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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教的話
主愛的兄弟姊妹們：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經過
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16:4）
教宗在泰國和日本的牧靈訪問
教宗方濟各11月19日到11月26日前往泰國和
日本，展開了他的第32次國際牧靈訪問。在整個訪
問過程中，教宗受到亞洲這兩個國家的熱情擁抱和
款待。
教宗訪問泰國的格言是「基督的門徒、傳教的
使徒」，為紀念和慶祝暹羅宗座代牧區成立350週
年。教宗在曼谷叻察波披寺與泰國佛教領袖的會晤
意義重大，他在此機會上重申，宗教在促進和平與
友愛方面要作出努力。
「和平」是教宗訪問日本的主軸，他訪問該國
的格言為「保護所有生命」。教宗在當地進行了不
少觸動人心的活動，包括在廣島和長崎問候原子彈
爆炸倖存者，以及會見2011年遭地震、海嘯及核
事故襲擊的受害者。教宗的講話強而有力，他說：
「使用和擁有核武器是不道德的。」
教宗這次訪問日本發出許多重要的訊息，他的
一舉一動將繼續留在人們的記憶裡，諸如：拒絕核
武器、呼籲和平、對外開放、關注那些因人和大自
然遭受痛苦的人。教宗也邀請青年與他人分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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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鼓勵天主教徒繼續保持信仰。（梵
蒂岡新聞網）
喜迎 聖言年
適逢天主教國際聖經協會50年，同時明
年9月30日是聖經聖師熱羅尼莫逝世1600年
紀念，國際聖經協會邀請普世教會各教區，
從今年12月1日到明年的9月30日，一起慶
祝「聖言年」，喚醒大家對聖言的認識與熱
愛。
聖熱羅尼莫教會的聖經大師，他最有名
的一句話是「不認識聖經就不認識耶穌基
督」，而耶穌基督說：「我是道路、真理
和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
去！」，所以我們透過熱誠的讀經，在聖神
的帶領下藉由耶穌降生成人的奧跡，認識永
生的真理，走向天國的道路，獲得圓滿豐富
的永福生命。聖熱羅尼莫是聰明好學的人，
很有語言天份，藉著苦修生活，祈禱刻苦，
求天主賞賜真光，天主不斷賜給他恩寵，與
天主更加親密結合，為他將來在翻譯、詮釋
《聖經》上更好的心靈準備。當異徒侵入羅
馬難民流亡到中東地區時，他停下翻譯及學
術工作，幫助難民，因為他說：「今天我必
須將《聖經》的觀念轉化為行動，不只是說
些神聖的話，而是要實踐。」，他不只研究
《聖經》默觀天主，在需要時實
踐《聖經》精神活出聖言，見證
天主的愛。
祈望藉由「聖言年」，教區
內尚未成立讀經班的堂區都能成
立讀經班，因著讀經認識耶穌的
教導，在聖神的默觀帶領下，更
與耶穌基督結合，走向生命圓滿
之愛的旅程，在愛德中活出見證
信仰，並結伴一起向更多的人傳
揚分享這帶給人永生的聖言。

新禮儀年 新生命成新人
將在明年8月5日到8月8日於輔仁大學召
開由下而上的全國牧靈褔傳大會，為使堂區
更有活力，全國大會籌備委員會計劃自2019
年10月起到12月，由各堂區針對議題討論，
並排出優先順序及提出具體可行方案後，提交
教區籌備福傳委員會。2020年1月22日，每個
教區籌備福傳委員會將關於堂區討論的初步報
告，提交全國籌備會。2020年3月至5月舉行
教區的討論，2020年6月，每個教區籌備福傳
大會委員會，將堂區和教區討論、決議、具體
可行的方案結果，準備一個為福傳大會的報
告，2020年8月5日傍晚至8月8日中午，在輔
仁大學舉行福傳大會。請各堂區能配合並落實
此籌備工作，堂區一起討論並提出具體的行動
方案，並一起為大會祈禱（大會祈禱文已經印
出，將送到各堂區），也請各總鐸區於2020
年1月至3月間的總鐸區牧靈福傳會議中再次
討論，並將結果提交教區籌備委員會，以供教
區階段的討論。教區籌備委員會須開一個檢討
會，來評估1988福傳大會12決議案在該教區
的執行率（哪方面做了、哪方面沒有等），並
提供福傳大會教區階段包括決議案和執行計劃
的報告給全國籌備委員會。
教會已經進入新的禮儀年，求天主讓我
們藉由「聖言年」從根本更新我們的信仰，如
同教宗方濟各所言：「內心喜悅的秘訣在於將
自己根植於耶穌內」，藉由熱愛聖言、默思聖
言、活出聖言、傳揚聖言，點燃我們心中的火
花，照亮他人的生命之旅，與別人分享褔音的
喜樂，「聖言之母」為我等祈 ! 天主降福大家 !
你們的弟兄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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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總鐸區

台中市第一總鐸區
一、第一總鐸區會議：12月4日（三）上午10:00於水湳天主堂召開。
二、主教座堂劉連玉神父晉鐸30周年感恩餐會暨新書發表
時間：12月29日（日）上午11:30
地點：好運來洲際宴展中心三樓。

台中市第二總鐸區
2019年台中市第二總鐸區第4次會議
時間：11月20日(三) 10:00~12:00
地點：后里天主堂
主席：羅達義神父
記錄：李世銘
◎各堂區福傳牧靈工作及活動報告(2019/08/14~2019/11/20)
※豐原天主堂：
一、12/22(日)晚上7:30-9:00與越南教友共同舉辦聖誕晚會。
二、1/1(三)元旦9:30彌撒，彌撒後舉行一戶一菜共融。
※后里天主堂：
一、繼續支持愛‧留下瑪利諾會會館活動
※東勢天主堂：
一、12/7(六)舉辦第二鐸區聯合將臨期避靜。
二、迎接聖言年(2019/12/1-2020/9/30)，鼓勵教友個人多讀經，手抄聖經，
以堂區群組(或個人私賴)傳送每日彌撒福音與反省，幫助信友讀經。
※大甲天主堂：
一、12/1(日)將臨期第一主日堂區參加海線避靜於沙鹿堂。
二、12/29(日)10:00為聖家節彌撒，彌撒後共融餐敘。
※清水天主堂：
一、11/11迎接聖誕邀教友清掃整理教堂。
※沙鹿天主堂：
一、12/1舉辦將臨期避靜。
二、12/8到屏東萬金天主堂朝聖。
※大肚天主堂：
一、12/8與沙鹿堂一起去萬金朝聖及準備聖誕節。
◎討論事項
一、討論2020年總鐸區開會及聯合避靜時間。
會議：2/21東勢堂、5/13大甲堂、8/12清水堂、11/11沙鹿堂。
避靜：四旬期：山線3/21后里堂及海線3月底大甲堂。將臨期：山線12月
初豐原堂及海線12月初清水堂。
二、討論今年燈會在后里及志工招募。
初步在鐸區做資料與訊息的知會，詳細內容則由主教公署工作分配與指
導。
◎臨時動議：
一、台中教區迎接聖言年感恩祭暨聖經講座。
時間：11/23(六)08:30~16:00 地點：雙十路天主堂，希望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二、瑪利諾會募款相關事宜。
說明：募款活動至2020年3月底已有3年完整的時間，各堂區募款金額是否有
達到預期的款項，達成率又如何?
鄭蒙席答覆：目 前約為9,400萬左右，距離目標值4億，仍有一段相當的距
離，仍須努力。
◎下次會議：2020/2/12(三)10:00東勢天主堂

彰化縣總鐸區
一、11/30溪州、北斗南部聯合朝聖。
二、12/2溪州傳協會避靜。
三、12/8溪州、北斗聯合避靜在北斗天主堂。
四、12/18溪州報佳音，子夜彌撒溪州、北斗聯合彌撒在溪州，黎明、天明聯合
彌撒在北斗，天主之母節聯合彌撒在北斗天主堂。
五、溪州主保(1/4)於1/1、1/2、1/3舉行三日敬禮，今年一樣有迎布拉格聖嬰遊
行傳揚福音，1/4主保日傍晚5:00彌撒，彌撒後餐敘。
※員林天主堂
慶祝聖誕節活動：12/21~12/22報佳音；12/24（二）聖誕夜晚上8:00和好聖
事，9:00聖誕子夜彌撒；12/25（三）晚上8:00 聖誕節彌撒。
※彰化天主堂
一、11/30全國傳協會議，主日學兒少合唱團前往參與共融演唱。
二、12/19-21晚上7:00-10:00原住民互愛聯誼會家家戶戶報佳音。
三、12/21（六）9:00-16:00避靜，李驊神父主講「跟耶穌一起到人間」。

台中教區徵會計乙名
台中教區徵會計乙名，負責帳務處理，上班地點：主教公署，月薪
25,000～27,000元。
意者請將履歷表、自傳等資料寄到：台中市北區德化街368號
台中教區主教公署人事室

※草屯玫瑰聖母堂
一、11/27馬來西亞朝聖團約46位教友到本堂朝聖。
二、12/1主日彌撒後本堂舉辦將臨期避靜，邀請杜斐然神父主講，歡迎各堂區
的教友踴躍參加。
三、12/15主日彌撒後本堂神父修女及教友們，到青松養護中心報佳音，傳報耶
穌誕生的喜訊。
四、12/18～12/20晚上7:30到教友家報佳音。
五、12/21（六）早上到中興天主堂參加聯合踩街報佳音活動。下午3時到草屯
市區踩街報佳音。
六、12/24聖誕夜晚上6時一戶一菜共融，9時子夜彌撒。
七、12/25早上8:30聖誕彌撒，彌撒後備有茶點，大家共融慶祝耶穌聖誕，邀請
教友踴躍參加。
八、12/29主日彌撒後本堂神父修女及教友們到愛之福養護中心報佳音，傳報耶
穌誕生的喜訊。
※竹山玫瑰天主堂
一、12/8(日)堂區避靜，神師：靜宜大學楊安仁神父。
二、12/21(六)晚上聖誕夜彌撒。
三、12/22(日)聖誕節彌撒，彌撒後堂區一家一菜共融。
四、11/14（四）晚上舉行傳協會第6次會議。
※中興耶穌君王堂
一、11/20(三)本堂長青大學結合南開科技大學「打造南投不老城鎮成果展」受
邀表演歌唱、社交舞及薩克斯風等共融活動。
二、11/24(日)慶祝本堂耶穌君王主保日暨10-12月慶生會；召開教友傳教協進會
108年第4次會議。
三、12/8(日)辦理將臨期避靜。
四、12/21(六)承辦2019聖誕節南投總鐸區聯合踩街報佳音；長青大學2019年成
果展。

原住民總鐸區
一、11月7日在埔里天主堂召開「原鐸區推動及成立長照服務工作會議」，對
象為仁愛鄉各堂區。
二、11月16日在地利天主堂舉辦「2019年10月份特殊傳教月」成人慕道班第
2次場次的座談會說明會，對象為信義鄉各堂區。
三、11月15日在地利天主堂舉辦「全國福傳大會議題會議」，對象為原鐸區
神長、修女、教友代表。
四、11月15日在地利天主堂舉辦司鐸會議及傳協會議，對象為原鐸區神長、
修女、教友代表。
五、中正堂區：
1、11/25中正天主堂耶穌君王節堂慶，活動內容有：耶穌君王遊行、瞻禮彌
撒、愛餐及共融活動及排球比賽等。
2、中正天主堂耶穌君王節堂慶三日敬禮：(1)11/21武界天主堂 (2)11/22曲冰
天主堂 (3)11/23過坑天主堂。
六、春陽天主堂：
1、11/2煉靈月於春陽公墓為亡者追思彌撒，並安排每周一至四至教友家為已
亡的親友獻上祈禱舉行追思彌撒。
2、11/7於埔里天主堂參加原鐸區文健站籌備會議。
3、11/16至台北新店文萃樓參加主顧聖母團年會。
4、11/23至雙十堂參加迎接聖言年開幕禮。
七、發祥天主堂：
1、11/3煉靈月於春陽公墓為亡者追思彌撒，並安排每周三至教友家為已亡的
親友獻上祈禱舉行追思彌撒。
2、11/7於埔里天主堂參加原鐸區文健站籌備會議。
3、11/16至台北新店文萃樓參加主顧聖母團年會。
八、地利堂區：
1、11/14由田振明總會長率領導18位堂區教友赴水里萬福聖母院除草、樹木
修剪及聖地清理。
2、11/15召開原鐸區傳協會牧靈會議及原鐸區全國福傳議題會議，約40人參
與。
3、11/16原鐸區舉辦「2019年10月份特殊傳教月」成人慕道班第2次場次的
座談會說明會。

祝 福
的
月 神 父 修 女 們 主 保 快 樂 ！
二

十 神父

12月3日（沙勿略）：林連水
12月27日（若望）：趙國紳、劉徵祥、王友良、陳智仁

修女

12月3日（沙勿略）：王淑莞、郭色卿
12月7日（盎博）：蘇秀春
12月8日：杜鳳姿、張 靜（依瑪）、楊淑女（甘達）
12月12日（簡）：張 梅
12月13日（露西）：謝惠貞、鐘惠玉
12月16日（愛麗絲）：謝絳雪
12月22日（加比利尼）：方茹琴
12月25日（厄瑪奴爾）：吳登志
12月26日（德芳）：劉美嘉、張慧芬
12月28日（吉達）：黃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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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允文神父冥誕紀念感恩彌撒
馮允文神父生前的老朋友們，包括了大專同學會同學們、聖母 音相呼應，是天主愛
軍、神修小會、中流基督生活團、曉明讀經班、善牧天主堂教友，中 的精神延續，一如耶
榮志工團，基督服務團及泰澤祈禱團等，於10月26日上午10時30分齊

穌接納關心門徒，3

聚於台中逢甲立德中心，為永遠的青年導師馮允文神父舉行冥誕紀念 年的時間，耶穌陪伴
感恩彌撒，同時也為立德中心新的標示牌及重新翻整的房間、廚房、 鼓勵他們在生活中遇
會議室等予以祝福。
馮神父回到天鄉後，在耶穌會同意下，朴正煥神父擔任大專同學

到的許多困難和挑
戰，耶穌也帶領他

會總輔導，立德中心成立管理委員會，連同熱心教友繼續陪伴學生。 們，不要只是工作，
為提供較好的場地，讓學生及中區、外地學生到立德活動時，方便準 也要常常祈禱，享受和天主在一起，門徒們渴望與主在一起，耶穌教
備餐點及簡單住宿，同時也期盼立德中心能提供舉辦避靜、靈修課程 導門徒〈天主經〉，即使門徒背離，耶穌也沒有責怪他們，反而在復
等信仰活動的場地，甚至是徒步朝聖的一個據點，管委會擬具了整修 活後不斷地鼓勵他們，信靠天主的愛，接納自己生命的欠缺，用祂的
計畫，在大家通力合作努力募款之下，改善電力設施、整修老舊房間 愛充滿他們。在耶穌升天後，門徒們勇敢地見證這份愛。天主透過馮
神父的臨在和陪伴，讓大家感受到天主滿滿的愛，神父用大半輩子的
與廚房、停車場草坪整理等等陸續完成，立德中心呈現新面貌。
感恩聖祭前，先為新設立的中心標示牌予以祝福，這標示牌的 時間陪伴青年，藉著各種工具為年青人成為年輕人，運用各種科技關
正面是〈信經〉組成的十字架，背面是立德主保聖方濟．沙勿略的介 心每個人，在神父愛的感召下一起努力，我們的信仰生活不再一樣，
紹。耶穌會南部會院會長吳伯仁神父提醒大家勿忘馮神父愛的初衷， 把生命的中心投注在天主旨意上，實踐天主愛的命令，由被照顧者成
把對大專青年的陪伴、帶領與關懷延續下去。大家一起祈禱後，在 為願意照顧陪伴他人的人。現在，耶穌會派朴正煥神父每個星期固定
〈上主庭院〉歌聲裡，吳神父向標示牌及重新整建的房間一一灑聖水 時間來到立德和大家在一起，吳神父也一直關心著中心的一切，還有
許多人一起來幫忙管理，慷慨奉獻與服務付出，讓我們在天主愛內一
祝福。
感恩聖祭由蘇耀文主教主禮，吳伯仁神父、朴正煥神父及西屯天

起走在成聖道路上，結出信望愛的果實。」

彌撒後，我們一起享受一家一菜

主堂副本堂費納德神父共祭。蘇主教

美味午餐共融，蘇主教也穿上同學會

講道時表示：「我們懷念並感謝馮神

中區區服，帥氣地與大家合照。餐後

父，他的愛那麼真實，他的陪伴如此

接著舉行「關心立德」座談會，由朴

豐富！1年7個月前馮神父回到天主

正煥神父帶領大家集思廣益，提出

身邊，但他的愛和精神一直和我們在

許多發揮立德功能的建議，並搭配

一起，一進立德中心大門可以看到馮

SWOT 優劣分析法，期盼立德能為青

神父慈祥可親的微笑照片，和取自於

年福傳工作，多奉獻一份心力，把馮

《若望福音》13章的一段福音：『這

神父溫暖的愛與關懷傳遞下去。

是我的命令，你們應該彼此相愛，如

（文‧圖／黃琪珊）

同我愛了你們一樣。』，和今天的福

台中教區煉靈月追思已亡彌撒
台中教區於11月2日下午2時30分在員林東山墓園舉行追思已亡彌 向 那 擺 在 我 們 前 面
撒，由蘇耀文主教主禮，許瑞文神父共祭，300多人一起恭念玫瑰經為 的 賽 程 。 我 們 在 生
亡者獻上祈禱，微風吹拂下，禱聲串串，上達天廳。

活中有軟弱不足與

蘇主教在講道中說到：「我們特別為已亡者，以教會禮儀中最美 缺 失 ， 不 是 完 美 無
好的獻禮──耶穌愛的犧牲聖祭，為他們祈禱，求天主的聖愛煉淨他 缺 ， 但 跟 聖 人 們 一
們，使他們早日能與天主合一，得享永恆的生命。在今天追思已亡的 樣 ， 靠 著 聖 神 的 恩
3台彌撒中，第1台彌撒的主題是每個人在生命終結時，將面臨愛的審 寵 聖 愛 ， 在 日 常 生
判，在我們的生命中是否關心有需要的人？基督徒生命的目的是在愛 活中，過著為人服務的生活，與天上諸聖、親友們同行，在天主的聖
中付出生命，生命之旅就是朝聖之旅，朝向天主聖愛的圓滿之旅。第 愛，基督奧體內彼此結伴成聖。11月，教會禮儀年也進入尾聲，常
2台彌撒主題是耶穌是給人復活生命的救主，第3台彌撒主題告訴我 年期最後一個主日慶祝基督普世君王節日，在慶祝信仰奧蹟圓滿完成
們，凡相信而跟隨祂必得永遠的生命。3個主題的核心是，天父派遣耶 同時，也好似到了年底反省自己信仰生活，讓我們每個人努力走向天
穌來救贖世人，是願意世人藉由相信祂而認識生命的真理，藉由跟隨 主，邁向聖德的成全。效法諸聖的精神，活出信仰的生命，也看到社
祂過一個愛德的生命而得救，並活出天主子女的生命，分享永恆的生 會的需要，開放堂區空間來關懷社區，走出自己及堂區，讓天主的恩
命！」

寵充滿並改變我們，好能與天主完全結合，懷著信心同道偕行，一起

「在煉靈月，我們不只為煉靈獻上祈禱、克苦和獻彌撒聖祭， 走向天上的聖城。」
彌撒後，蘇主教帶領大家向亡者獻香、獻花，並到每個墓前灑聖
更要效法已經完成人生目標，在天堂與天主共享永恆生命，並為我們
代禱的勝利教會諸位聖人聖女們生命。教宗方濟各在《你們要歡喜踴 水降福，家屬們同心合意靜心祈禱，願每位亡者因「諸聖相通功」，
躍》勸諭中鼓勵我們，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召喚成聖的使命；《聖經》 我們的祈禱，得以在天主的聖愛內早日煉淨靈魂，在天國享永福。
啟示我們，有眾多如雲的見證人圍繞我們，鼓勵我們用堅忍的心，跑

（文‧圖／黃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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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教區史瓦帝尼 國 際志工
1 0年獻愛服務成果 發 表會
台中教區與台中市政府11月9日上午10時在台中市政府文心樓一樓

的：『生命最大的福份，就

中庭舉行「愛‧永不止息──2019國際志工親善大使團服務成果展暨

是把我們自己當成禮物送給

新書發表會」開幕禮，台中市副市長令狐榮達、社會局長彭懷真、法制

別人，也透過彼此交流，生

局長李善植、外交部中部辦事處副處長劉翼平、史瓦帝尼王國王子HRH

命更豐富。』，教宗方濟各

Prince Benkhosi、史瓦帝尼王國大使Thamie Dlamini塔米‧喇米尼等貴賓

也提醒我們，人與人在一起

出席，長期支持著這項服務工作的幕前幕後恩人與夥伴們，也前來分享

的交會就是一個愛的種子，

今年的服務成果，同時也邀請歷年志工夥伴回來團圓，簽上名字寫下服

透過彼此交流與鼓勵，愛的

務年度，大家歡喜見面互相認識。尤其當第1年的其中4位志工夥伴出現

種子長成大樹使更多人得到

時，更是令人欣喜，當時的高中生，現在已是社會人，其中一位已經成

庇蔭。感謝這10年來，參與

為醫生，實現當時因服務立下的志願，為自己的理想努力打拼中，那一

服務的醫師、學生、社會各

年的史國服務景象，依舊如此清晰讓人懷念，期許著有一天再和團隊一

界團體及個人，因著大家不斷地奉獻而前行，讓我們把這份愛繼續傳揚

起回到史瓦帝尼做更多的服務。

下去，祈大家在天主愛內得到更多祝福，生命因愛更豐盛！」

蘇耀文主教代表台中教區感謝大家蒞臨：「今天我們慶祝台中教區

代表台中市市長盧秀燕出席的令狐榮達副市長帶來了盧市長的祝

國際志工服務團10周年暨成果發表會，這是一個感恩時刻，謝謝台中市

福：「天主教台中教區每年組織志工團，秉持無私奉獻理念，充滿熱

政府、外交部、企業各界、民間團體、學校、個人的長期支持。10年

誠人道關懷，彼此文化交流帶到我們非常密切的友邦，這樣的精神令我

前，台中教區因南屯天主堂吳振鐸神父的遺愛心願，因緣際會下前往史

十分感動，愛是永不止息，希望藉由這次的成果展出分享，帶給更多朋

瓦帝尼服務，幫助非洲人民；今年我特別和醫療團、教育團41人一起前

友啟發，感染大家更樂意參與志工活動。如同盧市長在這本成果新書中

往，見證了一路走來，每一位的愛心及服務成果。如同《聖經》裡耶穌

〈序〉所提到的：『愛是不分你我、宗教、種族，愛是無國界。』天主

所說的比喻，天國好像芥菜子，芥菜子很小，只有0.2公分，可是長成

教台中教區實踐天主教對於弱勢扶助的責任，蘇耀文主教的投入，與靜

大樹可以到1.5公尺，甚至天上的飛鳥都可以在樹上面憩息；10年來，

宜大學攜手合作，結合企業資源與社會力量，將我國的大愛與溫暖傳遞

因吳神父愛心，結合社會各界愛心力量來灌溉使種子成長，透過不同服

到非洲友邦，令人深感榮耀與敬佩。」

務建立很好的友誼。此行個人最大的感受，一如當地路易斯主教所說

史瓦帝尼王國駐華大使館大使Thamie Dlamini塔米‧喇米尼感謝大
家熱情邀請：「非常榮幸跟著我的團隊，來到台中市政府這個美好的地
方，我相信10年前志工團隊到史瓦帝尼時，沒有想到會成為如此盛大的
志工活動。很高興10年後，我們維持著親密的友好關係，透過服務，把
這份愛與史瓦帝尼當地人民分享，非常感謝台中教區、志工團隊、所有
的醫生及贊助者，將許多的醫療設備及各項物資帶到當地，使更多人受
惠。感謝蘇主教今年也前往史瓦帝尼，靜宜大學與當地的簽約合作，希
望未來有更多面向的合作。謝謝家長們的支持，鼓勵學生志工前往史瓦
帝尼，讓當地孩子有更多機會認識亞洲認識台灣，持續著這麼美好的情
誼，我們期待下一個10年的交誼。」
為感謝10年來，許多企業、團體與社會人士以各種方式支持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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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主教代表教區感謝趙榮勤夫婦為志工團
的無私奉獻

感謝長期以來支持志工團的社會各界夥伴們

工團每年傳愛萬里的服務旅程，台中教區致贈感謝狀與感謝獎座表達心

此次成果展展期在台中市政府文心樓一樓中庭至11月22日，今年

意，獎座上的圖案是2010年台中教區初次展開史瓦帝尼(當時稱史瓦濟

是服務第10年，特別以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從第1年開始到現在的更多

蘭)國際志工服務時，時任市長秘書蔡蓉蓁小姐受到感動而繪製一幅油

元服務，除了義診行點滴、流浪兒童中途站訪視、逆風少年種子助學計

畫送給台中教區，表達支持與一同服務的心意，圖案是台灣與史瓦帝尼

劃、愛女孩計劃、水資源、設置電腦教室等，並介紹史瓦帝尼王國的風

的地圖，以愛心串連。而這10年，一路走來，志工團們與愛心人士們的

土民情，讓民眾了解這個遙遠熱情的友邦。

無私奉獻，也真真切切地呼應了這幅畫的精神。

此外，志工團員周美純、陳麗美也發揮身為瓷畫家的好手藝，將她

蘇主教代表教區，特別感謝9年來無怨無悔付出，負責與史瓦帝尼

們在史瓦帝尼服務所見所聞化為版畫、手繪花瓶，濃厚的風土民情，細

教區聯繫相關事宜，帶領志工們在服務中學習一起成長，是志工團重要

膩的手法連史國大使及王子都讚歎不已，這些作品也和其他團員從史國

精神支柱的團長趙榮勤醫師、總召周文蕊夫婦，蘇主教致贈教宗〈聖母

帶回來的當地人民手作藝術品全數提供做為義賣品，所得悉數捐贈為史

聖子徽章聖像〉及玫瑰念珠，感謝他們帶著3個小孩全家全心投入，為

國偏鄉孩子們的午餐費用，團員們的心意令人感佩。

志工們做了最好的身教示範，全場報以如雷掌聲及歡呼聲；趙醫師伉儷
驚喜地從蘇主教手中接過禮物，現場滿滿愛的氛圍令人動容。

去年在成果發表會中有著讓人沈醉，深受好評演出的聖采琪合唱弦
樂團，在安德森神父、費納德神父陪同下，今年再次共襄盛舉，且與西

蘇主教也以〈無私奉獻獎章〉感謝7年來陪伴帶領志工團的指導

屯天主堂教友們聯合表演，陣容更為龐大，曲目更加精彩，從會前的暖

神師黃清富神父，及服務3年以上鍾朝海醫師、陳建利醫師、劉鴻基醫

場音樂、開啟序曲的美好歌唱，到會後的音符串串，充滿非洲風情的展

師、陳力平醫師、游芬媛姊妹、賴美媖姊妹、劉孜文姊妹、汪凱彰老師

出襯著美好樂音，讓文心樓一樓中庭更添文化氣息。越來越多元面貌的

等志工們，不畏困難，懷抱著熱誠為所需要的一切事物費心盡力，豐富

國際志工服務即將邁向無數個10年，志工們互相期許一起勉力前行，萬

充實了踏出的每一步，當志工們一一上台接受獎章時，全場以熱烈掌

里之外愛的聯繫，永不停息。

聲，謝謝他們這些年來的服務奉獻。

（文‧黃琪珊／圖‧史瓦帝尼國際志工服務團團員）

在靜宜大學念書的史瓦帝尼學生也是我
們的志工團成員
聖采琪合唱弦樂團帶來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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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聖家社區關懷據點揭牌祝福禮
台中教區11月2日上午10時在二林天主堂所成立的「聖家社區關
懷據點～C級巷弄長照站」舉行揭牌祝福禮，邀請蘇耀文主教主禮。
10時不到，聖堂前活動廣場已是人聲鼎沸，立法委員洪宗熠、彰化
縣議員張國棟、彰化縣政府衛生局長照科科長邱翠容、二林鎮鎮長蔡
詩傑、二林鎮代表會主席洪敏綺、二林基督教醫院社會發展課主任陳
秀娥、東和里里長洪桂昌、立法委員候選人謝衣鳳等貴賓親臨開幕現
場，街坊鄰居前來道賀，關懷據點學員和家人們，更早已準備好大展
身手。
為祝福禮熱鬧開場的65歲以上長輩們的舞動歌唱，活力不輸年輕
人的青春飛揚，最年長的101歲阿嬤也精神勇健，和大家一起演出，家
人們來到現場，認真捕捉長輩的一顰一笑，記錄每一個動作，以前是
自己在聖家幼兒園讀書玩耍，現在是長輩在聖家關懷站當學生，彌補
以前無法上學的遺憾，看著如此歡樂的畫面，這裡真的是陪伴全家人
一起成長的熟悉好地方。
蘇主教致詞時說道：「去年來到這裡，是幼兒園小朋友活潑可愛
的表演；今天是由社區長輩們表演兩個精彩又快樂的節目，真的是令
人感動又開心。教會看到社會的需要，一如57年前教會看到幼兒教育
的需要，成立聖家幼兒園；現在社會面臨少子化的現象，本著愛與關
懷的精神，在二林天主堂丁達神父、傳協會委員們、關懷站陳主任及
工作人員、全體教友的合作與努力，各位地方主
管的支持與幫忙之下，讓我們幼兒園轉型為社區
長輩服務，延伸『天主是愛』的精神，從照顧小
寶貝到服務年長寶貝，將這裡打造成更吸引人喜
愛前來的地方，求天主降福新成立的關懷據點，
祝福大家身心靈平安健康。」
二林鎮鎮長蔡詩傑致詞時表示：「今天C據
點揭牌，天主堂如此有歷史的建物與服務，看到
社會脈動而適時轉型，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為老人

家有更多的服務，相信
以後會有更多的活動在
這裡舉辦。根據數據顯
示，預計2025年台灣將
邁入人口四分之一的老
年社會，長照的推動是
我們和縣政府及衛生局常常交流討論看法，我們努力爭取成立更多的
據點，因為在這裡人口老化的問題比其他地方都大，祝福我們團隊未
來有更好的發展，所有好朋友身體健康。」
關懷據點主任陳淑溫也和大家分享從4月開始試辦，一路走來的心
情：「聖家幼兒園有57年歷史，許多人從小小孩時來到這裡，成家後
再帶著他們的小朋友來念書，我們都成了好朋友。因為少子化決定改
變服務對象，謝謝教區支持，願意把這裡轉換成為長輩學習的地方，
從4月到現在，我們每一天的課程豐富多元，長輩們很可愛，每天來到
這裡，問我的第一句都是：『今天要上什麼課？』，看得出來他們因
為以前念書是很困難的事，現在能夠來上課是多麼開心且非常珍惜。
我們目前人數從35人邁向40人，仍有許多長輩希望可以加入，請大家
在各方面多多支持幫助我們。」
隨後，由蘇主教主禮祝福儀式，求天主降福這個關懷據點，因聖
神恩祐成為蒙受祝福和充滿愛的地方；每位
工作人員以愛心溫暖地服侍長輩們，使所有
來到這裡參與活動的長輩，都能蒙受天主恩
寵，得到必須的照顧，獲得身體的健康，靈
性的平安與內心的喜樂。主教向活動空間灑
聖水祝福後，在喜慶鳴炮聲中，蘇主教與貴
賓們一起揭牌，「聖家社區關懷據點～C級巷
弄長照站」歡喜開啟服務新里程。
（文‧圖／黃琪珊）

同心協力關懷海員
全球基督教宗教海事協會於10月21日在高雄舉行為期5天的世界
大會，大家合作為海員及漁工找到更好的牧靈和關懷方式。教宗方濟
各透過影片線上祝福，盼與會者能更有效地協助海員、漁民及其家
庭。國際明愛會主席塔格萊樞機主教（Luis Antonio Tagle）在以「耶
穌基督召喚大家同心協力關懷處於困境的人」為題演講中提到，《舊
約》裡有許多關於拯救的事蹟，或許天主親自來執行更有效率，但祂
選擇邀請人類與祂合作，並透過這些事蹟向世界彰顯何謂上主的拯
救；而在《新約》裡，「漁民」是最先受到耶穌呼召、成為門徒的群
體，他們一起聆聽天國福音並四處見證；樞機主教形容，服務海員、
漁民就是服務門徒，服務耶穌基督的後繼者。
位於台中教區內的台中港，在蘇耀文主教的支持下，也有港口關
懷的志工團隊（Apostleship of the sea海員
宗會），不定期前往港口進行訪船關懷，
針對國際貨輪的需要，於船上彌撒或祈
禱；近期更結合教區內的互愛物資銀行的
愛心食物，分送給漁工和船員。
高雄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11月18日
上午電話告知我們，台中港自11月9日起
停泊了一艘北斗星號輪，因船東非法販售
油品給北韓，多位關係人已經被起訴，更
有5位船員已經在船上超過1年，船上沒有
電，飲用水也不足，食物短缺…此外，完

全沒有薪資收入，他們
的家庭經濟中斷，陷入
困境，長期限制活動於
船上和碼頭，身心疲憊
不堪，所以這些海員向
外求助！教區接獲這個
訊息後，第2天即刻由台中港海員關懷人員與食物銀行志工一起帶著乾
糧、即食品、麵包、水果、冬天衣服和飲用水，前往北斗星號輪展開
關懷海員行動，送上物資也傾聽他們的難處。
這次的人道關懷在基督教漁民服務中心的通報下，教區的海員宗
會成員結合物資銀行的愛心，共同快速地為受困的海員提供協助，船
員們十分感激天主教會台中教區的迅速協助，也說我們是唯一以實際
行動前往關懷的單位。希望他們能儘快獲得妥善安排並返鄉與家人團
聚，教區將會持續協助與關懷。
塔格萊樞機主教也重述五餅二魚的故事，並指出這其中最重要的
是耶穌基督慷慨給予的雙手，倘若今天有五千個麵包和五千條魚，但
全掌握在貪婪的手中，仍沒有人會被餵飽；故在當代，「分配資源的
人」才是關鍵，「倘若沒有擁有受到祝福的手，就無法為他人工作，
也會導致很多人因此受苦，更沒有奇蹟存在。」
台中教區海員宗會邀請您加入志工行列，也歡迎神父們參與協助
關懷海員工作！（文‧黃慧如／圖‧郭佑任）

．靈修小品．

7

2019年12月

我們天主教友應該有更好的國際觀
最近國際間有很多重大的新聞，可是我們教友好像並不太知道這些新聞。我注
意到教堂的信友禱詞中幾乎不談國際間的問題，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絕大多數的教
友不知道葉門有戰事，也很少有人知道加薩走廊的問題。多半的人沒有聽過葉門和
加薩走廊。
我們整個國家有這種問題，可是我們教友應該比較特別，天主教是一個聖而
公教會，所謂公，乃是全世界的意思，所以教友也應該關心全世界所發生的各種事
情，不能眼光如豆，只注意我們國家以及我們教會。我們的教會遍及全球，是一件
值得驕傲的事，可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我們的教會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很嚴重的危
機。有一位很虔誠的教友到歐洲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然也進了一座大的天主教
堂望彌撒，這所大教堂在主日居然只有少數教友，令他非常吃驚。這座教堂還是在
天主教國家之中。
我們做教友的人，除了應該關心自己教會的事情以外，也應該注意到人類所面
臨的重大問題。比方說，全世界道德不受重視的問題。西方國家的上層社會一直傳
出各種醜聞，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似乎毫無道德修養，對我們天主教友而言，這是相
當嚴重的事，但是我好像很少聽到教友們討論這種現象。
我們也應該關心世界上的窮困問題，因為這絕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能眼看

李家同

到世界上有如此多飢餓的人，也不應該坐視很多國家沒有最基本的醫療，在那些國
家生病以後只能找巫醫來治病，我們更應該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家庭是沒有自來水
的，在這種國家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根本談不上衛生，即使有醫生，也沒有什麼用。
耶穌基督一再強調，我們應該幫助窮人，但是如果我們根本不願意知道世界上有窮
人存在，那也就可以睜個眼，閉個眼，對世界上的貧困問題完全漠不關心了。
我們也應該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難民問題，有戰爭就一定有難民，中東地區的
戰爭從來沒有停過，所以那裡一直有嚴重的難民問題。戰爭和腐敗的政府也造成大
量的難民，我們教友應該知道地中海上常常有難民船翻覆的事情，這些船上動輒都
有上百位難民。我們做教友的，不僅應該知道有難民存在，也應該知道為何世界上
有這麼多的難民。
我認為我們所有的天主教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應該使得校內的學生知道
國際間的大事。我相信大多數的學生一旦知道了這些事情，就會對於這些事情有興
趣。雖然這些學生不見得是教友，可是他們是接受天主教學校教育的。教會也應該
在主日彌撒裡多多談論世界上各種事情，這些事情都與我們天主教的信仰有關，神
父們也可以藉用這些實際的例子來宣揚福音。

原住民族語與福傳研討會研習心得
很感恩與榮幸有機會在10月24日至25日參加今年的盛事──「原住民族語與
福傳研討會」，這活動是為響應聯合國2019年「原住民語言國際年」，在活動中
聽到、看到多位傳教士在族語文化與福傳的貢獻成果報告，以及各族群代表報告各
族族語的實踐與成果。對福傳的影響等分享中，最讓我感動的是外籍傳教士，早期
在全台原住民部落各地傳福音，他們早就意識到族語跟福傳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必
要性，開始結合部落耆老、當地學校老師、教友，用族語翻譯《感恩祭甲乙丙》、
《瑪竇福音》、《路加福音》、《馬爾谷福音》、《宗徒大事錄》及聖歌等，讓教
友真正達到傳福音宗旨，並完成族語相關資料。
從這兩天研討會中，知道很多教堂目前已使用族語彌撒，如佳平天主堂杜勇雄
神父、魯凱族金崙聖若瑟天主堂蔡恩仲神父、新竹五峰南耀寧神父、花蓮太魯閣陳
春光神父、蘭嶼東清教堂、宜蘭寒溪高國卿神父、泰雅族賽夏族、族語小組丁立偉
神父與官錦生先生、布農族林貴明神父、他們在族語推行方面功不可沒。
原住民的文化基礎在語言，有語言文化才能傳承，早期外籍傳教士在各地原
民部落教堂，已開始福傳，也同時記錄我們長輩真正的說的話，而我們原民會在這
20年也開始重視住民文化傳承的重要性，現在的教育部12年國綱、學校設置族語
老師、語推人員、族語認證、設置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等措施，目前仍努力推動
中，確實也看到很多數據迅速提升。外籍傳教士認為真正可以落實族語傳承的地方
是在家庭、部落、教會等地方，這些地方是我們的根，所有語言的音韻、單詞、詞
語結構、語言的精華跟美麗文化都在這裡，真正應該要傳承的在族語教學，因學院
派努力重建瀕危方言，把真正原意或創詞的過程中，發生很大的差異，這也是很多
部落約55歲以上的族人所擔心的事，曾幾何時?我們還需要重建族語，因為我們自己
已經很少使用族語了。

我是仁愛鄉新生村眉原部落
人，小時候都在教堂進進出出，當時
（民54）傳教士是外籍的莊天德神
父，他用賽德克語tkdaya方言及泰雅
族語在眉原部落傳福音，我的部落屬
泰雅族，從小在莊天德神父傳教下受
到薰陶，自然而然能聽、能說這些
族語，這段記憶是美好無憂的。但在
921地震後，部落就不能舉行彌撒，因為教堂被震垮，隔年重建過程中又遇到桃芝颱
風風災土石流的破壞，使得重建之路更加困難。目前教堂只有空屋，沒有任何內部
裝修，所以幾位教友與司馬添神父商議，想要在自己眉原部落舉行主日彌撒，這想
法就在9月8日實現了，司馬添神父為我們做了30幾年來的第 1台彌撒，感謝天主賜
愛！
這段籌備時間，感謝中原天主堂的協助，於是10月13日我們又舉行了第2次的
彌撒，雖然非常克難，但我們信主的心是熾熱豐盛的，相信天主引領我們成聖，我
們將繼續傳播福音。目前還需要大家的支持，使教堂硬體設備得到完善，讓部落教
友可以在教堂一起聆聽天主的話，彼此共融，讓部落更平安祥和。我們也期盼教堂
是學習族語的地方，讓族人在家說族語，在教堂用族語傳福音。
感恩傳教士們對原住民的大愛，對原鄉的深情，向他們致敬愛之禮，所有16族
族人一起為我們自己的文化，努力傳承下去，相信祖靈在彩虹橋頭已經看到了我們
的信念。（文‧眉原耶穌升天堂 高玉梅／圖‧陳賢淑）

牧靈福傳計畫
一、台中教區各總鐸區、各堂區、委員會2020年牧靈及福傳計畫與預算表
1.敬請於11月30日前繳交至台中主教公署 秘書處收。
2.請以電子檔傳送或紙本寄送。
3.該牧靈福傳傳計畫可配合全國福傳大會所提供之堂區可行性之牧靈（教內）及福傳（對外）
選項。
二、台中教區成立60週年慶(1962-2021)紀念專刊籌備
1.請各堂區、修會、機構、團體等，於12月31日前教區提供貴單位的傳教史及相關之相片，
以利編輯作業。
2.請按信仰培育文史小組所提供之格式、字體、字數、相片等作業。
3.請以電子檔傳送至上智社教研究院 張思齊弟兄收。
三、全國牧靈福傳大會落實各堂區可行性計畫書
1.請各堂區按全國大會籌備處建議時程：2019年11月初提交總鐸區彙整。
2.12月初前各總鐸區彙齊各堂區並檢視輔正計畫後，提交教區籌備小組。
3.該計畫是針對各堂區評估可行性選項而提出，必需具有牧靈或福傳指標性、內容、負責人、
執行的時程(始末)、預算、預期效果等。
台中教區主教公署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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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12/7(六)下午13:30-20:00 ;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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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智文教基金會2020年活動預告
(1)婚前十堂課
時間：3/14(六)-3/15(日)、6/13(六)-6/14(日)、9/12(六)-9/13(日)、
12/5(六)-12/6(日)
(2)幸福續談會
時間：1/11(六)、4/11(六)、7/11(六)
(3)夫妻&親子快樂成長營
時間：10/24(六)-10/25(日)
三、2019年將臨期青年避靜：生活的基督
時間：12/7(六) 9:00～12/8(日) 14:30
地點：聖愛山莊（台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一段內城巷43號）
主辦：台中教區青年牧靈委員會
對象：國中至高中青年。
費用：每人1,000元(食宿、保險等)
報名：電話04-22075678、傳真04-22068722，E-mail:ycs.tch@gmail.com青年牧
靈委員會

四、明供聖體祈福會：你們要歡喜踴躍
時間：12/7（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南投耶穌君王堂(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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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天主教台灣神恩復興運動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詳洽：莊姐妹 電話：0912-955-809 (上午10點至晚上8點之間)
五、「與耶穌一起跨年」～跨年明供聖體祈福會
時間：2019年12月31日(二) 22:00～跨年
地點：耶穌救主主教座堂
主辦：耶穌救主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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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歡迎教內外朋友參加
費用：自由奉獻。
六、2020台中教區兒童輔祭營：同行
時間：2020/2/4（二）~2/7（五）
地點：草屯玫瑰聖母堂（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78號）
主辦：台中教區兒童牧靈委員會
對象：國小四、五、六年級國中一年級學生（已開聖體者，男女皆收）
費用：每人2,500元（含食宿、保險）
報名：李心怡 電話:04-22075678 傳真:04-22068722 E-mail: f590603@gmail.
com，名額：60名

15日 主教與鄭蒙席前往嘉義聖瑪爾定醫院芳安養護中心探望阮文裕神父。
17日 主教前往新竹香山牧靈中心主禮聖經協會研習共融閉幕禮彌撒。主教前往南投天主堂
主禮越南團體主保殉道聖人彌撒及參加共融活動。
1日 主教前往田中耶穌聖心修女會主禮修會主保慶日彌撒及共融慶祝。
18日 司鐸共融於南投天主堂舉行。
2日 主教前往東山墓園主持煉靈月追思已亡彌撒。主教前往二林天主堂主
19日 教區青年牧靈委員會輔導神父來訪。衛道中學梁神父來訪。公署行政會議。
持聖家社區關懷據點揭牌祝福禮。
20日 香港拯望會希望之友40人來訪。
3日 主教前往雙十路天主堂主禮彌撒，並至醫院探望趙神父。
21日 教區教務會議於草屯天主堂舉行。善牧天主堂活動中心工程合約書於公署修正簽署。
4日 旅美教友來訪。
22日 主教主持上智文教基金會董事會。主教前往台北主禮杜亞納姐妹追思告別彌撒。
4-8日 四教區司鐸高雄真福山聯合年退省。
23日 主 教前往雙十堂主禮迎接聖言年感恩祭。首次非常務送聖體員培訓復興路天主堂舉
9日 主教前往台中市政府文心樓參加「愛･永不止息──2019國際志工親善
行。主教前往復興路天主堂主禮耶穌君王節彌撒及明供聖體禮為第52屆聖體大會意向
大使團服務成果展暨新書發表會」開幕禮。
祈禱。
10日 主教前往雙十路堂主禮彌撒。主教前往參加公益園遊會檢討共融會。聖
24日 主教前往復興路天主堂為菲律賓團體主禮耶穌君王節彌撒及堅振禮。
母聖心修女會修女們來訪。
25日 靜宜大學唐校長來訪。環山天主堂詹會長等來訪。
11日 香港林先生來訪。教區修女聯合會幹部來訪。
25-29日
主教前往台北參加主教團秋季會議。
12日 善牧天主堂活動中心工程開標。主教前往衛道中學主持董事會。
29日 主教前往埔里天主堂主禮司馬添神父令尊追思彌撒。
13日 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董事會。
30日 主教前往中區區公所參加中區常青學苑結業典禮。主教前往復興路天主堂主持非常務
14日 教區教務會議。加拿大教友朝聖團34人來訪。市政府民政盧副局長、
送聖體員派遣禮。全國傳協理事大會於靜山舉行，主教前往主禮感恩彌撒及共融。
宗教禮俗科何科長等來訪。衛道中學梁神父來訪。

2019年11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08/10/16~10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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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
為聖召
楊○姿
第二台
曾○道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竹山天主堂
東埔天主堂4-9
溪州天主堂
彰化天主堂
羅厝天主堂
員林天主堂11
主教座堂10
豐原天主堂10
鹿港天主堂10-11
為聖召後援會
竹山天主堂
豐原天主堂8-9
東埔天主堂
雙十路天主堂9-10
合興天主堂10
田中天主堂10
為國際援助
吳○平
童○隆
趙○勤
為公益園遊會
埔里天主堂

100,000 朱○華

2,000 靜宜董事會

2,000 隱名氏

4,500 陳○濟

2,500 劉○玉

4,200

180,000
1,000

10,000 南投天主堂
18,000 合興天主堂10
6,000 草屯天主堂
23,100 南屯天主堂
12,000 復興路天主堂
24,000 水湳天主堂
46,200 大甲天主堂
26,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11
22,0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2,000
30,000
23,100

武界天主堂4-6
溪州天主堂
田中天主堂11
水里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望鄉天主堂
東勢天主堂10
竹山天主堂

18,000
6,000
46,200
10,000
5,000
3,000
23,100
10,000

4,000
4,200
4,400
32,200
3,900
13,400

3,000
10,400
1,200
2,000
400
12,530

水里天主堂
彰化天主堂11
東勢天主堂10
聖保祿天主堂

2,000
10,800
1,000
1,200

霧峰天主堂10
南屯天主堂
復興路天主堂
永靖天主堂10
清水天主堂8
主教座堂10

3,000 林○輝
10,000 蘇○睿
10,000 賴○澤
1,000 瑪利諾會

1,500 游○媛
3,000 郭○玲
100,000
30,000

2,500
1,000

富○社會慈善事業
20,000
基金會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2019/11/15止, 總額為$94,246,901元
楊○原
500 明○企業社
10,000 常○懿
1,200
張○敏
500 隱名氏
700 張○杰
1,000
陳○楠
1,000 豐原中獎發票
1,600 吳○純
1,000
張○珮
500 陳○寬
30,000 鄭○芳
30,000
林○伶
500 史○諾
1,000 林○文
10,000
劉○珍
500 莊○雅
1,000 盧○
1,000
沈○杰
1,000 宋○玖
2,000 陳○真
500
聖○基金會照顧關懷據點
50,000 主教座堂教友們
17,500
北斗天主堂教友們 10,000 彰化天主堂教友們 64,747 水湳天主堂教友們 45,000
田中天主堂教友們 16,000 水里天主堂教友們 6,500 員林天主堂教友們 55,000
竹山天主堂教友們 22,100 曲冰天主堂教友們 11,0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5,400
南投天主堂教友們 11,100 二林天主堂教友們 10,000 竹山天主堂教友們 27,000
草屯天主堂教友們 12,000 大里天主堂教友們 31,000 豐原天主堂教友們 13,400
雙十路天主堂教友們 31,000 復興路天主堂教友們 22,400 聖保祿天主堂教友們
5,000
為環山天主堂
林○年
5,000 黃林○嬌
5,000 白○鈞
1,000
陳○興
2,000 詹○成
5,000 詹○寧
5,000
為立德中心
劉○
9,000 蔣○強
200,000 吳○業
10,000
蔡○
100,000 李○賢
15,000 呂○儒
5,000
呂○漢
5,000
為八家啟智中心
鄭○雄
400,000 劉○辰
5,000 林○永 呂○蓁
20,000
為發祥天主堂
陳○輝
10,000
為急難救助
林○玉
10,000
為傳教節
雙十路天主堂
34,851 鹿港天主堂
3,000 南投天主堂
4,600
大甲天主堂
41,600 清水天主堂
15,100 善牧天主堂
6,250
主教座堂
20,400
為原住民
清水天主堂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