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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天主教教會主要統計數字和大事回顧

2020 年中國天主教教會統計數字

天主教徒人數：

約一千萬人

主教人數：99位

官方教會：72位，66位在職

非官方教會：27位，14位在職

教區數目： 
根據天主教會資料：147個（116個教區及31個牧民

區域）

按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95個教區及7個牧民區域

司鐸人數：

約4,000名（2020年有39位新祝聖的公開教會司鐸； 

沒有非官方司鐸和拒絕登記的司鐸人數）

修院和修生人數：

官方教會：6所大修院，共350名修生

非官方教會：5個培育團體，約70名修生

修女人數：約4,600名

官方教會：約3,250名，分屬87個修會

非官方教會：約1,350名，分屬40個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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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國天主教教會大事回顧

一月

． 1月6日：福建省福寧/閩東教區詹思祿主教，致函該

教區神職人員辦理登記加入公開教會，以促進教區的

團結。至少有五個堂區（包括福安、賽岐和雙峰）遭

截斷水電及被關閉，而在福安市羅江天主堂居住的郭

希錦輔理主教和其他神父收到通知，因「消防安全措

施」理由，有關建築物不符合消防規定，基於安全理

由「停止使用」，他們在1月15日遷出。修女們管理

的安老院也被關閉。

． 1月18日：陝西省漢中教區余潤深主教榮休，由2019

年8月28日晉牧的胥紅偉助理主教繼任，就職為教區

主教。

． 1月23日：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爆發，當局封鎖武漢及

其他地方。中國政府認可的天主教機構「一會一團」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 於1月24

日發出通知，加強防疫和暫停主日彌撒。各地堂區和

團體停止宗教活動。因此，信眾透過互聯網參與祈禱

和彌撒。

． 1月26日：在三鐘經祈禱後，教宗方濟各特別為中國

感染新型冠狀肺炎病患者和家庭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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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2月1日：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於2019年12月30日公

佈《宗教團體管理辦法》，正式生效。該《辦法》就

2018年2月1日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第二章有關

「宗教團體」部份，提供詳盡的管理細則。

． 2月3日：梵蒂岡在一項由教宗的慈善機構、教廷藥劑

部和意大利華人傳教中心的聯合行動中，向中國捐贈

約70萬個口罩，以協助防止冠狀病毒的傳播。

． 2月11日：中國宗教領袖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宗教

方面的防控工作舉行視像會議。其後，「一會一團」

於2月12日發出通知，實施「兩暫停一延遲」措施，

要求關閉教堂及暫停宗教聚會，以及延後修院在新春

假期後開課。

． 2月14日：中梵雙方外長首次會面:梵蒂岡國務院與各

國關係部秘書長加拉格爾總主教 (Paul Gallagher) 與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德國慕尼黑安全

會議期間會面，是幾十年來首次雙方外長接觸。雙方

會後發表公告，提及《中梵臨時協議》及疫情防控。

． 2月26日：梵蒂岡樞機團團長雷爾樞機 (John Baptist 

Re)，致函所有樞機，回應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

樞機於2019年9月27日發給所有樞機主教的公開信。

陳牧的信函指出中國教會面對分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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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3月19日：多個中國教區表示關懷意大利疫情，香港

明愛機構也贈送了大批口罩給意大利。

． 3月25日：寧夏教區馬仲牧主教（Tegusbeleg）安

息，享年100歲。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蒙古族主

教。馬主教是非官方主教，是教廷認可的寧夏主教；

但中國政府並未承認其主教身份，視他為司鐸。他於

1919年11月1日出生於內蒙古城川。他在山西省大同

修讀神學，並於1947年7月31日晉鐸。他在當時還在

北京的天主教輔仁大學修讀了幾年後，便在中衛開展

牧民工作，後來在呼和浩特大修院任教。1958年，

他因為拒絕加入愛國會，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勞動

改造。他於1969年獲釋後，返回家鄉，在那裡他當

了水利設備工人。他於1979年復職，1980年再次開

展教會牧職工作。1983年11月8日，他被秘密祝聖為

寧夏主教，至2005年退休，居住在故鄉城川堂區繼

續牧靈工作。馬主教關心蒙古族文化，以蒙古文撰寫

和翻譯書籍，包括《羅馬禮儀經書》。

四月

． 4月1日：中國天主教《信德網》向教宗方濟各表示，

疫情期間保持身體健康的良好祝願。中國的天主教「進

德公益」在意大利駐北京大使館和意大利外交部在物

流方面的協助下，把所收集的捐助防疫物資贈送給梵

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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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亞洲新聞》報道，亞洲主教團協會主席仰

光總主教貌波樞機 (Charles Bo) 對於新冠肺炎爆發

的起源作出強烈聲明，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須負上主要

責任，並要承擔因此而引起的經濟損失。

． 4月7日：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向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發

佈復活節的《節日賀信》，強調嚴格執行「兩暫停一

延遲」措施（即暫停開放宗教活動場所、暫停一切集

體宗教活動、宗教院校延期開學），以防止新冠肺炎

的蔓延。

． 4月11日：《環球時報》報道，教廷感謝在全球新冠肺

炎肆虐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向梵蒂岡藥物所的捐助。

． 4月13日：上海教區因疫情取消所有在5月份的朝聖

活動，包括5月24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向佘山聖母及

浦東唐鎮的朝聖活動。4月19日，北京教區亦發出通

知，取消所有5月內的朝聖活動。

． 4月20日：《La Civilta' Cattolica》創立170週年之

際，實現其一直希望達成的願望，開設中文版，名稱

是《公教文明》。

． 4月26日：「一會一團」發出通告，按照政府於4月6

日的指示，重申須繼續暫時關閉所有宗教場所和暫停

宗教活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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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據《天亞社》報道，中共當局已開始新一

輪拆除十字架的行動。

五月

． 5月7日：河南省南陽教區榮休的朱寶玉主教（1921-

2020年），在屬教區的聖母無原罪女修會會院安

息，疫情下，只有幾十人參加殯葬禮。他於1921年

7月2日出生於河南省蒲山鎮。1946年在開封的河

南省地區修院修讀哲學及神學。他於1957年晉鐸，

然後在南陽教區的幾個堂區擔任神職工作。於1964

年到1967年期間，他被判處勞動改造。後來，他被

允許返回家鄉蒲山，在那裡他私下展開他的牧民工

作。1981年，他因反革命罪再次被判十年勞動改造處

罰。他於1988年獲釋，獲准在多個堂區繼續牧民工

作。1995年3月19日的聖若瑟瞻禮，他被教區地下主

教靳德臣祝聖為南陽助理主教。於2002年接替靳主

教而成為教區主教。由於年事已高，他於2010年向教

廷遞交了辭呈。2011年6月，他願意成為公開教會主

教。由於健康理由，他在幾年前已退休，住在靳崗安

老院，後來再搬到修女會院居住。朱主教在 2020年2

月確診新型冠狀肺災，獲醫治痊癒，成為中國最年長

的治癒者，官方媒體報道他的病例。

． 5月22日至28日：2020年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亦於5月21日至27日舉行會議。政協主席汪洋強

調宗教必須根據中國化，及加強對負責宗教工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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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教育，以及要求宗教要配合國家、中國文化和

社會主義。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四位主教出席；而在

全國政協會議則有七位主教、兩名神父和一位平信徒

參加。5月29日，參與「兩會」的天主教領袖，在教

會的會議上報告內容。

． 5月24日：為中國教會祈禱日：教宗方濟各在中午，

向中國天主教徒祝福和祈禱。

． 5月26日：江西省餘江教區金溪縣翠丰路教堂被指為

非法，並被關閉。

六月

． 6月2日：聖堂在嚴格管控下，重新開放給信徒。一

些省份的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如浙江省，要求神

父在重開聖堂的講道中，須舉出抗疫有效的例子，

並強調必須愛國。18歲以下的青少年仍繼續被禁止

進入聖堂。

． 6月7日：切利總主教 (Claudio Maria Celli) 在意大

利電視網絡 TGCOM24 的 Stanze Vaticane 節目採

訪中，提到《中梵臨時協議》兩年期滿時說：「我認

為我們應該再簽署多一兩年。」

． 6月9日：福建省林家善主教（1934-），83歲，公

開就職福州教區主教。禮儀於泛船浦聖母玫瑰堂主教

座堂舉行，廈門教區蔡炳瑞主教主持，共有40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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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0人出席。林主教一直是非官方教會成員，曾被判

處十年勞動改造。他於1997年7月被任命為福建省建

甌教區主教，但仍留在福州。

． 6月9日：關注中國事務的董育德教授 (Audrey G. 

Donnithorne)（1922-2020）在香港逝世。她來自一個

英國聖公會家庭，在四川出生，在學期間加入天主教

會。她一生關心協助中國，尤其四川和天主教徒的福祉。

． 6月10日：北京教區李山主教及教會機構就重開聖

堂、重啟公開禮儀和宗教活動，發出牧民指引。

． 6月10日：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宗教事務辦公室發出

通知，鼓勵市民通報非法宗教活動，列出非法宗教活

動名稱及提供活動的途徑。邯鄲教區涵蓋這區。

． 6月19日：據《亞洲新聞》報道，警方再次帶走70歲

的河北宣化地下主教崔泰。他於2020年1月農曆新年

期間被釋放，可能因新冠肺炎的爆發而得以與家人團

聚。自從2007年以來，他多次長期被無罪拘留。此

次在一月到六月期間，可說是崔主教多年來享有最長

的自由時間。

． 6月22日：陝西省鳳翔教區李會元主教（1965-），在

聖若瑟主教座堂就職教區主教。他於2014年由李鏡

峰主教（1921-2017）祝聖為助理主教，並於2017

年李主教安息後繼任主教。2019年，愛國會在教區



301

2020年中國天主教教會主要統計數字和大事回顧

成立，他當選成為領導。礙於新冠肺炎的限制措施，

約200人參加了典禮，但幾乎所有陝西教區的主教，

及多個政府部門都參加了典禮。

． 6月27日：上海教區發出了關於葬禮規定的通知，要

求主持葬禮的司鐸須出示身份文件，證明已被公開教

會確認。

七月

． 7月5日：教宗方濟各在主日三鐘經後的致辭，原定提

及香港局勢，全文由梵蒂岡新聞部發佈，但臨時沒有

讀出。這引起外界揣測。

． 7月9日：山西省朔州教區馬存國主教（1971-）就職

為正權主教，太原教區孟寧友主教主禮。馬主教原屬

非官方教會。

． 7月11日：據《亞洲新聞》報道，江西省餘江教區非

官方的主教和神職人員，因為沒有加入愛國會，被地

方當局禁止進行教會牧民工作。

． 7月29日：《路透社》7月29日報道，《紀錄未來網

絡》指出，從2020年5月初開始，幾個與天主教會

有關的機構，包括梵蒂岡、香港教區和教廷在港研究

部，都被一個與中國有連繫的 RedDelta 組織視為目

標，及由 Insikt Group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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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在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 (Tom Lantos 

Human Right Commission of US Congress) 的

聽證會上，有消息指自1996年以來一直被拘留而下

落不明的保定教區蘇志民主教，2003年在一間醫

院被發現後，可能囚禁期間已經離世。若他仍然活

著，2020年應該88歲。

． 7月31日：「一會一團」的領導人再次在北京舉行「宗

教中國化」的講座，探討「為什麼要堅持中國化?」。

八月

． 8月13日：全國和省級天主教領袖舉行抗日戰爭勝利

75週年的紀念活動。

． 8月14日：《基督教郵報》記者獲悉，過去幾個月以

來，中國有至少5個省的政府部門促請基督教信徒，

用習近平的海報代替他們家中的十字架和耶穌像，否

則會失去社會福利。在江西省東南部，官員們在已登

記信徒的住所中拆除十字架和教會聖像，以執行國家

公佈的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命令。

． 8月18日：浙江省寧波教區金仰科主教正式就職為教

區主教。他於2012年私下被胡賢德主教祝聖為助理主

教，並於2017年接掌主教職務。金主教在公開教會服

務，曾任堂區牧民工作。

． 8月21日：據《天亞社》報道，中國當局利用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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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以限制地下教會團體的聖母升天節慶祝活動。在正

定，自8月12日起，賈治國主教和聖母聖心女修會的

會長被拘留。賈主教於10月6日獲釋。

九月

． 9月4日：「一會一團」發表了一篇《厲行節約．反對

浪費》的倡議書，促請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和奢

華排場；倡導健康節儉的餐飲消費方式；踐行綠色生

活方式，以避免浪費食物。

． 9月22日：就中國主教任命問題達成的《中梵臨時協

議》在北京簽署兩周年，10月22日續期兩年。

． 9月25日：據《天亞社》報道，由中國電子科技大學

出版社出版的《職業道德與法律》教材，當中改編

了《若望福音》內容，耶穌向激憤要打死罪婦的群眾

說，誰若沒有犯過錯，就上前打死她。耶穌拿起石頭打

死了女子，並說道：「我也同樣是個罪人。但如果法律

只能由毫無瑕疵的人執行的話，法律就只會死亡。」

． 9月27日：浙江省臨海市人民法院判處網上小米書店老闆

張俞七年有期徒刑，他因出售外國宗教書籍而被拘留。

十月

． 10月3日：一個名為「另一個中國」的會議，標誌著

「宗座外方傳教會」在中國大陸服務150週年，梵蒂

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 (Pietro Parolin) 強調《中梵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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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協議》在 「教會及牧民」幅度的價值，並將其作為

面對中國教會「許多其他問題」經驗的「起點」。

． 10月4日：為使2018年被承認合法的福建省閩東教區

詹思祿主教成為正權主教，被教廷降級為輔理主教的

郭希錦宣布辭職。郭主教的聲明稱：「我辭職是因為我

的無能，及沒有與時俱進。」但教廷沒有接受其辭職。

． 10月12日：根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最新指示，食

物要簡約不浪費。所有宗教團體，包括天主教「一會

一團」，亦向信徒們發出通知：「順應不浪費食物的

潮流，過健康簡約生活的良好傳統。」

． 10月22日：中國與梵蒂岡雙方正式宣布《中梵臨時

協議》續期兩年，沒有任何改動，沒有公開內容。

據《路透社》報道，教宗方濟各已於9月15日同意協

議延續。其他媒體作出揣測。協議續期兩年，不是按

簽署日期 (2018年9月22日）而是按生效日期 (簽署

後一個月）延續。

．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了工作報告，大會通

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

五年規劃和二零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中國要

創新技術，必須在「國內國際雙循環」（國內和外貿）

策略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11月4日，

「一會一團」籲請所有天主教徒學習這信息，並就信

息於11月底前向秘書處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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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了有關修院的工作會議，來

自全國修院和九間大修院的18位人士出席會議。討論

主題是五間神學院內48位教師的資格和課程的統一。

十一月

． 11月2日：警方帶走了河北省保定地下教會小修院及大

修院多名人員，共有16人，其中包括十幾名修士和三

名神父。這是有計劃的行動，在三個不同地點的修院同

時進行，一個地點在北京，另外的地點在保定。當中兩

名修士很快被釋放，另外兩人被送回家，而其他人則在

幾天後被送回家。這次行動很可能跟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於11月3日至4日視察訪問河北保定教堂有關。

． 11月4日：廣西南寧教區吳健神父（1981-2020）在

一宗交通事故中死亡；他當時正騎著摩托車返回貴

港，但在十字路口被一輛卡車撞倒。他是2020年中國

兩位最年輕逝世的神父之一。另一位是藏族馬扎西神

父，2016年晉鐸後，服務於雲南藏區，在2020年1月

17日因肝癌安息。兩人均生於1981年，終年39歲。

． 11月13日：《亞洲新聞》報道，皮尤研究中心於11月

10日發表一項有關宗教迫害的研究報告，顯示被評估

的198個政府中，中國排名首位。

． 11月18日：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公佈《宗教教職人員

管理辦法》草案和《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

施細則》草案，諮詢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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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山東青島教區陳天浩神父（1962-）被

祝聖為主教，這是2018年9月22日簽署《中梵臨時

協議》的規範框架下獲任命的主教。他於1962年12

月出生，在上海佘山修院學習哲學和神學，於1989

年12月晉鐸。1998年，他被任命為青島愛國會的領

導，2010年他成為全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委會委員。自

2012年以來，他一直擔任兩個山東省天主教協會的領

導，並於2019年11月19日成為主教候選人。

． 11月24日：《路透社》報道，教宗方濟各首次把中國

維吾爾族回教徒稱為「被迫害」的人。教宗在其即將

出版的《讓我們夢想：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道路》一書

中寫道：「我經常想到被迫害的人民：羅興亞人、可

憐的維吾爾族人、亞茲迪人。」他在該文還談到了在

伊斯蘭教國家被迫害的基督徒。

． 11月30日-12月1日：「一會一團」在四川廣元舉行

常委會第九屆五次會議，紀念在廣元發表《自立革新

宣言》70週年（1950年11月30日），並討論了2020

年的工作報告及2021年的工作計劃。他們沒有討論

《中梵臨時協議》，只是重申自治的原則，研讀習近

平的指導方針以及委任實行已核准的2018-2022年

教會中國化計劃。

十二月

． 12月4日：由於近期多名神父和修女猝死，「一會一

團」發出《關於加強神長教友健康體檢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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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教區等建立身體檢查制度，並引導神職人員和

教友注意體育鍛煉和加強保健意識。

． 12月7日：在南京，天主教舉行反帝愛國主義運動70

週年慶祝活動，有180位參加者。

． 12月8日至10日：山東省天主教領袖在曲阜舉辦「當

代天主教神學」研討會，有30名參加者：強調教會中

國化和學習儒家傳統。

． 12月15日：根據政府法規，「一會一團」發表關於中

國天主教信息網絡工作的通告。

． 1 2 月 2 2 日 ： 山 西 省 洪 洞 / 臨 汾 教 區 劉 根 柱 神 父

（1966-）被祝聖為主教，這是《中梵臨時協議》的

規範框架下獲任命的主教。自2010年，劉神父一直

是臨汾教區的副主教，這幾年更成為教廷核准的主教

候選人。禮儀由太原教區孟寧友主教主持，及數位其

他教區主教共祭，另有63位神父和200位包括修女及

信徒參加。劉根柱主教於1966年10月12日出生於洪

洞縣。1991年，他在陝西省西安修院完成學業，並於

同年晉鐸。他曾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委員會第九屆委

員，及第七屆山西省愛國會副主任。

． 12月24日：在北京，由於新冠肺炎再次出現，從早上

開始停止所有火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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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日：東北四平教區非官方韓景濤主教安息，

享年99歲。他1921年7月27日出生，1932年進入修

院，於1947年晉鐸。1953年，他被捕入獄，後進入

勞改營，直到1980年被釋放。他剛獲釋放，便被當

局聘用教書。在長春大學教授英語，然後在東北師範

大學古代文化史研究所教授英語。1982年，他被秘

密任命為主教。他特別關注福傳以及司鐸和修女的培

育，並成立了加爾瓦略山修會。從1997年開始，他

的住所一直受到監視。他最近染病，並於12月31日

清晨離世。他被教徒形容為地下教會的「文化信仰巨

人」，在韓主教的文學作品中，包括了他翻譯聖多瑪

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地下教會成員不獲准參

加殯葬禮，韓主教的遺體於2021年1月1日火化，骨灰

被送回家鄉赤峰（內蒙古）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