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教區2020年03月行事曆
    1日（日）教區慕道班甄選  
    7日（六）台中基督活力聯合勵志會（員林天主堂）
                  聖體祈福會（地利天主堂）
    9日-10日  聖言醫治與聖化（靜山）
   10日（二）教區司鐸月退省（霧峰天主堂）
   16日（一）司鐸共融（羅娜天主堂）
   28日（六）台中教區青年日（埔里天主堂）
4月4日（六） 清明節追思─東山墓園彌撒，因新冠肺炎疫

情之故取消，改在各堂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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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日益擴散，國人因病毒不斷地擴展而恐慌與憂慮，教會既是社會的一份

子，對保持公眾衛生及推廣公益，責無旁貸！

我們除配合政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措施外，請堂區主任司鐸、聖職人員及信友弟兄姊妹，遵

守主教團、教區公告的各項特殊措施，不斷注意教區網站因應新情勢而更新的公告，並在四旬期裡藉著

守齋及施捨，繼續為疫情早日平息祈禱！
                                                                                                                主   教

台 中 教 區 防 疫 公 告台 中 教 區 防 疫 公 告   中主耀字 20200226號

主愛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如今代基督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吧！」

（格林多後書5：20）

與天主同在永遠有心靈的對話 以愛德行動迎向全球挑戰

教宗在2020年四旬期文告中首先指出，逾越節

的奧蹟，即耶穌苦難、聖死和復活的奧蹟是悔改的基

礎。教宗表示：「基督信仰的喜樂從聆聽並接受耶穌

死亡和復活的喜訊流露出來。此一初傳（kerygma）

綜合了一個愛的奧祕：這愛『如此真實，如此真誠，

如此實在，並邀請我們與祂建立真誠的關係，與祂進

入可結出果實的交談』（《生活的基督》宗座勸諭，

117號）。凡相信這訊息的人，就不會接受『生是自

己的，任由我們隨己意度過』此一不實謊言。」在

2020年四旬期，教宗希望信眾將目光投向被釘十字架

的基督，「讓自己一再得救」。教宗強調，耶穌的逾

越奧蹟不是過去的事件，而因聖神的德能永存不滅，

「使我們以信德能在受苦的人身上看見和觸摸到基督

的血肉」。

教宗接著強調祈禱的重要性，指出祈禱「是為表

達我們需要回應天主的愛，這愛時時引領和支持著我

們」。我們還蒙召聆聽並回應天主的聖言，以「能體

驗到祂無條件賜予的慈恩」。

教宗表明，儘管我們有軟弱和失敗的時候，但天

主始終─不中斷與我們的救恩對話」。天主拯救我們

的決心，就是「讓祂的聖子背負我們罪的重擔」。

「把復活奧蹟作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意思是在戰

爭、各種打擊生命的行為，包括從未出生的胎兒到老

年人，以及各種形式暴力的受害者身上看到被釘基督

的創傷。」教宗表示，這就意味著要親自努力並投入

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工作。

教宗最後祈求聖母瑪利亞為我們轉禱，他說：

「讓四旬期能開啟我們的心，聽見天主要我們與祂和

好的呼聲，定睛注視逾越奧蹟，並轉向與祂開放及誠

懇的交談。這樣，我們會成為基督要求祂的門徒所成

為的：地上的鹽、世上的光（參閱瑪五13-14）。」 

（梵蒂岡新聞網）

台灣燈會璀燦台中 基督之光照耀全球

2020台灣燈會2月8日至2月23日在台中市后里主

展區正式登場，我們教區和靜宜大學聯手參展。以台

中新地標，靜宜大學新落成的主顧聖母堂為主燈，內

部有「天主慈光」燈座及由3千多張世界各國的郵票

所拼成的耶穌像，表達「基督光中，擁抱世界，萬眾

合一」的理念，加上各善會團體的精彩熱力表演及祈

福樹等活動，15天展出期間，驚嘆聲連連，好

評不斷。

感謝靜宜大學、籌備委員會、第二總鐸

區、聖母軍、各堂區、善會、社團合唱團、樂

團，青年、原住民、菲律賓團體、課輔班、長

青大學、主內神長修女弟兄姐妹、公署員工、

志工…等的大力支持，值班、服務、敬拜讚

美、舞蹈表演、奉獻與合作，使這燈區成為見

證信仰活力、希望、仁愛與喜樂美好的福傳之

所，並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祈望賞燈遊客藉此主顧聖母堂花燈，能

與天主相遇，認識並接受天主照世真光耶穌的

愛，得享天主子女的生命，點燃每個人的愛火

心燈，生活中藉由包容、互愛，讓個人、家

庭、團體、社會、國家得以改變重生，更加團

結合一。

齊心防疫 為早日脫離新冠肺炎祈禱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日益擴散，

至今(2月26日)全球共有43個國家(地區)，

81182人確診，2769人死亡（含台灣32人確

診，1人死亡），各國人民都因病毒不斷地擴

展而恐慌與憂慮。

我們除配合政府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

措施、主教團、教區的不斷更新防疫公告外，

一起謙卑求天主寬恕我們及世人，並轉變我們

的心。使那些因新冠肺炎而去世的人獲得救恩

得享安息，並使所有病人早日康復。感謝在第

一線保護那些為照顧被隔離病患的所有醫療團

隊成員，求主保佑他們身心靈平安並降福他們

辛勞。

我們也特別為我們的國家及世界各國的領

導者祈禱，求主賜給他們睿智、遠見、毅力、信

心，在這關鍵的時刻都能信靠上主，並能同心協

力，共度難關，使各國人民早日恢復平安和樂的

生活。

四旬期 祈禱 守齋 施捨 成新人

本期月誌刊登了去年(2019年)教區的各項收

支及各個堂區、個人奉獻的報表，天主降福大家

在大環境不景氣下仍慷慨的奉獻，雖然仍為赤

字，但我們信賴天主的照顧。「留下瑪利諾會

館」活動，現階段瑪利諾會仍在處理法規問題，

請大家繼續祈禱支持！

在這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日益擴

散，人心不安，挑戰當前的時期，教宗四旬期文

告尤其合時，文告籲請我們默觀基督聖死與復活

愛的逾越奧蹟，作為悔改的基礎，熱心祈禱，使

個人皈依能轉化為具體愛德行動，不僅默觀受

苦、被釘的耶穌，還包括世上所有受苦的人，致

力對話，力行愛德，推動大眾公益，親自努力並

投入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工作，成為地上的

鹽、世界的光。也和別人分享我們的愛與正義行

為的施捨，為自己的健康、飢餓者的需要、大自

然的保護而克制我們欲望的守齋及為個人及世人

的重擔，以信心及祈禱，善度此四旬期！聖寵之

母，為我等祈！

天主降福大家！

 你們的弟兄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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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



 神 父 03月19日（若瑟）：阮文裕、黃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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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市 第 二 總 鐸 區
2020年台中市第二總鐸區第1次會議記錄
時間：2月12日（三）上午10:00~12:00    地點：東勢天主堂 
主席：羅達義神父                                記錄：鄧雅雯
◎各堂區福傳牧靈工作及活動（2019/11/20~2020/02/12）
※豐原天主堂：   
一、3/2（一）慕道班開課。
二、3/14（六）本堂慶祝主保聖巴德利爵及本堂主任司鐸鄭蒙席80大壽。
※后里天主堂：   
一、製作紅花百里香護膚膏及蚊怕水，為教堂圍籬及廚房募款。
二、2/8-2/23擔任后里燈會志工。
※東勢天主堂：
一、參與2月份台灣燈會籌備計畫決議事項的執行與服務工作。
二、預備四旬期的靈修與禮儀準備。
※大甲天主堂： 
一、迎接復活節，本堂3/7（六）舉辦第二鐸區海線聯合四旬期避靜。
二、 4/19（日）天主慈悲主日，台中教區傳協會常委會議上午在本堂召開，下午

3:00有越南團體舉辦主保彌撒及聚餐共融。
※清水天主堂：  
一、1/24神父們至潘會長家圍爐。
二、1/25春節彌撒，祭祖、團拜分送主教送的紅包。
※沙鹿天主堂： 
一、2/9蘇主教來沙鹿堂舉行堅振彌撒，有5位教友領受堅振。
二、配合主教公署的指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
※大肚天主堂：   
一、11/26豐原教友陳振錫和鄭蒙席至本堂帶領介紹慕道者。 
二、1/30蘇主教關心教友，參加教會聚會要注意預防病毒。
※環山天主堂：
一、去年堂外廣場新建遮雨棚費用75萬。
二、籌備2021年6月環山堂60周年堂慶。
◎討論事項
一、 討論第二總鐸區全國福傳大會相關事宜（提議人：羅神父）
決議： 已完成訂定鐸區優先推動的議題及執行的方式，所有議題將於每三個月總

鐸區牧靈福傳會議報告推行、落實的工作進度報告及困難之處。
二、台中燈會經費金額各堂區分配討論。
決議： 豐原堂35,000元、后里堂15,000元（因負責原住民教友燈會時的晚餐）、

東勢堂、大甲堂、清水堂、沙鹿(大肚)堂，各25,000元，總共15萬元，於
2/23燈會結束前交於教區。 

三、 喜迎聖言年──第二總鐸區2020/8/29聖言年聯合活動（提議人：劉保祿）
決議：目前尚無定案，列入下次會議討論議程。
◎下次會議：5/13(三)10:00大甲天主堂

神 父 修 女 們 主 保 快 樂 ！神 父 修 女 們 主 保 快 樂 ！

 修 女

三
月

的 祝 福

03月10日（雅琴達）：劉碧昭 
03月17日（白翠希亞）：劉月娥 
03月19日（若瑟芬）：阮氏絨
03月25日（樂蒂）：林美玲

彰 化 縣 總 鐸 區
一、 2/1（六）9:00藍天青年會於彰化天主堂舉辦彰化總鐸區青年共融，約65位

青年踴躍前來參與。
二、 2/2（日）8:00-9:30秀水天主堂成人慕道班開課，歡迎教友邀請親朋好友來

認識天主。
三、 2/15（六）上午9:30金年會於本堂福傳2F召開會員大會， 會後至餐廳聯誼

共融。
四、 3/8（日）金年會舉辦身心靈健康講座，由李貫廷醫師主講：人生心五燈獎

──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五、2/23(日)於上午8:00主日彌撒中為4位幼兒舉行領洗儀式。
六、彰鐸牧靈會議於2/26（三）上午10:00在二林天主堂召開。

南 投 縣 總 鐸 區
一、3/7(六)南投鐸區牧靈會109年第1次會議，地點：草屯玫瑰聖母堂。
※南投耶穌君王堂 
一、2/26聖灰禮儀，晚上7:30燒掉去年舊的聖枝後，舉行彌撒聖祭。
二、3/1傳協會月例會。
三、3/10晚上7:30鮑思高開會。
※草屯玫瑰聖母堂
一、2/28（五）~29（六）台中教區聖召委員會營隊工作人員及青年會幹部培
訓，在本堂舉辦活動，約10人參加。
二、本堂四旬期期間，從3/6至3/27每周（五）晚上7:30舉行拜苦路。
三、本堂於3/8（日）主日彌撒後召開109年第1次傳協會會議。
※中興耶穌君王堂
一、2/28(五)起四旬期每周五平日彌撒後及主日彌撒後拜苦路。
二、3/2(一)中興長青大學109年上學期開課。
三、3/12(四)本堂建堂59周年紀念日。
四、3/15(日)本堂四旬期避靜。
※埔里聖女小德蘭天主堂
一、 台中教區青年日：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吧！於3/28（六）在本堂舉

行。
二、聖堂意見箱鼓勵教友們善加使用。
※竹山玫瑰天主堂
一、2/26(三)守大小齋，晚上7:30聖灰禮儀彌撒。
二、2/28起每星期五晚上7:30拜苦路。
三、3/12(四)晚上7:30第2次傳協會議。
四、3/21(六)早上10:00第十三公墓崇恩堂追思彌撒。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一、 原住民總鐸區2/1下午14:30在羅娜天主堂舉辦2020年原球青少年球類競賽活

動第3次籌備會議。
二、2/19（三）10:00在地利天主堂舉辦原鐸區司鐸會議。
三、中正天主堂：
      1.2/16主日學開學日。
      2.2/16初領班開班授課。
      3.2/21中正天主堂傳協會議。
      4.2/15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四、武界天主堂：
      1.2/9下午15:30在武界天主堂舉行中正堂區聯合傳協會議。
      2.2/23武界天主堂關懷站開學典禮共融活動。
      3. 2/23下午15:30在武界天主堂舉行中正堂區聯合福傳議題會議。
      4.2/2武界天主堂傳協會議。
      5.2/15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五、曲冰天主堂：
      2/15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六、眉溪天主堂：
      2/8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七、春陽天主堂：
      2/14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八、地利堂區：
      2/21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九、羅娜堂區：
      2/22參加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活動。

 上智文化事業03月新書
《小小觀察家：聖堂大發現》（全彩平裝）
崔珍泰◎文圖，上智文化事業◎譯
定價220元，訂購請洽台中保祿書局
（電話：2220-4729）
你知道神父的祭披有幾種顏色嗎？進聖堂前為什麼要
點聖水？苦路、將臨期、領洗聖名是什麼意思呢？本
書有39篇簡單可愛的聖堂觀察紀錄，搭配童趣手繪
插圖，讓學習教理知識變得活潑、輕鬆又有趣。加入
小小觀察家的行列，擦亮眼睛仔細探索聖堂裡的人事
物，就會發現豐富珍貴的信仰寶藏，每次到聖堂都有
新的收穫。你想成為聖堂小達人、精通教理的高手
嗎？快來瞧一瞧吧！
★變身小小觀察家，一起去聖堂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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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互愛物資銀行

每月一次的發放日，是一場

小型盛宴：精心籌備的愛心

物資發放，早餐熱食提供，

關心健康病痛，打理儀容

門面的義診、義剪，志工與

關懷戶的親切互動，人潮川

流，成為巷弄最美的街景；

那麼，一年一度，席開30

桌，百餘關懷戶齊聚一堂，

像大家庭團聚般，溫馨飽足的圍爐饗宴，稱之為一場筵席慶典，一點

也不為過。

傾聽與承諾
「聖德蘭姆姆，請為我們向耶穌轉求，好使我們也能獲得恩寵，

細心親聽窮人、病患、邊緣者和弱小者的呼求。」（教宗方濟各）

天主教台中教區互愛物資銀

行秉持「惜食愛物、關懷貧困、

照顧弱勢、急難救援」的宗旨，

結合社會力量，互助互愛，實

踐耶穌為眾人僕役的濟世博愛精

神，成效卓著，備受肯定。

互愛物資銀行從2014年元

月開始，由訓練有素的教會志工

擔綱服務工作，到今年邁入第6

年的熱忱服務歷程。2019年共有1800人次的志工熱心參與，服務弱

勢家庭及邊緣戶，市府發放站計621戶，互愛聯盟店825戶，並協助大

甲、大肚分站共558戶募集物資，成果豐碩，為社會帶來正面溫馨的

力量。

每年歲末，志工團隊及早動員，親自打包

生活物資與年菜，並盡心籌辦圍爐餐會。邀請

愛心人士、協力單位共同參與 ，把關懷戶當成

設宴的嘉賓一般，一起分享美食佳餚，傳遞家

人般的溫暖關懷，也和協力單位彼此祝福，互

相打氣勉勵，別具意義的共融。

「孩子們，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而要

用行動和事實。」（若壹3:18）

台中教區大家長蘇耀文主教和主教公署署長

黃清富神父，長期關注鼓勵並實際參與互愛物資銀行的愛德服務，也

時時提醒志工們：以愛和行動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肖似耶穌的最小

兄弟姊們；更當回應教宗的邀請，走出舒適圈，聆聽窮人的呼喊，與

他們相遇，讓他們感受到愛的溫暖，並認識貧窮本身的價值。

每 次 服 務 ， 蘇 主 教 總 是 親

切關心問候關懷戶，像老朋友，

更像家人。蘇主教對志工們鼓勵

有加，所到之處，歡呼聲此起彼

落，熱鬧非凡！年終圍爐餐會，

主教公署有如舉辦喜宴慶典，停

車廣場淨空，搭起偌大的舞台與

棚架，以雀躍的心情歡迎嘉賓的

來到。

今年一如往常，圍爐餐會準時開始，蘇主教誠摯的致詞與降福，

揭開序幕；台中教區傳協會吳錦河會長關心互愛的關懷戶朋友與志工

夥伴，這兩年來都擔任主持任務，流暢且稱職地完成餐會每個階段，

氣氛熱絡，賓主盡歡。而全

國傳協陳磊仕主席的口才便

給，妙語如珠，給予心力和

財力的支持，不遺餘力，博

得熱烈的掌聲。

台 中 市 政 府 的 長 官 百

忙中也到場致意，去年盧秀

燕市長親臨與市民共融，分

享市府持續推動社會關懷政

策 ， 有 賴 民 間 社 福 團 體 協

助，更多的長照老人服務、獨居、弱勢家庭關懷，若能有像天主教台

中教區互愛物資銀行的長期協助，有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受惠，是市民

之福。今年社會局彭局長和救助科吳科長蒞臨餐會，與賓客們敬酒問

候，熱情寒暄，歡樂場面更勝往年。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是祢鼓舞了我，讓我超

越自己。

互愛物資銀行志工表演，

鼓舞人心，別開生面。

五 餅 二 魚 的 福 音 故 事 和

聖德蘭姆姆是互愛志工奉為圭

臬的學習對象。五餅二魚的奇

蹟邀請我們成為樂於和勤於奉

獻分享的人，聖德蘭姆姆畢生

的見證則鼓舞我們：心懷大愛

做小事。互愛物資銀行的志工

團隊，在劉燕沼主任及潘民華

督導帶領下，友愛團結，不斷成長。餐會伊始，劉主任潘督導二人，

一位溫柔優雅，一位慈祥穩健，連袂代表全體志工，感謝教區、公部

門、協力單位、愛心人士等，接著虔誠祈禱，祈願參與感恩圍爐的每

位來賓都領受到上主慈愛的祝福。

熱力十足的天使美女志工載歌載舞，是當天表演節目的重頭戲，

今年圍爐餐會表演的「天使心」與「健康不老歌」，發自內心深處的

勵志與期許，不渝的初心特別感人，加上林貴英老師的精湛指導，更

使得這支歌詠舞蹈扣人心弦！

世界窮人日的啟示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路六20)                                               

2017年慈悲禧年閉幕時，教宗方濟各訂定「世界窮人日」，希望

設在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的「世界窮人日」，促使普世教會的基督信

仰團體，為那些最卑微和最有需要的人，成為基督愛德更大的標記，

充滿福音的圓滿，展現耶穌對窮人特別的關愛。

至於深一層認識貧窮本身價值的靈修意涵，在3屆的教宗文告的

循循善誘下，以及透過與貧困弱小、邊緣卑微者的實際相遇的行動，

啟迪我們，原來：對基督的門徒來說，貧窮首先是一份召叫：去跟隨

貧窮的耶穌—走在祂後面，與祂同行。貧窮是一種內在的態度，意指

擁有一顆謙遜的心，接受身為受造物的有限度和罪性；避免將金錢財

富、事業成就和奢華享受視為人生的目的和幸福的條件。（教宗方濟

各文告第1屆世界窮人日）

《路加福音》第6章第20節所言：「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

天主的國是你們的。」如此，耶穌也邀請我們度簡樸、勤勞、刻苦的

生活，祂召叫我們分享那些最貧乏的人的生活、宗徒的生活，並最終

肖似耶穌。

台中教區互愛物資銀行，2020年感恩圍爐餐會，猶如一場天國的

喜宴，我們在聖善的恩典中，擁抱愛與希望，與耶穌同行。

（文‧游照美／圖‧王麗姍）

歲末圍爐感恩餐會 百餘關懷戶溫馨共融歲末圍爐感恩餐會 百餘關懷戶溫馨共融

台中教區互愛物資銀行台中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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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燈會2月8日在台中市后里馬

場森林主展區正式登場，台中教區和靜宜大

學聯手參與此次「好神宗教燈區」佈展；台

中教區燈區，以台中新地標，靜宜大學新落

成的主顧聖母堂為主燈，表達「基督光中，

擁抱世界，萬眾合一」的理念，教堂外觀如

竹筍，筍殼互相包覆，象徵「包容、互愛與

重生」；聖堂內部中間的畫版是由3千多張

世界各國的郵票組合成的耶穌像，代表世界

萬物都在耶穌的愛中。最內部「天主慈光」

燈座有鴿子、聖經、麥穗、百合花等圖案，

藉由燈光的投射，象徵天主的愛在人的心內

光照，更邀請所有人，接受世界之光，耶穌

的愛，獲享天父兒女的新生命，一起擁抱世界，使萬眾合一。

當日下午5時，台中教區燈區舉行答謝禮，台中教區大家長蘇耀文

主教首先歡迎大家的蒞臨，並感謝台中市政府邀請參展，以及靜宜大學

和各家協力廠商，連同籌備委員會和主內弟兄姊妹的大力支持、奉獻與

合作。在此時點燈，更別具意義，不只是外在燈區成果的展現，更是希

望讓更多的賞燈遊客藉此主燈，認識並接受天主照世真光耶穌的愛，點

燃每個人的心燈愛火；在生活中，藉由包容、互愛，讓個人、家庭、團

體、社會、國家得以更新重生，更加團結合一。雖然當下正面臨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的威脅，社會上彌漫著不安恐懼的氣氛，但我們深信，宗教

信仰必能帶給社會正向、溫暖、安定的力量，藉由天主的恩寵及內心原

有天主肖像的本性，發揮互愛互助的精神，克服恐懼，面對挑戰，度過

考驗。

市府民政局吳世偉局長蒞臨致詞說，感謝天主教參展，祝福燈展一

切順利，天主賜福！相信我們都能平安度過新冠病毒的疫情。靜宜大學

唐傳義校長表示：「今天是元宵節，傳統民俗要點燈崇敬上天，如同蘇

主教所說，我們點燃的是心中的燈，成為天主的燈照亮其他人。面對疫

情我們的恐懼往往來自正確知識不足，靜宜大學會努力幫助民眾正確面

對不可知的未來。如何防範感染？最好的方式是，用肥皂勤洗手30秒，

念一遍〈天主經〉或〈聖母經〉，大概就

30秒了，透過與天主、聖母的聖愛連結，

把手洗乾淨，隔絕接觸到的黏膜細菌。也

歡迎大家親臨靜宜大學主顧聖母堂，懷抱

感恩的心情和眼光，看著光影在不同時節

從不同方向投射於十字架，就像天主全方

位地愛著我們。光，來自天主，進到我們

心中，進而照耀他人，成為世界的光。」

隨後，在〈基督之光〉的歌聲中，開

始了點燈祝福禮。在恭讀《聖瑪竇福音》

「成為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後，蘇主教

說：「今天是元宵節，也是教會四大祈禱

日之一的『祈福日』，今天我們在此點燈

祈福更具意義，聖堂不只是外在的一座建築，更是天主臨在的之所。人

的內心深處，也是天主臨在的聖殿，讓我們藉由世界之光耶穌基督的

愛，點燃愛德的心燈，活出信仰的光輝，樹立善表，成為地上的鹽和世

界的光。我們祈求主顧聖母幫助我們，使我們藉著自己的言行，清楚反

映基督可愛的面容，成為保護個人和社會免於腐敗的鹽，並成為散發

光明和溫暖的光，以光明之子的精神前行，照亮世人，以光榮天主聖

父。」

接著，蘇主教為整個燈區灑聖水，祈願所有來此觀賞參與燈會的

人，在觀賞象徵上主光照所啟發創作的藝術作品時，自身也能蒙受主愛

光照，一起努力成為光明的兒女。而後眾人齊誦〈為早日脫離新型冠狀

病毒祈禱文〉，以及〈天主經〉、〈聖母經〉、〈光榮頌〉各一遍，祈

求天主俯聽我們的祈禱，大家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世界各國與人民都能

早日恢復平安快樂的生活。

唱 著 〈 在 光 明 中 行 走 〉 ， 我 們 也 邀 請 遊 客 們 一 同 倒 數 ：

「5,4,3,2,1」，燈區的燈全部亮起，四周響起歡呼讚嘆聲，彼此互祝「平

安喜樂！」。天色漸暗，氣溫漸低，然而，燈區溫暖的燈光和色調，伴

隨著使徒之音樂團歡愉輕快的歌聲，使每個人，打從心底油然生起溫馨

美好的正能量。（文轉5版）

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點燈祝福禮 2020台灣燈會天主教燈區點燈祝福禮 

天主慈光  照亮后里天主慈光  照亮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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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會福傳 聖堂花燈 引人入勝燈會福傳 聖堂花燈 引人入勝
台中教區參與2020台灣燈會，獨特的主燈外型，尚未點燈即吸引了

許多遊客佇足拍照，點亮之後更是吸晴，有人驚呼：「哇！聖堂就是花

燈！」整個燈區不論是聖堂、祈福樹、光之廊，都是民眾打卡拍照好亮

點，Q版耶穌、聖母燈偶大受歡迎；更有許多民眾手指比出愛心的模樣，

呼應可愛的主顧修女燈偶的愛心，一同入鏡，為燈區增添熱鬧的氛圍；

服務志工們邀請民眾在祈福卡上寫下心願或祈禱意向，掛在祈福樹上，

天主教友們會為大家的意向獻上祈禱，也許是新冠病毒疫情之故，平安

和健康是大家共同的心願；志工們也適時送上事先準備好的聖言卡，將

天主愛的話語與教外人士分享，給予真實祝福的能量。

走過光之廊，進入聖堂，在寧靜氛圍中，迎面一幅由近3千張各國世

界各國人物、風景、鳥獸、大自然的郵票黏貼成的耶穌像，代表世界萬

物都在耶穌的愛中，讓人不由得走近又走遠地細細端詳，如此的巧思創

意，令許多人都嘖嘖稱奇。圖像後方則是光之舞，閱讀著兩旁的圖卡說

明，比對著看到的聖堂造型和光影，讓民眾對教會圖案元素及聖堂設計

理念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雖然光源有些角度問題，大家仍紛紛合影，留

下美好的記錄。

今年的台灣燈會展期從2月8日至2月23日，台中教區各堂區、聖母

軍各支團、善會團體大力支援燈會各項事宜、值班服務，也提供表演節

目，讓會場在靜態展出外，還有與民眾的活潑互動，表演單位不只是堂

區教友們，有許多是平時和堂區已熱絡合作的社區或音樂教室。沙鹿天

主堂跨堂區聯合組成的聖采琪弦樂團、大甲天主堂和逗音樂坊、威貝樂

音樂教室攜手成立的弦樂團，成員們許多尚未是教友；太平天主堂課輔

班孩子們在神父、老師鼓勵下初試啼聲；國瑞國樂社、多位街頭藝人也

在音符中和神父成為好朋友，共襄盛舉教區活動；中興新村長青大學學

員以薩克斯風呈現他們的學習成果；藉由音樂作媒介，讓家長和孩子們

來到聖堂，在學習與共融中，自然而然地與天主相遇。

使徒之音樂團由多位擅長各式樂器的青年教友組成，平時就在教會

各活動音樂服事；原住民總鐸區的教友們不辭路途遙遠接力演出，帶給

大家熱情的天籟好歌聲；潭子菲律賓團體、豐原、后里、東勢、彰化等

堂區教友們，或是舞蹈表演，或是敬拜讚美，藉由不同的方式，讓前來

燈會的遊客們，在音樂魅力中感受到教會多元文化共融的美，以及教友

們正向盎然的福傳熱力。（文‧圖／黃琪珊）

大甲天主堂照顧弱勢朋友的活動從未停歇，

初始由瑪利諾會的本堂神父擔綱，近10幾年則由

本堂傳協會接手，在歲末農曆年前為弱勢家庭舉

辦寒冬送暖活動，送他們壓歲錢紅包過個好年，

讓貧困學子得以繳交學雜費；再加上這6年來教

區物資銀行每月的發放，大甲天主堂這兩項送暖

的工作都辦得有聲有色。

今年寒冬送暖的工作由傳協會社會關懷組的

陳宗城、潘義德兩位弟兄領軍，結合社會企業資

源與大甲農會的物資贊助，本堂弟兄姊妹們亦挽

袖出力，於1月12日在教堂舉行這一年一度的義

舉，發放給大甲、大安、外埔等區域弱勢貧困家

庭，特別是家遭變故的學生。當天關心學子的外

埔、東陽兩校校長特別撥冗蒞臨，除了感謝教會

外，也給學子加油打氣，並叮囑他們處逆境時不

要灰心喪志，將來有能力記得要回饋社會，這是

一項溫暖也頗具教育意義的活動。

每月發放物資的食物銀行，歲末這個月的發

放更選在1月18日，請關懷戶一起來接受天主的

祝福。我們邀請他們進入聖堂，由神父依序覆手

降福，並一一奉上紅包，祝福他們新的一年平安

順心。

這兩次的活動我們特別介紹天主教台中教區

成立互愛物資銀行的宗旨：愛分享、愛食物；分

享食物、分享愛。分享的不僅是一份物資，而是

一份愛，教會期許透過物資銀行的運作，連結各

種社會資源，加以妥善分配及靈活運用，並號召

社會大眾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與愛物惜物的

精神，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民眾。

關懷戶們很多是第一次進入教堂，修女播放

聖歌，柔和的燈光配上優美的聖樂，看著螢幕上

教會簡介的投影片，再加上神父與工作人員溫暖

的問候與祝福，用這種方式讓大家與主相遇，這

也是一種很好的福傳的方式。

期許未來的一年，我們能更盡心地關懷這些

弱勢團體，除了發放物資外，也能聆聽他們心靈

的困苦，給予精神上的支柱與安慰，我們期許能

付出的是長久的溫度，而非一時的熱度，將基督

的愛廣傳於人間。

（文‧彭秀滿、吳自珍／圖‧吳自珍）

耶穌之愛 照亮人心 光之廊 耶穌之愛 照亮人心 光之廊 

恆久的溫度 大甲天主堂寒冬送暖

（文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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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彌撒儀式中有信友禱詞，我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應該是關心

全世界的，我們教會的英文名字是Catholic，Catholic的原意是普世的意思，也

就是說，我們教會成立的時候就不是有地方性的宗教團體，而是全世界的。

可是，我們在台灣的教友卻不在信友禱詞中提到全世界的各種問題。這是值

得大家注意的。

以中東為例，敘利亞一直處於內戰之中，其實內戰又不是真的內戰，

很多國家在敘利亞都有駐軍，美國、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在敘利亞都有武

力。最近俄羅斯和敘利亞的政府軍對一個叫做Idlib的地區發動猛烈的攻擊，

這些攻擊造成大批難民，而這些難民也會逃亡到土耳其去，造成土耳其的嚴

重問題。這幾天，當地的氣候非常寒冷，已經有很多孩童因而凍死。

非洲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蝗蟲的災難，遭遇到這個災難的有衣索比

亞、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和索馬利亞，這些國家也都是窮困的國家。發

生蝗蟲災難使得他們雪上加霜，絕對會有饑荒。

我們做教友的，不能成天將自己封閉起來，只知道一些與我們有關的

事，而對敘利亞的難民和非洲的蝗蟲災難卻漠不關心，從來沒有為他們祈

禱。有一種可能是我們雖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一直有一個文化傳統，那就是

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們無法能夠像德蕾莎修女那樣，到別的國

家去關心最需要關心的人。

還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我們大多數的教友根本不知道敘利亞的戰事，

也不知道Idlib的難民災難。我們的媒體是不提這個問題的，我們教會的媒體

也很少提到世界上很多的災難，看教會媒體的人一定會覺得世界是相當美好

的。

要使我們的教友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愛心，必須要讓我們所有的教友

都知道天下大事。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和我們的教義有密切關係的，比方

說，今天國際媒體都報導德國的兇殺案，一位槍手一口氣殺死了十個人，這

十個人都是外來移民。德國最近有所謂的右派極端份子，這種人最近大肆表

示反對外來移民，可是這種想法不是根據經濟的現實，而完全是種族主義。

對他們來講，外來移民非我族類。種族主義者永遠是排外的，這種人在歐美

都有增長的現象。

我們做教友的人應該知道這種事情，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上很多問題都是

因為世界不僅沒有愛，而且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仇恨。耶穌基督要傳給世人的

福音其實就是要絕對地沒有仇恨。極右派份子已經變成了恐怖份子，要消滅

恐怖份子，不能靠武力，因為恐怖份子建築在仇恨之上，如果我們強調互相

相愛，我們其實是在消滅恐怖份子。

每年的將臨期，衛道中學都會為同學們規畫一系列的活動，希望藉著活

動，在校園中喜樂傳報天主的愛，分享主耶穌基督的誕生，為我們帶來喜樂

的生命，同時也增進校園內迎接聖誕節期的氣氛。系列活動內容包括：每年

舉辦的「聖誕關懷活動」，邀請全校每班認捐一份禮物，送給台中教區「慈

愛啟智發展中心」的院生及各班級，藉著學習在別人的需要上付出自己，並

讓院生們也能領受到聖誕節的溫暖；同時也邀請一個國二的班級，負責接待

及陪伴來衛道中學報佳音的慈愛啟智發展中心的院生，希望國二的同學們能

藉著關懷的行動，學習「愛與服務」。

2019年的聖誕關懷活動，負責接待陪伴的是國二5班的同學們，他們不

但慷慨接受服務的邀請，也在整個過程中，在導師的大力支持下，藉著班級

的團結合作，努力克服新手的困難，用心看到慈愛啟智發展中心院生們的需

要，並在喜樂中付出行動，讓國二5班師生及來訪的院生們共度開心共融的

美好時刻。

2019年12月17日當天，校長、副校長帶領國二5班同學一起歡迎慈愛

院生，並送給每位來訪的慈愛啟智發展中心的院生小禮物，接著就由5班同

學們帶領院生們進行活動。感謝天主，給了我們一個好天氣及滿滿的喜樂與

平安。自然而然地，大家都成為天主愛的器皿，一同分享屬天而來的赤子之

情。

活動後的學習單，幫助同學們透過省思，將行動整理成為真正的生命經

驗，以幫助生命的成長。（文‧圖／胡潔麗）

分享同學們藉著學習單所作的省思如下：

1.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為什麼？

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院生們積極認真的參與、班上的同學十分照

顧院生們，玩遊戲時，大家都很團結也很開心。看到院生們開心的樣子，

自己也跟著開心起來，在同學們彼此幫忙，協助院生進行活動下，感覺很

溫馨。

2.活動時，我的感受？

雖然一開始因不曾有相處的經驗而有點害怕、緊張，但是後來當看到

他們開心的樣子，就漸漸適應了且感覺很溫馨。雖然在活動中有很多小插

曲，不過，在跳Baby Shark的時候，院生們十分積極爭取跳舞的機會，而且 

機會繼續幫助他們。

3.我發現 ......？

原以為接待他們是很困難的事情，沒想到，其實還蠻好相處的。雖然

他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他們卻擁有很大的天真與熱情，當他們露出充

滿榮譽感的表情時，大家都感到十分開心。在相處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需

要尊重、友善、包容及耐心對待。世界上還有許多需要我們關懷的人，當

我們幫助別人時，自己也會感到快樂。 

4. 經過這一次的陪伴經驗，你覺得要如何才能做個稱職的陪伴者？如果再有

一次機會，你會做怎樣的調整？

一剛開始我還很害怕、緊張，但因為還沒有相處的經驗，相處一陣子

後，開始和他們聊天，發現他們也很風趣，和他們在一起要多一點耐心，

慈愛啟智發展中心的老師們就非常有耐心，他們對這些天真可愛的院生們

給予包容與關愛。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我會盡量陪伴他們，並帶領他們參

與更多活動。

5.心得

透過這一次的聖誕關懷活動，我了解到有先天障礙的人的不便，還有

如何去幫助他們，也學習如何與院生溝通，如果之後還有這種機會，我一

定會好好運用。我們應該要感謝上天，和父母親給我們的一切，如果一生

只單顧自己，這世界豈不是沒有愛心了嗎？關懷與感恩，是要對別人付出

的。常常手心向上，倒不如手心向下，給予別人愛與關懷。

李家同

衛道中學師生  愛的器皿  滿溢主恩衛道中學師生  愛的器皿  滿溢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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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區108年1~12月各聖堂為教區傳教奉獻25%(四分之一)統計表

108年台中教區各聖堂聖召後援會捐獻統計表  (108.01.01~108.12.31止)

台中教區108年1-12月
聖召基金收支明細表

台中教區108年經常費收入支出統計表

總    計 $6,299,098
鐸區 聖堂別  108/1-12月 鐸區 聖堂別  108/1-12月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主教座堂  1,410,692 彰
化
總
鐸
區

北斗天主堂  48,000 
復興路天主堂  280,000 溪州天主堂  - 
南屯天主堂  504,933 合興天主堂  160,300 
水湳天主堂 二林天主堂  47,000 
聖保祿天主堂  87,101 二水天主堂  41,002 
雙十路天主堂  258,632 

南
投
總
鐸
區

南投天主堂  49,058 
西屯天主堂  227,513 草屯天主堂  37,820 
善牧堂  79,724 中興新村天主堂  100,071 
霧峰天主堂  96,400 埔里天主堂
太平天主堂  60,000 水里天主堂  36,000 
大里天主堂  89,000 鹿谷天主堂  6,625 

台
中
市
第
二
總
鐸
區

豐原天主堂  360,000 竹山天主堂  95,767 
后里天主堂  31,663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中原天主堂  9,000 
東勢天主堂  119,485 武界天主堂  73,300 
環山天主堂 曲冰天主堂  74,519 
沙鹿天主堂  96,250 眉溪天主堂  90,000 
清水天主堂  64,609 霧社天主堂

大甲天主堂  134,900 春陽天主堂  35,000 

彰
化
總
鐸
區

彰化天主堂  320,497 萬大天主堂  26,943 
員林天主堂  357,000 地利天主堂  124,928 
田中天主堂  250,000 羅娜天主堂  37,000 
羅厝天主堂  84,000 久美天主堂  15,500 
永靖天主堂  39,466 中正天主堂  125,000 
鹿港天主堂  114,400 東埔天主堂
和美天主堂

小計  5,066,265 小計  1,232,833 
＊統計基準為108年12月31日止匯款為準。

 支出科目 / 金額 

修士學雜費生活費  1,387,866 

修士神父醫療費  331,639 

牧靈活動費  250,287 

司鐸進修費用  819,439 

合計  2,789,231 

 收入科目 / 金額 

聖召後援會  2,318,666 

聖召奉獻  215,600 

神父第二台彌撒  132,600 

合計  2,666,866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科    目 金額 科    目 金額

堂區神父生活費負擔  7,054,750 神父修女生活費暨員工薪津  19,413,365 

堂區1/4月定奉獻收入  6,299,098 聖召-修士學雜費暨生活費  1,387,866 

一般奉獻-為教區  2,153,971 聖召支出  1,401,365 

一般奉獻-聖召後援會  2,318,666 辦公行政費  474,469 

一般奉獻-為聖召  348,200 牧靈福傳活動費  3,322,326 

特別奉獻 郵電費  103,458 

利息收入  167,144 水電燃料費  342,025 

其他收入  117,013 修繕費  884,309 

傳愛後援會  209,100 勞退金費用  1,239,128 

齊塔基金  2,171,050 稅捐費 (一般)  122,834 

教廷補助  588,800 稅捐費 (地價稅)  401,423 

租金收入  2,471,998 租金支出  53,131 

其它支出  927,160 

勞健保費  2,401,698 

竹山玫瑰啟能中心購地貸款利息  93,126 

捐贈 (上智研究院)  1,000,000 

捐贈 (緬甸急難救助)  217,105 

捐贈 (明愛會)  50,000 

收入合計  $23,899,790 支出合計  $33,834,788 

本期餘絀 -$9,934,998

總      計 $2,318,666

鐸區 聖堂別 108年 鐸區 聖堂別 108年

台
中
市
第
一
總
鐸
區

主教座堂  273,316 

彰
化
總
鐸
區

田中天主堂  295,400 

復興路天主堂  178,200 北斗天主堂  59,600 

南屯天主堂  179,650 溪州天主堂  - 

水湳天主堂  159,900 合興天主堂  45,800 

聖保祿天主堂  16,400 永靖天主堂  24,000 

雙十路天主堂  186,500 二林天主堂  28,800 

西屯天主堂  - 二水天主堂  20,200 

善牧堂  - 
南
投
總
鐸
區

南投天主堂  - 

霧峰天主堂  79,300 草屯天主堂  16,000 

太平天主堂  - 中興新村天主堂  25,900 

大里天主堂  71,400 埔里天主堂  50,600 

台
中
市
第
二
總
鐸
區

豐原天主堂  53,900 水里天主堂  32,800 

后里天主堂  10,200 竹山天主堂  24,000 

東勢天主堂  16,600 

原
住
民
總
鐸
區

中原天主堂  - 

環山天主堂  - 法治天主堂(武界)  - 

沙鹿天主堂  - 曲冰天主堂(萬豐)  - 

清水天主堂  4,400 眉溪天主堂(南豐)  - 

大甲天主堂  31,000 霧社天主堂  - 

彰
化
總
鐸
區

彰化天主堂  213,610 春陽天主堂  - 

員林天主堂  108,000 萬大天主堂  - 

鹿港天主堂  37,200 地利天主堂  32,200 

和美天主堂  - 羅娜天主堂  18,790 

羅厝天主堂  - 東埔天主堂  25,000 

小計  1,619,576 小計  699,090 

* 統計基準為108年12月31日止匯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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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名氏  1,000  蔡張○玉  3,000 

 為聖召 
 陳○濟  2,000  隱名氏  2,400  蘇○納  30,000 

 為堂區神父自養金 
 鹿港天主堂1  11,000  豐原天主堂1  27,000  二林天主堂  5,000 
 水湳天主堂1-2  44,000  東勢天主堂1  23,800  眉原天主堂1-2  2,000 
 彰化天主堂  82,250  南投天主堂  46,200  田中天主堂  47,600 
 太平天主堂11-12  42,000  草屯天主堂  23,100  竹山天主堂1  10,000 
 后里天主堂  14,000  合興天主堂1  23,100  溪州天主堂  6,000 
 主教座堂  47,600  復興路天主堂  23,800  沙鹿天主堂1-3  72,000 
 員林天主堂2  24,000  南屯天主堂  46,200  武界天主堂10-12  18,000 
 大甲天主堂  60,000  中興新村天主堂2  23,100  霧社天主堂1-2  14,000 
 久美天主堂  18,000  埔里天主堂  15,200  善牧天主堂1-2  46,200 
 西屯天主堂2-3  37,090  中原天主堂  6,800 

 為聖召後援會 
 北斗天主堂12  4,800  東勢天主堂1  4,400  羅娜天主堂  4,800 
 水里天主堂  7,400  合興天主堂1  3,900  彰化天主堂2  38,800 
 二林天主堂  6,000  豐原天主堂12  2,300  竹山天主堂1  2,000 
 大甲天主堂  23,800  聖保祿天主堂  3,000  主教座堂  27,539 
 田中天主堂1  86,700  南屯天主堂  39,600  霧峰天主堂1  2,000 
 復興路天主堂  36,600  永靖天主堂  2,000  清水天主堂  2,400 
 水湳天主堂12-1  12,800  埔里天主堂2  4,500 

 為國際援助 
 林○輝  1,500  余○燦  1,000  蘇○瑞  2,000 
 郭○玲  1,000 

 為物資銀行 
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隱名氏  5,400  林○珠  20,000 
 林○玄  3,000  游○美  3,000  林○溪  3,000 
 彭○玲  6,000 

為留下瑪利諾會會館          截至2020/02/15止, 總額為$96,687,482元 
 隱名氏  3,600  陳○楠   1,000  林○文  6,000 
 徐○昭  23,100  張○珮   500  莊○雅  1,000 
 陳○來  10,000  林○伶   500  吳○棻  960 
 江○桂  20,000  劉○珍   500  張○杰  1,000 
 林○至  5,000  沈○杰   1,000  宋○玖  2,000 
 黃○玉  4,000  史○諾  2,000  蔡○君  10,000 
 巴○珍  1,000  張○政  30,000  陳○玲  15,000 
 豐原泡菜義賣  13,800  許○龍  30,000  周○霆  10,000 
 王○真  10,000  邱○坤  1,000  周○瑜  10,000 
 楊○原   500  巴○珍  500  周○宏  10,000 
 張○敏   500  陳○瑋  2,000  主教座堂教友們  88,200 
環山天主堂教友們  10,000 草屯天主堂教友們  9,500 中正天主堂教友們  60,000 
東勢天主堂教友們  34,700 彰化天主堂教友們  12,236 田中天主堂教友們  5,000 
南投天主堂教友們  8,500 鹿谷天主堂教友們  6,000 太平天主堂教友們  20,600 
雙十路天主堂教友們  16,000 聖保祿天主堂教友們  2,000 竹山天主堂教友們  20,000 

 為發祥天主堂 
 詹○林  10,000 

 為善牧天主堂 
 吳○娥  6,000  李○熙  10,500 

 為監獄牧靈 
 隱名氏  2,970 

 為傳愛580 
 莊○聰  1,000  蔡○舟  6,000 

 為2020台灣燈會 
 隱名氏  1,000  林○吉  6,000  李○民  2,000 

 為傳愛後援會 
 林○吉  20,000 

 為傳教節 
 清水天主堂  500 

 為主顯節 
 清水天主堂  5,300  大甲天主堂  3,000  草屯天主堂  11,918 

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09/11/01~109/02/15）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09/01/11~109/02/15）臺中教區奉獻徵信錄（109/01/11~109/02/15）

2020年03月 2020年03月 臺中教區月誌臺中教區月誌臺中教區月誌臺中教區月誌8
．教區訊息．

一、明供聖體祈福會：你們要歡喜踴躍
       時間：3/7（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地利天主堂 (南投縣信義鄉開信巷34-3號）
       神師：鄭文宏蒙席、黃清富神父
       主辦：天主教台灣神恩復興運動台中教區推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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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莊姐妹 0912-955-809 (上午10:00至晚上8:00)
二、幸福相約~婚前十堂課
       時間：3/14(六)下午13:30-20:00 ;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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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傳真：04-22052824 4.e-mail: ppi.taiwan185@gmail.com
三、2020台中教區青年日：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吧
       時間：3/28（六）9:00報到（地理中心碑）～16:00結束（埔里天主堂）
       主辦：台中教區青年牧靈委員會
       內容：青年共融、行動福傳、要理講授、青年彌撒
       費用：每人100元

       報名： 電話04-22075678或E-mail:ycs.tch@gmail.com 請洽青年牧靈委員
會，3/16截止

四、台中教區夫婦婚後牧靈輔導方向進階培育課程
       時間：4/25(六)上午9:00-17:00 ; 4/26(日)上午9:00-17:00
       地點：上智社教研究院（台中市北區衛道路185號）
       主辦：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承辦：上智文教基金會-上智社教研究院台中教區傳協會、台中教區家  
                庭委員會
       協辦：台中教區傳協會、台中教區家庭委員會
       師資：葉佳艷教授
       對象： 1.所有聖職人員2.目前正進行陪伴家庭及婚姻輔導的分享夫婦、

種子夫婦、各堂區家庭組夫婦
       費用：每人500元（含午餐費）
       報名： 1.線上報名：http://www.ppi.org.tw 2.電話：04-22059621莊秘書

3.傳真：04-22052824 4.e-mail: ppi.taiwan185@gmail.com即日起
開始報名，額滿為止

五、每月退省
       時間：3/17（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二）下午1:30~4:30
       地點：復興路天主堂
       主辦：主業團的神父、老師
       對象：女性平信友
       聯絡：歡迎參與，不需報名

☆ 基 督 的 饗 宴 ☆

         

  1日 2020燈會教區燈區籌備會議於后里天主堂召開。

  2日 奉獻生活者日。主教前往上智律師聯合事務所舉行祝福禮。

  4日 主教前往台北。

  5日 教區騎士聯誼會聚會，主教前往勉勵。2020台灣燈會燈區試營運，主教  

         訪視天主教燈區。

  6日 教區教務會議。南屯天主堂區第一期工程簡報會議於公署舉行。

  7日  主教前往田中主持耶穌聖心修女會修女發願慶祝感恩彌撒。主教前往曉

明女中主持聖母聖心修女會修女發願慶祝感恩禮。輔仁大學聖伯敏神學

院艾神父來訪。

  8日  教區傳協會常務委員會議共融於后里天主堂舉行。主教前往2020台灣燈

會后里主燈區，主持天主教燈區點燈祈福儀式。

  8日-23日 2020台灣燈會 教區以靜宜大學主顧聖母堂造型花燈參展。

  9日 主教前往沙鹿天主堂主禮感恩祭及教友堅振禮。

10日 旅北教友來訪。

2020年02月台中教區、主教行事錄
11日 教區司鐸月退省復興路天主堂舉行。

12日 主教前往參加市政府顧問會議。
13日 教區教務會議。總修院大修士來訪。
15日 教區禮儀委員會會議於公署舉行，主教與委員共融。
17日 主教關懷處理二林天主堂社區長照關懷據點事宜。
18日 主教訪水里熙篤隱修院，為楊道方修士安息主懷祈禱。
19日 主教與101慕道班負責人會議。
20日 教區教務會議。
21日 主教主持上智董事會會議，並參訪綠生農場。
22日 主教訪教區互愛物資銀行。
23日 主教前往2020台灣燈會后里主燈區，主持天主教燈區閉幕感恩祈禱會。
24日 2020台灣燈會后里主燈區，天主教燈區撤場。
25日 主教前往輔仁大學主持董事會小組會議。
26日 四旬期開始（聖灰禮儀）。日月潭聖愛園地聖愛一號事宜會議。
27日 主教前往輔仁大學參加江漢聲校長續任感恩祈福彌撒。
28日 和平紀念日。
29日 主教前往新莊恆毅中學參加主徒會張振東神父殯葬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