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2017牧靈成果 聯絡人：劉方伶
電話：(03)5254198分機224，傳真：(03)5264786

電子信箱：funni38@hcd.org.tw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56-1號

編號 日期 種類 項目 名稱(選填)
服務
人數

內容及效益 總場數
受益
人次

1 1~12月 禮儀 主日彌撒 主日彌撒 10人/次

活動內容：每週六晚上7：30、週日早上9：

00舉行彌撒。神父接受教友辦告解，針對當

日福音為教友解說。

活動效益：歡愉的心情參加彌撒聖祭，聆聽

當日福音，遵照執行。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應

與耶穌度一樣的生活，我們應效法耶穌「仁

愛寬恕、不輕易發怒」

106 4992

2 1-12月 禮儀 平日彌撒 平日彌撒 4人/次

活動內容：

原則上，星期二晚上7：30及星期五早上9：

30舉行彌撒，遇特殊狀況(颱風、神父出國)

會暫停。

活動效益：

多參加彌撒聖祭，了解耶穌之苦難及復活。

我們以熱誠的愛德，歌頌基督的死亡，以活

潑的信德，頌揚他的復活。

104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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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種類 項目 名稱(選填)
服務
人數

內容及效益 總場數
受益
人次

3 1-12月 牧靈關懷
愛德／志工

服務
志工服務 10人/場

活動內容：

每星期二早上9：00至仁愛之家，探視住

民、福音分享、聖歌帶動唱。每個月第二

星期的星期二，神父前往主持彌撒。

活動效益：

藉由福音傳遞耶穌的愛，老人因關懷面露

笑容，帶動唱減少其焦慮，總是以愉悅歡

欣的心情，等待每星期我們的前往。住民

因長時間接觸福音，進而了解耶穌為世仁

所受之苦難和復活，接受洗禮。

48 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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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月 牧靈關懷
探望長／病

者
關懷訪視

4-6人/

趟

活動內容：

聖母軍團員，不定期探訪久未進堂教友，以便

了解原因。醫院探訪生病教友給予協助，並為

身體虛弱、行動不便，無法進堂之教友送聖

體。

活動效益：

了解在主內我們都是一家人，應彼此關懷幫

助。祈求仁慈的天主垂顧我們，天主的恩寵就

是我們的希望。

64 320

5 2/18 活動 朝聖
法蒂瑪聖母態像

朝聖
2人

活動內容：台北輔仁大學，參加慶祝法

蒂瑪聖母顯現百年紀念，國際巡迴祈福

禮。

活動效益：聖母在法蒂瑪顯現，不是探

往，是來勸告，我們要感謝聖母，順聽

母親的勸告。

2
21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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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20 培育 慕道班 成人要理班 2人

活動內容：信仰的宣認、基督奧蹟的慶

典、在基督內的生活、基督徒的祈禱。

活動效益：宣講福音而來的最佳回應就

是聖事的生活。已領洗的教友在行為和

倫理選擇上，應忠於所宣認和慶祝的信

仰。

29 160

7 2/27-28 培育 培訓

兒童信仰教育：

用心的眼光看天

主

1人

活動內容：2/27-28兩天，新竹教育學

院接受兒童信仰教育培訓課。

活動效益：信仰基礎應在小時候奠定下

來，因此我們更該重視主日學事工，讓

孩子從小親近天主。

2 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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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12 靈修祈禱 避靜
主題：

方濟忠告集

活動內容：

神師江培瑜神父。主題方濟忠告集。

活動效益：                     方

濟是基督的活像，徹底實踐了福音生活

，是我們追隨基督最完善的楷模。

1 52

9 1-12月 禮儀 聖洗聖事 領洗
3-4人/

場

活動內容：

2017年有陳曦、陳琪、官芷婕、林宇

哲、林芸穗、黃姿潁、黃律凱、林月

桂、蔣家懋、蔣憶瞳、共計10位接受領

洗。                           活

動效益：經聖洗聖事，在基督內成為天

主鍾愛的子女。更接近天主。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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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19 禮儀 慶節彌撒 堂區主保日 6人

活動內容：

彌撒後舉辦一家一菜，共融餐會。

活動效益：

天主揀選聖若瑟為天主之母童貞瑪麗亞

淨配，立他為聖家之長，守護因聖神降

孕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體會在天主內的大家庭共融，增進互

動、並做信仰分享。

1 54

11 3/24 禮儀
特殊意向彌

撒

聖週四明供聖體

聖體降福
3人

活動內容：

教友集合，主禮披上披肩，將聖體請到

祭台上→朝拜聖體→降福後將聖體請回

聖體櫃。

活動效益：

瞻仰、朝拜聖體，表達我們對耶穌確實

臨在於，聖體聖事(祝聖後的麵餅)內的

信仰。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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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2月 禮儀 其他 殯葬彌撒 8人

活動內容：

2017/5/29劉姚雲仙往生，遵照遺願及家

屬同意於6/10依天主教儀式舉辦殯葬彌

撒。

活動效益：

奉天主榮召回歸天鄉，上主求你賜給亡

者永遠的安息，並以永恆的光輝照耀

她。

1 42

13 4/9 禮儀 慶節彌撒 聖枝主日 12人

活動內容：

聖枝遊行：教友於聖堂外右側集合，由提香

爐者燃香領隊，教友每人手拿聖枝。

活動效益：

教會在今天起，紀念主耶穌基督榮進耶路撒

冷，完成祂的逾越奧跡，也就是祂的聖死和

復活。我們要懷著信心虔誠地紀念這個使人

得救的史實，追隨主基督，同祂一起背負十

字架以求分享祂的復活和生命。

1 56

第 7 頁，共 29 頁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2017牧靈成果 聯絡人：劉方伶
電話：(03)5254198分機224，傳真：(03)5264786

電子信箱：funni38@hcd.org.tw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56-1號

14 4/13 禮儀 慶節彌撒
聖週(主的晚餐

彌撒)
12人

活動內容：

＊濯足禮-特選12位教友，由輔祭引導至

特定座位，然後由主祭到教友跟前以水

洗腳，並以毛巾擦乾。

＊遷供聖體-

活動效益：

我們要以主耶穌基督十字架而誇耀，靠

著祂我們才能得到救援，生命和復活。

藉著祂，我們獲得了解救和自由。

1 50

15 4/14 禮儀 慶節彌撒 主受難日 12人

活動內容：

紀念救主受難、朝拜十字架

活動效益：

基督雖然是天主子，仍然服從致死。所

以我們應懷著依恃之心，來到祂恩寵的

寶座前，領受慈愛與恩寵，作為即時的

助佑。

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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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15 禮儀 慶節彌撒 復活節前夕 12人

活動內容：

夜間彌撒、燭光禮

活動效益：                     這

一夜是為上主守夜而定，就如我們應向

忠實的僕人，手持油燈等著主人的歸

來。

1 50

17 4/16 禮儀 慶節彌撒 復活主日 12人

活動內容：

慶祝耶穌復活

活動效益：

藉由共融餐會、尋找復活蛋，彼此交流

，建立信、望、愛。感謝聖母轉禱。

但願我們虔誠的奉獻上達於你的台前，

仰賴聖母的代禱，求你以聖愛之火燃燒

我們的心靈。

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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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月/10

月
靈修祈禱 家庭祈禱 唸玫瑰經 1人

活動內容：

至教友家中念玫瑰經、唱聖歌、祈禱、

神父降福。

活動效益：

家庭不只是教會牧靈關懷的對象，也是

教會福傳最有利的行動者，藉由祈禱建

立信、望、愛的福傳。

10 154

19
7/1至

7/6
兒青 營隊 兒童暑期夏令營 12人

活動內容：

聖經要理、聖歌教唱、團康遊戲、美勞

及DIY點心製作。

活動效益：

信仰基礎應在小時候奠定下來，利用暑

假，讓孩子們在輕鬆的環境下，認識

「耶穌基督、天主的的獨生子、我們的

主」，讓孩子從小親近天主。

6天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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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6 禮儀 慶節彌撒 原住民日 10人

活動內容：

原住民豐年祭彌撒、共融餐會、原住民

大會舞表演。

活動效益：

豐年祭是一種慶祝生命、緬懷祖先、感

謝上主的慶典。將天主教禮儀與原住民

傳統祭典融合。

14 135

21 10/1 活動 其他活動 中秋共融烤肉 3人

活動內容：

烤肉

活動效益：

體會在天主內的大家庭共融，彼此交流

互動、並做信仰分享。

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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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月 培育 慕道班 兒童主日學 7人

活動內容：

10/8起，每個星期日彌撒後，時間1個半

小時，聖經要理及聖歌教唱。

活動效益：

延續暑期夏令營，讓孩子們更加認識

「耶穌基督、天主的的獨生子、我們的

主」。

16 151

23
11/23-

27
活動 朝聖 廈門朝聖 2人

活動內容：

何正言神父帶隊，主內弟兄姊妹21人至

廈門朝聖。

活動效益：

參訪拜會當地教堂，參與彌撒聖祭，交

流聯誼，並做信仰分享。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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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9/10 活動 朝聖
屏東萬金聖母聖

殿
1人

活動內容：

坐遊覽車，到屏東萬金聖母聖殿，參加

萬金開教156週年慶典。

活動效益：

天主透過聖母的無染原罪，為他的聖子

準備相稱的宮殿，而教友也是天主的宮

殿，期望教友都能效法聖母，充滿信德

與愛德。

1 16

25

12/17及

12/19.12/

21
活動 報佳音 報佳音 22人

活動內容：

到市場、賣場、車站……唱聖歌、分送

糖果、神父降福。

活動效益：

預報耶穌的誕生及聖誕節的意義，將聖

誕節歡欣的氣氛及天主教的祝福，分享

給大家。

3 約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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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2/31 活動 其他活動 聖家節共融 10人

活動內容：

共融餐會(外燴)、舞蹈、話劇表演、小

提琴、口琴、手風琴、陶笛演奏。

活動效益：

體會在天主大家庭的共融，祈求天主賞

賜我們能效法聖家的榜樣，感謝天主的

眷顧。

1 92

27 7/15 禮儀 婚姻聖事 婚配彌撒 10

活動內容：

張鴻達(若望)、蔡佩容(瑪麗亞)，經過

婚前輔導，2017/07/16在天主的見證下

及主內弟兄姊妹的祝福聲中，舉行婚配

彌撒。

活動效益：

在主的見證下，建立美好婚姻生活。

1 96

總鐸／主任司鐸／神師 何正言神父 牧靈委員會長／召集人 邱美惠

※填寫完成後請
1)將電子檔MAIL本案連絡人
2)列印紙本，務必經總鐸／本堂神父及牧委會會長，或委員會／一般
教友組織神師及召集人簽名後，寄回聯絡人。
3)於2018年1月31日（三）前繳回簽名之紙本及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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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成後請
1)將電子檔MAIL本案連絡人
2)列印紙本，務必經總鐸／本堂神父及牧委會會長，或委員會／一般
教友組織神師及召集人簽名後，寄回聯絡人。
3)於2018年1月31日（三）前繳回簽名之紙本及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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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照片一 活動照片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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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照片一 活動照片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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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第 18 頁，共 29 頁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2017牧靈成果 聯絡人：劉方伶
電話：(03)5254198分機224，傳真：(03)5264786

電子信箱：funni38@hcd.org.tw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56-1號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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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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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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