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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話
主內親愛的神父、修女、弟兄姊妹們：

「上主求你噓氣，使大地煥然一新！」（詠

103）

疫情延燒 活出耶穌

5 月以來，政府防疫政策由「病毒清零」改

採「與病毒共存」，染疫人數持續激增，現正處

於疫情高原期，許多人身旁都出現確診者，甚至

本身也染疫。當疫情持續延燒，令許多人擔憂不

小心會染疫，基督徒該如何應對？有位牧者萬力

豪，鼓勵在這個時刻，基督徒更要活出耶穌的生

命！

大多人眼中的「勝利」，就是不確診，但基

督徒的「勝利」應與世人不同，不僅謹慎防疫，

更重要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隨著疫情延燒，許

多確診者分享，最痛苦的，並非罹患疾病，因染

疫後，身體大多很快就好轉、康復，反倒身旁人

的異樣眼光、指責，造成更大殺傷力，有些人會

批評確診者：「你怎麼不小心一點」、「拖累大

家」、「為什麼讓我們暴露在危險中」。有確診

者就分享，因害怕同事投射異樣眼光，不知如何

重返職場。

困難時刻，基督徒更要學習耶穌的榜樣並

發揮影響力。當耶穌看到被痲瘋病毒感染患者，

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愛。我們不用故意

去觸摸、接觸確診者，但可學習耶穌的榜樣，不

只在乎法律層面，例如，要隔離多少天？如何居

家防疫？而是更深一層活出天主的愛，透過網路

等各樣方式，傳遞對染疫者的愛與關懷。再者，

疫情爆發兩年多教導我們，看到人群要害怕、閃

躲，但在耶穌的傳道之旅，看到人群，心中常是

生出憐憫。當我們看到他人時，不是立即想到危

險、疫情，而是思想他們需要福音，以致能服事

更多有需要天主聖愛的靈魂。

基督徒可用 3 種心態面對確診者 : 1. 不要責

怪：對於身旁確診者，不排斥、恐懼、指責，反

倒要包容、接納，可以告訴對方：「沒關係，染

疫沒有錯。」若有人確診後愧疚，可對他說「不

要擔心，如果我真的染疫，也不會怪你。」2. 學

習耶穌： 祈禱安慰醫治病患使疫情早日消弭，

同時學習如何活出基督的愛。3. 平常心看待：雖

疫情嚴重，但世上仍有許多需關注的大事，疫情

只是其中一件，不需隨世界聲音起舞，每天活在

焦慮、惶恐中，而是採取「平常心」面對。若自

己染疫，也不用感到丟臉或羞恥，亦不用抱持罪

疚感，只要是活著的人，都有可能染疫，仍要學

習用天父眼光看待自己。有專家說：「大部分人

遲早都會確診且多為輕症」，故不要被別人異樣

的眼光影響，也不用太害怕。

最後，雖疫情延燒讓恐懼蔓延，但聖經從未

要人膽怯害怕，而是不斷激勵人不要害怕，要信

靠天主的同在助佑。面對疫情的衝擊，需要更多

關懷與代禱，也是反省信仰、活出信仰，傳揚福

音使命的時期。

疫牽平安箱 平安送心禮

這段時間，由於新冠疫情急速升溫，許多

家庭面對居家隔離的焦躁，收入不穩定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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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開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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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認購一份包括米、麵條、罐頭、沖泡飲、

口罩等物資的「疫牽平安箱」，照顧中彰投地區，

生活受到衝擊的許多弱勢家庭的急需，善款熱情

湧入，互愛物資銀行和明愛會的志工們迅速準備

各項物品，台中教區也準備了一本《生活聖言》，

希望藉由天主聖言的祈禱，安慰被關懷者焦慮不

安的心情。

讓我們以實際行動送上對他們的牽掛與關

懷，溫暖他們不安的心，一起牽手走出疫情的挑

戰。

感謝天主 三位新執事

我們教區於 5 月 7 日在台中法蒂瑪聖母堂

為來自埔里天主堂劉興恩修士、耀漢小兄弟會黎

國勝、阮維光修士舉行授予執事聖秩感恩聖祭，雖

因著新冠疫情升溫，到場參禮的人數有所限制，但

透過線上直播服務，無法蒞臨參禮的親友們，即時

分享喜悅的時刻，共頌主恩。　　

我們懷著感恩的心，感謝天主給我們的恩典，

誕生了 3 位新執事，每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就是天

主給人的愛的標記。兩年多年來新冠疫情、地球暖

化、俄烏戰爭等許多挑戰，天主對人的愛與信任不

變，吸引了聖召，祝福了新的聖職人員，給教會新

的生力軍。期勉 3 位新執事，聖職人員所有的恩寵

都來自天主白白的愛，祂邀請我們和祂的聖寵聖愛

合作，成為祂更親密的朋友，跟祂一起成為別人的

朋友，特別是在這苦難時代邊緣人的朋友。感謝所

有家人、恩人、朋友的祈禱、協助與陪伴，也請繼

續同樣的支持，幫助他們在聖召旅途上更加成長！

耶穌聖心 聖化者聖神

6 月是耶穌聖心月，耶穌聖心顯露出對世人全

然的愛，也邀請我們信賴祂的愛並以愛還愛，活出

肖似祂聖心的生命。6 月 5 日慶祝聖神降臨節，我

們都知道，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他人；

同樣，我們也需要謙卑地承認，沒有聖神的幫助，

我們無法改變自己。在邁向成聖的路上，我們需經

歷更深層的皈依，不再只憑自己的努力，而是順服

於聖神。聖神比我們自己更渴望促使我們成聖，我

們應是祂的合作者。讓我們抱著一個開放、謙卑和

願意被改造的心態逐漸地被淨化，我們邁向成聖肖

似耶穌聖心之路將會展開。

聖寵之母──最完美的與聖神合作者，為我等祈 !

你們的弟兄

台中教區2022年6月行事曆
5日（日）武界天主堂65周年堂慶

7日（二）司鐸月退省（大甲天主堂）

11日（六）�天主傳愛�幸福到我家（主教

座堂）

主教與劉興恩、黎國勝、阮維光 3位新執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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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月 5 日（日）下午 2:30 彌撒中舉行第一總鐸區聯合堅振聖事（主教座堂）。

二、6 月 7 日（二）晚上 7:30 第 23 期慕道班開課（主教座堂）。

三、6 月 8 日（三）上午 9:30 第一總鐸區會議（太平天主堂）。

四、6 月 11 日（六）9:00-12:00 家庭婚姻信仰工作坊（主教座堂）。

※ 原住民總鐸區

一、 原鐸區 5/7（六）10:00 在羅娜天主堂召開原住民日（球類比賽）活動第 1

次籌備會議。

※ 霧社堂區

一、5/7（六）參加在羅娜天主堂召開的鐸區籌備會議。

二、 5/8( 日 ) 上午 8:30 主日彌撒後，舉辦慶祝母親節活動；因疫情的關係，各

堂口暫停五月份玫瑰經家庭祈禱。 

※ 地利堂區

一、5/7（六）參加在羅娜天主堂召開的鐸區籌備會議。

二、 5/3（二）晚上 7:30 平日彌撒在雙龍天主堂；5/10（二）晚上 7:30 平日彌

撒在潭南天主堂；5/12 晚上 7:30 明供聖體及平日彌撒在地利天主堂；5/17

（二） 晚上 7:30 平日彌撒在波石天主堂；5/24（二）晚上 7:30 平日彌撒

在人和天主堂；5/29（日）上午 9:00 聯合彌撒，彌撒後召開傳協會會議。

三、5/8（日）各堂慶祝母親節活動。

※ 武界天主堂

一、5/8（日）特敬聖母，慶祝母親節活動。

二、5/10（二）聖母到我家改在教堂恭念玫瑰經。

三、5/15（日）召開傳協會委員會議。

四、5/22（日）召開婦女會會議。

五、五月份每周二晚上 7:30 在教堂恭念玫瑰經。

※ 羅娜堂區

一、5/7（六）參加在羅娜天主堂召開的鐸區籌備會議。

二、5/8（日）主日彌撒後配合感恩母親節活動，本堂致贈每位母親禮物。

三、5/29（日）召開 6 月份傳協會會議。

四、因疫情升溫，5 月份取消每日晚上到教友家恭念玫瑰經。

※ 彰化聖十字架堂

一、5/6( 五 )20:00 為每月首周五耶穌聖心彌撒。

二、本堂歡慶母親節，於 5/7( 六 ) 晚、5/8( 日 ) 早彌撒後發送蛋糕給母親們。

三、因疫情持續升溫，金年會 5/15 身心靈講座延期舉辦。

四、傳協會組長會議於 5/22( 日 )10:00 福傳 2F 召開。

五、5/27( 五 )-6/4( 六 ) 安排聖神降臨九日敬禮。

六、 5/29（日）邀請張力允神父在本堂進行首祭彌撒，彌撒後於福傳二 F 有新司鐸

降福禮。

※ 秀水天主堂

一、5/8( 日 ) 及 5/15( 日 ) 回彰化本堂一起彌撒及歡慶母親節。

※ 南投天主堂

一、 5/15 耶穌聖心修女會創會 70 周年慶，楊淑女修女等 4 位修女來本堂做回顧

與分享。

二、5/15 本堂青年會正式成立。

三、每周四晚上 7:30 明供聖體。

四、5/22 邀請在菲律賓祝聖的張神父來本堂首祭。

※ 中興新村天主堂

一、 5 月 14 日（六）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假本堂舉行「天主傳愛 ‧ 幸福到我家」

工作坊，計有神父、修女暨教友 35 人參加。

二、5 月 17 日（二）～ 7 月 3 日（日）平日彌撒暫停。

三、6 月 5 日（日）聖神降臨節舉行「聖神七恩卡」活動。

四、6 月 17 日（五）中興長青大學 2022-1 學期結業。

※ 草屯天主堂

一、6/12（日）主日彌撒後，召開今年度第二次傳協會會議。

二、6 月份是耶穌聖心月，每周五早上 6:30 有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06 月 13 日（安多尼）：洪金來

06 月 24 日：胡孝廉（耀漢）

06 月 29 日：劉連玉、許瑞文、甘俊雄（保祿）、邱來順（伯多祿）

06 月 01 日（尤思定）：張翠蘭 

06 月 03 日（葛樂蒂德）：蔡碧蘭 

06 月 11 日（納博）：沈春媚

06 月 13 日：劉瑞瓊（安東）、黎芳翠（安東尼）

06 月 19 日（猶利安納）：阮紅瑋 

06 月 21 日（類思）：劉瓊繞 

06 月 24 日（若翰）：曾英春 

06 月 29 日（伯鐸）：王梓香

修女

神父

六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六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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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於 5 月 7 日中華聖母慶日
上午 10 時，在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為來
自埔里聖女小德蘭堂的劉興恩修士，以
及耀漢小兄弟會的黎國勝、阮維光修士
舉行授予執事聖秩感恩聖祭，聖召的種
子發芽成長，讓大家格外欣喜，雖因著
新冠疫情升溫，到場參禮的人數有限，
但透過線上直播服務，無法蒞臨參禮的
親友們，尤其是來自越南的修士們也能
和海外的親朋好友們即時分享喜悅的時
刻，共頌主恩。　　

歡唱〈普世萬民齊來〉聲中，3 位修
士在十字架前導下，虔敬進入聖堂，感
恩聖祭由蘇耀文主教主禮，逾 30 位神父
共祭。聆聽天主聖言後，由邱來順副主
教及耀漢小兄弟會梁本篤總會長分別召
呼 3 位領受執事聖秩者來到祭台前，向
蘇主教請求授予聖秩，經詢問並予以收
納後，蘇主教給予勗勉並講解執事職務，
在信德上植基，為能在天主和人前無瑕
可指，堪當成為基督的僕人和分施天主
恩寵的人。以純潔的心靈保存信德的奧
蹟，以言行宣揚天主聖道，像初期的宗
徒們一樣，在信德上生根，使自己相稱
於基督的僕人及分施天主恩寵者的身份。　　

3 位準執事應許尊敬服從主教，並接

受任務後，俯伏於地，全體齊心頌唱〈諸
聖禱文〉，祈求全能的天主聖父賜予豐
富的天上神恩，以忠誠、熱心去完成天
主所託付給他們的神聖與艱苦的使命。

而後，蘇主教祝聖新執事，為他們佩掛
領帶，穿上執事服，執事們虔心親吻由
蘇主教授予的福音書，表示他們將會教
導所信仰的，要實行所教導的。全場以
熱烈掌聲，恭喜 3 位執事在聖召路上邁
向新里程。

蘇主教表示：「在慶祝善牧主日國
際聖召節之際，我們懷著感恩的心，感
謝天主給我們的恩典，誕生了 3 位新執
事，每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就是天主給
人的愛的標記。兩年多年來新冠疫情、
地球暖化、俄烏戰爭等許多挑戰，天主
對人的愛與信任不變，吸引了聖召，祝
福了新的聖職人員，給教會新的生力軍。
期勉 3 位新執事，聖職人員所有的恩寵
都來自天主白白的愛，祂邀請我們和祂
的聖寵聖愛合作，成為祂更親密的朋友，
跟祂一起成為別人的朋友，特別是在這
苦難時代邊緣人的朋友。謝謝耀漢會梁
會長及會士們在台中教區服務，謝謝每
一位陪伴劉興恩執事的恩人們的代禱，
謝謝大家的愛德服務成就了今天的美好
禮儀。」

耀漢小兄弟會梁本篤總會長表示：
「特別感謝天主恩賜，3 位執事不管在牧
靈實習、傳教工作、靈性祈禱生活，都
需要我們繼續為他們祈禱鼓勵，使能不
斷成長，走在聖職旅途上，成為有聖德
的善牧，為愛天主愛人做最好的見證，
成為最佳傳教士，在耶穌基督內達到圓
滿的境界。」

劉興恩執事代表 3 位新執事致謝：「感
謝天主，因著祂所賜的恩寵，在今天我們 3
位一起領受執事聖秩，雖然我們還在疫情
的陰影之下，但是秉持著對祂的信德，我
們也相信：信祂的人必有奇蹟相隨。感謝
台中教區的大家長蘇主教授予我們執事聖
秩，我們將本著天主所賜的德能，去執行
從主教手中所所領受的恩寵。同時，也感
謝台中教區的神父們，在我接受培育期間，
時時給予關懷及提點。特別是推薦我進修
院的幸朝明神父；我曾經的本堂高福南神
父、司馬添神父、辜勝宏神父；及我曾實
習過的堂區的每位司鐸，你們的陪伴及關
懷，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成為一名神
父在為主的羊群服務時該有的情懷。」

劉執事也感謝總修院歷任的培育團隊
的教導及帶領，使他更能夠清楚的認識自
己所答覆的召叫及使命，而更主動且喜悅
的去為主的羊群服務；同時感謝修院的修
士弟兄們，你們的陪伴及代禱，使得修院
生活更顯得多采多姿。

劉執事更感性地向家人們表達謝意：
「感謝我的家人們，特別是我的舅公林吉
男主教、以及分別在台北及高雄服務的林
吉基神父、林吉城神父，你們是我答覆聖
召的起源，你們的分享及見證，使我深刻
的體會到聖職人員與家人有著密不可分的
連結。感謝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以及我的
弟弟們。感謝你們從小時時刻刻叮嚀我們
要常常祈禱，並在我生命當中每一重要時
刻的陪伴與鼓勵，特別是在我最需要的時
候，你們總是無條件的支持我，願意聆聽
我的想法、並從父母的角度提供給我你們
的看法，使我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兒子，
也從中學習如何成為天父的好孩子。期許
自己能夠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裝備好自己
並持續成長，善盡執事的使命，成為天主
葡萄園裡辛勤的園丁，為主服事。願光榮
歸於天主，阿們！」

彌撒禮後，參禮者紛紛獻上熱切祝福，
祝福新執事們都能熱誠地事奉主基督，在
主內喜樂的為弟兄姊妹們服務，為未來的
晉鐸作更進一步的準備，朝向跟隨耶穌基
督的鐸途日益精進。

台中教區喜迎聖召果實

劉興恩、黎國勝、阮維光 3 位執事 感恩領受聖秩

（文 ‧ 圖／黃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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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黃琪珊）

聖賀德佳修女（Saint Hildegard von Bingen,
1098-1179）是自然養生法的大師與身心
靈全人療癒的先知，是天主教的聖人，被
譽為西方華佗。上智文教基金會特別舉辦
了「聖賀德佳系列工作坊」，藉由她的靈
修經驗，以自然農法種植香藥草植物並應
用實作，融入日常飲食，藉著有生命力的
食物，導引人們過自然健康的方式，促進
身心靈的健康。

開課前，聖賀德佳全人發展協會顧問
張隆仁老師帶領志工們緊鑼密鼓地開始籌
備，在蘇耀文主教的支持下，提供主教公
署一處土地，以鑰匙孔的設計，融入十字
架的三位一體理念，規畫出聖賀德佳靈修
花園。鑰匙孔設計是為能夠便於種植、澆
水或採收的走動，每個角
度都能伸手耕作，能夠建
立生物多樣性，結合群落
種植；而十字架代表著天
主的臨在，順應天地運行
與四季變化，將能量注入
在每一株香藥草中。

志工們分工合作，將
空心磚堆砌擺放，張老師
與志工不停地調整最適當
的距離，形成一座座鑰匙
孔花圃，再將堆肥、落葉、
土壤層層堆疊後澆灌豐沛

這段時間，由於新冠疫情急速升溫，
面對居家隔離的焦躁，收入不穩定的煎熬，
一位來自原鄉部落的媽媽電話：「我們家 8
個人，4人確診，心中的煎熬辛酸無處可說，
也不知那裡有資源可以尋求協助，我們渴望
教會的關懷，希望社會看見我們的需要。」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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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開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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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認購一份包括米、麵條、罐頭、
沖泡飲、口罩等物資的「疫牽平安箱」，
照顧中彰投地區，生活受到衝擊的許多弱
勢家庭的急需。善款紛紛湧入，互愛物資

的水，接著將迷迭香、薰衣草、鼠尾
草、薄荷等 62 款香藥草分別種植在土
壤中，種植的位置大有學問，哪幾款種
在一起有加成效果？哪幾款會影響彼此
生長？蘇主教對此饒富興趣，依照張老
師的說明，也和志工們一同種下一株株
香藥草，數天後，陸續建置完成了整個
聖賀德佳花園。
工作坊的第一堂課於 4 月 9 日舉辦，

邀請聖賀德佳全人發展協會理事長王真心
老師開講，王老師先帶領我們進入 12 世紀
德國萊茵河畔女修道院中，認識聖賀德佳
修女與其著作，以及香藥草園之基本架構。
接著，由張隆仁老師講授「靈修花園實作
規畫」之課程，花園之方向、角度遵循日
月與四季運行，種植、澆水、採收等的時
間點皆有其規則，亦要融合風水火土元素
之概念與能量。

下午課程，王老師詳細說明香藥草的
功效與種植方式，並搭配飲食讓我們感受，
如小茴香能夠有效去除口臭，具有明目功
效、減緩腹痛、腹脹之不適感，學員們飲

銀行和明愛會的志工們迅速準備各項物品，
台中教區也準備一本《智慧小語》，希望
藉由天主聖言的祈禱，安慰被關懷者焦慮
不安的心情。

5 月 26 日下午，身兼中正、武界、曲
冰 3 個天主堂主任司鐸邱來順副主教來到
物資銀行，準備先載一些回山上給急需幫
助的家庭，邱副主教表示：「仁愛鄉、信
義鄉這些山上部落大多是年長者和孩子，
由於政策一直在修正，加上醫療設備有限，
就醫要走很遠的路，對於這些老人家不易了
解該怎麼做。加上現在很多是無症狀傳染，
常常都是一家人一起確診，馬上就得隔離，
一時無法出外採買食物，更是無法去工作，
生活受到很大的衝擊，心裡很煩悶也很無
助。謝謝許多善心人士熱情回應這項愛心
活動，物資銀行和明愛會迅速準備好物資，
大家的愛心與關懷定會溫暖他們不安的心
情。」

讓我們以實際行動送上對他們的牽掛
與關懷，溫暖他們不安的心，一起牽手走
出疫情的挑戰。

下小茴香茶，胃部感受到溫暖與舒適；丁可
小麥具有人體所需的氨基酸、易消化、有助
於人體的能量代謝、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
教導我們製作紅花百里香油膏，能夠有效治
療疥癬、皮炎等；以及製作歐芹酒，有助於
治療心痛、脾臟疼痛、腰痛、入睡障礙等。
並讓我們沉下心來，體驗礦石的力量，透過
不同礦石種類，功效各不相同。

課程結束後，張老師帶領學員到聖賀德
佳靈修花園，並逐一介紹花園中的香藥草，
學員們跟隨老師觸摸、聞香、嘗試香藥草，
並再次回顧課堂中的內容。花園中的香藥草
在張老師與志工們的悉心照顧下，長得十分
茁壯，對於學員們的實作體驗加分不少。

王真心老師與張隆仁老師的課程內容相
當紮實與豐富，學員們上課十分熱絡，踴躍
提問，準備將上課所學運用在生活中，落實
自然飲食的習慣，促進自身身心靈健康。接
下來聖賀德佳工作坊第二堂課將於 6 月 18 日
辦理，有興趣報名者，請洽上智文教基金會
賴秘書 (04)2205-9621。

疫牽平安箱 平安送心禮

聖 賀 德 佳 系 列 工 作 坊

（文 ‧ 賴逸蓁／圖 ‧ 林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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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普世夫婦懇談會於 4 月 22 日
晚上至 4 月 24 日下午在台中太平聖愛山
莊辦理三天兩夜的原始週末活動，時值台
灣疫情逐漸升溫之際，感謝天主仍有 9 對
夫婦的熱情參與。在郭正利神父及呂憲偉
與馮慧菁夫婦、蕭立國與宋惠君夫婦、邱
保堂與張傳慧夫婦的分享中，夫婦們享受
難得的兩人時光，學習表達感受與溝通的
技巧，以嶄新的眼光，去審視婚姻，以關
愛及體諒的心，去探討婚姻中的重要議題。
夫婦們在參與後，深刻體悟婚姻是幫助彼
此成長的旅程，需要終身持續學習，方能
以新的視野及更大的信心，活出豐盛的夫
婦生命。茲分享參與夫婦們的心得，期待
未來有更多夫婦們的參與，從而領悟到婚
姻聖事的恩寵。
Angela

當主辦單位邀約之時，我與先生的關
係正處於低潮，其實一直猶豫是否要參加，
因為擔心在活動過程中，我們又會起衝
突，而讓彼此難堪，所幸，先生倒是毫無
考慮的決定參加，也讓我有了信心。家家
都有本難念的經，家醜不可外揚，我們很
少能夠聽到，有關於夫妻面臨的低潮衝突
與個人的脆弱，這也讓我反省自己在婚姻
關係中，存在過於美好的想像與期望，經
過這三天兩夜的學習，我了解到分辨自己
的感受，接納彼此的個性，做出愛的決定，
學習寫情書的技巧，用心聆聽，而最重要
的是定期檢視是否有把夫妻的關係放在優
先，讓我們夫妻敞開心彼此靠近，繼續持
續這份愛情的功課，並在主內合一。 
Titus

原始週末讓我們夫妻能將深埋於心底
的疑惑與糾結的感受，坦白誠實的書寫與
對話，也坦承心裡的陰影、情緒，進而感
受對方的感受，才更明白彼此的想法，感
情也增溫了，彷彿回到初識時的熱情與甜
蜜時光，產生更多的共識，願意為未來改
變與努力。
蔡沛純

我覺得每對夫婦都應該撥出時間一起
參與接受這份「愛的禮物」。夫妻來自兩
個不同的原生家庭，存在生活背景與價值
觀的差異，卻結合在一起，因此，可能會
因經濟、婆媳、生活習慣、孩子教養與性
問題等而有衝突，必須透過持續不斷的磨
合、調整與溝通協調，過程中或許時有心
有餘而力不足的心情。參加了原始週末，
讓我更懂得以同理心，彼此包容與體諒，
讓夫妻間關係更緊密融洽。我特別推薦結
婚 2 年以上的夫婦朋友們一同來參加，讓
您的婚姻更上一層樓。
馬克 & 小咪

由於來自不同的生長背景，溝通成了
我們最大的課題，雖然彼此還是很恩愛，
但遇到了一些問題，因此，決定去尋求外
在團體的協助。經由教友的推薦與我們親
身的參與，感覺夫和妻彷彿都各有一扇屬
於自己的門，但我們都不知道要如何去開
啟它，而在課程中的 3 對前輩夫婦是個很
好的引力及推力，帶領著我們去經驗專屬
於兩人的奇幻旅程，透過他們自身實踐的
分享及循序漸進的主題，幫助我們親密地
書寫情書和對話，我們倆也試著抬起手去
轉開門鈕，打開了彼此的心門，感覺彼此
溝通更加順暢，關係也更親密了，好有真
愛的感覺喔 !

顧申蕪
像我們這麼老的夫婦，在一位受過專

業訓練的神父和 3 對輔導夫婦的引導分享
下，激起了我們重溫並回顧共同走過的婚
姻之路，心裡充滿了感恩。我們學習如何
用溫和的態度，以寫情書的方式，告知對
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而在寫的過程，自
己就已先整理了一下情緒，可以正確的針
對事實書寫。活動中也教導如何分辨思想
和感受，密集學習了很多東西，大概寫了
近 20 頁的情書。第 3 天下午結束時，還
收到 3 對輔導夫婦和另兩對曾參與過夫婦
給我們的親筆祝褔信，真是受寵若驚。這
次活動讓我們夫妻關係更緊密，敞開心談
了很多原本避而不談的問題，很樂於分享
我們的喜樂與收獲！
Peter Chang

參加完原始周末後，與家人一起在外
吃飯，當時我讓他們先去點餐，自己再去
找停車位，過了許久才與家人一起用餐。
而當了三日保母照顧妹妹的大兒子早已用
餐完畢，催促媽媽一起去領取團購用品時，
沒想到妻子會有所遲疑地對兒子說：「你
自己先去，我等爸爸，因為爸爸還沒有吃
完。」，此時兒子有些不耐煩地走了，場
面有點尷尬，然而我感受到妻子對我的體
貼，心中安穩而甜蜜，於是我握著她的手
說：「謝謝妳願意等我。」回到家時，她
流著淚對我說：「對不起！我平時都太急
了，沒有等你，請你原諒我！」我回答：
「我願意原諒妳 ! 也請妳原諒我常常對妳
說教，讓妳沒有感受到對等的尊重，我願
意改進 !」我們相擁在一起，感受彼此的
心是如此貼近 ! 凡為上主付出的，祂必紀
念 ! 謝謝 WWME 所有工作夥伴，願上主祝
福您們 !
玉鳳

由於結婚前沒有參加婚姻座談，只有
神父簡單的一小時婚前輔導，唯記得田彬
神父特別強調一句話：婚姻是天主所結合
的，所以人不能拆散，我們就把這句話當
成座右銘，也在基督內共度 20 幾年的婚
姻生活。結婚後面對每天的生活挑戰，偶
會因工作、養育孩子、金錢觀等不同的意
見衝突。這回我們終於拋開所有的事情，
當成來度蜜月的輕鬆心情，參與這次的原
始週末，透過由淺入深的課程，聆聽 3 對
夫婦分享生活真實的經驗與感受，我心中
有感而發：原來不是只有我們夫妻面對這
樣的難題，而是許多夫婦們生活中都同樣
會經歷的課題。因著活動中的帶領與安排，
感覺心中層層的枷鎖被解開了，也開啟塵
封已久的心，心裡輕鬆愉快，彷彿回到年
輕時戀愛的感覺，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原
來婚姻生活可以過得如此美好與甜蜜。

Anna
真實的婚姻生活，如同海軍天堂路，充

滿挑戰與困難，許多小事就可以破壞婚姻關
係，讓 2 人相處困難，累積起來，甚至擊垮
婚姻。感謝我們的信仰，當夫婦在天主台前
許諾，就是蒙受聖三的祝褔，成為服事主的
最小單位，當 2 人有困難時，願意回到祈禱
中，聽耶穌怎麼說，讓聖神來帶領，一起調
整跨越阻礙，繼續前行。此次參加，有許多
新的經驗，也有充分的交談，幫助我們的婚
姻關係更深入。而 3 對分享夫婦分享婚姻的
現況、困難及如何克服，是最有幫助的部分。
造成困難的人事物，在每個家每個婚姻都會
出現，而聖神透過夫婦的交談，幫助我們表
達感受，特別是不舒服的部分，為兩人的關
係，是很重要的交談。談開了，了解及接納
彼此感覺，之後再朝著耶穌繼續前行。衷心
的感謝工作團隊用心陪伴參加的夫婦。
Andrew

太太邀約一起參加這次活動，周末活動
前我抱持著二個態度：我們夫妻在 20 年前
就已經參加過了，可以「免疫」不必參加了
吧；基本上我們夫婦關係沒有甚麼大問題，
有必要去被救贖嗎？但是因為太太一直表達
很渴望參加，我也只能硬著頭皮與她一起參
加了！沒想到在參加 3 天 2 夜的活動之後，
完全顛覆我先前的想法！

3 對夫婦在他們的經驗分享中，給我們
做了最佳示範與見證，也更讓我相信：我們
的婚姻是一直被天主祝福的，只要夫婦倆堅
持不放棄溝通，耶穌會讓聖神在夫妻間潤滑
彼此的關係。而神父也分享在真實生活中與
教友們的互動，見證了神職身分在普世人們
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實上，我們夫婦
結婚後到現在仍持續保持與神師談話，也應
證了神職人員能在普世中協助平信徒在信仰
生命與彼此關係上的成長。

回顧過去我們夫婦一直苦惱孩子為何經
常頂撞我們做父母的勸導。參加這次活動後，
我們突然發現，應該學習瑪利亞在耶穌 12
歲走失 3 天後找到耶穌時分享感受的說話方
式：「孩子，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們？看，
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路 2：
48），這是我參加周末活動後另一個意外的
收穫。
龍澐豪與莊雅婷夫婦

原始週末雖然是三天兩夜的活動，但我
們卻是到了第 3 天才開始深入交談，過程中
也把心中想談的問題都談開了，對於我們的
家庭關係與服務天主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感謝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一起去放鬆，感謝
默默為我們祈禱的團體、夫婦們，您們的愛
與分享成就了所有參與的夫婦。

（文 ‧ 圖／天主教普世夫婦懇談會）

原 始 週 末 夫 婦 懇 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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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達 整理
成 長 的 喜 樂

主教公署李秀華老師的心理成長課
程，在同學們心裡留下滿滿的收穫與感動
中，暫時告一段落。這不是硬生生、教條
式的一門課，而是能激起生命的火花、浪
濤的成長，藉著課程的安排，讓同學們進
一步認識探索自己，並與生命深處的自己
相遇，也是生命感動生命的學習與分享。
透過秀華老師理性的學理指導與感性的事
例、援引比喻以及輔以神學的說明，同學
們感受到生命更獲得光照，靈魂更加地澄
明，生活更得著力量，除了可以幫助自己，
也可以對他人傳遞愛的暖流。這也是一個
溫馨與安心的小團體，老師與同學們猶如
家人般彼此關懷與扶持，攜手朝向更美好
的未來前進。

從同學們的回顧分享中，可以略窺課
程內容之一二：
◎ 自己是從事教育的工作者，也上過許多

相關心理課程，但總覺得自己內心深處
還留有需探索的區塊，藉著老師的課可
以抽絲剝繭進一步更認識自己，也能運
用所學關懷協助親朋好友，並希望天主
聖神在生命中引領我。我願意交託給聖
神，在生活中由其帶領；並聆聽天主的
話語，信靠天主，尋找生命深層的意義。

（麗達）

◎ 心理學加深神學；神學引導心理學。希
望、靭性、感恩、靈性，都需要持續進
深，此外，對正向特質有一個清楚的整
合，要與自己、神、他人以及大自然的
和諧，則是要在希望、靭性、感恩、靈
性上一起不斷成長。我需要更專注在安
靜聆聽聖神的聲音，不走在聖神之前。

（文苑）
◎ 上完這期的心理成長課後，以前深藏在

內心不敢表現於外的種種，都有勇氣在
課堂上和大家分享，這是突破自我的一
大步。還有近幾次的課程，讓我學習自
我探索，更暸解原來我並不是那麼有自
信及快樂。我要努力遇到無法解決的人、
事、物時，要勇於面對。（小鹿愛亂撞）

◎ 從這個課程裡，得知自己和別人的有限
與軟弱，心靈的傷害和束縛常常不知不
覺的綑綁著我們，直到──我們認識自
己，依靠天主，努力的祈禱，常在主耶
穌陪伴、扶持下，漸漸成長茁壯。我願
更多的接納和包容所有的人事物。（Ju）

◎ 想到周二要上課，內心深處就有股喜樂
湧出。課程裡有很多學理及專業名詞，
這是我較困難的部份，藉著分享，幫助
我更進入狀況，一次一次的分享也增進
了同學間彼此的認識與默契。上了課，
也更覺察自己情緒的變化，感謝老師的
帶領，也感謝這群可愛的同學們！我需
要更積極的發展自己目標的動機，讓自
己的心活起來，而不要太安於現狀。

（小德蘭）

◎ 更深入地增進自我自信心成長，分辨釐清
情緒的來源，洞察他人的需求，適時協助
他人，愛人愛己。與他人分享共勉扶持，
開闊心懷。降低負面思想，提升正向面對
問題的能力。

（路濟亞）
◎ 這是我第一次有系統的透過心理學的課程

探索「自我」，學會更深入地察覺自己的
心思念慮，也進一步學會對自己情緒高低
的緣由抽絲剝繭；也學會用同理心對待週
邊的親朋好友。讓自己接納自己，也接納
別人的獨特性！我決志更規律的靈性生活
與操練。加強靈性的正向個人特質，希望
自己更能整合自己與天主的關係。願我們
攜手同行！

（Rose）
◎ 最大的收穫是改善了家人間的冷漠，不是

「我應該」的負擔，而是「我可以」。昨
晚聖神提醒「我可以為上晚班的女兒先在
電鍋熱杯杏仁茶」，她回家後就可以暖身
又暖心，愛的氛圍驅散了冷漠，感謝讚美
主！我努力增加自己面對人、事、物的「彈
性」，彈性是健康希望之道。

（Marie Rose）
看了這一期學員的分享，你想要進一步

認識自己或想與自己和好嗎？或者想幫助周
遭的人呢？抑或想獲得生活的正向能量？又
或想讓生活更美好？也想與天主建立融合的
關係嗎？找一個心靈的落腳處，讓靈魂安歇，
心靈成長課程會幫助你找到答案，即使沒有
那麼快得到，你的生命也會獲得光照，歡迎
你來一起學習、成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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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

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

剛 果 一 位 建 造 水 力 發 電 廠 的 修 女

剛果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據統
計，只有 20% 的人有電可用。所以，一
位名叫 Alphonsine Ciza 的修女建造了一
個水力發電廠，利用附近一個水源發電，
供應電力給一個修院、教堂、兩所學校
和一個診所。如果沒有這個電廠的供電，
當地居民每周只有三天有電可用。這位
修女每天都要和很多工程師來維護電廠
的運作。

我相信教會中，絕大多數的神職人
員不會想起要建造一個發電廠，因為我
們總認為教會的任務是在照顧世人的靈
魂，很多神職人員還會在談話中叫我們
不要擔憂很多世俗上的事。其實，耶穌
在主禱文中，有「我日用糧」四字，這
表示耶穌知道我們在世界上仍然要顧及
生活的必需品。

耶穌又提醒我們衣食住行等等的重
要性，祂說，「凡是替最小兄弟做的，
就是替我做。」可是那些替最小兄弟做

天主是慈愛、美善、全能、無限的，
我們看不到，聽不到，摸不到；那麼，我
們如何能越過那無限的距離而到達天主跟
前，與祂交流，與祂共融呢？真福瑪利尤
震神父說：「天主給了我們方法……尤其
在領洗時，給了我們聖寵──天主的生命，
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聖神吹拂》，
頁 80）我們在領洗時領受了一種方法、
一種工具、一種能力，就是超性的信德，
讓我們能超越無限的天主與我們之間的距
離，到達天主跟前，與祂接觸、與祂結合。
這種靈性的生命和其他生命一樣，有其活
動和成長的方法。

這種接觸是有穿透力的。在我們深入
接觸天主之後，就與天主建立了關係，彼
此就有了真正的關係。天主是海洋、火焰、
活泉；我們每次接觸到天主，就接觸到作
為海洋的祂，就接觸到作為熊熊烈火的火
焰，因而從祂內吸取到天主的本質，領受
到分享天主生命的恩寵，並在我們內增加
此恩寵。

聖十字若望以象徵性的說法，把三超
德比做一套三件不同顏色的衣服，人靈穿
上它們，以博取淨配基督的恩寵：「靈魂
一旦被淨配基督的愛情所感動，就一心要
取悅祂，並博取祂的寵愛。因此他就穿上
這套衣服出門，衣服生動地表達他心中的
愛情，並可靠地保護他免受三仇的傷害，
這三仇就是：魔鬼、世俗和肉身。他穿的

的事情，都是生活上最需要的事情，如
食物、水、住屋和衣服。我們應該關心
周遭的人，在這些事情上有沒有問題。

教會的確應該重視地區人民的生活
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國家非常窮困，它
所衍伸的問題往往是腐敗的政府和可怕
的治安。以墨西哥為例，墨西哥的貧困
造成墨國一直有相當腐敗的政府，也有
相當多的黑道，治安當然也就敗壞。但
是墨西哥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天主教會
除了注意教友的信仰問題以外，更應該
重視能否改善人民的生活。過分貧窮的
地區，治安會敗壞，很多人也因此會淪
落，他們的信仰也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剛果的這位修女給了我們一個相當
好的啟示，那就是我們應該要能幫助周
遭的人，使他們的生活可以更加好。可
是我們不能只靠救助他們。以剛果為例，
他們的政府一直是很無能的，也一直有
戰亂問題，因此就有電力不足問題。一

衣服主要有白、綠、紅三種顏色，這三種
顏色代表信、望、愛三超德。」（《心靈
的黑夜》，頁 646）他又說：「當靈魂利
用信德的黑夜，登上祕密的梯子時，他就
是這樣打扮自己的。他衣服的三種顏色也
代表靈魂準備妥當了的三種官能，即理
智、記憶與意志，來和天主結合。」（《心
靈的黑夜》，頁 651）他以發人深思的對
比，向我們指出三超德與靈魂官能之間的
關係，以及要戰勝的仇敵，以幫助人攀登
「愛之山」，與主結合的高峰。他簡單明
瞭的概述如下：「信德與理智相連接，可
免受魔鬼的侵襲。望德與記憶相連接，可
免受世俗的侵襲。愛德與意志相連接，可
免受肉身的侵襲。」（《我要見天主》，
頁 1260）

「信德是一件潔白光亮的內在衣服，
使理智見到頓時感到目眩；當靈魂穿上信
德的白衣前進時，魔鬼就不能見到他，也
不能傷害他。」（《心靈的黑夜》，頁
647）。因此聖伯鐸認為抵禦魔鬼最好的
盾牌，莫過於信德（參閱伯前 5:9）。聖保
祿宗徒說：「沒有信德，是不可能中悅天
主的。」（希 11:6）靈魂就是穿著這件白
衣，穿越了黑夜中淨化人靈的幽暗。黑夜
不許任何來自天上或是地下的，弄髒白衣，
人靈就這樣達到目前的全德之境，從今以
後他只依靠天主親口所說的話。 

聖十字若望說：「靈魂第二件衣服是
綠色的，象徵望德……這種信靠天主的堅
定望德，賦予巨大的力量和勇氣，並使靈
魂奮發向上，一心追求永生的事物；以致
整個世界在他看來，確確實實是虛空的、
荒涼的……，若與他所希望的天上事物相
比，是毫無價值的……。所以靈魂穿上這

旦電力不足，學生就很難受到好的教育。
這位修女能夠找到問題之所在，是相當值
得我們敬佩的。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那就是神父和修
女們除了精通教義以外，最好也能在科技上
有一技之長。因為在目前的世界，科技對
我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人們對哲學的興
趣遠低於對科技的興趣，如果神父們對科
技很了解，一定可以拉近神父和一般人的
距離。試想，有一位神父很懂電機或機械，
可以在學校裡教學生們教電機和機械的常
識，學生們一定會很喜歡和這位神父接觸。

總而言之，天主教會應該了解自己有
一個責任，很實在地幫助周遭的人，改善
他們的生活。這樣做，也會使人感受到愛。
我們不能口中說天主愛人，而應該使一般
人感覺到基督徒是愛人的。愛人不是只靠
佈施，而是要使得人們有謀生的能力。我
們做教友的，都應該反省是否幫助其他人，
使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競爭力。

件綠衣，就可以萬無一失地抵抗第二個仇敵：
世俗。」（《心靈的黑夜》，頁648-9）。因此，
聖保祿稱望德為「得救的頭盔」（參閱得前
5:8）。

真福瑪利尤震神父說：「這種靈修戰士
的圖像是生動又有啟發性的，儼然是一位中
世紀的騎士，全身披上聖保祿的防衛武器，
手執信德的盾，頭戴望德的盔，蓋住頭上全
部的五官，只留下雙眼觀看的孔洞。」（《我
要見天主》，頁 1262）聖十字若望同樣說過：
「只給靈魂留下一個觀察孔，從孔中只能看
天，不能看其他的地方。這便是望德在靈魂
內的一般作用，使靈魂只能向天主注視。」
（《心靈的黑夜》，頁 649）。

最貴重的，無疑的還是第三件衣服：「一
件極其華麗的紅外衣，象徵第三個超德：愛
德。紅色不僅比其他兩種顏色更鮮豔突出，
而且還如此提升靈魂，竟將他置於天主身
邊。」（《心靈的黑夜》，頁 650）。如果
沒有愛德，便沒有任何德行在天主面前是美
的。愛德給其他的德行帶來力量、美麗和生
命。「靈魂穿著紫紅袍，乘著夜間的黑暗，
從自己和一切受造物中走了出來，滿懷不安
的愛火……只求完美地與天主有完美的愛的
結合。」（《心靈的黑夜》，頁 650-1）。

這樣，信、望、愛三德便從一切仇敵中
得到解放，擺脫那損害超性活動的罪惡根源。
三超德只接受天主的影響，找到完善的行動
方式，及在天主內行動的最大效能；起心動
念只以天主為唯一的對象和動機，而獲得了
圓滿的成效。這也是邁向天主的捷徑，以及
牧靈人員和教會福傳的當務之急──幫助基
督徒在信望愛三超德上扎根，並使之發芽成
長！

三 超 德 的 效 力 (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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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 的 饗 宴 ☆

2022年5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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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英  300  鄭○雄  600,000  李○棻  2,000 

 陳○真  1,000  黃○修  2,000 

 第二台 

 劉○玉  3,000  鄭○宏  7,600  張○聖  10,000 

 姜○中  34,500  黃○富  7,300 

 聖召 

 張○章  20,000  張○聖  3,2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羅娜天主堂1-3  36,000  草屯天主堂  25,250  田中天主堂5  50,500 

 豐原天主堂4  29,000  羅厝天主堂  12,000  復興路天主堂  25,300 

 武界天主堂  8,000  二林天主堂  7,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5  25,300 

 員林天主堂5  26,000  中原天主堂  6,800  曲冰天主堂4  8,000 

 彰化天主堂4  50,500  眉原天主堂  1,000  水湳天主堂  25,250 

 合興天主堂  25,250  主教座堂  52,000  東埔天主堂1-5  20,000 

 善牧天主堂5  25,300  西屯天主堂  25,300  溪州天主堂  6,000 

 東勢天主堂4  25,250  北斗天主堂5  15,000  雙十路天主堂  28,000 

 南投天主堂  25,000  羅娜天主堂4  12,000  沙鹿天主堂1-3  57,000 

 埔里天主堂  15,200  大甲天主堂  25,300  南屯天主堂  25,250 

 為聖召後援會

 大甲天主堂  20,800  雙十路天主堂3-4  32,900  南屯天主堂  11,200 

 埔里天主堂5  4,800  豐原天主堂  9,900  復興路天主堂  4,200 

 田中天主堂4  17,800  羅娜天主堂4  1,500  永靖天主堂  2,000 

 合興天主堂  3,900  霧峰天主堂4  1,000  彰化天主堂5  20,000 

 聖保祿天主堂  2,000  主教座堂  13,050  水里天主堂  2,600 

 東勢天主堂4  700  北斗天主堂4  5,400 

 為國際援助

 陳○玲  800  林○輝  1,500  群○環保有限公司   2,0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公司  100,000  曉○女中  81,000  蔡○貴  1,000 

 翁○瑛  1,000 

 為急難救助 

 吳○英  3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2/05/15止, 總額為$103,842,132元

 田○農  7,000  吳○蘋  2,000  陳○楠   1,000 

 劉○珍   500  沈○杰   1,000  楊○原   500 

 東勢天主堂的教友們  2,200  主教座堂的教友們  20,000 

 為真福卡洛‧阿庫蒂斯聖髑安放工程 

 張○如  1,000 

 為台中教區60周年

 洪○  10,000  中正天主堂  20,000  陳○玲  1,000 

 隱名氏  10,000  江○貞  10,000  隱名氏  1,000 

 吳○紋  1,000  羅○垤  3,000  億○企業(股)公司  6,000 

 楊○凡  20,000  白○龍  1,200  瑪利諾會  60,000 

 洪○政  10,000  台中教區傳協會  100,000  莊○智  10,000 

 彭○美  10,000  張○佑  2,000  陳○華  1,000 

 張○文  1,000  劉○媛  1,000  姚○絹  1,000 

 凃○鑫  1,000  謝○源  1,000  饒○景  1,000 

 為社會急難救助-明愛會 

 合興天主堂  2,200  何黃○美  2,000  曾○玉  500 

 吳○志  500  包○玲  500 

 為海員宗會 

 朝○國際法律事務所  5,000  吳○樺  10,000 

 為中聲佳播園區 

 王○玫  1,500  劉○然  1,200  張○容  200 

 為南屯天主堂牧靈中心 

 陳○瑋  1,000  陳○  30,000 

 為立德中心 

 彭○興  15,000  陳○伶  25,000  王○民  5,000 

 鐠○保實業(股)公司  22,000 

 為發祥天主堂 

 謝○鴻  500  林○峰  200 

 為達觀天主堂 
 李○新  50,000 

 為主顯節(善童聖會) 

 清水天主堂  5,202              

 為教會青年奉獻日 

 草屯天主堂  300  清水天主堂  7,200  大甲天主堂  1,500 

 為四旬期愛德運動 

 水湳天主堂  17,621  田中天主堂  1,200  羅娜天主堂  15,749 

 草屯天主堂  35,810  主教座堂  26,301  清水天主堂  8,942 

 大甲天主堂  3,000 

 為聖地 

 水湳天主堂  16,255  善牧天主堂  15,900  復興路天主堂  8,100 

 田中天主堂  4,300  霧峰天主堂  22,605  羅娜天主堂  7,940 

 草屯天主堂  2,500  竹山天主堂  5,000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11/04/16-111/05/15）

1日�大甲天主堂70周年。復活期第三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2日�勞動節補假。

3日�司鐸月退省於東勢天主堂舉行。

5日�教區教務會議。�

6日�私立學校文教協會視訊會議。

7日��主教前往雙十路天主堂主禮劉興恩、黎國勝、阮維光三位修士領受執事感恩聖

祭。�

8日�母親節。復活期第四主日聖召節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10日�教區經濟建設委員會議會前會。

12日�教區牧靈福傳處會議。�

13日�靜宜大學董事會周秘書來訪。

14日�教區媒體委員會會議。

15日�復活期第五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主教前往保祿堂慶賀馬世光神父90嵩壽。

16日�旅北教友來訪。上智基金會夏執行長來訪。

17日�旅高教友來訪。

18日�聖母聖心修女會吳會長來訪。公署行政會議。

19日�「疫牽平安箱」推行會議。

20日�上智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視訊會議。日月潭聖愛園地主任來訪。

21日�教區經濟建設委員會會議。

22日�復活期第六主日主教座堂彌撒直播。

23日�教區幼兒園事宜聯繫會。

25日��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靜宜董事會會議。教區線上祈禱節目「一起禱在雲

端」為年輕人的信仰祈禱。

26日�教區牧靈福傳處會議。「疫牽平安箱」首批物資載送出發。�

27日�主教前往互愛物資銀行參加福華「地球和平」愛心捐贈活動。

28日�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29日�主教前往主教座堂主禮耶穌升天節彌撒。

30日�靜宜大學董事會周秘書來訪。

31日��主教前往仁愛鄉中正天主堂主禮洪母高安妮殯葬彌撒。主教送「疫牽平安

箱」訪山地堂區。

一、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6/11(六)下午13:30-20:00 ; 6/12(日)上午8:30-16:00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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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3.e-mail: service@ppi.org.tw

二、家庭．婚姻．信仰工作坊
時間：6/11（六）9:00-12:00
地點：主教座堂
主辦：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
協辦：上智文教基金會
報名：郭佑任0955235876 劉國富0975089744，6/7前截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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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8 (六) 09:00-16:00  聖賀德佳精神與自然農法實作、自然飲食與身心靈療癒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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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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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賴秘書 (04)2205-9621，60位額滿，報名網址：https://lihi1.com/M00Oe

主題：線上靜禱讀書會　　　

      　藉《靜禱》（木撒拉著，光啟出版），學習靜禱，實際操練，加深與天主的關係。

帶領人：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姊妹

時間：每周一晚上 7:30-9:30 或每周二早上 9:20-11:20，為期 7 次

      　（周一靜禱會從 5 月 30 日開始；周二靜禱會從 6 月 7 日開始）

報名：請掃 QRcode

詳洽：04-2207-5678 李秀華姊妹

主題：看影片 談成長（線上成長工作坊）

帶領人：李秀華姊妹（前輔仁大學心理師）

 時間：5 月 31 至 7 月 12 日每周二下午 2:00-4:00，為期 7 次

 報名：請掃 QR code 

 詳洽：04-2207-5678 李秀華姊妹

8
．教區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