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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話
主愛的神父、修女、弟兄姊妹們：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
們心裡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 若 14：27) 

 疫情中的平安
新冠肺炎的影響和陰影現仍在全球蔓延肆

虐，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疫情的變
化成為每個人生活最關注的焦點，這個疫情帶來
的影響不僅是生命安全的威脅，更是經濟和人們
生活全面的衝擊。許多平時人們看為非常重要甚
至必要的活動，包括工作、上學等，在生命安全
的考慮下，這時都得退位下來。跟人的基本生存
比起來，似乎所有的東西都變得次要甚至可以捨
棄。在這麼多的負向指標下，我們要如何保持自
己有穩定的心情，讓情緒不因著疫情的發展而起
伏，甚至自己能逆向成長？以下是神學院焦如品
老師的建議：
一、定睛在天主的身上，相信祂掌管一切

不論發生甚麼事，我們知道天主仍掌管一
切。若沒有祂的允許，我們連一根頭髮也不會掉
在地上（瑪 10:30；路 21:18）。只要祂願意，祂
必能保守我們。
二、記得耶穌已經戰勝死亡和黑暗權勢

耶穌藉著祂在十字架上勝過了黑暗的權勢，
信主的人不需要懼怕死亡。死亡不過是肉身暫時
的滅絕，天主的兒女在基督裡有復活和永生。
三、相信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有天主的美意

我們知道我們的一生都掌握在天主手中，
不論發生甚麼事，祂的恩典必定夠我們用（格後
12:9），祂必不會叫我們遇見的苦難超過我們所
能（格前 10:13）。
四、多親近天主，讓天主和祂的話來堅固我們的心

因為疫情，在家
和獨處的時間卻增加
了，若是我們能利用
這個機會多安靜在天
主面前，把我們一切
的憂慮和困難交託給
祂，並從天主的話語
中得力量，相信不但
我們的憂愁和焦慮會
減少，我們的信心和
屬靈生命也會成長。
五、不停止聚會

若教會已全面改
成線上聚會，我們還
是要繼續參與線上的
聚會，不要讓自己停
止聚會。同時在疫情
過後，還是要恢復平
常的聚會，聚會不但
讓自己的屬靈生命得
到餵養，也讓我們能
持續有共融生活，和弟兄姊妹彼此支持，並藉著
代禱來彼此互助，一起度過這個困難的時期。
六、繼續社交生活

雖然因為減少被感染的機會，大多數人現在
選擇待在家裡，不做非必要的外出或社交，但我
建議我們仍是可以藉著網路上的社交媒體，和朋
友保持聯絡，彼此加油打氣，讓自己不孤單，也
鼓勵安慰其他的人。大家彼此問候、代禱，關係
反而變得更親近了。
七、 關心周圍有需要的人

在這個人心惶惶的時刻，是我們傳遞基督平
安的福音的最好時機。我們也可以多關心別人的
需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做我們能做的事，例如，
打關懷電話、傳送愛的簡訊、為有需要的人代禱、
分享口罩等。當我們多關心別人的需要，就不會
只聚焦在自己的問題上，也看到自己的問題並不
是最大的，更會因為幫助了別人而感到喜樂。

八、 用天主的眼光來看環境
不論目前所處的環境如何，試著用天主

的眼光來看所發生的一切，去看見其中正面
的價值。閉關在家的時候，若我們能將此看
成是一個難得的休息時刻，相信我們的心情
會很不一樣。也許疫情之後，我們會有一個
新的出發。
九、在可能的範圍內，繼續做我們平時做的

除了因為疫情必須停下來的事，若我們
還可以繼續做的事，不需要因為疫情而改變
我們所有的生活方式。因此若能盡量讓生活
保持常規，會對維持身心的健康有益。
十、保持彈性、增大我們的適應力

雖然前面說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保
持生活的常規，但在心理上要讓自己保持彈
性，接納任何可能的變化。我們不要將突如
其來的改變看成是不好的事，而是相信這些
都在天主的掌管和照顧之中，雖然我們沒想
到，但天主看這是對我們好的，只要靠著天
主的恩典，就沒有甚麼是過不去的。
十一、彼此接納

聖經要我們體恤彼此的軟弱，不以自己
的信心誇口，凡事為了愛人而做，甚至寧可
為了不絆倒人和別人的益處，而犧牲自己的
自由和權益（羅 14，15:1-7）。因此，我們
不應當為此論斷別人，而是要憑著愛心，彼
此接納。

這次的疫情使我們都變得謙卑，看到我
們是何等軟弱，並且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
掌控的。生死關頭的時候，我們似乎也才發
現甚麼是我們真正看重和在意的。在疫情當

下，我們過去視為不可少的東西或工作馬上都可
以停下來。如果，今生短暫的生命都這麼重要，
那麼永生呢？當我們花了很多心思和時間在這次
的防疫上時，我們又花了多少心思在我們屬靈的
防疫上？如果我們連死都不怕，還有甚麼是我們
不能捨去、不能放下的呢？

對基督徒來說，每次的苦難都是一次天主
給我們的考試，驗收我們平時屬靈生命的成果。
這次的疫情好像是一個共同的聯考，我們考得如
何？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我們心中有從基督來的
平安嗎？如果沒有，是哪裡出了問題？耶穌說：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
裡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若 14:27）這份
平安主已經賜給我們了。我們寧可失去生命，也
不能失去主給我們的這份平安。

這次疫情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它奪走人肉
體的生命，而在於它帶給人的恐懼。耶穌也告訴
我們：「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
靈魂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肉身陷於地獄
中的。」（瑪 10:28）只有天主才是真正掌管我
們身體和靈魂的主宰，也是我們該敬愛和信靠的
對象。求天主幫助我們，不論未來疫情如何變化，
讓我們緊緊抓住祂，定睛在祂身上，不看周圍的
風浪，只看那賜平安的主。

微解封 防疫警戒暫降至二級

感謝天主，在政府及全民努力配合及大家的
代禱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7 月 23 日宣
布，全國疫情警戒自 7 月 27 日至 8 月 9 日止降
至第二級，請各堂區持續配合各項防疫規範，落
實實聯制、全程配戴口罩、量體溫、維持社交距
離、加強環境清潔消毒等各項防疫措施，全力準
備重新陸續開放堂區各項事宜。

但因疫情仍有隱性潛伏感染之顧慮，請務必
做好各項防疫措施，以增加彌撒時段等方式，方
便教友參與彌撒等敬禮活動，同時也使用視訊軟
體繼續彼此關懷、善會開會、祈禱、進修等保持
聯繫共融等活動，共同建立信、望、愛信仰團體，
並繼續為醫護警消人員的身心靈平安、亡者安息、
病者痊癒及疫情早日消弭祈禱！

天地母后，為我等祈！
天主降福大家 !

你們的弟兄

疫情期間教區媒體福傳小組提供線上彌撒直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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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2 季堂區會議 7/14（三）線上會議 

◎全國福傳大會議題分享執行成果、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建議

一、學校體系及對孩子參與教會活動的不利分享：

※ 善牧堂：

本堂青年學生以國高中生居多，多半參加學校社團及或校隊，常在周六日團練或

比賽，致學生無法規則地參加教堂的活動及彌撒，但仍有少數家長要求孩子必需

先參加主日彌撒。

※ 南屯堂：

現今學校課業重，家長們擔心教會生活影響孩子課業學習，建議司鐸聆聽家長心

聲，並共同擬定鼓勵青年進堂的方法與活動。

※ 雙十堂：

家長以身作則，在家中建立「家庭祭壇」，效法亞巴郎隨時呼求、敬拜天主。除

了帶領孩子追求天主的正道，領受天主的祝福恩寵之外，也傳承給子女「敬畏天

主是智慧肇基」的正確信仰觀念。

 二、教會與青少年的距離

※ 南屯堂

青年感受教會的服務及聚會有時是有壓力的，可以安排交談給予暢所欲言的空

間、徒步朝聖、堂區青年共融等方式，讓青年彼此有機會認識做朋友並建立歸屬

感，而不是只是來參加彌撒的過客。 

三、發展小型基督團體

※ 水湳堂：

7 月開始疫情嚴重，本來是一個月兩次聚會，後來就改成每周六下午 3 時半聚會，

原來的成員是 10 ～ 15 位，現在每星期固定來參加聚會大約有 6-7 位，我們是以

培育組長的方式，希望他們將來成為很好的母細胞（福傳的細胞），大家在聚會

的過程收穫多也有成長，所以重質不重量，希望這些成員成為母細胞之後，可以

在他們的社區成立福傳細胞團體，這樣就能達到當初成立福傳細胞信仰小團體的

主要目的。 

※ 主教座堂：

堂區第一次細胞小組聚會始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目前已經完成 15 次的聚會，

每次參加成員約 8~12 位。成員們輪流擔任聚會主持人、讚美聖歌負責人、聚會

拍照上傳群組為會議紀錄；間接學習如何組織、籌組聚會的能力啟發與養成。因

為疫情開始的 google meet 線上小組聚會，成員們因為依靠主、想親近主的渴望，

開始學習科技聚會方式。成員們由一開始的陌生，經過這幾個月的小組聚會，現

今成員們已因主而成為屬靈的弟兄姊妹們。當肢體需要扶持時，藉由聚會時的代

禱、群組上的呼求祈禱，更有力量也得到溫暖與主賜的恩典。當因為苦難、病痛

需要為意向特別祈禱時，在群組臨時發起代念慈悲串經祈禱。細胞小組成員組成

理想中應該是非教友成員多於教友，但目前的細胞小組成員都是教友，需再增加

不同年齡層的成員，培養再次細胞分裂的組長人員。

四、其他類似的小團體

※ 南屯堂：

目前本堂有發展 1. 祈禱小組：在疫情前每周有聚會 1 次，分享並相互祈禱。2.

讀書會：人數大約 10 人左右，疫情後仍持續以線上方式分享 3. 幸福家庭聚會

團體：疫情前有固定 1 個月聚會 1 次，互相分享夫妻家庭之間的狀況及提出討

論，舉辦不定期出遊增進彼此家庭的凝聚力。

※ 善牧堂：

1. 我們先了解為什麼堂區裡許多教友不願意積參加信仰團體，再針對問題去改

善 2. 有機會請教育福傳組邀請修女或平信徒在彌撒中做信仰生活見證分享，以

激發本堂教友信仰熱火 3. 積極推展慕道班並鼓勵教友參與、陪伴（再慕）及讀

經班，在小團體內共同成長。

五、尋找迷失的羊

※ 復興堂：

第一總鐸討論議題「尋找迷失的羊」由本堂負責彙整結果分享如下：1. 定期更新

教友名冊:目前本鐸區有11個堂區，9個堂區有定期更新，2個堂區沒有定期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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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8 日（道明）：洪耀仁

08 月 01 日（里高烈）：洪靜雲

08 月 04 日（維雅納）：阮氏杏

08 月 08 日（道明）：李志玲

08 月 10 日（樂倫）：曾雪芳、潘素珍 

08 月 11 日（佳蘭）：阮式進 

08 月 15 日：（亞松大）陳玉蘭、（亞松達）劉雅達

08 月 18 日（海倫）：陳玉屏 

08 月 22 日（雷琪納）：李蜀錦 

08 月 23 日（羅撒）：黃氏金華

08 月 27 日：（曼妮）鍾鳳美、（莫尼加）劉玉珠

08 月 28 日：（思定）陳賢珍、（奧斯定）張年加

修女

神父

八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八月的祝福－

神父修女們主保快樂！

2. 堂區教友總人數 / 預計要尋回教友人數合計 7148/734 3.3 月之前 ( 含 ) 電話關

懷人數 / 找到本人或家屬人數 / 有意願回聖堂人數，合計 :464/191/85 4.3 月之前

( 含 ) 家庭拜訪人數 / 有意願回聖堂人數，合計 :327/59 5.3 月份堂區有幾堂殯葬

彌撒，合計 :8 6. 經過電訪或家訪，已經有幾人回到聖堂餐與彌撒或堂區活動，

合計 90 人。

◎教區 60 周年三個 6 的成長項目討論

※ 法蒂瑪聖母堂：

一、找回失聯的教友 (6 年內達到 10%-60%)

本堂按照民國 52 年建堂以來教友名冊，過濾往生、失聯、遷移及投入外教等情

況後，尚有 380 戶，約 600 人。其中每周固定進堂教友約 300 人，久病行動不

便者約 40 人，居無定所及偶而進堂教友 ( 含聖誕教友 ) 約 260 人，即為需要尋

找的迷失羊。將透過聖母軍及一領一牧靈福傳組，持續聯絡拜訪，並邀請堂區熱

心教友認養住家附近的迷失羔羊，適時關心及邀請參加堂區或教區活動。預定每

年找回失聯的教友 3-10 人，6 年內達到 18-60，約 7%-23%。

二、鼓勵教友加入信仰小團體 (6 年內達到 10%-60%)

本堂約有 180 教友尚未參加善會或團體，規劃在堂區成立一領一福傳組織、敬

拜讚美團、媒體傳播組、子女信仰培育座談、身體健康座談等不同性質的信仰

小團體，邀請他們參加聚會。預定每年 10-20 人，6 年內達到 60-120，約 33%-

67%。

三、關懷青年信仰聖召分辨 (6 年內達到 10%-60%)

本堂約有 12-35 歲的學青、職青 120 人，每年持續關懷青年信仰聖召分辨 2-4 人，

6 年內達到 12-24，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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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相約 婚前十堂課

上智文教基金會從 1973 年開始，
為提升家庭功能的服務使命，積極辦理
婚前與婚後輔導課程，長期協助未婚青
年男女與夫婦，使其了解「婚姻」的原
貌，做好婚前準備，並建立更和諧的家
庭生活。

上智文教基金會每年於上半年與下
半年各舉辦2場「婚前十堂課」的活動，
今年已於 3 月 13 日至 14 日舉辦，參與
的學員共有 9 對，分別來自於大湖、台
中（主教座堂、水湳、沙鹿、南屯、大
里）、羅娜堂區等教友及非教友的青年
男女參加。課程藉由分享夫婦的引導，
學員從彼此認識後，學習有效溝通的技
巧、了解家庭背景與價值觀的差異並化
解婚姻生活的衝突、學習家庭財務與時
間的管理、性與自然調節生育法的關
係、透過婚姻的神聖性，了解婚禮的準
備與神聖的承諾與評估等共 10 個單元，
協助未婚男女化解對婚姻的恐懼，積極
面對挑戰。

婚前十堂課歡迎堂區神長、輔導老
師前來旁聽，並給予宣傳與指導，相關
訊 息 請 至 上 智 網 站 http://www.ppi.org.
tw/ 查詢，或電話 04-22059621 洽詢莊
秘書。

以下為節錄活動的學員心得分享：
●  在還沒來參加前，我以為是很正式

的課程，但經過這兩天下來，我很
開心。每對講師分享他們的生活經
歷及過程時，我收穫很多。雖然是聽
他們分享，但在往後的日子裡，我
還是需要跟另一半去面對生活的挑
戰。感謝天主讓我們彼此相遇，並讓
我們參加這個課程，有時間為結婚
做準備，除了探索婚姻的重要之外，
也意識到我們即將承擔更重的責任。
這幾堂課中，我更重視婚姻的衝突，
也會在未來慢慢去學習，解除紛爭。

最後謝謝兩位神父及上智社教研究
院的工作人員。（史祥恩先生）

●  這次活動剛好舉辦在白色情人節，對
即將成為夫妻的我們，有機會在課程
中了解更多婚姻的重要性及可能未
來會發生的衝突，學習到不把原生
家庭的問題帶到我們未來的婚姻裡。
我相信自己所選擇的人，也相信婚後
的我們可以用心的經營。兩天課程下
來，最後一堂關於婚禮的準備，我相
當有感，近期我的父母對於我們婚禮
的舉行，包括送不送餅、提親以及所
有的相關禮俗都有很大的意見，有時
真煩到心想「乾脆不結婚好了！」，
明明是兩人的事情，卻一直要考慮到
其他人的期望。我們一定會排除一切
困難，勇敢往前，一步步邁向婚姻生
活，感謝上智的所有講師及所有工作
人員用心安排這堂婚前課程！謝謝
你們！（曾雅瑂小姐）

●  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樣的活動，讓我們
更了解彼此並表達平常不敢表達的
感情。0.5+0.5=1，這是一個很棒的
未來與目標，兩人同心才是最美的，
陪伴最愛的對方到老。很棒的兩日時
光，讓我們的內心更靠近，使我們彼
此更成熟，謝謝！（張唯宣先生）

●  聽完十堂課，讓即將下一個階段的我們
收穫很多。以前不懂溝通的我們，也可
以試著找到方法，能更了解對方的想
法來面對婚姻的恐懼。每對夫婦的分
享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謝謝上智準
備的內容讓我們已經準備好往紅毯另
一端前進，找到屬於我們的幸福婚姻，
感謝天主！（張淑蕙小姐）

●  是個整體很棒的活動。如同第一天晚
上燭光禮時，田神父說：很難得有一
個機會，讓兩人停下來溝通與討論並
整理過往的日子，回憶第一次相遇相
愛的初衷。在邁向下一步之前，彼此
先凝聚共識，在有人引導能更有方向，
減少不安讓大事變較簡單。（連冠霖
先生）

●  我雖非教友，和男友一同慕道，但感受
到天主教的莊嚴和神聖，感受到婚姻的
神聖和慎重。藉由本次機會，真的很難
得能和他好好的溝通對話，也能看到
他內心很多的想法首次在問卷上呈現，
使我更認識他、認定他，因此在心態
上更加成熟，也希望我們能在結婚的
決定上更加確定。（李湘亭小姐）

●  會來參加婚前十堂課是因為父母及叔
公鄭蒙席的盛情鼓勵而來參與。藉由
一天半的課程，讓我與未婚夫的情感
變得更緊密及更了解彼此的內心想法，
並達成一定的共識。相信在未來的婚姻
生活會更精采。感謝天主的安排，在今
年完成終身大事，並往下一階段邁進！
（鄭宜欣小姐）

●  非常好，藉由很多夫婦的分享，了解到
很多婚姻所要具備的觀念以及更多的
經營方式，有經營才有好的結果。（王
聖中先生）

●  學習到很多更深入了解如何去愛與對
待，正確傳達給對方更真實的好感受。
（王愷若小姐）

●  覺得很有意義能凝聚和創造我們之間
的共識和目標。未來一同去努力，並
了解婚姻的神聖性。（張清育先生）

●  在還沒參加活動前，認為兩人都對婚
姻生活有過討論，但來參加十堂課後，
讓我們更有系統且明確性地進行討論。
在分享夫婦帶領下，敞開心來面對面討
論，學著處理後續婚姻生活會遇到的問
題。得到上智許多協助，婚後也有興趣
參與夫婦懇談並促進兩人的相互交談。
（廖映慈小姐）

●  認定另一半在婚姻中的角色與婚後經
歷的總總，如何調適及排除各樣衝突，
我特別喜歡每個主題後的問卷，能使我
們更理解彼此的想法！（漳彥皓先生）

●  謝謝上智舉辦的婚前十堂課，讓我們對
於婚姻有更多的認識。（侯意恬小姐）

（文 ‧ 圖／莊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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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承載著中部地區社會大眾的集體
記憶，佇立在光復路與吉祥街路口，外型
像似一台收音機，是由天主教耶穌會會士設
計，極具巧思，立面一片一片斜牆，經過日
曬角精密計算，擋住了落日強烈陽光，卻又
保持內部光亮，以及保護室內的黑膠唱片不
被烈日傷害；而斜牆上的一道道水溝，使雨
水無法潑入室內，並能順沿流出。正門口的
α(alpha) 與 Ω(omega) 符號，代表一切萬物
為天主創造，是一切萬有的起始與終末，這
幢建築物就是原來的中聲廣播電台，如圖一
所示。

秉持傳播天主教教義為宗旨，中聲電台
一樓重新裝潢，改為天主教職青活動中心，
提供青年一個聚會、共融、學習的場所，於
民國106年開幕。而為了持續活化電台內部，
台中教區向文化部申請「文化部辦理補助私
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在黃清富神父會
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技師、建築師、輔導
團隊進行討論（如圖二所示）後，邀請擁有
豐富資歷的古建築修復技師、建築業界相當
知名亦獲得多項國外獎項的建築師事務所，
進行勘查，在保留最大化現況的條件下，進
行建物的整修，已於 110 年 5 月 31 日完工。

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今年接受台中市
文化資產處的委託，執行台中教區台中市第
一總鐸區教堂文物普查建檔計畫。文物普查
是為了記錄與保護教堂中具有價值的文化資
產，並進行完整的清查建檔與調查研究，不
但可以認識教會文物的價值與重要性，深入
其內涵，更能增加對教會歷史文化的了解與
傳承。

今年初我們針對天主教文物的判別方
式、種類分類、調查步驟、表單填寫等內容，
辦理兩場研習會及說明會，並邀請天主教會
台中教區文史小組顧問以自身經驗分享文物
普查的重要性、執行方式，以及未來數位化
運用，讓各教堂更進一步了解此計畫，並傳
達出台中市文化資產處和民間共同保存維護
文物資產的理念與用心。

我們邀請計畫主持
人黃清富神父一同拜訪
各教堂司鐸、傳協會會
長或教堂窗口，再次說
明計畫之初衷與目的，
並進行盤點。期許透過
此計畫，能夠將天主教
會文物及其相關歷史，
數位化保存下來，以利
未來教堂交接及福傳之
用。

透過訪談與文獻、
資料等調查，我們得知聖物特別之處在於每

經探查發現，空調系統老舊，產生冷凝
水外漏，導致如二樓走廊一大片壁癌，以及
錄音室吸音牆面嚴重膨龜，施工單位將二樓
的壁癌打掉之後，進行數層牆面防水、水泥
砂漿粉刷等修復工程；而錄音室吸音牆因不
在補助範圍內，尚待善心人士捐款協助修復。

另外，由於中聲電台與天主教聖心喜樂
中心屋頂相鄰施工縫未注意收尾，每當雨天
來臨，雨水皆從該處流入，久之造成空間潮
濕，吸引白蟻猖獗，內部木櫃、書報、木門
窗、黑膠唱片等皆受到傷害。目前經檢查，
應已無白蟻蹤跡，此次亦針對門框、錄音室
窗框等進行修補，使之恢復原狀，並將錄音
室窗之壓克力改為厚玻璃。而黑膠唱片、卡
帶等影音資料，目前由上智文教基金會進行
黑膠唱片清洗，並將影音資料編目建檔。

電臺於民國 48 年由吉祥街 1 號遷入至
現址，已逾 60 年，此次工程將電台外部及
內部的老舊電線進行重新拉設與整理、開關
及插座換新與預留 220V 電力系統，將配電
盤分流為二、三樓使用，確保未來再利用安
全。

二樓放置黑膠唱片之空間，其窗框為檜
木材質，具有當時建築之古典風格，此次工
程使用檜木將佚失氣窗重新製作、修復下方
窗框及破損玻璃更換。在前置的拆除作業，
驚喜發現另外兩扇被封於木板裝潢牆內的日
式工藝平衡窗，雖不在工程項目中，施工單
位仍一併修復。同時也發現，牆面漆色具有

一個設計、每一個圖騰都有其代表意義。如
燭台的型態多樣，3 個燭台有三位一體的意
涵、7 個燭台代表聖神七恩；如保祿天主堂
第一代聖體龕上有繪製鵜鶘鳥，圖一所示，
象徵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人們犧牲，
並以聖體、聖血餵養及救贖人們。

三民路主教座堂於 1914 年西班牙道明
會馬守仁神父至台中開教，因聽道理者眾，
第一任本堂神父洪羅肋神父與傳道員建造第
二代哥德式建築教堂，1919 年竣工，並以
「耶穌聖心」為主保。在《台中教區耶穌救
主主教座堂開教 100 周年紀念專刊》記載，
目前供奉於祭台右側的耶穌聖心像是當時一
位西班牙婦女所捐贈的。經過不停地查詢其
他間教堂，發現高雄前金百年玫瑰聖母堂的
耶穌聖心像，其神態、姿勢、衣著、彩繪用
色等皆與之相似，故推論皆為道明會時期之
聖像，如圖二、圖三所示。

四階段配色與早期噴磁漆工法的油漆，如圖三
所示，最後決議保留一完整區塊，做為未來歷
史解說用。

為活化之規畫運用，將三樓廁所進行牆面
磁磚整修，重新配置排水管、排汙管等；並施
作消防及緊急廣播設備、防火地毯等。

目前針對中聲廣播電臺再生營運方向規畫
如下：

一、 歷史文化館：保存現有設備，如舊音
控台、錄音室窗、放置黑膠唱片的木
櫃、卡帶室、圖書室等設施，將電臺
歷年獲頒之獎盃、紀念照片等做適當
展示，結合中聲廣播電臺、教會等歷
史，述說電台的榮景；邀請在地耆老、
學生一同加入導覽中聲廣播電臺團
隊，並安排志工導覽，讓民眾體驗當
時電台運作之情景，為中聲廣播電臺
注入世代共融的泉源。

二、 教育館：提供學生、成人、長輩、弱
勢族群等終身學習場所，邀請不同領
域專家，辦理講座、活動、說故事等，
成為原電台社會教育功能的再生計
畫。活動空間亦可辦理場地租借，做
為社區文化交流、青銀共創的據點。

三、 中聲數位網路館：講授中聲廣播電臺
原先節目製作之內容，如天主教教義
與禮儀、台中教區宗教古文物解說、
西洋文化史、台灣文化史等，以連結
中部地區社會大眾的集體記憶，成為
歷史文化傳承與地方文化之重要基
地，期成為舊城人文與藝術之歷史巡
禮路線之一。未來更發展為連結全國、
及全球的文化館的據點之一。

三民路主教座堂聖洗池，如圖四所示，也
是現今少見的型態，其上蓋為銅鑄，池身外側
為洗石子。建堂之始放置於教堂正門入口處，
使用於復活前夕晚上，等待受洗的慕道者在門
口受洗後才進到教堂。而後因紀道明神父整修
教堂，將之借放在教友家，一放就是 30 餘年，
除上蓋內側有鏽蝕，大致上保存相當良好。池
身上面的 3 個十字架，意涵著三位一體，為慕
道者祝福；上蓋的五角星表示耶穌是人類的救
世主。

在既有天主教歷
史的基礎上，藉由訪
談聖職人員、教友們，
以及查找書籍、文獻、
相關資料等方式，慢
慢地一筆一筆加添資
料的連結性，拼湊出
更 加 完 整 的 歷 史 地
圖，這樣的工作任重
而道遠，且相當困難，
需要大家提供過往的
記憶、家中老照片等
來共同完成。非常感
謝這段期間各教堂的協助，使我們拍攝工作順
利，也極力邀請各位聖職人員、教友口述歷史，
讓這個計畫的成果能夠增添豐富度、資料的真
實性能夠愈加完整，讓大眾能夠透過此成果報
告更加感受到天主教會的精神與內涵。

（文 ‧ 圖／賴逸蓁）

（文 ‧ 圖／賴逸蓁）

中聲電台老建築再生計畫工程

上智文教基金會文物普查建檔計畫

圖一  原來的中聲廣播電台外觀

圖二   黃清富神父會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技師、建築師、輔導團隊進行討論

圖三  早期噴磁漆的工法現已很少使用

圖一  繪製鵜鶘鳥的聖
體龕

圖二  三民路主教座堂
耶穌聖心像

圖三  高雄玫瑰聖母堂
耶穌聖心像

圖四  三民路主教座堂
聖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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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和基督新教會在歐美都有
走下坡的現象，很多歐洲的天主教大教
堂在主日時也都相當空曠。加拿大最近
盛傳原住民住宿學校挖掘出孩童遺體，
這些學校當年多半是天主教會辦的，現
在有原住民要正式控告加拿大天主教
會，甚至要他們負起刑事責任。在愛爾
蘭也有類似的問題。總而言之，很多人
現在對於天主教會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這種負面的想法不僅是針對天主教會，
基督新教的情形也差不多。世界展望會
已經不再用十字架圖像，因為他們發現
用了十字架就募不到錢，所以世界展望
會採用十字星。相信很少人知道世界展
望會要如此做的原因。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是歷史悠久的團
體，任何團體免不了在某一個時代中做
得不夠好，我們的教會實在不必擔負歷
史上的包袱。很多西方國家現在都不讓
教會辦孤兒院了，就是因為歷史上不論

「所有的祈禱都是使徒性的，也就
是說，每一個『高舉意念和心神歸向天
主』，從我們這邊的末端，打開了天主
與受造界的通道，容許天主的生命和愛
的洪流淹沒全世界。」（《走進倫敦諾
丁丘的隱修院》128 頁）。祈禱發展成
為靜觀時，這件事變得越發真實，雖然
並非立即顯然可見。

我們參加禮儀祈禱時，是以全教會
的名義祈禱，所以連祈禱之外的人也聯
繫起來。為人代禱時，是為別人的益處
成為中介，像這樣的祈禱，我們可以視
之為一種使徒的祈禱。那麼，至於最親
密，又是最個人，在獨居中與天主共融
的人，又怎麼是個使徒呢？

使徒是蒙派遣宣揚福音的人，如何
能在靜默中大聲宣報呢？宣道和教導是
公開地傳揚天國，然而，「唯有在個人
內心真實地建立天國，讓天主開始為
王，才能充分圓滿地發展，達到天主享
有至高無礙的主權。容許天主完全自由
地進入我們的生命，並佔有我們，就是
成為純真的福音使徒，即使是靜默的。」
（《走進倫敦諾丁丘的隱修院》130
頁）。

聖師十字若望（1542-1591）是一
位偉大的詩人、密契家和愛的聖師。他
的詩都是描述人與神的關係，他喜愛用
窗子做比喻，來說明他所教導的靜觀祈

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辦孤兒院時常
常留下令人遺憾的事蹟。西方小說中，
很少對教會辦的孤兒院有好話的。但是
在台灣，教會辦的兒童中心都是相當好
的，對被照顧的孩子們絕對有愛心。這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事。

國際媒體也常常會提到歐美天主教
會多麼富有，洛杉磯教區耗資上億美金，
買下基督新教所建造的玻璃教堂。很多
教區被告，賠償的金額也是巨大的。很
多人都認為教會太富有，而沒有將金錢
用在窮人身上。有一份報紙登出美國各
個主教所住的房屋，幾乎每一座都是講
究無比。這一份報導也在一夜之間使很
多人對我們教會有負面的印象。

但是在台灣，沒有一個主教住在豪
宅裡。主教座堂其實不過是大一點而已，
也談不上是偉大的建築。我們應該了解，
在台灣的天主教會雖然沒有大教堂，但
絕對是耶穌基督所喜愛的教會。有的時

禱。他比喻祈禱的人，猶如窗子，神性
的太陽透過窗戶照射，使陽光照不進來
的障礙物漸漸除掉，就是所謂處在主動
和被動的淨化之夜，窗子變得越來越透
明，容許天主的熾熱光輝進入照耀人性
的房屋。然而，唯有透過開放和接納的
心，光芒才能貫穿內部。

聖 師 大 德 蘭（1515-1582） 處 在
十六世紀歐洲好戰的氛圍中，她鼓勵隱
修院這一小群默觀的女子們，要完全獻
出她們的生命，為教會服務。當時基督
徒的領袖謀求用武力對抗改革派的威
脅，大德蘭說她的隱修院應為作戰時的
堅城要寨，被包圍的君王能以之為作戰
的據點。靜觀者是旗手，既沒有武裝，
又容易受傷，卻帶頭在軍隊的前面，「如
果她放下旗幟，戰爭就輸了」（參考
《全德之路 18:5》）。因為她相信祈禱
中的隱修女，能更有效地堅強危機中的
教會，勝過敵軍的武力。（《全德之路
3:1》）。    

一輩在隱修院，被教宗教宗碧岳
十一世於 1927 年宣布為傳教區主保的
聖師小德蘭（1873-1897）說：「在慈
母教會的心中，我將是愛。」（《回憶
錄》）小德蘭充滿著使徒的渴望與精神，
但自覺彷彿無力達成，她為此依賴信靠
天主，祈禱冥想，終於發現身體的活力
在於心臟的隱藏功能，她領悟到，作為
靜觀者，猶如心臟，保持愛的活力，在
基督的奧體內不停地跳動。她的聖召就
是愛！

候，我們不必太仔細地研究過去教會所犯
的一些過失，教會應該永遠自我警惕，我
們不是一個普通的團體，我們是耶穌基督
親自建立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神聖的目
的，那就是要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到世界
各地。

在台灣，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是要努
力的團體，所以我們會比較謹慎，不能犯
錯。如果我們犯錯，就不能使人從我們身
上看到耶穌基督。歐美的教會在過去享有
很多特權，有時反而使他們忘了自己的神
聖使命，也不太會檢討自己的行為是否光
榮天主，以至於他們有的時候犯了錯，但
自己並沒有感覺到。

我常常替台灣的教會感到慶幸，因
為我們教會的確很少給人負面印象。很多
教友不知道歐美教會常常會給人不好的印
象，我們還是應該隨時提高警惕，教友和
神長們都要設法使社會能夠從我們身上看
到耶穌基督，這是我們的使命。

聖教宗保祿六世說：「如果缺少默觀
的靈魂，如果他們的生活脆弱無力，或意
氣消沉，整個神秘奧體的活力，會自動的
減少。」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靜觀者致
詞時說：「處在教會心臟中的你們，要和
我在一起，要靠近我。」

透明的窗戶放射太陽，軍隊向前衝的
旗手，隱藏跳動的心臟，輸送血液遍及全
身—這些畫面都不只是個人化的靈修，而
是一份敏銳痛苦的覺知，意識到對別人有
責任。剛開始傾向尋覓如何與天主有更親
密的關係，但在祈禱的路上，不久必會發
展出一種知覺，意識到天主的子民猶如身
體，彼此相互依存，引發深度傳揚福音的
使命！

「靜觀祈禱，就其同意留在信德的黑
夜中而論，是愛的共融，它會將『生命』
帶給眾人。」（《天主教要理》2718 號）
修行靜觀祈禱的人，同時也是與天主和眾
人共融的人，天主的深情熱愛之佔有他，
並非只為他個人而已，他必須傳給別人。

聖女聖三麗莎（1880-1906），她強
烈的使徒意識，充滿洋溢在她的信和避靜
的筆記中，她寫給一位年輕的司鐸說：「我
願偕同你，成為使徒，我從加爾默羅獨居
的深處，我願為天主的光榮工作，為此，
我必須完全充滿祂；那時，我將成為全能
的…」（書信 124）。另一封信中，她說：
「耶穌就是聖宗徒所稱呼的『吞噬烈火』，
在祂觸及我們靈魂之際，我們會變成有如
愛的火焰，燃燒達及基督的奧體。」（書
信 250）

李家同

生命之母團體   李秀華

靜觀的使徒 ( 9 )  

教會應該給世人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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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日  主教參加主教團臨時視訊會議。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播

為台灣疫情祈禱。

2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特敬耶穌聖心彌撒直播。

3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4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主日台語彌撒直播。

5日  劉興恩、謝博彥修士等來訪。主教與台北教友中心討論台中職工中

心事宜。

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主教與聖母聖心會林會長商討方

執事晉鐸事宜。

7日  主教前往靜宜大學主持董事會視訊會議。

8日  主教參加輔大董事小組視訊會議。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直

播為台灣疫情祈禱。

9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主教參加亞洲區主教團東亞區視

訊預備會議。田中八分教友代表來訪。

10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1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中華殉道聖人節台語彌撒直播。

12日  主教參加亞洲主教團東亞區視訊會議。

13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主教於公署主領線上慈悲串經祈

禱。

14日 耶穌聖心修女會張年加修女來訪。

15日  主教主持教區牧靈暨總鐸視訊會議。教區於公署舉行線上明供聖體

直播為台灣疫情祈禱。主教訪沙鹿童綜合醫院。

1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加爾默羅山聖母彌撒直播。

17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18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主日台語彌撒直播。教區非洲志工服務團視訊

會議。

19日  主教主持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視訊會議。

20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韓國耶穌聖心侍女會柳修女、

金修女來訪。

21日  公署視訊行政會議。聖母聖心修女會姜桂茹(羅撒)修女蒙主恩

召。

22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聖瑪利亞瑪達肋納慶日彌撒直播。主教於公署

主禮線上明供聖體敬禮直播。銀行專員至公署簽約Taiwan Pay建

置方案。

23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24日 公署線上直播彌撒。 

25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主日彌撒直播。英文彌撒直播後，慶賀黃君勝

神父晉鐸25周年。

26日  主教主禮教區線上平日彌撒直播。主教參加主教團臨時視訊會

議。

27日  今日起至8月9日疫情警戒降為二級。教區安排年長神父打第二劑

新冠疫苗。旅北教友來訪。

28日  瑪利亞基金會來訪。教區線上祈禱節目「一起禱在雲端」為社會

友誼祈禱。

29日 靜宜大學周祕書來訪。

31日 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黃君勝神父晉鐸25周年。

☆ 基 督 的 饗 宴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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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1下半年《靜心靜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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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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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次，為期十次。歡迎你撥冗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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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UFbWx4AxbkeToVBk8

課程諮詢：8月23日後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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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真  1,000  隱名氏  6,000  李○瑩  20,000 

 姚○硯  20,000  姚○硯  20,000  隱名氏  1,000 

 隱名氏  10,000  張○慶  4,000  黃○修  1,000 

 陳○舟  2,000  陳○姍  500  張○佑  2,000 

 為聖召 

 陳○杏  30,000  張○慶  4,0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羅娜天主堂1-5  60,000  東勢天主堂  24,000  水里天主堂  11,700 

 二林天主堂5-6  14,000  南投天主堂  24,000  雙十路天主堂  28,000 

 合興天主堂6  24,000  中正天主堂  24,000  中原天主堂6  6,800 

 豐原天主堂6  27,000  大甲天主堂6  24,000  望鄉天主堂  3,667 

 員林天主堂7  24,000  羅厝天主堂  12,000  眉原天主堂5-6  2,000 

 彰化天主堂6  48,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7  24,000  善牧天主堂  24,000 

 草屯天主堂  24,000  竹山天主堂5  10,000  水湳天主堂  24,000 

 二水天主堂1-6  60,000  主教座堂  48,000  武界天主堂4-6  24,000 

 南屯天主堂  24,000  田中天主堂7  48,000  地利村天主堂7  13,000 

 復興路天主堂  24,000  萬大天主堂4-6  24,000  西屯天主堂  24,000 

 為聖召後援會 

 豐原天主堂  16,100  水里天主堂  3,200  埔里天主堂7  4,600 

 彰化天主堂6  12,000  復興路天主堂  5,000  水湳天主堂  3,700 

 合興天主堂6  3,900  東勢天主堂  2,000  雙十路天主堂5-6  7,800 

 二水天主堂1-6  8,400  竹山天主堂5  2,000  地利村天主堂4-6  7,000 

 南屯天主堂  3,400 

 為國際援助 

 林○輝  1,500  陳○玲  800  沁○有限公司  5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張○屏  10,000  盧○  1,000 

 張○佑  1,200  張○慶  4,000  惠○幼兒園  2,000 

 陳○姍  500  陳○平  1,0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1/07/15止, 總額為$102,758,405元

 鍾○惠  100,000  楊○原   500  陳○楠   1,000 

 劉○珍   500  沈○杰   1,0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1,600 

 為發祥天主堂 

 吳○志  40,000  隱名氏  100  陳○怡  1,000 

 為八家啟智中心 

 黃○修  1,000  龍○淑  1,000  張○佑  1,000 

 陳○貴  2,000 

 為傳愛580 

 莊○聰  1,000  劉○甲  2,000  蔡○舟  6,600 

 為社會急難救助 

 合興天主堂  2,200  曾○玉  500  包○玲  500 

 曾○郎  500 

 為兒童牧靈委員會 

 隱名氏  1,000 

 為聖召暨青年委員會 

 張○如  500 

 為教堂建設 

 張○慶  4,000 

 為海員宗會 

 洪○銨  2,000 

 為媒體委員會 

 何○龍  3,000 

 為聖伯鐸慶節 

 清水天主堂  1,600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10/06/16-11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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