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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教區福傳大會邀請名單 
新竹教區福傳大會邀請名單(2021/4/24) 

堂區 

堂區 本堂神父 副本堂/修女/傳道 會長 編號 

聖母聖心主教座堂 河鏞國神父 丁賢修女 戴文弟兄 1-3 

耶穌聖心堂(西門街) 柯嘉思神父 紀明森神父 林滿茹姐妹 4-6 

聖若望堂(延平路) 
杜貴仁神父 

 李黛新姐妹 7-8 

玫瑰聖母堂(牛埔)  無會長  

保祿堂(東大路) 端光長神父  魏慧珍姐妹 9-10 

聖若瑟堂(水源街) 蘇約諾神父 周雅風神父 沈祺琳弟兄 11-13 

加爾默羅聖母堂 葉元良神父  李佩玲姊妹 14-15 

聖神堂(光復路) 阮西滿神父 文衛雅神父/柳慧精修女 鄭淑惠姐妹 16-19 

聖家堂(關東橋) 白孟谷神父  譚珊芝姊妹 20-21 

聖彌格爾堂(建功路) 蘇約諾神父  李惠芳姐妹 22 

天主聖三堂(香山) 陳新偉神父 王世如神父 張建家弟兄 23-25 

聖母升天堂(湖口) 白正龍神父  陳仁忠弟兄 26-27 

聖母領報堂(新豐) 

融方濟神父 

歐思鼎神父 陳淑貞姊妹 28-30 

耶穌聖心堂(竹北) 金勉呈修女 溫國壢弟兄 31-32 

聖女德蘭堂(六家)  蔡美泓姐妹 33 

聖母聖心堂(寶山) 劉丹桂主教  無牧委會 34 

聖若瑟堂(新埔) 歐瑪竇神父  黃鳳嬌姐妹 35-36 

耶穌聖心堂(關西) 蘇  樂神父 
蔡世龍神父/羅金英修女 

嚴春得修女 
黃振楠弟兄 

37-41 

聖亞納堂(馬武督) 金成奐神父  周仕松弟兄 42-43 

無玷聖母堂(竹東) 高立良神父 林寶貴傳道 李惠鈞弟兄 44-46 

橫山聖若瑟堂(九讚頭) 
蔡銘勝神父 

鄒正倫修女 徐少杰弟兄 47-49 

耶穌聖心堂(芎林)  李文致弟兄 50 

基督救世主堂(五峰) 夏靜安神父  朱巧蓁姊妹 51-52 

五峰十字架堂(清泉) 丁松青神父 葉靜娟傳道 張光宏弟兄 53-55 

露德聖母堂(尖石) 丁立偉神父  張松雄弟兄 56-57 

聖伯多祿堂(水田) 
南耀寧神父 

陳燕萍修女 葉俊宏弟兄 58-60 

聖母聖心堂(石磊)  李秋美姐妹 61 

瑪利亞天主之母堂(秀巒) 高立良神父  高春美姐妹 62 

聖母聖心堂(成功路) 張文福神父 

王世龍神父/徐謙惠修女

陳敏惠傳道/黃淑慧傳道

邱智孚傳道 

許世杰弟兄 

63-69 

救世主堂(民族路) 
黃啟才神父 

 無牧委會 70 

聖三堂(永樂街)  羅秉源弟兄 71 

聖體堂(保羅街) 黎文廣神父 車晏儀傳道 曾昱彰弟兄 72-74 

龜山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阮泰山神父  路永遠弟兄 75-76 

八德聖母升天堂 阮文雄神父 徐小雲傳道 陳國煌弟兄 77-79 

八德聖彌額爾堂 阮有進神父  林政廷弟兄 80-81 

平鎮聖母無玷之心堂 石鎮旭神父  吳亨鑫弟兄 82-83 

中壢耶穌聖心堂 范進城神父 阮英俊神父/麥麗露修女 章惠元弟兄 84-87 



 

2 
 

附件一 

新竹教區福傳大會邀請名單 
 

堂區 本堂神父 副本堂/修女/傳道 會長 編號 

聖瑪利亞堂(山仔頂) 金大映神父  王玉華姐妹 88-89 

聖安多尼堂(內壢) 金載原神父  安光耀弟兄 90-91 

龍潭聖家堂 
陳志對神父 

 孫步雲弟兄 92-93 

十一份聖母升天堂  何 翊弟兄 94 

大溪聖方濟堂 黃敏正神父  桂清平弟兄 95-96 

大溪法蒂瑪聖母堂 葉書源神父  黃英明弟兄 97-98 

大溪耶穌君王堂 巫福生神父  無牧委會 99 

復興鄉聯合堂區 林其鏘神父 董青竹修女 陳昭光弟兄 100-102 

耶穌君王堂(大園) 

大園中華殉道聖人堂(埔心)  

聖母憂苦之慰堂(觀音) 

唐慕華神父 陸忠信修女 

潘信雄弟兄 

103-105 

楊梅法蒂瑪聖母堂 林思川神父  白雁浦弟兄 106-107 

蘆竹耶穌聖母聖心堂 

何正言神父 

  尹人傑弟兄 108-109 

埔心聖若瑟堂  葉衛民弟兄 110 

大華天主堂  張正在弟兄 111 

富岡聖若瑟堂 
阮高智神父 

 曾德平弟兄 112-113 

新屋耶穌聖心堂  邱明仁弟兄 114 

北苗玫瑰堂 
魏明禮神父 

陳榮藏傳道 無牧委會 115-116 

南苗聖亞納堂 王怡文傳道 譚垂國弟兄 117-118 

頭份天上之母堂 柳善鐘神父 彭振坤神父 陳慶源弟兄 119-121 

竹南聖家堂 
沙志勇神父 

 黃聰敏弟兄 122-123 

後龍聖母無原罪堂  張玉鳳姊妹 124 

大湖聖若瑟堂 李東潤神父  范玉蓮姊妹 125-126 

通霄法蒂瑪聖母堂 
郭碩熹神父 

 無會長 127 

苑裡耶穌聖心堂  易充邦弟兄 128 

銅鑼聖瑪利亞堂 梁在五神父  賴松吉弟兄 129-130 

三義瑪加利大堂 
樂納德神父 

 李漢嶔弟兄 131-132 

卓蘭聖伯多祿堂  葉仕漢弟兄 133 

公館聖保祿堂 陳志強神父  楊鳳娥姐妹 134-135 

南庄聖母無玷聖心堂 金炫泰神父  高志慶弟兄 136-137 

泰安聯合堂區 潘隆義神父 唐立明神父/吳國雄傳道 楊蒼宏弟兄 138-141 

委員會及其他代表 

單位 代表 編號 

學前教育管理暨研發委員會  142 

青年委員會  143-144 

教育文化委員會  145 

社福管理委員會  146 

修女聯合會  147-148 

仁慈醫院  149 

保祿醫院  150 

移民移工  15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