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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固定時間 明供聖體時間 電話

聖母聖心主教座堂 是 每月首星期五19:30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156號 525-6057

耶穌聖心堂 是

每週五「朝拜聖體」，自上午7點到晚上7點
，晚上7點開始公唸玫瑰經，玫瑰經後7點20
分「聖體降福」

30045 新竹市西門街165號 525-1210#11

聖若望堂 是 每天早上6:30~7:00 30056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212號 525-3659

聖保祿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7:30~8:00 30054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511號 531-7647

加爾默羅聖母堂 是 每月第一周周六晚6:30~7:30 30062 新竹市東南街52巷26號 561-3876

聖神堂 是 每周四上午08:00~12:00 30071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8號 571-4217

聖彌格爾堂 是 每月首周五上午9:00~10:00 30070 新竹市建功路31號 573-7227
聖家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上7:30~8:30 30074 新竹市關東橋光復路一段268巷1-1號 577-4511

聖母升天堂 是 每月第二周周五晚8點 30342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5之1號 599-7462

耶穌聖心堂 是 每週五上午7:00~晚上6:00 30242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431號 555-2075
聖若瑟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7:30~8:30 30545 新竹縣新埔鎮新民里中正路682號 588-2075

耶穌聖心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上7:30~8:30
每月第三周五晚上7:30~8:30
使用書籍:聖體朝拜、「堂區頌禱朝拜聖體祈

禱手冊」-康納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30641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126號 587-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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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玷聖母堂 是 每月首周星期五下午3：00--7：30 3104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72號 596-2341

耶穌聖心堂 是 每月第一周星期四晚上7:30~8:30 30743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488號 592-5299
聖若瑟堂 是 每月第二周星期四晚上7:30~8:30 31242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129號 593-2667
內灣天主堂 是 每月第三周星期四晚上7:30~8:30

基督救世主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6:00~7:00 31141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80號 585-1014

聖十字架堂 是 9:00主日彌撒前半小時 31141 新竹縣五峰鄉清泉10鄰184號
585-6026
585-
6048(專)

聖母聖心堂 是

每週五早上8:30開始聖體敬禮到晚上19:00聖
體降福結束

每月首週五早上8:30開始聖體敬禮到晚上

20:30聖體降福結束

33047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56號 03-332-2067

聖體堂 是
每月首周星期五晚上7:30~9:00
按照朝拜聖體一般程序進行

33069 桃園市桃園區保羅街52號 03-364-8865
03-374-2537

聖伯鐸聖保祿堂 是 每月首周星期五早上8:30~9:00 33352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21號 03-329-1549
聖母升天堂 是 每星期五晚上7:30 33464 桃園市八德區茄明里中華路116號 03-217-0249
聖彌額爾堂 是 無 33461 桃園市八德區同和路1號 03-363-6790

聖母無玷之心堂 是 每周四上午08:20~09:00 32468 桃園市平鎮區貿東里32鄰中正一路328號

聖安多尼堂 是 每月第三主日早上8:00~8:30 32065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文化路130巷5號 03-451-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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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聖心堂 是

每月首週四晚上8:00~9:00
每月首週五整天,聖潔安納生命中心主辦,耶穌

聖心堂協辦
32041 桃園市中壢區長江路65號 03-422-0334

聖安多尼堂 是
單數月第一週星期三新明里 19:30 彌撒後

雙數月第一週星期五山仔頂 19:30 彌撒後
32046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124號 03-493-3548  

聖母升天堂 是 32546 桃園市龍潭鄉佳安村十一份段文化路62號 03-471-2728
聖家堂 是 32571 桃園市龍潭鄉中正村東龍路170號 03-479-1774
聖十字架堂 33556 桃園市大溪區新峰里復興路二段758巷8號 03-382-5352
耶穌聖體聖血堂 33643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村中正路53號 03-382-2304
溪口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村 03-382-5352
耶穌復活堂 33643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村17號 03-382-2435
志繼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村 03-382-5352
義盛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義盛村5鄰35號 03-382-1547
聖伯鐸聖保祿天主堂 33643 桃園市復興區奎輝村2鄰6號 03- 382-5621
嘎色鬧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奎輝村 03-382-5352
長興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長興村14鄰23號 03-382-5352
高遶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長興村 03-382-5352
耶穌聖心堂 33644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村爺亨10號 03-391-2215
內奎輝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村 03-382-5352
三光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村 03-382-5352
砂崙子天主堂 336 桃園市復興區三光村 03-382-5352

是

每月第二星期四晚上7:00~8:00,每月一次輪

流各堂

三民天主堂→復興堂→志繼堂→溪口堂→羅

浮堂→長興堂→高遶天主堂→奎輝天主堂→

爺亨天主堂→內奎輝天主堂→耶穌聖心堂

使用方濟會的朝拜聖體書

每月首週五12: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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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君王堂 是

*星期一~星期三18：00至19：00,
星期六19：00至20：00,
星期日17：00至18：00
*每一個月第三個週日

持續朝拜聖體，從10：00（彌撒09：00結束

後）至18：00.

33753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53號 03-386-3092

耶穌聖心堂 是 每月首周五早上7:00 32750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31號 03-477-2279

聖若瑟堂 是 每月首周五晚上8:00 32649 桃園市楊梅區富岡里新明街149號 03-472-2508

玫瑰天主堂(北苗) 是 每個月第二週星期五晚上7:30 36042 苗栗市清華里長安街15號 037-261-175

聖亞納堂(南苗) 是 每個月第一週的星期五晚上19:30-20:00 36060 苗栗市新苗里新東街35號 037-320-528
聖保祿堂 是 每個月第一週的星期五晚上19:00-20:00 36350 苗栗縣公館鄉近光路1號 037-224-669
天上之母堂 是 每月第一周周五早上8:00 35154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834號 037-663-141
聖家堂 是 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2:30 35041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延平路55號 037-475-534
聖瑪加利大堂 是 每周五晚上7:30 36745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光復路2號 037-872-134

耶穌聖心堂 是
每周五晚上7:00
所用書籍:「教宗方濟各一起朝拜聖體」

35850 苗栗縣苑裡鎮世界路一段12號 037-861-049

法蒂瑪聖母堂 是 每月首周四晚上7:30 35741 苗栗縣通霄鎮光復路60號 037-75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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