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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來台的經過早期來台的經過作為赴日及大陸的跳板作為赴日及大陸的跳板

1216 1216 道明會正式成立道明會正式成立

15521552聖方濟各．沙勿略死於上川，利瑪竇聖方濟各．沙勿略死於上川，利瑪竇
生．生．

15711571西班牙佔領菲律賓西班牙佔領菲律賓

15871587豐臣秀吉禁教豐臣秀吉禁教

16011601利瑪竇進入北京利瑪竇進入北京

16191619往福州船海難往福州船海難,,漂至台灣漂至台灣,,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16261626二月帆船十二條來台二月帆船十二條來台,,四位神父四位神父,,一位修一位修
士隨軍而至士隨軍而至..
16261626起起,,在北台灣傳教在北台灣傳教, , 有原住民有原住民,,漢人漢人,,日人日人
及菲律賓人及菲律賓人..



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
第一次入台：第一次入台：16261626--16421642
公元一六二六年二月八日，道明會玫瑰會會長巴公元一六二六年二月八日，道明會玫瑰會會長巴
爾多祿爾多祿‧‧馬丁尼馬丁尼((BartolomeBartolome‧‧MartinezMartinez))率領四位神率領四位神
父及一位修女，方濟各從菲島馬尼拉，搭上西班父及一位修女，方濟各從菲島馬尼拉，搭上西班
牙軍的十二帆船隊之艦隻，領航將軍是牙軍的十二帆船隊之艦隻，領航將軍是(Antonio (Antonio 
CarrenoCarreno de de ValalasValalas))，，船行三月，五月十二日全隊船行三月，五月十二日全隊
人馬到達大雞籠與和平島落腳，他們將基隆港取人馬到達大雞籠與和平島落腳，他們將基隆港取
名為三位一體港，即名為三位一體港，即((SantisimaSantisima Trinidad)Trinidad)，，又將港又將港
外之小島命名為和平島，意思是救世主，即外之小島命名為和平島，意思是救世主，即(San (San 
Salvador)Salvador)，，不久在此小島設立要塞和砲台，並展不久在此小島設立要塞和砲台，並展
開向土著傳教工作。開向土著傳教工作。

入台傳教士共有入台傳教士共有3434人，少數方濟會士．人，少數方濟會士．



第一期的幾件相關事務第一期的幾件相關事務

1. 1. JacintJacint Esquivel:Esquivel:編纂編纂《《蕃語基督聖蹟蕃語基督聖蹟》》,,
《《蕃語辭典蕃語辭典》》作為傳教及與社會接觸之介作為傳教及與社會接觸之介

面面..
2. Francisco 2. Francisco VaezVaez, 1633 , 1633 為調和淡水兩原為調和淡水兩原
住民族之衝突住民族之衝突,,被殺殉教被殺殉教..
3. Luis 3. Luis MuroMuro, 1636 , 1636 隨軍途中被伏擊而死隨軍途中被伏擊而死..



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

第二次入台：第二次入台： 18591859--1895:1895:道明會道明會,,有有2222人來人來
台台．．

從高雄進入，以天津條約為依據．從高雄進入，以天津條約為依據．

受到一般漢人的抵制，轉向平埔族傳教，受到一般漢人的抵制，轉向平埔族傳教，
漸及漢人．漸及漢人．

高雄，台南，羅厝再回嘉義雲林一帶．高雄，台南，羅厝再回嘉義雲林一帶．

走平民路線，與基督教長老會之以教育醫走平民路線，與基督教長老會之以教育醫
療不同．療不同．



天主教第二次入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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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入台後的幾件相關事務二次入台後的幾件相關事務

1859.71859.7月郭德剛神父變裝成勞工月郭德剛神父變裝成勞工,,入台南府入台南府
城城, , 查看情勢查看情勢, , 歸途又受邀與台南原住民蕃歸途又受邀與台南原住民蕃
社接觸社接觸..
1859.91859.9月打狗月打狗,,因德國商船與當地人民衝突因德國商船與當地人民衝突,,
擔任雙方調停人擔任雙方調停人..
18661866台南孤兒院台南孤兒院, , 一年後就有一年後就有6060多人多人..
18771877萬金聖母會萬金聖母會,,改變習俗改變習俗, , 互助經費互助經費..



二次入台後的幾件相關事務二次入台後的幾件相關事務

18681868鳳山教案鳳山教案, , 台南台南,,溝仔漧及山下教會被毀溝仔漧及山下教會被毀..傳教傳教
員被捕員被捕..
18731873首座傳道學校設立首座傳道學校設立

18761876羅厝教堂建立羅厝教堂建立

18841884老埤教堂老埤教堂,,因拒參加繳交中元普渡費用因拒參加繳交中元普渡費用,,發生發生
衝突衝突,,後消滅後消滅..
1890 1890 林茂德神父林茂德神父NemesioNemesio FernandesFernandes (1866(1866--
1895) 1895) 來羅厝，吸引五千人，也引起爭議，五年來羅厝，吸引五千人，也引起爭議，五年
後被逐，返台北後去世．後被逐，返台北後去世．



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18961896--19451945
日本統治，反教地方糾紛平息，但受政府日本統治，反教地方糾紛平息，但受政府
監控．監控．

道明會士道明會士3434人人, , 修女修女 19031903--45:2545:25人人; ; 天主教天主教
友友:10825:10825人人. . 
19131913台灣成為監牧區，逐漸脫離中國，轉台灣成為監牧區，逐漸脫離中國，轉
向日本．向日本．

19171917靜修女子學校成立．靜修女子學校成立．





日治時期台灣教會堂及傳道所分佈圖



姑婆的來台姑婆的來台

教會當局曾於教會當局曾於19001900年，聘請廈門教區兩位通曉閩年，聘請廈門教區兩位通曉閩
南語的女傳道南語的女傳道((含笑姑婆、含笑姑婆、PhaiPhai姑婆姑婆))來台協助傳來台協助傳
教，成效良好。教，成效良好。19061906年又聘請四位女傳道年又聘請四位女傳道((月姑月姑
婆、添姑婆、種姑婆與鑾姑婆婆、添姑婆、種姑婆與鑾姑婆))到中南部各教會推到中南部各教會推
行傳教工作，頗受教友敬佩，成為後來本地女傳行傳教工作，頗受教友敬佩，成為後來本地女傳
道的模範。此後聘請來台的女傳道因水土不服而道的模範。此後聘請來台的女傳道因水土不服而
返回廈門，教會當局決定在高雄試辦女道傳養成返回廈門，教會當局決定在高雄試辦女道傳養成
所。最初招募四位，只有學習能力較佳的兩位擔所。最初招募四位，只有學習能力較佳的兩位擔
任女傳道，後來也中斷培育計畫。任女傳道，後來也中斷培育計畫。19211921年重新正年重新正
式開辦一屆女傳道員養成所，由聖道明傳教女修式開辦一屆女傳道員養成所，由聖道明傳教女修
會會(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 OP)(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 OP)管管
理，招收十名志願者．理，招收十名志願者．



姑婆的來台姑婆的來台
經過四年訓練與教育，有江要經過四年訓練與教育，有江要((愛姑愛姑))、楊羅撒、楊羅撒
姑、陳殘姑、潘里姑、許隨姑、翁姑、稅姑等七姑、陳殘姑、潘里姑、許隨姑、翁姑、稅姑等七
位學成畢業，投入各地傳教工作。她們的足跡遍位學成畢業，投入各地傳教工作。她們的足跡遍
佈全島各處、另三位佈全島各處、另三位((鐘意姑、鐘納姑、黃失福─鐘意姑、鐘納姑、黃失福─
利亞姑利亞姑))回家修道，並協助傳教工作。回家修道，並協助傳教工作。
19261926年第二次開課，訓練了六名女傳道員年第二次開課，訓練了六名女傳道員((受理─受理─
不纏姑、李專姑、林瑞蓮姑、李謙姑、蔡豔杏姑不纏姑、李專姑、林瑞蓮姑、李謙姑、蔡豔杏姑
與潘安慰姑與潘安慰姑))，另外斗六三位新教友，另外斗六三位新教友((周貴美姑、周貴美姑、
江譯─足姑、廖鶯姑江譯─足姑、廖鶯姑))，在白裴理神父指導下，經，在白裴理神父指導下，經
過三年的研讀要理，成為女傳道員。過三年的研讀要理，成為女傳道員。19371937年第三年第三
屆，也是最後一屆，培育了七名女傳道屆，也是最後一屆，培育了七名女傳道((阿香姑、阿香姑、
林碧蓮姑、鐘稻姑、李善姑、黃巧─阿早姑、蘇林碧蓮姑、鐘稻姑、李善姑、黃巧─阿早姑、蘇
勉姑、陳愛玉─吟姑勉姑、陳愛玉─吟姑))。這些女傳道員雖未發守貞。這些女傳道員雖未發守貞
誓願，但默許為基督淨配，堅守貞德，一生完全誓願，但默許為基督淨配，堅守貞德，一生完全
奉獻於教會，在俗世中推動傳教工作。奉獻於教會，在俗世中推動傳教工作。



早期台灣傳教史上的主要功臣－姑婆



李
氏

專

潘
氏

阿
蘇

受
氏

殘

黃
氏

巧

江
氏

譯

施
氏

站

黃
氏

密

陳
氏

香



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

第四階段：第四階段： 19461946--19691969；；
1948:1948:神父神父:15; :15; 教友教友:12, 944;:12, 944;從此年之後，除道明會從此年之後，除道明會
外外,,從大陸來的數十修會及神職．從大陸來的數十修會及神職．

1968:1968:神父神父:834; :834; 修女修女: 919:: 919:教友教友:302802; :302802; 
1969 ;1969 ;神父神父:809:809人，其中人，其中364(364(華籍華籍))及及 445(445(外籍外籍).).
建立聖統制，教區增加，主教漸多．建立聖統制，教區增加，主教漸多．

教會迅速中國化，神父教友急增，原住民大量皈教會迅速中國化，神父教友急增，原住民大量皈
依．依．

教會教育，醫療及慈善機構日增．教會教育，醫療及慈善機構日增．



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回顧

第五階段：第五階段： 1970~1970~今日：今日：

社會多元化，社會多元化，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

都巿化造成人口流動，都巿化造成人口流動，

教友減少並失聯．教友減少並失聯．

神職人員老化．神職人員老化．

外籍教友增加，與原住民教友成為重要組外籍教友增加，與原住民教友成為重要組
成部份．成部份．



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

19491949年年((民國民國3838年年)12)12月月3030日，臺灣劃為臺北和高日，臺灣劃為臺北和高
雄兩個監牧區：臺北監牧區轄臺北、桃園、新雄兩個監牧區：臺北監牧區轄臺北、桃園、新
竹、苗栗、宜蘭、花蓮六縣，臺北、基隆二市及竹、苗栗、宜蘭、花蓮六縣，臺北、基隆二市及
陽明山管理局，其餘屬高雄監牧區。陳若瑟為高陽明山管理局，其餘屬高雄監牧區。陳若瑟為高
雄監牧；雄監牧；19501950年年((民國民國3939年年)l)l月國人郭若石任臺北月國人郭若石任臺北
監牧。監牧。

19501950年年((民國民國3939年年)10)10月月66日，教廷傳信部再自高日，教廷傳信部再自高
雄監收區劃出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及臺中市為雄監收區劃出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及臺中市為
臺中監牧區；並於臺中監牧區；並於19521952年年((民國民國4141年年)l)l月月2626日，由日，由
教廷委美籍教廷委美籍William F. William F. KupferKupfer，華名蔡文興，為首，華名蔡文興，為首
任臺中監牧，自此臺灣有三個教區。任臺中監牧，自此臺灣有三個教區。



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

19521952年年((民國民國4141年年)8)8月月77日，成立臺灣聖統，為中日，成立臺灣聖統，為中
國第國第2121個教省。臺北監牧區升格為總教區，郭若個教省。臺北監牧區升格為總教區，郭若
石任總主教，石任總主教，1010月月2626日祝聖。日祝聖。

教廷再成立嘉義和花蓮兩個監牧區：嘉義區轄嘉教廷再成立嘉義和花蓮兩個監牧區：嘉義區轄嘉
義、雲林兩縣，均自高雄區分出；花蓮區轄花義、雲林兩縣，均自高雄區分出；花蓮區轄花
蓮、臺東兩縣；花蓮自臺北區劃出，臺東自高雄蓮、臺東兩縣；花蓮自臺北區劃出，臺東自高雄
區劃出，以陽穀主教牛會卿兼任嘉義代理監牧，區劃出，以陽穀主教牛會卿兼任嘉義代理監牧，
以營口主教法籍費聲遠以營口主教法籍費聲遠((A.J.VerineuxA.J.Verineux))，兼任花蓮，兼任花蓮
代理監牧。自此臺灣已有代理監牧。自此臺灣已有55個教區。個教區。

19591959年年((民國民國4848年年)12)12月月1919日，教廷應北平總主教日，教廷應北平總主教
田耕莘樞機來臺的要求，委為臺北總教區代理總田耕莘樞機來臺的要求，委為臺北總教區代理總
主教，同時接受郭若石總主教的謙辭。主教，同時接受郭若石總主教的謙辭。



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

19611961年年((民國民國5050年年)3)3月月2121日，同時成立新竹和臺日，同時成立新竹和臺
南兩個教區：新竹教區所轄新竹、桃園、苗栗三南兩個教區：新竹教區所轄新竹、桃園、苗栗三
縣都從臺北教區分出，以國人杜寶晉為新竹主縣都從臺北教區分出，以國人杜寶晉為新竹主
教；臺南教區所轄臺南市，臺南縣和澎湖縣，都教；臺南教區所轄臺南市，臺南縣和澎湖縣，都
從高雄區分出，以國人羅光為臺南主教。從此，從高雄區分出，以國人羅光為臺南主教。從此，
臺灣已有七個教區。臺灣已有七個教區。

19631963年年((民國民國5252年年)7)7月月1515日，花蓮監牧區升格為日，花蓮監牧區升格為
教區，營口費聲遠主教仍為花蓮教區代理主教。教區，營口費聲遠主教仍為花蓮教區代理主教。
自此臺灣地區的主教區宣告全部完成，其後的只自此臺灣地區的主教區宣告全部完成，其後的只
是調動以及對於離島署理的增設及廢除而已。是調動以及對於離島署理的增設及廢除而已。



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

19671967年年44月月2121日臺灣的主教與大陸來臺的主教們日臺灣的主教與大陸來臺的主教們
舉行會議，由教廷駐華高理耀大使擔任主席，討舉行會議，由教廷駐華高理耀大使擔任主席，討
論成立中國主教團等事宜，選出郭若石總主教為論成立中國主教團等事宜，選出郭若石總主教為

團長，臺北羅光總主教為團長，臺北羅光總主教為 副團長，范普厚蒙席為副團長，范普厚蒙席為
秘書長。秘書長。

此次會議制定並通過主教團章程，同時對主教團此次會議制定並通過主教團章程，同時對主教團

的名稱討論良久，最後決定採用的名稱討論良久，最後決定採用 「中國主教「中國主教
團」，拉丁文全名為團」，拉丁文全名為 ConferentiaConferentia RegionalisRegionalis
EpiscoporumEpiscoporum SinarumSinarum, , 



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台灣天主教聖統制的建立

本來想稱為臺灣主教團，本來想稱為臺灣主教團，Chinese Catholic Chinese Catholic BishposBishpos
ConferenceConference但是當時十六位團員中有十位是在大陸有但是當時十六位團員中有十位是在大陸有
教區的主教，如北教區的主教，如北 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南京總主教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南京總主教
于斌、陽榖主教牛會卿（嘉義）、營口主教費聲遠于斌、陽榖主教牛會卿（嘉義）、營口主教費聲遠
（花蓮）、徐州主教郃軼歐（金門）、楊州監牧費濟（花蓮）、徐州主教郃軼歐（金門）、楊州監牧費濟
時、威海衛監牧甘霖、梧州主教時、威海衛監牧甘霖、梧州主教 唐汝琪、永平署理和唐汝琪、永平署理和
民望及大同署理范普厚。另有新竹杜寶晉、臺中蔡文民望及大同署理范普厚。另有新竹杜寶晉、臺中蔡文
興、臺南成世光及高雄鄭天祥等主教。興、臺南成世光及高雄鄭天祥等主教。

19981998年年33月舉行大會，就「主教團名稱是否要更改」月舉行大會，就「主教團名稱是否要更改」
進行深入討論，議決通過將主教團定名為進行深入討論，議決通過將主教團定名為 「天主教臺「天主教臺
灣地區主教團」，可以簡稱「臺灣主教團」。灣地區主教團」，可以簡稱「臺灣主教團」。



台灣天主教史的一些特色台灣天主教史的一些特色

1.  量到質

2. 機構到機動

3. 傳教到福傳或牧靈

4.  大教堂到基信團

5.  一元到多元



福傳策略的緊張:

社會服務與福傳工作

地方方言與國語(平民與精英)

洋教與本地教會



台灣天主教台灣天主教19551955年時情況年時情況

19551955年時台灣北部是主徒會及耶穌會、少數方濟年時台灣北部是主徒會及耶穌會、少數方濟
會會,,慈幼會慈幼會,,遣使會遣使會,,耀漢會耀漢會,,道明會以及在台北辦事道明會以及在台北辦事
的瑪莉諾會的瑪莉諾會;;桃園則方濟會為主桃園則方濟會為主; ; 新竹則為耶穌新竹則為耶穌
會。會。

台中南投則為美國的瑪莉諾會為主台中南投則為美國的瑪莉諾會為主,,加上辦教育的加上辦教育的
衛道會衛道會,,以及耶穌會以及耶穌會

雲林為聖言會雲林為聖言會,,嘉義台南為方濟會及教區神父嘉義台南為方濟會及教區神父

高雄為道明會高雄為道明會,,澎湖為靈醫佰澎湖為靈醫佰

花東為白冷會花東為白冷會;;宜蘭為奧思定詠禮會宜蘭為奧思定詠禮會,,羅東為靈醫會羅東為靈醫會..



教區、堂區與修會教區、堂區與修會

19551955年時台灣北部是主徒會及耶穌會、少數方濟年時台灣北部是主徒會及耶穌會、少數方濟
會會,,慈幼會慈幼會,,遣使會遣使會,,耀漢會耀漢會,,道明會以及在台北辦事道明會以及在台北辦事
的瑪莉諾會的瑪莉諾會;;桃園則方濟會為主桃園則方濟會為主; ; 新竹則為耶穌新竹則為耶穌
會。會。

台中南投則為美國的瑪莉諾會為主台中南投則為美國的瑪莉諾會為主,,加上辦教育的加上辦教育的
衛道會衛道會,,以及耶穌會以及耶穌會

雲林為聖言會雲林為聖言會,,嘉義台南為方濟會及教區神父嘉義台南為方濟會及教區神父

高雄為道明會高雄為道明會,,澎湖為靈醫佰澎湖為靈醫佰

花東為白冷會花東為白冷會;;宜蘭為奧思定詠禮會宜蘭為奧思定詠禮會,,羅東為靈醫會羅東為靈醫會..



教區、堂區與修會教區、堂區與修會

教區教區(diocese)(diocese)是由許多堂區是由許多堂區(parish)(parish)組成組成, , 
堂區由本堂神父主持堂區由本堂神父主持, , 與教友組成的堂區傳與教友組成的堂區傳
教協進會教協進會((以前稱為以前稱為””公教進行會公教進行會””Catholic Catholic 
Action)Action)共同照管該堂區的教友。堂區也可共同照管該堂區的教友。堂區也可
組織不同的組織不同的””善會善會””例如青年會例如青年會, , 長青會長青會,,聖母聖母
軍等來照顧不同階層的教友。由於教區神軍等來照顧不同階層的教友。由於教區神

父父(parish priest)(parish priest)不足不足, , 常需修會常需修會(Religious (Religious 
Orders)Orders)派出會士來照管不同的堂區。每間派出會士來照管不同的堂區。每間
堂區的本堂神父由教區的主教監督管理。堂區的本堂神父由教區的主教監督管理。



堂區與地方社區堂區與地方社區

堂區位居於地方社區堂區位居於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local community)之中之中, , 
照管附近教友的宗教生活照管附近教友的宗教生活, , 也是地方社區中也是地方社區中
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 , 堂區與地方社區之間的互動並不堂區與地方社區之間的互動並不
太多太多, , 未來不論是福傳所需未來不論是福傳所需,,或是為使社區更或是為使社區更
加興盛和諧加興盛和諧, , 必須多與所屬社區溝通互動必須多與所屬社區溝通互動, , 
以達到資源共享以達到資源共享, , 互助互利的雙贏之局。互助互利的雙贏之局。



台灣社區通網站台灣社區通網站

http://http://sixstar.cca.gov.tw/index.phpsixstar.cca.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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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覽社區總覽
http://http://sixstar.cca.gov.tw/newsite/community.phpsixstar.cca.gov.tw/newsite/communit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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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tcsec.gov.tw/ttclearn/台東社會教育館
http://www.ttcsec.gov.tw/index_ie.php花東地區社會教育資源服務網
http://www.ttcsec.gov.tw/a02/a02.htm鄉鎮之美--宗教信仰--教會
1.光榮天主堂

又稱耶穌君王堂，其間一度改為聖母無染原罪堂，現又復稱耶穌君王
堂。該堂位於光榮村光榮三街六號，隸屬於天主教花蓮教區主教公所。民國
四十三年，羅馬教廷撥款建立。四十七年毀於颱風，四十八年再撥款重建為
水泥鋼骨教堂。八十七年七月二十六日，教堂第二次擴建完成。

奉銀鑄耶穌背十字架像，星期日及紀念日集會禮拜，舉行供聖體、誦
經、講道、彌撒、唱聖歌等，主持人為國籍神父曾俊源，信眾約有二百多
人。

近年來，該堂對於原住民的輔導，投注相當的心力，如國中生的課業輔
導、生活輔導、母語教育，以及原住民文化活動的保存。另外，該堂也常憑
著宗教活動，教導原住民教徒，使其生活態度能適應當代社會的節拍。該堂
附設有幼稚園，提供信徒育幼服務。
2.池南天主堂

位於池南村十七鄰林園路二段五十三巷六號，建於民國五十八年左右，
現為水泥造教堂。該堂教務發展良好，信徒以原住民為主，約有一百二十多
人，主持人為李富雄。
3.豐裡天主堂

又稱若瑟教堂，位於豐裡村仁愛街二十七號，隸屬光榮天主堂，信徒以
原住民為主。民國四十七年，由教區撥款建立為木造教堂，其後續有修建，
目前呈閒置狀態，由於人口外流，附近的教徒改至光榮天主堂作禮拜。



4.溪口天主堂
又稱德蘭堂，位於溪口村二鄰溪口一街二十三號，隸屬光榮天主堂。民國四十

四年，教廷撥款建立，為木造教堂。該堂奉紙繪苦路及聖德蘭像，目前受人口外流
之影響，信眾只二十多人，多為原住民，其中以老人佔大部分。 〈 Top 〉

5.月眉天主堂
位於月眉村八鄰三段二十六號，隸屬光榮天主堂。民國四十四年，教廷撥款建

立，為水泥木料合造教堂，六十八年左右，改建為鋼筋水泥教堂。該堂奉紙繪聖母
瑪利亞像。星期二、五有聖經研討、生活心得交換等活動。負責人為王石獅，信眾
以原住民居多，有五十來戶，約有一百八十人左右。 〈 Top 〉

6.水璉天主堂
位於水璉村，民國四十四年由共榮堂分建，隸屬光榮教堂，為竹造教堂。約於

六十六年前後，因交通地利之考量，改隸花蓮主教公所。目前教堂為木造建物，信
眾約有三十多戶，七、八十人左右，主持人為白啟民。 〈 Top 〉

7.鹽寮天主教祈禱所
位於鹽寮村一鄰橄樹六十七號，建於民國四十七年十二月間。現今信眾約有七

戶，十多人，以原住民為主，主持人為林金松，教堂是水泥建物。



堂區的形成與重要性堂區的形成與重要性

堂區早期多由主教尋找教區範圍之中適當之堂區早期多由主教尋找教區範圍之中適當之

處處, , 以承租或購買方式得到土地以承租或購買方式得到土地,,建築教堂建築教堂, , 費費
用多由主教或本堂神父在國外募款而得用多由主教或本堂神父在國外募款而得, , 教教
堂之式樣堂之式樣,,各有不同各有不同, , 往往與地方傳統建築迥往往與地方傳統建築迥
異異, , 構成具有特色之風格構成具有特色之風格, , 也成為可能吸引人也成為可能吸引人
氣的一個賣點。建堂成功後氣的一個賣點。建堂成功後, , 主教指派之本主教指派之本
堂神父入駐堂神父入駐,,由於調動頻繁由於調動頻繁, , 很少有當地土生很少有當地土生
土長之人作為本堂。本堂神父以此為基地土長之人作為本堂。本堂神父以此為基地,,推推
展福傳工作展福傳工作, , 維持教會的生存與發展。維持教會的生存與發展。



研究台灣堂區史的方法研究台灣堂區史的方法

文獻資料蒐集文獻資料蒐集
1.1. 教會文獻：報刊、堂慶、堂訊、信件、日記教會文獻：報刊、堂慶、堂訊、信件、日記

2.2. 一般社會文獻：報刊、地方志、個人回憶錄一般社會文獻：報刊、地方志、個人回憶錄

3.3. 網路資源：網路資源：GoogleGoogle、、YahooYahoo
http://http://www.cathlinks.orgwww.cathlinks.org//天主教資訊小集天主教資訊小集
http://http://www.cftfc.com/churchhistory/index.www.cftfc.com/churchhistory/index.
htmhtm兩千年教會歷史巡禮兩千年教會歷史巡禮
http://www.cathlinks.org/taihttp://www.cathlinks.org/tai--hishis--1.htm1.htm天天
主教來台一百年簡史主教來台一百年簡史



研究台灣堂區史的方法研究台灣堂區史的方法

口述訪談口述訪談
1.1. 口述訪談的定義口述訪談的定義

2.2. 口述訪談的要點口述訪談的要點

3.3. 口述訪談的優點口述訪談的優點

4.4. 口述訪談的缺點口述訪談的缺點

5.5. 口述訪談應注意之處口述訪談應注意之處



一般口述歷史之定義及要點一般口述歷史之定義及要點

口述歷史是以訪談（口述歷史是以訪談（interviewinterview）的方式蒐集口傳）的方式蒐集口傳
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

口述歷史的起源口述歷史的起源,,最早為孔孟之四書最早為孔孟之四書, , 史記史記, , 玄奘玄奘
之之《《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
《《禮記．玉藻禮記．玉藻》》：「動則左史：「動則左史((使使))書之，書之， 言則言則
右史右史((使使))書之。」史記剌客列傳：「始公孫季書之。」史記剌客列傳：「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
是。」是。」
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 考之行事考之行事,,稽其成敗稽其成敗
興壞之理興壞之理..」」



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一一))
西方的先行者是西方的先行者是Thucydides, Thucydides, 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 , 利用了不利用了不
少口述資料少口述資料..「同一件事「同一件事, , 不同的見証者不同的見証者, , 或因有意偏袒或因有意偏袒, , 或因記或因記
憶不全憶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所做的描述也不同。」
The Greek historian Thucydides wrote in The Greek historian Thucydides wrote in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loponnesian War: ““AndAnd with regard to my factual reporting of the with regard to my factual reporting of the 
events of the war I have made it a principle not to write down tevents of the war I have made it a principle not to write down the he 
first story that came my way, and not even to be guided by my owfirst story that came my way, and not even to be guided by my own n 
general impressions; either I was present myself at the events wgeneral impressions; either I was present myself at the events which hich 
I have described or else I heard of them from eyeI have described or else I heard of them from eye--witnesses whose witnesses whose 
reports I have checked with as much thoroughness as possible.reports I have checked with as much thoroughness as possible.””
Thucydides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judicious use of oral testimoThucydides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judicious use of oral testimonyny
（慎重地使用口述的証言）（慎重地使用口述的証言）, and historians following in his , and historians following in his 
footsteps continue to debate the proper handling of evidence offfootsteps continue to debate the proper handling of evidence offered ered 
in personal accountsin personal accounts．．



E. Le Roy E. Le Roy LadurieLadurie 華杜里的華杜里的
““MontallouMontallou””蒙太尤蒙太尤

LadurieLadurie ““MontallouMontallou””之書算得上一門口述歷之書算得上一門口述歷
史史, , 史料來自史料來自Bishop Jacques Bishop Jacques FounierFounier任職宗任職宗
教裁判所時所得的口供教裁判所時所得的口供,,從從13181318到到13251325年間年間,,
總共審判總共審判500500異端嫌犯異端嫌犯,,記下其口供記下其口供,,並使其並使其
有機會更正謄稿有機會更正謄稿,,再將最後的定稿副本送交再將最後的定稿副本送交
梵蒂岡檔案處梵蒂岡檔案處..《《蒙太尤蒙太尤》》以第一人稱方式以第一人稱方式
敘述敘述,,並大談當時的情感生活並大談當時的情感生活,,引人入勝引人入勝..



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二二))
Samuel Johnson, Samuel Johnson, 「一個人只要晤訪立場不同「一個人只要晤訪立場不同
的當事人的當事人, , 並記下他所聽到的並記下他所聽到的, , 便能及時蒐集便能及時蒐集
到撰述故事的好材料。」「所有的歷史當初到撰述故事的好材料。」「所有的歷史當初
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

伏爾泰遍訪「舊朝廷臣、僕役、大領主伏爾泰遍訪「舊朝廷臣、僕役、大領主, , 以以
及其他人士及其他人士,,」而且記下「他們談話之中」而且記下「他們談話之中, , 相相
互吻合的事實」。互吻合的事實」。

Jules Michelet,  Jules Michelet,  以法國大革命後半世紀以法國大革命後半世紀, , 那些那些
「走入鄉間酒肆就可以聽到的農人、商人、「走入鄉間酒肆就可以聽到的農人、商人、
老者、婦女老者、婦女,,甚至孩童的回憶所匯成的資料」甚至孩童的回憶所匯成的資料」,,
來與官方做對比。來與官方做對比。

蘭克及其追隨者以口述歷史被視為民俗、神蘭克及其追隨者以口述歷史被視為民俗、神
話一類的資料，只配讓熱心有餘、專業學識話一類的資料，只配讓熱心有餘、專業學識
不足的餘學者和古董收藏家作參考。不足的餘學者和古董收藏家作參考。



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口述歷史的古代實行者((三三))
只有在二戰後才開始有錄音訪問只有在二戰後才開始有錄音訪問.1948.1948年年Alan Nevins Alan Nevins 
在哥倫比亞大學首開錄音訪問之口述史計劃在哥倫比亞大學首開錄音訪問之口述史計劃,,此後至此後至
19651965年有年有8989件在美件在美, , 吸引了民俗學家吸引了民俗學家, , 民族學家民族學家, , 社會社會
學家及心理學家均使用學家及心理學家均使用. . 此字此字oral historyoral history最早最早 使用可使用可
追溯至一紐約市民追溯至一紐約市民, , 此字和下列字串均可通用此字和下列字串均可通用:life :life 
history, selfhistory, self--report, personal narrative, life story, oral report, personal narrative, life story, oral 
biography, memoir, testament. biography, memoir, testament. 另有一些字隱含有第二另有一些字隱含有第二
者之字樣者為者之字樣者為:in:in--depth interview, recorded memoir, the depth interview, recorded memoir, the 
recorded narrative, taped memories, life review.recorded narrative, taped memories, life review.



口述歷史之另一定義口述歷史之另一定義

..依依HumphriesHumphries言「口述歷史言「口述歷史, , 有時或稱人生故事有時或稱人生故事, , 來來
自活生生的記憶自活生生的記憶. . 過去這些人的經驗經常被忽略過去這些人的經驗經常被忽略, , 而而
排除在歷史書之外排除在歷史書之外......大多數的歷史是大多數的歷史是『『由上由上』』而寫而寫, , 
從有權力的少數特權階級的角度去寫。從有權力的少數特權階級的角度去寫。 在在『『由下由下』』
來改寫歷史的過程中來改寫歷史的過程中, , 口述歷史能創造出更正確、口述歷史能創造出更正確、
可信的過去的景象。可信的過去的景象。 它能還給人的是自己的生活具它能還給人的是自己的生活具
有歷史意義的感覺有歷史意義的感覺, , 並使所有人都會覺得從事歷史並使所有人都會覺得從事歷史
工作有趣且易入手。」工作有趣且易入手。」



口述歷史之優點口述歷史之優點

活著的人為對象活著的人為對象;;

來源廣來源廣, , 下層生活亦可呈現下層生活亦可呈現, , 

更具說服力更具說服力, , 

主觀變成客觀的型式表達出來主觀變成客觀的型式表達出來..



口述歷史之優點口述歷史之優點

(Thompson).(Thompson).可以有較多空間來處理結果可以有較多空間來處理結果,,基本上是基本上是
屬歸納性的屬歸納性的, , 較有彈性較有彈性, , 可以探討多數變項可以探討多數變項, , 其間的其間的
關係不是孤立來看關係不是孤立來看, , 而是在整個生活的脈絡中來看而是在整個生活的脈絡中來看..
且可自由觀察且可自由觀察, , 不必預先設定假說不必預先設定假說 不像量化的問不像量化的問
卷卷, , 問一定的問題及有範圍的答案問一定的問題及有範圍的答案, , 只能運用數個只能運用數個
變項來檢視一些假設變項來檢視一些假設. . 使得在處理時有許多限制使得在處理時有許多限制..
統計資料的問題統計資料的問題::婚姻登記婚姻登記, , 年齡虛報年齡虛報,,免得需父母免得需父母
同意同意; ; 子女出生也造假子女出生也造假,,使得中間有九月懷胎期使得中間有九月懷胎期..
各種統計有造假之可能．各種統計有造假之可能．



口述歷史之優點口述歷史之優點

英國史家英國史家Trevor Lummis Trevor Lummis 總結得好總結得好:":"因此即使是因此即使是''硬硬''
的當代統計資料也只是某人告訴某人的資料的當代統計資料也只是某人告訴某人的資料..而如而如
果他們有好的理由及機會去隱瞞事實的話果他們有好的理由及機會去隱瞞事實的話, , 那麼這那麼這
些些''事實事實''將會有誤將會有誤.'(p.6).'(p.6)
Humph.Humph.認為口述歷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認為口述歷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 如能改如能改
變學生對過去的認知變學生對過去的認知, , 並能增強學生的溝通技巧、並能增強學生的溝通技巧、
社交技巧、藝術技巧、合作能力、學科整合、證社交技巧、藝術技巧、合作能力、學科整合、證

據判斷、歷史認同、世代瞭解、社會認知據判斷、歷史認同、世代瞭解、社會認知, , 以及促以及促
進學校與社會的關係進學校與社會的關係..



楊立文，楊立文，〈〈論口述歷史在歷史學中論口述歷史在歷史學中
的功用與地位的功用與地位〉〉，，《《北大史學北大史學》》，，

1(1993), 1201(1993), 120--136136..
體現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體現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
填補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無文字的空白填補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無文字的空白..
糾正文字記載之誤糾正文字記載之誤..
豐富史料豐富史料..
促進教學並推動歷史家主觀世界之改造促進教學並推動歷史家主觀世界之改造..



口述歷史之要點口述歷史之要點

客觀與熱情的拿捏：反映真實或熱情參客觀與熱情的拿捏：反映真實或熱情參
與？與？

呈現個人的觀點或集體意識呈現個人的觀點或集體意識??
說出與未說的斟酌說出與未說的斟酌：：說出的或有偏見，未說出的或有偏見，未
說的更值得留意，有時沉默是最震撼人心說的更值得留意，有時沉默是最震撼人心
的抗議。的抗議。



口述歷史之缺點口述歷史之缺點

曠日廢時曠日廢時..
Thompson Thompson 則以為事件原貌易被曲則以為事件原貌易被曲; ; 
且被訪者個人了解事件的程度及興趣且被訪者個人了解事件的程度及興趣, , 使記使記
憶有不同程度的褪色憶有不同程度的褪色, , 降低可信度降低可信度..



口述歷史應注意之事項口述歷史應注意之事項

五要五要: : 要作受訪者問題清單、要友善、要清晰、要要作受訪者問題清單、要友善、要清晰、要
表示興趣、要彈性運用問卷表示興趣、要彈性運用問卷..
五不五不::不多話、不插嘴、不強加自己的觀點、不反不多話、不插嘴、不強加自己的觀點、不反
對或爭辯、不訪問完立即離開對或爭辯、不訪問完立即離開..
技術上技術上::熟悉器材、檢查器材、避免噪音、注意麥熟悉器材、檢查器材、避免噪音、注意麥
克風位置、避免干擾克風位置、避免干擾..
在判斷資料是否可信時在判斷資料是否可信時, , 要注意其內在的一貫性、要注意其內在的一貫性、
參照其他資料、留意潛在的篇見參照其他資料、留意潛在的篇見; ; 
呈現的形式可有單一的人生歷史、集體的人生歷呈現的形式可有單一的人生歷史、集體的人生歷
史或故事、分析的人生故事三種基本形式史或故事、分析的人生故事三種基本形式..



堂區口述訪談的注意事項堂區口述訪談的注意事項

（一）要找到合適的教友進行訪談。何謂合適？（一）要找到合適的教友進行訪談。何謂合適？

（二）修會與主教的關係（二）修會與主教的關係

（三）神父與傳協會的關係（三）神父與傳協會的關係

（四）堂區的財務與人事（四）堂區的財務與人事

（五）同樣的事情可以問不同對象（五）同樣的事情可以問不同對象
，或同一對象反覆詢問。，或同一對象反覆詢問。

（六）口述訪談不是找八卦，但也不忌諱呈現事實。（六）口述訪談不是找八卦，但也不忌諱呈現事實。

（七）口述訪談的記錄，不一定要立刻公佈。（七）口述訪談的記錄，不一定要立刻公佈。

（八）口述訪談要避免引發現在的糾紛。（八）口述訪談要避免引發現在的糾紛。

（九）（九）訪畢照相，並盡量蒐集文獻及具體資料。訪畢照相，並盡量蒐集文獻及具體資料。



口述歷史贊口述歷史贊
歷史若要求真象，無非要把史料看；歷史若要求真象，無非要把史料看；

史料有待人發掘，更有底細難知道；史料有待人發掘，更有底細難知道；

口述歷史非現成，有待我們來製造；口述歷史非現成，有待我們來製造；

先將對象打聽好，背景脈絡全知曉；先將對象打聽好，背景脈絡全知曉；

再將題目多推敲，好問好答因果明再將題目多推敲，好問好答因果明。。

熱情參與氣氛高，因地制宜時引導；熱情參與氣氛高，因地制宜時引導；

不將己見持過頭，且把他意置於心；不將己見持過頭，且把他意置於心；

空口白話須分辨，絃外之音得琢磨；空口白話須分辨，絃外之音得琢磨；

如此協力又合作，史料日增事愈明；如此協力又合作，史料日增事愈明；

一旦釐清關鍵處，真象大白心安寧！一旦釐清關鍵處，真象大白心安寧！



文獻資料與口述訪談整合文獻資料與口述訪談整合

一地一名物，一地一名物，

突出地方特色，整合景點，策略聯盟，突出地方特色，整合景點，策略聯盟，

將社區與堂區的特色與互補之處找出將社區與堂區的特色與互補之處找出
來，來，

一方面動員堂區資源，帶動教友的熱一方面動員堂區資源，帶動教友的熱
忱，忱，

也可為地方的興盛盡一份力量。也可為地方的興盛盡一份力量。



一般教會史

教會初期(The Ecole Initiative) 
凱撒的歐瑟伯著:教會史(Eusebius of Caesarea: 
Church History)

中世紀史料(Medieval Sourcebook)

西方宗教起源(The Origins of Western Religion, 美加
州Santa Clara大學網路上開的課程)

容忍詔書與米蘭詔書(The Edict of Toleration & Milan) 
猶太-基督-伊斯蘭宗教宗派分支圖美國賓州大學宗教研究
系
十字軍運動(The Crusades) 
教宗史(聖人與罪人──教宗的故事 )
天主教歷史淺談梵蒂岡電台

http://http://www.cathlinks.orgwww.cathlinks.org//



地區/國家

台灣
• 天主教來台傳教壹百年簡史：1859~1959 
• 台灣道明會的歷史

中國大陸
•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利瑪竇到北京四百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
• 利瑪竇神父與中國梵蒂岡電台
• 清朝中葉禁教時期天主教大事年表
•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有關明清中國與天主教的歷史著
作

• 早期天主教與明清多元社會文化
• 揚州天主教史
• 太原天主教史略
• 邵陽天主教史
• 永定天主教史
• 長汀天主教史
• 西藏鹽井天主教史略
• 天津教區歷史沿革



台東清社社區台東清社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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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蘭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



新店平潭社區新店平潭社區



桃園三林社區桃園三林社區



台南大港社區台南大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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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區、堂區與景點名物之結合地方社區、堂區與景點名物之結合

宜蘭五峰旗瀑布、聖母山莊宜蘭五峰旗瀑布、聖母山莊、、 宜蘭巿天主堂宜蘭巿天主堂, , 員員
山米粉魚丸湯山米粉魚丸湯..
愛河、旗津海鮮、前金玫瑰堂愛河、旗津海鮮、前金玫瑰堂

冬山河、南方澳漁港、蘇澳天主堂冬山河、南方澳漁港、蘇澳天主堂

花蓮塩寮靜土、海邊自行車道及花蓮天主堂花蓮塩寮靜土、海邊自行車道及花蓮天主堂..
塩水蜂炮、塩水天主堂、聖母亭、台南小吃塩水蜂炮、塩水天主堂、聖母亭、台南小吃

萬金天主堂、萬鑾豬腳、泰雅族文化社區萬金天主堂、萬鑾豬腳、泰雅族文化社區……



全台百景之最－高雄前金玫瑰堂



屏東萬金聖母聖殿，西班牙及原住民風格的融合．



台南塩水天主堂，徹底本地化風格，與塩水蜂炮結合來帶動觀光人氣？



台南塩水鎮天主堂內景之一



台南塩水天主堂邊的聖母亭



台南的一間以金字塔造形聞名的天主堂



文獻資料與口述訪談整合文獻資料與口述訪談整合

口述訪談只能得到一部分的素材口述訪談只能得到一部分的素材, , 其中的真其中的真
假對錯還有賴進一步查核假對錯還有賴進一步查核,,而文獻資料不但而文獻資料不但
可供檢視口述的真偽可供檢視口述的真偽,,更可以補充所遺漏的更可以補充所遺漏的
部分部分, , 因此動員全堂上下因此動員全堂上下, , 或是神父以及歷或是神父以及歷
代傳協資料及各善會組織的檔案資料代傳協資料及各善會組織的檔案資料, , 尤其尤其
是照片是照片, , 加以整合加以整合,,甚至可以召開一個座談會甚至可以召開一個座談會, , 
請本堂耆老及相關人士談談當年舊事請本堂耆老及相關人士談談當年舊事, , 最後最後
再請堂中文筆較佳者再請堂中文筆較佳者, , 將所有資料加以整合將所有資料加以整合
完成。完成。



台灣堂區史的撰寫與呈現台灣堂區史的撰寫與呈現

建堂或改建、重要人物（主教、神父、建堂或改建、重要人物（主教、神父、
修士修女及傳教員）、某件重大事件、修士修女及傳教員）、某件重大事件、
堂區教友發展、教友組織、堂區特色、堂區教友發展、教友組織、堂區特色、
本堂出現的聖召、本堂的具有影響力的本堂出現的聖召、本堂的具有影響力的
教友，本堂的未來願景教友，本堂的未來願景……

以下是一個實例，羅厝的建堂史之目以下是一個實例，羅厝的建堂史之目
錄，供諸位參考：錄，供諸位參考：











中國時報中國時報 A18/A18/文化新聞文化新聞 2008/01/17 2008/01/17 
聖母穿排灣族服裝聖母穿排灣族服裝 另類傳教另類傳教
【【唐嘉邦／台東報導唐嘉邦／台東報導】】
為了更融入地方，剛改建完成的太麻里鄉金崙天主堂聖母瑪利亞像，為了更融入地方，剛改建完成的太麻里鄉金崙天主堂聖母瑪利亞像，
穿起了當地排灣族的傳統服裝，乍看之下宛如排灣族公主。室內裝潢穿起了當地排灣族的傳統服裝，乍看之下宛如排灣族公主。室內裝潢
也結合原住民風味，大幅提高當地居民的認同感。也結合原住民風味，大幅提高當地居民的認同感。
去年十一月重新啟用的金崙天主堂，當地教徒在改建後初次進去時，去年十一月重新啟用的金崙天主堂，當地教徒在改建後初次進去時，
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因為裡面竟然充滿濃厚的排灣族風味。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因為裡面竟然充滿濃厚的排灣族風味。
天主堂內所有的裝潢都融入排灣族的文化，包括一般教堂壁畫上的宗天主堂內所有的裝潢都融入排灣族的文化，包括一般教堂壁畫上的宗
教人物或是雕像，除了耶穌基督沒改變外，其他人全都穿上了排灣族教人物或是雕像，除了耶穌基督沒改變外，其他人全都穿上了排灣族
衣服。屋內的擺設、器具也都採用排灣族的木雕作品。衣服。屋內的擺設、器具也都採用排灣族的木雕作品。
在排灣族化的物品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兩尊神像，聖母瑪利亞及耶在排灣族化的物品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兩尊神像，聖母瑪利亞及耶
穌的養父聖若瑟，也穿戴起排灣族的傳統服飾面對世人。穌的養父聖若瑟，也穿戴起排灣族的傳統服飾面對世人。
當初會有這些構想，都是來自印尼籍神父蔡恩忠的巧思，他和教徒討當初會有這些構想，都是來自印尼籍神父蔡恩忠的巧思，他和教徒討
論教堂整建時，認為以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和地方結合，也讓更多人論教堂整建時，認為以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和地方結合，也讓更多人
有意願來了解天主教。由於排灣族就是以木雕見長，因此特別商請族有意願來了解天主教。由於排灣族就是以木雕見長，因此特別商請族
內著名的木雕大師林新義雕刻耶穌、聖母瑪利亞、聖若瑟神像。傳統內著名的木雕大師林新義雕刻耶穌、聖母瑪利亞、聖若瑟神像。傳統
服飾師傅陳利友妹則負責為神像量身打造屬於祂們的排灣族服飾。服飾師傅陳利友妹則負責為神像量身打造屬於祂們的排灣族服飾。
天主堂經過一番排灣族風洗禮後，傳教師翁佳惠表示，雖然信教的原天主堂經過一番排灣族風洗禮後，傳教師翁佳惠表示，雖然信教的原
住民原本就不少，但許多年長者還是有排斥的現象，不過自從讓神像住民原本就不少，但許多年長者還是有排斥的現象，不過自從讓神像
穿上排灣族衣服後，願意接觸天主堂的老人確實增加不少。穿上排灣族衣服後，願意接觸天主堂的老人確實增加不少。



神恩雖有區別，郤是同一聖神所賜；5.職份
雖有區別，郤是同一的主所賜；6.功效雖有
區別，郤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
切事。7.顯示在 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
為人的好處。8.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
語，另一人郤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
語；9.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
人在同一聖神內郤蒙受了治病的奇恩； 1O.
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
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
言， 11.可是這一切都是這惟一而同一的聖
神所行的，隨衪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

神恩之不同（格前）



結束語結束語

堂區是教會的未來，未來要靠動員過去的堂區是教會的未來，未來要靠動員過去的
資源，資源，

而這些資源有賴於以往經驗的整合，不論而這些資源有賴於以往經驗的整合，不論
是教堂的建造是教堂的建造、、重大的人事變遷、堂中發重大的人事變遷、堂中發
生過的重要事件以及相關善會及本堂教友生過的重要事件以及相關善會及本堂教友
的性質與發展等都有待吾人發掘，的性質與發展等都有待吾人發掘，

口述歷史則是整合經驗的重要法門。口述歷史則是整合經驗的重要法門。



在信仰中彼此堅定；在信仰中彼此堅定；

在愛德中互助成長！在愛德中互助成長！

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交給了
我，…看， 我同你們天天在
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二八:18~20)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多謝，多謝，

請多指教！請多指教！

天主保佑！天主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