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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國天主教會統計數字

天主教徒人數：

約為一千萬人（2019年成人領洗數目為四至五萬人，

不包括嬰兒領洗及教友死亡人數）

主教人數：共100人

公開教會（官方）共69位，62位在職

地下教會（非官方）共31位，16位在職

教區數目： 

根據天主教會資料：146個（115個教區及31個牧民區域）

按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96個

司鐸人數：

約4,000人（未悉拒絕登記的地下教會司鐸人數）

大修院及修生數目：12所大修院及470名修生

公開教會（官方）6所大修院，共370名修生

地下教會（非官方）6所修院，共100名修生

修女人數：共4,630人

公開教會（官方）3,270名，分屬87個修會

地下教會（非官方）1,360名，分屬40個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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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國天主教會大事回顧

主教安息

． 1月3日：香港教區楊鳴章主教（1945-2019）逝世，

享年73歲。

．	 6月8日：天津教區李思德主教（1926-2019）逝

世，享年92歲。

．	 11月20日：山西省長治教區榮休主教靳道遠（1929-

2019）逝世，享年90歲。

主教祝聖

．	 8月26日：內蒙古集寧教區姚順神父（1965-）被祝

聖為主教。

．	 8月28日：陝西省漢中教區胥紅偉神父（1975-）被

祝聖為助理主教。

教會要聞

一月

．	 1月1日：河北省唐山教區慶祝成立120周年，暨「家

庭年」開始，將會舉辦多項牧民活動。

．	 1月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教區譚燕全主教據報最

近簽署一項合約，將位於南寧市康樂路2號的教堂出

售予一家商業公司。有人指他涉及幾家貿易公司的會

員身份從事商業交易。

．	 1月2日：據《亞洲新聞》報導，自去年9月以來，在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教區，至少有7間聖堂及其團體遭

到鎮壓。該教區由非官方的魏景儀主教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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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香港教區楊鳴章主教	 (1945-2019）安息。

楊主教於1945年12月1日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

庭，四歲時抵達香港。他於1978年6月10日晉鐸。

自2003年8月起，他一直擔任香港明愛機構總裁，並

於2009年任命為副主教。2014年他被祝聖為輔理主

教，2017年8月教宗方濟各任命他為香港教區主教，

接替湯漢樞機。

．	 1月15日至18日：梵蒂岡信理部代表團與亞洲各主教

團的教義委員會代表，在泰國曼谷舉行會議，主題

為「亞洲的福音見證」。中國教會代表是最近獲教廷

承認的河北省承德教區郭金才主教，以及河南省安陽

教區張秋林神父。

．	 1月22日：廣東省汕頭教區為非官方的莊建堅主教舉

行「榮休」典禮，由最近獲教廷承認的黃炳章主教

接任。典禮在汕頭市揭西縣教堂公開舉行，黃主教

主持彌撒，其他廣東省主教共祭；莊主教沒有參加

該彌撒。

．	 1月30日：河南省南陽教區靳祿崗主教，公開就職，

禮儀於公安嚴格監控下舉行。政府認可靳為助理主教

及九十八歲朱寶玉為正權主教，朱牧已經榮休。

二月

．	 2月2日：《羅馬觀察報》發表文章，內容有關教廷

於2018年9月簽署的《中梵臨時協議》後，教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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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所採取的措施。它說，對話將繼續面臨更

多的「由政府承認地下教會神職人員開始，仍然存

在的問題」。它還發表了一篇向教廷萬民福音部部

長斐洛尼樞機（Fernando	 Filoni）的訪問，他強調

兩點：（一）地下教會的狀態將逐漸消失，但非指

地下教會的成員；（二）加入愛國會不可以是強制

的。事實上，政府以「教宗希望」為藉口，迫使地

下神職人員加入愛國會，才認可其神職人員身份的

做法，這違背了現行的政策。

．	 2月9日：在保定，有十幾位神父與政府認可的安樹新

主教開會，討論有關簽署《中梵臨時協議》後，教區

的未來發展。他們同意教會須要與主教團結，但是他

們要求主教須先宣布愛國會的非法性，才會與主教共

祭，並且出於牧民原因，他們同意讓地下教會的活動

繼續進行。保定教區蘇志民主教仍然下落不明。

．	 2月27日：《信德報》報導，2018年中國公開教會的

新領洗成人教友，估計為48,365人。

三月

．	 3月4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政協全

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期間，香港《星島日報》3月

4日發表了對兩名最近獲教廷承認的中國主教的採

訪。根據該報報導，福建省閩東教區詹思祿主教強

調，地下教會的教友不加入官方的愛國會「是不對

的」。四川省樂山教區的雷世銀主教則對簽署中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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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感到非常樂觀，並否認中國當局規官地下教會

會影響到宗教自由。

．	 3月5日至15日：同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關於宗教方面，中國總理李

克強表示，要全面執行黨的宗教基本政策的必要性。

遵循宗教中國化的方向，宗教事務需依據法律管理，

並要積極參與促進經濟以及社會的發展。

．	 3月21日至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意大利訪問

期間，沒有與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會晤。

．	 3月29日：地下教會的河北省宣化教區崔泰助理主教

被警方帶走。崔主教曾經被省政府定期拘留，逮捕原

因及日期不詳。當他在一月份被釋放時，他發表了一

封文告，針對教區情況。　

．	 3月26日至27日：第九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

主教主教團第五次聯席會議在浙江省杭州舉行。會議

上討論並通過了「一會一團」2019年的工作計劃。

四月

．	 4月4日至10日：陝西省鳳翔教區發生了令人難過的

事件：千陽政府將該市唯一的聖堂夷為平地，該聖堂

為大約2,000名天主教徒服務，他們皆是貧農。4月

10日，大約有600名政府官員和警察到達牟家坪的聖

母朝聖地前並將其摧毀，但約有200名信徒在知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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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意圖後，聚集在堂區保衛聖堂。這應該是由於當

地天主教徒、神職人員和主教不願意加入愛國會，才

會發生對鳳翔教區的粗暴處理手法。

．	 4月18日：福建省閩東教區詹思祿主教和郭希錦輔理

主教於聖周的聖油彌撒共祭。儘管郭主教尚未被當地

政府認可，但他以主教身份共祭彌撒。他們是在教廷

和中央政府的介入下才可以共祭。詹最近獲教廷承

認。

．	 4月28日：河南省安陽教區的衛輝市地方政府，拆毀

了在一座新教堂的兩座鐘樓上巨形鐵十字架。自有關

宗教活動的新法規出台以來，河南已成為同類鎮壓措

施的試驗場：包括關閉了多座聖堂，禁止兒童和青少

年進行慕道活動，摧毀教友的墳墓。

．	 4月28日至10月7日：梵蒂岡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

「201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顯示雙邊交流有助改

善關係的最新證據。

五月

．	 5月6日至7日：河北省邯鄲教區的申劉庄村天主堂，

在6日晚上，聖堂的巨形十字架和牆壁被當局拆除。

當局的決定，據悉是因為從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見到該

十字架「太過突顯」，而教堂並沒有具備所有的建築

許可證。當局已警告該教區，至少有24座《沒有建築

許可證》的聖堂，將會因此被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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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根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

的聯合報告，第一次天主教代表會議在西安附近的鳳

翔教區寶雞市舉行。會議上，天主教愛國會在該市將

成立了第一個分會，並且通過了正式規章。獲教廷承

認的李會元主教當選寶雞市愛國會主席，而一些教區

神父被任命為副主席。李主教沒有舉行公開就職禮。

．	 5月12日：《環球時報》報導了向梵蒂岡國務卿帕羅

林樞機（Pietro	 Parolin）的訪問。這是首次有中國

報章向梵蒂岡國務卿樞機進行如此廣泛的訪問。他認

為這是在中梵關係上積極發展的標記。

．	 5月14日：北京教區李山主教和最近獲教廷承認的汕

頭教區黃炳章主教，在意大利米蘭聖心天主教大學，

參加該大學孔子學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	 5月28日至7月14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藏於梵

蒂岡博物館的76件作品，包括一些中國文物的展覽開

幕。這是梵蒂岡的收藏品首次在中國展出，另外也有

一些故宮博物館的展品。

六月

．	 6月3日：《天亞社》（英文版）報導，福建省福州教

區的所有堂區都必須加入愛國會，如有拒絕加入的神

父將被撤除職務。最近，福建省福州和陝西省鳳翔兩

個教區的神職人員，被強迫加入愛國會。多個消息來

源指出，這是個全國性行動的開始，所有教區最終都

會被納入愛國會的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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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天津教區非官方的李思德主教（1926-

2019）安息主懷，享年92歲。他於5月中旬中風併

入院治療。李主教於1926年10月3日出生於河北省遵

化市一個傳統天主教家庭。他在13歲進入小修院，並

於1949年加入北京聖雲仙修院。1955年7月10日，

他晉鐸成為天津教區神父。1982年，他被祝聖為天

津教區主教。1989年，李主教在參加了當年11月舉

行的地下教會的「中國大陸主教團」成立會議後被逮

捕。他一生被捕3次，在獄中共囚禁超過20年。李主

教的殯葬禮於6月10日由天津天主教愛國會籌辦，由

公開教會朱立戈神父主持，並在政府嚴密的監控下舉

行。這次葬禮不准許天津地下教會的石鴻禎助理主教

主教參加。地下神父可以在殯儀館舉行安所彌撒。而

李主教的墓碑上稱為「司牧」。

．	 6月18日：福建省閩東教區郭希錦輔理主教，為了保護

教區內神職人員的自由，寫信給福安公安局、宗教事

務局和	 (合法的)	 詹思祿主教，撤回了他向政府申請被

認可的登記。在信中，郭主教解釋他的動機：「政府

既已決定打擊未能按規定加入愛國會申請的神父們，

敝人只能與他們一起接受打擊。」

．	 6月28日：聖座發表了《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

的牧靈指導》。文件中對於使用武力強迫地下神職人

員登記加入愛國會的做法表示遺憾。

．	 6月30日：福建省閩東教區慶祝新主教座堂的祝聖典

禮，郭希錦主教拒絕參加，但是約有20位主教應邀出

席。郭主教被禁止在6月28日為聖心女修會主持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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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	 7月10日：河北省邢台市統戰部及民族和宗教委員會

的官員，以提供兩條電話熱線，敦促民眾舉報被禁止

的宗教活動。

八月

．	 8月26日：內蒙古自治區集寧教區姚順神父（1965-）

獲祝聖為主教。姚順主教是教區的前任副主教，該教

區有70,000名信徒，由31位神父和12位修女管理；

他是於4月9日由教會成員所選任。儘管自2018年9月

簽署《中梵臨時協議》以來，他是首位被祝聖的中國

主教，獲教宗批准和中方認可。但事實上早於2010年

梵蒂岡已經秘密任命姚順為主教。他在1991年晉鐸，

於北京全國修院任教。隨後在紐約聖若望大學進修教

會禮儀，並於2010年返回教區服務。

．	 8月26日：山西省當局以非法建築為藉口，宣布計劃

在五天之內拆除太原教區洞兒溝七苦山朝聖地的拱

門建築「上天之門」。當地的孟寧友主教邀請天主教

信徒多些去該處朝聖，特別是在9月15日聖母痛苦節

當日。但政府當局在國慶慶祝活動後，推遲了拆毀安

排。而在10月期間，他們只是改低了拱門的高度。

．	 8月28日：陝西省漢中教區胥紅偉神父（1975-）獲

祝聖為助理主教，祝聖禮由最近獲教廷承認的昆明教

區馬英林主教，聯同陝西省多位主教主持。胥主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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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就讀於陝西渭南教區的備修院，1996年在西

安修院就讀，並於2002年在漢中晉鐸。2008年，他

在羅馬取得了牧職神學碩士學位，然後一直在加拿大

溫哥華教區擔任牧職，直至2010年。幾年前，他的主

教任命已被教廷認可。

．	 8月28日：現屬於統戰部的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布了

《宗教團體管理辦法》草案，並徵求社會大眾給與意

見。草案第二條，「宗教團體」的定義：「本辦法所

稱宗教團體，是指信教公民自願組成，為團結信教公

民愛國愛教、促進宗教健康發展，按照其章程開展活

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九月

．	 9月10日：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領袖發表了有關

於升國旗、唱國歌及為國家祈福的通函，訂定9月22

日主日彌撒為中國祈禱。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周年慶典。

．	 9月14日：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園藝博覽會（4月28日

至10月7日），同時舉辦了一個以生態為主題的「梵

蒂岡國家日」。

．	 9月24日：在四川省修院舉辦了天主教神學本地化的

座談會，有80名來自中國各地但主要來自四川各教區

的與會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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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	 10月初：非官方的浙江省溫州教區邵祝敏主教，再次

被旅遊並被迫參加學習班。

十一月

．	 11月6日：中國當局敦促五個認可的宗教的代表，修

訂教義教規，使其符合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和「新時

代」意識形態的要求。

．	 11月19日至26日：在教宗方濟各訪問泰國和日本期

間，有中國天主教徒前往兩國，為能見到教宗。

．	 11月20日：《亞洲新聞》報導，在山東省，中共統戰

部官員10月中移走濟南教區林家庄村天主教堂尖頂上

的基督君王雕像，放置一根避雷針代替。最近，中國

當局還拆除了內蒙古烏達聖堂和河南駐馬店聖堂上的

十字架。

．	 11月20日：山西省長治教區已榮休的靳道遠主教

1929-2019）逝世。靳主教於1929年6月13日出生

於長治市鹿城區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他曾在北京華北

天主教神學院，及多間修院學習，1956年7月他於北

京晉鐸。同年8月，他回到長治教區從事牧民工作。

他於文革（1966-1976）期間被捕。他在監獄13

年後，即1979年從監獄獲釋後返回北社村。翌年，

他在潞城南天貢無原罪聖母堂領導牧民工作。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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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被任命為長治教區副主教，並於2000年1月6

日被祝聖為主教。2008年，他被羅馬教廷認可其主

教職，但並沒有管轄權。

．	 11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從東京返回羅馬途中，在機

上舉行新聞發布會，回答了有關當前香港對支持民主

抗爭或北京政府的分歧看法問題，他說其他國家也存

在這種示威和衝突，他以一句「我想去北京，我愛中

國」作為回應。11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教宗

方濟各的「友好和善意」表示讚賞。

十二月

．	 12月8日：教廷宣布任命馬尼拉總主教塔格萊樞機

（Louis	Antonio	Tagle）接替斐洛尼樞機（Fernando	

Filoni），擔任萬民福音部部長。

．	 12月25日：中國當局進行了一場「抵制聖誕節」的

活動，因為該節日被認為含有「西方文化入侵」的元

素，要人民「自覺抵禦西方文化侵蝕」、「樹立文化

自信」所以祈禱會和聖誕節裝飾等措施。在一些地

區，當局要求學生須在12月24日至25日參加考試，

以避免他們參加聖誕彌撒和慶祝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