐留一晚）

7/6 ( 三 )  下午 2：00 太平道生天主堂 -- 道生之母支團交接。

7/6 ～ 7/7  太平道生天主堂 -- 道生之母支團（駐留一晚）

7/7 ( 四 )  下午 3：00 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 -- 曉明之星，善

導之母二支團交接。

7/7 ～ 7/8  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 -- 曉明之星支團，善導之母

支團（駐留一晚）

7/8 ( 五 )  上午 8：00 耶穌救主主教座堂 -- 仁慈之母、露德

聖母、至聖玫瑰之后三支團交接。

7/8 ～ 7/9  星期六耶穌救主主教座堂 -- 仁慈之母、露德聖母、

至聖玫瑰之后三支團（駐留 一晚）

7/9 ( 六 )  上午 9：00 一鐸至潔之母區團交接（駐留水湳堂

至 7/16 日）

要甘苦與共，但是無論現在多麼辛苦慌亂，

都別忘了我們還有天主，天主與我們同在！

抬起頭來看一看祂的苦，體會祂的難處，

比起我們的辛苦就不算甚麼了。

接著，來到第二主題──奉茶獻愛活

動：為你斟第 1 杯茶，兩人先托起茶托連

茶杯舉至眉心說：「感謝天主！」，接著

杯子再至心間，將茶杯推出一下，誠懇的

說：「感謝你！」，然後夫先敬妻，妻先

喝，夫再喝，喝了之後杯子放回桌上；斟

第 2 杯茶，兩人先托起茶托連茶杯舉至眉

心說：「感謝天主！」，接著杯子再至心間，

將茶杯推出一下，真心誠意地說：「感謝

你！」，這次是回敬，換我敬你，夫請先喝，

妻再喝，喝了茶杯放回桌上，兩人慢慢享

用茶食甜點；斟第 3 杯茶，兩人先托起茶

托連茶杯舉至眉心說：「感謝天主！」，

接著杯子再至心間，將茶杯推出一下，真

心誠意的說：「感謝你！」，這次是互敬，

我們一起喝！最後是愛的擁抱，真誠的感

謝彼此，再各自後退一步鞠個躬感謝包容、

奉 茶 獻 愛 在 中 興 新 村

聖母到我家，平安恩寵護大家

感謝照顧！進行中眼神專注在對方，給出的和

收到的能量平衡交流。

看到志剛、詩瑀、祈心、聆心一家和樂

的喝茶，兩個小孩感謝天主，志綱夫妻也感謝

她們來做他們的寶貝 ! 還有黃宏福、李軒儀，

黃尹柔、黃靖詠一家，在彼此感謝中他們喝完

茶，快樂地抱成一團，成為好溫馨、好美的感

人畫面。我們要在日常中活出基督的樣子以及

基督徒家庭的好榜樣 !

鐘惠珍修女還分享她小時候爸爸很愛參

加教會活動，連夫婦懇談會都要參加。但鐘媽

媽是傳統婦女不要去，是神父跟他父親配對搭

檔上課的，他在鄉下很會傳福音，感動很多人

來領洗，而且他們一家 3 姊妹都是修女喔 ! 這

家真是信德很強的典範 !

感謝南投金秀會長帶著 5 位教友、草屯

家庭福傳組賴春滿也帶領 6、7 位教友來參加

支持本活動，以及鍾竹蓉夫婦、孫蘭祥姊妹、

林玲敏姊妹、鐘修女的鼎力相助，讓活動能圓

滿順利 ! 也感謝傳協賴會長和夫人百忙之中還

抽身為天主傳愛活動，盡心盡力協助 !

（文‧圖／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

（文 ‧ 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長 郭連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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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志工在職教育訓練於 5 月 21
日在上智社教研究院邀請前輔仁大學心理
健康、人生哲學與聖經講師，同時也是心
理諮商師，現服務於台中教區牧靈福傳處
的李秀華老師講授「只有一個你」，透過
性格測驗、分組討論等多樣有趣的課程內
容，讓大家認識自己的性格特性，截長補
短增進服務效能。

「只有一個你」──是因為我們每個
人都是獨一無二，從出生之後，都有自己
的性格特徵。以岩石為例，種類多樣化，
如：花崗岩、大理石等，本質皆不同，但
外型可以選擇，性格也是如此。而我們該
如何深入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發揮優點、
改善缺點，並增進與他人（如家人、朋友
和服務對象）之互動與溝通呢？

課 程 一 開 始， 先 進 行 自 我 審 查
的 SMCP 性 格 測 驗，SMCP 分 別 代 表：

由李秀華老師帶領的心理成長課程，
這一學期主要在加強認識自已、學習人際
溝通及面對人際衝突時有效解決方法，珍
惜友情和親情並活出健康的人生為主軸，
課程內容包括靈性與自我覺察、幸福重要
的因素、性格理論、人際溝通、人際衝突、
友情與愛情、性別相關議題及更進一步認
識心理疾病。

上完這一期的課程，大家在心理知識
方面充實許多，釐清一些觀念和問題，且
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更多認識和整理，情
緒也變得比較穩定，較懂得和自己相處及
如何體恤、關懷和協助他人，跟家人及親
朋好友相處時也會比較有耐心和願意瞭解
對方。

在心理疾病陪伴方面，因為上課有了
一些基本的認識，自己變得比較主動、積
極、自在的去關心陪伴近人，雖然能做的

S(Sanguine) 活 潑 型、M(Melancholy) 完 美
型、C(Choleric) 力 量 型、P(Phlegmatic) 和
平型，每一題都要選出最符合自己的選項
敘述，填寫過程中不斷地反思自己擁有
哪些優點與缺點，共 40 個題目，要計算
SMCP 各占了幾分，很有趣的是，課堂中
志工們的分數比例皆不相同，也代表著每
個人的性格都有差異性。

接著，老師進行分組討論，讓我們初
步感受主導性格（即最高分的性格）的差
異，將最高分數為 S 者同為一組，M、C、
P 亦同，透過 3 道狀況劇讓志工們討論，
當自己面對這樣的狀況會有哪些反應，討
論後各組分享。過程中，有的組別笑聲不
斷、有的組別快速地集結重點、有的組別
仔細地寫下組員的意見…在分享中，各組
討論後的答案，細節、順序、重視點都
略有不同，而每一位分享者因主導性格
不同在呈現方式也能夠看出端倪，例如
C(Choleric) 力量型在表達上會相對明確、
快速、簡短；M(Melancholy) 完美型相對會
比較細節化。

人的個性相當多重，分數最高的性格
為主導性格，主導人格模式；第 1 與第 2
高分的性格形成組合性格，彼此間相互作
用，如加成、互補或是矛盾，影響著我們
的思想、態度與行為風格，如主導性格為
P(Phlegmatic) 和平型容易給人有較懶散的
感覺，而第 2 高分的 M(Melancholy) 完美
型會發揮其追求完美、高標準的性格，促
使這個人能夠順利圓滿完成事情；第 3 高

有限，但讓他們感受到有人在一旁陪伴支
持，他們並不孤單的。例如我和先生一起
去探望小女兒思覺失調的朋友夫婦，太太
放心的和我聊到：「女兒 19 歲發病，至
今 13 年，只剩一位偶而聯絡的朋友，女
兒目前每天服藥，加上爸爸退休回家，病
情穩定，可以自己搭公車到中國醫精神科
日間照護中心復健，有時候爸爸會溫馨接
送！」。我也常常鼓勵自己走向陽光，不
要滯留晦暗的角落，不留機會給魔鬼作怪，
時時刻刻加油加油！

而在靈性與自我察覺部分，過去常常
會思考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 到底來這
個世界上是要學習什麼，上完這期的課，
瞭解人的靈性本質應該從個人出發，與自
己共融、與他人共融、與大自然共融後，
才能在信仰上與至高者天主共融，這讓我
們學會從這四個面向深入思考生命的意義
是甚麼。現在看事情的眼光跟思考事情的
角度，都會從這四個面向來看，覺得這個
部分擴展我們的心可以變得很大、很寬、
很廣，對很多事情可以有更多包容與關懷。

也因為過去在自我察覺這部分比較欠
缺，常常出現罪惡感，而現在看到的視野
增廣一些，察覺在原生家庭的教育，學校
的學習，好像都不是被強調的，這些課程
能夠幫助自己找到問題的核心。過去因為
個性膽小、謹慎也要求完美，在課程學習

分與第 4 高分的性格有其輔助的功能。4 種
性格由於占比不同，千變萬化，造就每個人
都是無可取代的。

接下來，老師再次重新分組，將 4 種不
同性格分在同一組，每組演一齣小短劇，大
家要透過每個角色的對話與動作，猜出其出
演的是哪一種性格。各組集思廣益，討論的
熱火朝天，你一言我一句地給予意見，用什
麼樣的劇情、對話、行為與互動來詮釋每一
個性格的特點。透過短劇的呈現，讓我們對
於每個性格的特色更加深印象，也感謝秀華
老師帶給大家這麼專業的訓練課程，使我們
日後能發揮所長從事在自己的志工服務領域
上。

中，覺得自己多少有類似的毛病，但還好因
為自己能覺察，所以可以做些調適，希望自
己再多些學習成長，讓生活多點自在，釋放
自己，心靈獲得自由。

現階段還需要加強的包括在人際溝通中
比較需要再實務練習，比如口語表達的練習
步驟或人際衝突的分辨上需要再多些實務的
練習與指導；對自己的人生道路也要有多一
點熱忱和積極，減少停留在過去和太多的想
像，能更踏實地生活；

加強與自己共融，過去一直對自我認同
不是太過就是不足，希望透過自我認同的學
習，找到完整的我，享有內在的平安。

此外，伴隨著靜心靜禱的操練，當自己
常安靜下來時，思緒變得比較清楚，比較能
認清自己身心靈上的軟弱和有限度，讓我漸
漸被醫治、被釋放、被堅固，而能面對困難
和病痛得到安慰，雖然一點一滴被剝除，但
是身心靈卻被滋潤被建立。今天的課程也教
導我痛苦是有意義的，因為憑信德堅忍不拔，
是彰顯基督對人的大愛，讓人進入祂的喜樂
中。謝謝秀華老師無私的付出和陪伴、同學
的分享，得以滋養、豐富、更新生命。更要
感謝天主，我們的阿爸父會希望孩子是平安
健康快樂的，我應該要做一個讓阿爸放心的
小孩，把一切都交託給祂，相信祂會為我做
最好的安排。

（文 ‧ 圖／賴逸蓁）

「心理成長課程」的滋養與更新

羅莎整理

志工在職教育訓練～只有一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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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

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

三 個 骨 瘦 如 柴 老 人 的 悲 慘 故 事

最近一則令人痛心的新聞是，有三
位窮苦的老人被發現骨瘦如柴，就醫之
後有一位已經不治。當然，這件事政府
要負很大的責任，國家有社會處，應該
早就處理這個案件了。但是我們也應該
想一想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老人住的
附近有沒有天主堂。

如果附近的確有天主堂，教友可能
仍然不知道有這些窮苦的老人。也許知
道了，也不覺得要採取什麼行動。這的
確是常見的現象，畢竟教友之中大概很
少有如此貧困的人，因此也就不知道社
會有非常黑暗的角落。

社會有黑暗的角落絕對是事實，社
會有很多需要我們幫助的人，也絕對是
事實。但是很多教友卻真的不知道這些
事情，不知道的原因完全是因為不關心
的緣故。德蕾莎修女所創辦的「仁愛傳
教修女會」，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
都立刻會找到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這

隨著我們身心的日益成長，我們越能
體驗到「愛」與「被愛」的重要性，一旦缺
乏了愛與被愛的關係，我們會深深感受到孤
獨的傷痛。因此，發展「愛」與「被愛」的
關係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和下功夫
的，只可惜我們看到不少的社會新聞或我們
的親朋好友往往用錯了方法，找錯了方向，
使自己身疲力竭，還深受重創！

由於孤獨能深深地重創我們的心靈，
扭曲我們的感知能力和剝奪我們的思考能
力。我們會誤以為身邊的人不再在乎我們，
而使我們不敢與人聯絡而封閉自己，會覺得
自己的心已夠痛了，何必再自取其辱呢？因
為被孤獨緊緊包圍，再加上生活中都圍繞著
他人，以致於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
題。其實，孤獨完全是個人主觀的想法。它
完全取決於你是否覺得在情感上和人際上與
周圍的人相隔絕。然而，孤獨不只使人很淒
慘，也會使人致命。它不只使人的免疫系統
失調，根據研究，它的死亡率也高達百分之
十四。

身為天主兒女的我們，豈能容許孤獨
的侵蝕呢？豈能自外於天主、教會時時刻刻
期待著給予祂的愛呢？因為我們的天主是愛
啊！祂渴望有人懂得並珍惜祂的愛，與祂建
立密切的關係！祂渴望祂的慈悲美善可以分

完全是因為她們的的確確是關心弱勢者
的。同一個地方，德蕾莎修女們會發現
黑暗的角落，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我們的教友多數來自中產階級，這
的確是一個我們該檢討的問題，為什麼
我們不能吸收比較窮困的人作為教友 ? 我
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們自己是中產階
級，就不太能夠和非常窮困的人來往。
我們知道窮困會帶給人很多問題，如果
我們要和窮人做朋友，我們勢必要能夠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相信很多教友們
對此有一點害怕和多慮。

因為我們自己也並不是非常富有的，
不太有能力幫助非常貧困的人。因此，
我們有時會設法逃避現實，避免和非常
需要幫助的人接觸。我曾經有一些經驗，
有人問我，某某同學最近怎麼樣了 ? 我告
訴他，這位同學有一些經濟上的困難需
要克服。那位先生之後也就不再問我那
位同學的狀況。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享、擴展出去，與人互通訊息，讓人享受祂
的慈悲溫柔，使人不再孤獨迷茫！我們不只
是祂的受造物，也因分享祂的生命──聖
寵，成為祂的兒女！可以跟祂心與心的相契
交流，這是何等的榮幸！真福瑪利尤震神父
說：「天主在自己的愛中，在愛的表達中，
在自己生命的擴展中，得到祂完美無缺的喜
樂。」（《慈悲之樂》，頁 76）他又說：「人
在接受了領洗恩典之後，應負起甚麼責任
呢？這種責任就是要人奔向喜樂的呼喚，是
對每一個人所發出的呼喚。教會的使命就是
聽到這呼喚，活出這呼喚，……各人按照自
己的聖召來改變萬物，……彼此生活在真正
的友愛之中。」（《慈悲之樂》，頁 39）

事實上，天主常是透過人類的經驗讓
我們感受到祂的愛和溫柔。「當以色列尚在
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
他為我的兒子。是我教了厄弗辣因邁步，雙
臂抱著他們，是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
子牽著他們，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
面頰的慈親，俯身餵養他們。」（歐 11:1，
3-4）

教宗方濟各在今年 1 月 19 日週三公開
接見時，提到《父親的心腸》宗座牧函和《路
加福音》敘述的慈父的比喻，強調溫柔「首
先不是一種情緒和情感的問題」。溫柔的經
驗在於看到「天主大能的施展正是經由我們
的脆弱」，上主不去除我們所有的軟弱，而
是「牽著我們的手，幫助我們在軟弱中行
走」。這意味著「正是在我們的貧乏和困苦
中感受到愛和接納」，以及「被天主的愛所
轉化」。在天主之愛的體驗中存有極大的溫
柔。我們自己是否有過這溫柔的體驗？是否
做過溫柔的見證人？

我們的教友並不是完全不關心別人，可是有
時的確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也就不太
能真心地關心別人，因為關心了也沒有用。

不過，身為教友，絕對應該要有關心
別人的習慣。我們首先應該關心的是自己的
親友，如果我們的親友發生了問題，我們卻
無動於衷，這是絕對應該檢討的。同時我們
也應該知道社會裡有很多值得關心的人，很
多偏遠地區的孩子功課不好，我們應該關心
他們。在這個社會裡，很多人的收入不高，
我們也應該關心他們。我們的確能力有限，
不可能揮一揮魔棒，就解決掉社會的很多
問題，但是我們一定要有發自內心的關心。
假如我們對這些事情都漠不關心，這些問
題就一定不可能得到好的解決。政客們的
關心常常是假的，教友們的關心才是真的。

我們是教友，就應該盡教友的本分，
關心別人絕對是身為教友一定要做的事。

教宗方濟各說：「溫柔是塵世邏輯中最
強勁的事物，是一種意想不到的伸張正義的方
式。因此我們絕不可忘記，天主不會因我們的
罪過感到震驚，祂比我們的罪過更強而有力。
天主是父親、是愛、是溫柔。祂不因我們的罪
過、錯誤和跌倒而震驚，卻因我們內心的封
閉而震驚，因我們缺乏對祂的愛的信賴而震
驚。」

耶穌慎重地告訴我們祂是善牧，就是祂
對自己羊群的深愛，使我們整個人類，每一個
人，都是祂的羊。祂心懷深愛，因為祂是道成
人身，天主聖言，完全被聖神所充滿，祂的愛
沒有邊際。祂的愛是善牧之愛，是為祂的羊捨
命、為羊群抵抗兇殘的狼、抵抗狡詐的魔鬼的
愛。

善牧引領羊群到草原地，這神聖的草原地
就是天國，就是祂自己。真福瑪利尤震神父說：
「善牧引領我們進入祂的靈魂，進入祂內心深
處，進入祂的天主性深處。這些都是耶穌為我
們開放的豐美草原，讓我們得以進入享用。祂
以寶血淨化我們，以祂的生命養育我們。」
（《慈悲之樂》，頁 22）祂也是追尋迷失之
羊的善牧；如果有一隻迷失了，祂就急忙去尋
找牠。祂對迷失或生病的羊更有一份特殊的憐
愛。只是我們願意接受這份無比深情的愛嗎？

讓我們撥出時間，靜靜地與祂一起，以信
德的眼光，以純淨和愛情的眼神來轉向深入沉
浸在基督的奧秘中，去發現並感受祂神性的溫
暖，讓這慈悲福源中的各種恩寵傾注在我們身
上，因為它充滿愛的聖神；去發現並感受耶穌
人性的溫暖，因為祂是人而天主，就是深愛著
我們的耶穌基督，渴望引領我們進入祂豐美的
草原，進入祂深不可測的、愛的內心深處；在
那兒沒有孤獨悲傷，只有無限的福樂！

進入慈悲的福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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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2022主日學師資培訓的第三堂課：在故事中與主相遇：認識兒少發展

與輔導
時間：8/13(六)09:00-16:00
地點：台中市雙十路天主堂會議室
講師：張志豪老師    
主辦：台中教區兒童牧靈委員會
對象：主日學老師、對主日學教學有興趣者。
費用：500 元
報名：李心怡 電話:22075678 傳真:04-22068722

即日起至8/05止，一律網路報名https://forms.gle/JjHBFQDPPkvCWaoK

二、聖賀德佳系列工作坊
聖賀德佳修女12世紀倡導香藥草與身心靈之整合。本工作坊藉由她的靈修經
驗，以有機自然農法之實作，享受香草植物自然飲食，吃到有生命力之食物，
促進身心靈之健康。
場次：
08/13 (六) 09:00-12:00 香藥草植物與夏季自然飲食應用、自然農法實作 
10/15 (六) 09:00-12:00 香藥草植物與秋冬季自然飲食應用、自然農法實作
12/10 (六) 09:00-16:00  靈修避靜與溫和禁食 
2023/02/11 (六) 09:00-12:00 香藥草植物與春季自然飲食應用、自然農法實作
地點：上智文教基金會三樓教室（台中市北區衛道路185號，與五常街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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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每場1200元，全天每場1400元

報名：網址https://lihi1.com/M00Oe 請洽上智文教基金會 賴秘書 (04)2205-9621

三、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9/17(六)下午13:30-20:00 ; 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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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元（含講師費、餐費），每場15對額滿
報名：請上綱或來電報名後，並完成繳費。

匯款帳號： 郵政劃發「21039870」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上智文教基
金會」

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點選「最新活動」-「婚前十堂課」報名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
3.e-mail: service@ppi.org.tw

四、夫妻成長營
時間：10/22(六) 9:00-17:30 ; 1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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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結婚的夫婦(沒有宗教及年齡的限制)
費用：每對3000元（含講師費、餐費），10對以上開課
報名：請上綱或來電報名後，並完成繳費。

匯款帳號： 郵政劃發「21039870」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上智文教基
金會」

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點選「最新活動」-「婚前十堂課」報名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
3.e-mail: service@ppi.org.tw

2022年6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日  阮文裕神父蒙召回歸天家，主教前往草屯天主堂舉行追思彌撒，並商討殯葬事宜。

2日 靜宜大學候任新校長林思伶教授來訪、陳新偉神父來訪。

3日 主教訪南投信義鄉雙龍、地利等部落。

4日 劉徵祥神父蒙召回歸天家。

5日  聖神降臨節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感恩聖祭和堅振禮。主教、黃清富副主教、劉興

恩執事及教友等前往嘉義迎回劉徵祥神父骨灰罈暫奉主教座堂臨時靈堂。

7日 教區司鐸月退省於大甲天主堂舉行。

8日 主教前往靜宜大學。

9日  教區臨時董事會議。主教主持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體敬禮推廣小組臨時視訊會議。

10日 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11日 主教前往草屯天主堂主禮阮文裕神父殯葬彌撒暨告別禮、員林東山聖山安奉禮。

12日 天主聖三節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13日 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劉徵祥神父殯葬彌撒暨安奉禮。

14日 主教與清水教友代表會議。

15日 主教參與輔仁大學董事會行政小組視訊會議。

16日 教區教務暨總鐸會議。

17日 主教訪眉溪、春陽、萬大、曲冰等部落。

18日 主教前往清水天主堂探望曾顯道神父。

19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20日 主教主持參與輔仁大學董事會財務小組視訊會議。

21日 福傳員簡姐妹來訪。靜宜大學周秘書來訪。

22日  靜宜大學候任校長林思伶教授來訪。公署行政會議。教區線上祈禱節目「 一起禱

在雲端」 為家庭祈禱。

23日 教區教務會議。

24日 主教訪台中市和平區雪山、達觀等部落天主堂。

25日 主教訪互愛物資銀行。主教訪眉原部落。教區經濟委員會小組會議。

26日 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27日 真理電台謝蓉倩主任等三人來訪。

28日 靜宜大學周秘書來訪。

29日 旅高教友來訪。

30日 主教主禮林本篤弟兄殯葬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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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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元  517  張○聖  5,000  靜○大學董事會  100,000 

 靜○大學董事會  110,000  李○棻  3,000  高○臻親族及寵物  500 

 李陳○屏  10,000  李○華  12,000 

 第二台 

 劉○玉  2,600  黃○富  8,300 

 聖召 

 鐠○保實業(股)公司  10,000  陳○濟  1,0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望鄉天主堂  3,667  復興路天主堂  25,300  中原天主堂5  6,800 

 豐原天主堂5  29,000  合興天主堂  25,250  眉原天主堂5  1,000 

 武界天主堂  8,000  東勢天主堂  25,250  水湳天主堂  25,250 

 竹山天主堂4  10,000  南投天主堂  25,000  曲冰天主堂5  8,000 

 彰化天主堂5  50,500  中興新村天主堂6  25,300  田中天主堂  50,500 

 員林天主堂6  26,000  北斗天主堂6  15,000  雙十路天主堂  28,000 

 水里天主堂  9,600  二林天主堂  7,000  溪州天主堂  8,000 

 南屯天主堂5  25,250  西屯天主堂7  25,300  望鄉天主堂  3,667 

 草屯天主堂  25,250  大甲天主堂  25,300  太平天主堂3-4  48,000 

 埔里天主堂  15,200  善牧天主堂6  25,300  地利村天主堂  14,000 

 主教座堂  52,000 

 為聖召後援會

 埔里天主堂6  4,600  復興路天主堂  4,100  羅娜天主堂  2,000 

 大里天主堂1-4  17,700  合興天主堂  3,900  春陽天主堂  1,500 

 田中天主堂5  16,500  東勢天主堂  1,800  彰化天主堂6  20,400 

 水湳天主堂3-5  17,600  永靖天主堂  2,000  霧峰天主堂5  3,000 

 竹山天主堂4  2,000  北斗天主堂5  5,200  地利村天主堂  3,870 

 南屯天主堂5  8,700  聖保祿天主堂  1,000 

 清水天主堂  1,000  主教座堂  23,000 

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獻，願天主報答你們的善心！
 張○城  1,000  凃○貴                                                                   1,000  吳○國  1,000 

 廖○珠  1,000  謝○甜                                                                  1,000  洪○玉  1,000 

 疫車平安相無摺現存   3,000  蕭○娟                                                                  3,000  王○良  1,000 

 楊○紗  1,000  梁○勉                                                                  3,000  賴○惠  1,000 

 張○鳳  1,000  梁○鳳                                                                  2,000  陳○娜  1,000 

 蔡○鴻  10,000  劉○蘭                                                                  1,000  陸○雲  1,000 

 李○吟  1,000  沈○妮                                                                  2,000  張○國  1,000 

 謝○源  1,000  陳○                                                                   1,000  何○楹  1,000 

 謝○軒  1,000  李○玲                                                                  1,000  陳○祥  1,000 

 謝○伶  1,000  柯○輝                                                                  1,000  李○錡  1,000 

 饒○景  1,000  朱○華                                                                  1,000  李○綾  1,000 

 汪○蘭  5,000  小○                                                                   1,000  賴○玲  2,000 

 陳○英  1,000  姚○玲                                                                  1,000  梁○浩  1,000 

 張○婷  1,000  李○玲                                                                  1,000  王○珠  1,000 

 吳○玲  10,000  許○恩                                                                  5,000  莊○榮  2,000 

 陳○  5,000  江○霖                                                                  5,000  陳○娟  1,000 

 周○晏  5,000  張○芳                                                                  3,000  王○運  1,000 

 張○先  2,000  潘○嵐                                                                  3,000  蕭○齊  1,000 

 凌○生  2,000  張○盈                                                                  2,000  林○娟  1,000 

 林○鳳  2,000  陳○敏                                                                  2,000  王○阜  1,000 

 馮○春  1,100  李○好                                                                  2,000  合興天主堂  14,000 

 徐○木  1,000  何○芸                                                                  2,000  林○涵  5,000 

 謝○珊  1,000  江○瑤                                                                  1,000  隱名氏  2,000 

 黃○洳  1,000  徐○晴                                                                  1,000  張○弟  1,000 

 李○慧  1,000  江○慧                                                                  1,000  陳○珍  1,000 

 國○琴  1,000  江○儒                                                                  1,000  王○銘  2,000 

 陳○濟  1,000  江○穎                                                                  1,000  鄭○達  1,000 

 蔡○賢  1,000  范○婷                                                                  1,000  吳○牧                                                                  1,000 

 張○惠  7,000  范○敏                                                                  1,000  張○樑                                                                  1,000 

 阮○  5,000  徐○真                                                                  1,000  黃○耀                                                                  5,000 

 李○鳳  2,000  周○宏                                                                  1,000  劉○井                                                                  2,000 

 王○南  1,000  徐○鎮                                                                  1,000  蕭○明                                                                  1,000 

 陳○梅  1,000  江○良  1,000  石○進                                                                  2,000 

 呂○美  1,000  林○絹  2,000  林○澤                                                                  1,000 

 王○美  1,000  林○文  10,000  蕭○蓮                                                                  1,000 

 黃○縈  3,000  倪○遠  1,000  梁○娟                                                                  1,000 

 陳○美  1,000  倪○遠  1,000  李○玉                                                                  1,000 

 王○月  1,000  倪○遠  1,000  范○欽                                                                  1,000 

 吳○真  1,000  楊○華  1,000  邱○容                                                                  1,000 

 林○花  1,000  倪○華  1,000  員林天主堂  12,000 

 何○寧  1,000  黃○春                                                                  2,000  林○英                                                                  3,000 

 楊○皓  1,000  林○怡                                                                  2,000  魏○瑛                                                                  1,000 

 楊○睿  1,000  蕭○蘭                                                                  1,000  周○玉                                                                  1,000 

 陳○毅  1,000  郭○貴  1,000  黃○文                                                                  1,000 

 莊○惠  5,000  張○禎  1,000  主教座堂  18,000 

 鄭○嬌  1,000  劉○柔  2,000  合興天主堂  6,000 

 曲○梅  1,000  王○道  1,000  賴○蓁  2,000 

 楊○惠  1,000  鄭○惠  10,000  溫○瑀  4,000 

 董○珠  1,000  王○慶  1,000  江○珍  1,000 

 陳○豪  5,000  蘇○明  2,000  潘○珠  1,000 

 蕭○圳  1,000  陳○伶  1,000  元○珠  1,000 

 張○卿  1,000  林○蓉  1,000  元○蓒  1,000 

 為國際援助

 陳○玲  400  林○輝  1,500  群○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陳○偉  2,0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2/06/15止, 總額為$103,878,332元

 李○芬  1,000  賴○瑤  500  劉○極  15,000 

 吳○綾  15,000  陳○楠   1,000  劉○珍   500 

 沈○杰   1,000  楊○原   500  東勢天主堂的教友們  1,700 

 為真福卡洛‧阿庫蒂斯聖髑祈禱室 

 洪○政  6,000  蔡○利  3,000  陳○諺  3,000 

 陳○睿  2,000  陳○菱  2,000  盧○生  1,000 

 李陳○屏  5,000  劉○文  5,000  蔡○清  1,000 

 張○如  500  林○足  2,000 

 為台中教區60周年

 計○一  10,000  陳○水  1,000  蔡○道  1,000 

 蔡○滿  1,000  李○珍  1,000  白○蕊  10,000 

 瑪○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50,000  張○佑  2,000 

 為社會急難救助-明愛會 

 合興天主堂  2,200  賴○珍  1,000  建○鋼鐵工業(股)公司  10,000 

 復興路門徒讀經班B班  2,950  復興路門徒讀經班B班  1,000  曾○玉  500 

 包○玲  500  掌○繕  500  復興路門徒讀經班A班  6,700 

 為海員宗會 

 文○高中  30,114  高○臻親族及寵物  500 

 為中聲佳播園區 

 王○玫  1,500  劉○然  1,200 

 為南屯天主堂牧靈中心 

 高○臻親族及寵物  1,000 

 為媒體委員會 

 聖○祿孝女會  2,000 

 為發祥天主堂 

 陳○枝  1,000 

 為八家啟智中心 
 一○堂幼兒園  1,000  謝○倫  200 

 為傳播節 

 清水天主堂  2,800        

 林○蘭  1,000  彭○蓁  2,000  孫○祥  1,000 

 白○榕  1,000  賴○珮  1,000  陳○倩  1,000 

 陸○瑾  1,000  彭○  1,000  洪○筑  1,000 

 黃○彥  1,000  蘇○敏  1,000  楊○雲  2,000 

 譚紀○芳  1,000  謝○龍  1,000  陳○杏  1,000 

 陳○智  2,000  魏○瑩  1,000  蘇○華  1,000 

 賴○英  1,000  洪○翔  5,000  徐○雯  1,000 

 徐○娟  1,000  王○誠  5,000  林○敏  1,000 

 孫○榮  1,000  王○鈴  1,000  張○硯  1,000 

 陳○傑  1,000  吳○純  2,000  陳○茹  1,000 

 李○善  2,000  黃○彰  1,000  陳○瑋  1,000 

 邱○堂  3,000  王○  2,000  陳○溪  1,000 

 劉○玉  1,000  饒○緻  2,000  蔡○役  1,000 

 劉○珍  1,000  江○均  1,000  劉○軒  2,000 

 鄭○鳳  1,000  王○慧  1,000  梁○宸  1,000 

 董○韜  2,000  舒○琳  5,000  莊○凱  2,000 

 林○楨  1,000  黃○英  5,000  莊○華  1,000 

 林○宏  1,000  胡○敏  6,000  蕭○正  3,000 

 劉○葳  1,000  黃○政  1,000  謝○珊  1,000 

 黃○恩  2,000  林○  1,000  鄭○澤  1,000 

 黃○瑩  2,000  菡○管理顧問工作室  2,000  蘇○華  1,000 

 王○玲  1,000  菡○管理顧問工作室  2,000  張○曼  1,000 

 林○清  1,000  盧○珍  2,000  黃○妮  1,000 

 郭○華  1,000  許○珍  2,000  黃○智  1,000 

 賴○雪  1,000  馬○清  1,000  謝○莉  1,000 

 鐘○華  1,000  林○光  1,000  黃○珍  2,000 

 張○蘭  1,000  楊○貞  5,000  李○華  2,000 

 高○  1,000  顧○嫻  5,000  洪○霞  1,000 

 李○珠  1,000  黃○瑛  1,000  賴○中  1,000 

 陳○明  1,000  劉○珠  1,000  張○昌  1,000 

 馬○仙  1,000  姚○翰                                                                  10,000  高○花  1,000 

 梁○明  1,000  許盧○芬                                                                2,000  邱○  1,000 

 蔡○俐  1,000  盧○耀                                                                  2,000  何○祝  1,000 

 潘○華  1,000  劉○莉                                                                  2,000  董○葉  1,000 

 詹○任  2,000  蘇林○貴                                                                2,000  陳○珠  1,000 

 雲○有限公司  15,000  陳○滿                                                                  2,000  高○芯  1,000 

 主教座堂  13,000  林○齡                                                                  1,000  劉○媛  1,000 

 陳○懿  10,000  詹○鶯                                                                  1,000  張○柔  1,000 

 林○華  3,000  陳○文                                                                  1,000  許○倫  1,000 

 陳○豐                                                                  1,000  林○蓁                                                           1,000  葉○花  1,000 

 洪○政                                                                  1,000  許○紹  10,000  大里社會關懷組  1,000 

 陳○景                                                                  1,000  智○科技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  張○楷  5,000 

 陳○翠                                                                  2,000  姚○玲  10,000  劉○極  2,000 

 李○美                                                                  1,000  何黃○美  1,000  陳蔡○芳  10,000 

 楊○貴                                                                  1,000  謝○伶  2,000  羅○雲  1,000 

 陳○容                                                                  1,000  嚴○泉  2,000  武界天主堂  10,000 

 吳○平                                                                  20,000  嚴○文  2,000  王○隆  2,000 

 員林天主堂  8,000  張○  2,000  陳○  5,000 

 張○賓                                                                  1,000  馮○陽  1,000  聖母軍和平之后  2,000 

 黃○琇                                                                  3,000  吳○鴻  1,000  黃楊○緞  1,000 

 吳○音                                                                  2,000  彰化天主堂關懷小組  5,000  劉○妙  1,000 

 蘇○花                                                                  1,000  張簡○杏  3,000  吳○承  1,000 

 劉○雄                                                                  1,000  陳○足  1,000  陳○弘  1,000 

 江○英                                                                  1,000  雷○萍  1,000  王○青  1,000 

 鍾○坤                                                                  1,000  丘○華  1,000 

 謝○杉                                                                  1,000  JOYCE  2,000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11/05/16-111/06/15）

疫牽平安箱奉獻徵信錄（111/05/26-111/06/15）

※刷卡因銀行作業入帳較遲，下期一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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