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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 張文福

愛的團圓
越南因為經濟的問題，有許多的
人來到台灣工作，賺錢養家。雖然，
他們受到很多好心人的幫忙與照顧，
但是，他們的生活仍然十分可憐。而
其中，也發生了一些奇妙的故事：
在民國九十七年，TVBS 電視台曾
經播出一則新聞：一位越南看護工，
在台中照顧一對老夫妻，太太因為病
重，所以需要這位看護工的特別照
顧。後來，這位太太逝世了，越勞的
合約也自然終止了。這位越南小姐轉
換到金門新的僱主那裡。到了金門之
後，她才想起，還有一小包對她很重
要的東西，卻留在台中的僱主那兒。
她很難過，因為，這是她母親在香港
所認識的一位台灣人，所給她母親的
信物。當她離開越南時，母親特別交
代她一定要找到這一位台灣人，因為
這一個人就是她的親生父親。現在物
品不見了，該如何尋找她的父親呢？
金門的人很少，不久，她認識了一位
警察，她就請求警察幫助她找回失物。
這位警察回到台灣之後，到台中
找到了物品。老僱主拿出那包物品交
給警察時，兩人打開那一小包物品，
老僱主才發現裡面有一張他自己年
輕時的照片，照片
背面有他所寫
的字跡。另外，
還 有 一 枚 戒
子，這一些物品
就是他在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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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離開香港回台灣時，所交給
一位已懷有他的骨肉的越南女朋友的
信物。這一位老僱主的心中有很多的
疑問，於是，隨同警察到金門一探究
竟。
最後，才知道這位外勞就是他的
親生女兒，父女倆感動得淚流不止，
擁抱相認。經過 DNA 的鑑定，確定父
女的關係之後，這位老僱主正式辦好
手續，帶女兒回到台中團圓。
現在科技進步，讓人類原本感到
遙遠的月亮及火星，現在都已經拉近
了，而這一個大地球，也變成了一個
小地球村。四海一家，大家都是兄弟
姊妹。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所
寫的：
「如同身體只有一個，卻有許多
肢體；肢體雖然很多，身體卻是一個：
基 督 也 是 這 樣 …… 」（ 格 前 十 二 ，
12-14）
。我們無論是本地人、原住民、
外省人或是外勞，都在同一個聖神
內，成為一個身體。在基督內，大家
都成為兄弟姊妹，我們都是一家人。
春節過年大家都回家團圓，兄弟
姊妹歡聚一堂時，應該彼此相愛、互
相關懷。台灣發生八八水災時，遙遠
的世界各國都來幫忙賑災。同樣的，
海地所發生的災難，台灣的人民也熱
心的前往支援他們。地球宛如一個小
村，大家更應該互相幫忙。春節期間，
家庭團聚，要和樂融融。
願天主降福大
家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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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女兒的一封信

☉ 余梅珍

嗨！蜜糖
是不是在做白日夢？祝妳點燈禮，蠟燭妹有意外的歡喜喔！
媽媽要告訴妳，爸爸在吃醋，他說妳都給了我們甜蜜蜜的笑
容，可是一轉身就給他三條線的生氣臉。我常說：「用心扮演自己角色」但這是多
不容易啊！可是還是要盡心盡力了。我們都知道爸爸有許多的好，也很疼妳，常能
提供妳要的資源，譬如指導你寫學校的禱詞，幫妳送手機，還有……重要的是他想
要做好的人，只是還在接受天主的考驗，仍在努力中，所以他也是和小孩一樣會做
錯事，也跟妳一樣需要愛的鼓勵，所以妳要不吝慷慨的給他，像妳婆婆那樣很多條
線的瞇瞇笑臉啦！
告訴妳一個秘密喔，妳有沒有發現漢屏叔叔的作品，常會說我們要愛，要寬恕。
我想漢屏叔叔這麼聰明，也一定有此人生經驗，所以若有這心，定能讓自己快樂無
窮，前提是不能要求別人，妳才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妳還記得那次看電影的可樂
事件？我說：「吃虧就是占便宜」類似這樣了。
這次段考如何呢？在金鐘頒獎典禮，趙又廷的爸爸語重心長感人肺腑的說：「得
獎是鼓勵，沒得獎是砥礪，未來路還很長，要再接再厲。」媽媽與妳共勉之！
寫於 2009/12/7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培肋舍特（ Philistia）
培肋舍特是民族名，他們是居於聖地海邊的一個不屬於閃族的民族。他們並非單
一純粹的民族，而是由好幾種海邊民族及部落所組成的。籠統的被稱為培肋舍特
人。
他們在聖地所居住的地方，在聖經上沒有特別的名字。只謂：
「培肋舍特地」或「培
肋舍特人的地方」
。這個地區包括，北起加爾默耳山，南至迦薩地區，是一片肥沃
的平原，物產很豐富，交通也很便利。主要的城市有五座，由南而北迦薩、阿市
多得、阿市刻隆、加特、厄刻龍，學者慣稱為「五城」
他們的原來居地是加非托爾島，大多數學者的意見，加非托爾島，就是現在的克
里特島，另有些考古學者認為它應是現今的塞普路斯島。他們來到聖地以後所崇
拜的神祇是達貢及巴耳則步本是客納罕地方古代的神明。來到聖地以後因為利益
的衝突，與以色列人民成為世仇大敵。
自公元前第十一世紀的中葉起，即侵佔以民西部的大部份地區，至撒慕爾時代，
才將他們的兇氣壓制下來，及至基耳波亞山上一戰，撒烏耳殉職以民大敗之後，
氣燄又囂張起來（撒上 30:2-8）
。至達味聖王登位之後才將他們全部驅逐出境（撒
下 8:1）。無論培肋舍特人或以色列人最終都變成羅馬帝國的屬民。
------聖母聖心堂通訊 184 期（2/8）------

【我喜歡】
☉洪丁玲

我喜歡每個主日的早晨，全家穿扮整齊，歡歡喜喜的上教堂，讓孩子留下
童年記憶，長大離家後他們會記得與父母共赴這場主的盛宴。
我喜歡在這次的「福臨台灣 150」傳愛感恩大會，帶著紀念的心情，與夫
並肩坐在小巨蛋參與這場一萬伍仟人的盛會，我們都明白，下一個 150 週年裡
不會有我們。
我喜歡一邊工作，一邊聽著來自修女的拉丁聖曲或玫瑰電鋼琴，讓心靈與
主如此接近，克萊爾有句話：「音樂是天使的語言」，我深深相信，更能體會悠
媛修女：「讓自己更快樂」。
我喜歡為一些需要祈禱者唸一串玫瑰經，不僅自己內心得到平安，也讓心
更擴大。
我喜歡在保祿書信中讀到：
「磨難生忍耐，忍耐生老練，老練生望德，望德
不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
（羅
5:3-5）。因著這段話，也為聖經裡遭受百般考驗的痛苦人物約伯找到出口。
我喜歡盧德傳裡的那段追隨婆婆令我感動的話：
「你到那裡，我也到那裡，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夫曾經提及婆媳問題不是由妳開始，這是中國的固
有文化。因著盧德我喜歡米勒那幅為窮人留穗的「拾穗」
，和聽到教堂鐘聲響的
「晚禱」
，包括米勒、他在妻臨盆之時還繳不出房租，在生活困頓裡，他畫下了
信仰。
我喜歡斐理伯書：
「我已學會了，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受窮，
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飫、或飢餓、或富裕、或貧乏，
我都得了秘訣。我賴加強我力量的那位，能應付一切」
（斐 4:11-13）
。這段話已
掛在我家牆上，在信仰裡，我將學習到更多，讓我的生命更豐富。
我喜歡在每個主日與和善的你們問候或微笑，因著主耶穌基督，我們都得
到喜樂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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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福女安日拉（Angela of Foligno）

生卒
年

公元 1248 年出生。
公元 1309 年逝世。

生

平

事

蹟

安日拉嫁作商人婦，生有子女多人，年輕時曾貪戀世俗。公元 1285
年突然受到真光的啟示，認識過去的生活方式是錯誤的。
安日拉開始認定罪惡的可憎，痛悔補贖犧牲一切，追隨聖五傷方濟
各的芳表，加入了聖方濟各第三會。
不久她的母親、丈夫、子女、相繼逝世。這為她是一種很大的打擊，
她發揮了最大的英勇精神，忍受這一切痛苦的考驗。「一切都是為
了愛天主」，是方濟各會的基本精神。
安日拉將她的全部財產，甚至連最心愛的住宅，全部賣掉捐給教
會，度絕對神貧的生活。結合了第三會的會友共同努力傳道。其中
一位克利斯蒂娜，常與她結伴而行。
安日拉對她說：「我們福傳無論做什麼，都不要害怕，天主會照顧
我們的」，又說「我們到醫院去為病人服務，在病人中會找到耶穌
的」
。她們在平凡的奉獻中，更日積月累的增加了她的聖德。
一位熱心的教友，後來失足犯了罪，安日拉見了他幫他解惑，把他
內心的祕密全揭露出來，因而感動了他，安日拉勸他回頭改過，終
獲成功地加了方濟各會，成了一位熱心的會士。
安日拉獲上主的降福，賜與她神視，從認識罪惡的可佈，經上主的
仁慈，耶穌的苦難，到耶穌顯現給她，與耶穌的苦難相比，是多麼
微不足道。便更加意志堅定地度神貧生活。
安日拉的神修，一天比一天進步。聖母瑪利亞賞賜她很多恩寵，使
她在全神貫注的祈禱中，到達廢寢忘食的境地。這樣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地，直到 1309 年上主收她的靈魂為止，死而後已。

二月祈禱及福傳意向

☉禮儀靈修組

在新春佳節請為我們國家、社會、家庭祈禱：求主恩賜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萬象更新、家家慶團圓。
請為新春佳節，不能團圓及經濟窘困的家庭祈禱！
教會禮儀將進入四旬期，請為基督徒悔改及與主和好、萬物和諧祈禱！
請為青年人善度寒假，積極參加教會靈修活動，找到生活的天主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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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漢屏

這四個字是郭維夏神父為新人
祝福或婚禮彌撒講道時的「招牌」
，就像馬總統為新人福證致詞時的「都是
我的錯」一樣，雖然老套掉了牙，但卻都極富哲理。我以前聽過郭神父講
過類似的話，但從沒多想，只覺得有道理而已。或許因為每星期思考一個
主題帶給自己無形的壓力，而找尋題材就成了抒解壓力的唯一管道，於是
才注意到郭神父為新人祝福的講道。
2009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
，我參加彥郎弟兄和庭語姊妹婚禮，特地
將神父所講的大綱記下來，想藉此和我的朋友們分享天主的祝福和期許。
逼富副福這四個字都有「一口田」
，只是部首有所不同。由不同的部首，
隱約透露出某些訊息，而這些訊息正是經營婚姻生活所必備的。一口田的
田字有財富的意思，因為各種農產品，都靠土地培育，自然是一切的根本。
「一畝薄田」象徵賴以為生的基本條件，到了現在，我們不也說「有土斯
有財」嗎？論語也有「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因此這「一口田」指的
也是衣食，而這些都是必要條件，意思是「非有它不可，有它還不夠」
。如
果這些條件只是財富，顯然太浮面，而婚姻絶對是包括上述必要和充分條
件，才能走向「聖家」
，否則婚姻幸福即有缺損。
「一口田」若加上不同的部首，就會有不同的意義。
首先是「逼」字。辵部隱含實踐的意味，我們說「相愛容易相處難」，
既或愛得死去活來，終究必須落實在實際的生活裡，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
茶，那個不靠費力張羅？而實踐得按部就班，一步步來，於是勉強就成了
壘砌美善的基石。若只是一個人勉強，會顯得委屈，若通力合作，相互砥
礪就有了著力點。為了家，這種勉強更可能進階到進德修業的範圍。
次說「富」字。富字上頭的「寶蓋」是限制，也是範圍。人難免不比
較，但若比，也得比高層次的部分，千萬不要只比如何吃得精、如何穿戴
名牌來顯現人的差異。因為物欲的要求永無止境，而感官的滿足也是暫時
的，所以必得朝精神層面努力。老祖宗要我們清心寡欲，是早看出資源不

春節對聯兩首

☉ 鍾常遂

1. 天賜聖家添百福

主存心內致千祥

2. 謹守福音天福永

長懷恩德主恩隆

------聖母聖心堂通訊 184 期（5/8）------

足，若分配再失當，就加大了人我間的矛盾。因此，這「寶蓋」的限制，
就是要我們「量力而為」
。浪費雖然談不上道不道德，但凡事不逾矩，正是
知所收歛，而這種收歛容易使精神層面的追求獲得滿足。
再言「副」字。副字是要我們甘居次要角色，作為主人固然有決定事
情的方便，但一個家若同時有兩個主人，就顯得有
角力的機會，而口角也容易在彼此間爆發。甘願為
副，雖貶抑自己，卻是息事寧人的法寶，現在流行
的「老二哲學」，就是放棄主導權，不當家作主，
雖捨棄了裁奪的機會，但只要懂得欣賞，也能相偕
自在。何況，矮人一截，是需要智慧的，因為動心
忍性就在其中見真章了。
最後是「福」字。中國社會向來有「事神致福」的觀念，雖說原意有
向神賄賂的意思，但卻是智慧的開端。敬畏神明的結果，就能謹守分寸，
於是謙卑就落實其間。當人生病的時候，會發現健康的重要；心靈若沒有
歸屬感，同樣不自在，與神也會沒有聯結。常上教堂是一種催化；藉著向
神的依靠，透過人我間的互動，很自然的把自己拉到與神同在之境了。
一次，在看于美人所主持的電視節目「國民大會」
，正好討論「男人毒
舌還女人毒舌」的問題。于美人說了個故事：
「一對夫妻坐在客廳沙發上看
電視，嬌美的太太想依偎在老公的肩膀上，就問：
『你的肩膀借我靠一靠』，
過了幾分鐘又說：『你會不會覺得重？』，她先生手持遙控器，邊按遙控器
邊回說：
「腦袋空空，怎麼會重？」
經營婚姻的確不容易，
「腦袋空空」寓意需要長進，不論男女都需要學
習，學習不光是隨著時代、兒女的成長長進，更不是只有知識的吸收，最
重要的是學會寬容、體諒和彼此學習，我想郭神父的意思應該就是這些。
凡事分裂就會崩解，最後必歸於幻滅，因此，存在就須整合。
知福、惜福就會蒙福，婚姻既然是天主安排的，當然必須珍惜，所以
整合和珍惜成了婚姻裡一輩子的事。
寫於 2009 年 9 月 30 日

聖經金句

☉ 李文琰

「如果我們只寄望基督於今生，那我們就是眾人中最可憐的了。」
（格前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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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福安
內容包括聖經、教會活動、文史、常識等。
遊戲辦法為請將答案卷於當月第三個主日前投入答案箱內或直接拿給張福安弟兄，全答對
者於次月堂訊中刊載姓名作為鼓勵。★答案卷可按線裁開或依樣繪製填寫，並另印單張供
應，亦歡迎以 E-mail 傳送，請寄至 fwuan99@yahoo.com.tw 信 箱 。
九十九年二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舞台上常用的光位約分為四種，即側光、逆
光、耳光以及什麼？如何完美使用這些光位是
燈光設計師追求的目標。
直二、 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工作，以賺取學費或貼補
生計。
直三、 耶穌復活後與門徒在一起，對他們說：當聖神
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為我作證
人，並直到那裡？（宗一）
直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去年 10 月至今年 1 月 10 日
與北京故宮，透過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合辦了
什麼展？

橫５、 南 宋 文 天 祥 的 正 氣 歌 共 有 六 十
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古道照顏色。」其倒數第二句是：
風檐−−−？

☺

九十九年元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吳恩琪、黃雪卿、陳致婕、
黃芳珠、周西君、陳 佑、錢君柔、
龔美雲、王 冀、邵永華、唐瑞鈺、
胡啟偉、洪瑞發、李懿宸、孫浩軒。

九十九年元月份答案

什

一 歲 一 枯 榮

直五、 耶穌在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面前顯了聖容，
這時候，忽有一片光耀的什麼發生？並且雲中
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
們要聽從他!」。（瑪十七）

麼

個

個

也

義

撒

直六、 「先知」的原文稱他們為「天主的人」
、
「上主
的使者」或「受命發言的人」等意義，這一切
皆表示他們是什麼？（先知書總論）

有

橫１、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南宋著
名的理學家；作詩觀書有感有云「半畝方塘一
鑑開，−−−−−−−；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來」，第二句是什麼？
橫２、 法郎心硬，不肯放走以色列人，梅瑟向埃及地
伸開棍杖，東風颳了一天一夜，吹來了蝗蟲。
蝗蟲到了埃及國，蝗蟲多到如何？，使大地變
黑並吃盡了一切植物和果實。（出十）
橫３、 發生在地球高緯度地區極圈附近上空極高處
的光，英文名為 aurora。

在

沒 有 人 耕 種 土 地
是

子

上

的

繁

主 救 我 罷

養 殖

╴╴╴╴╴╴╴╴╴╴╴╴╴╴╴╴
九十九年二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六

五

2

三

一

3
4

橫４、 達味在遷移約櫃紀念歌中敘述：的確上主特別
做了什麼？並希望將那裡作為自己的王宮。上
主還說：這就是我的永遠安息之處，我希望常
在這裏居住。（詠一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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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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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亞加大（佳德）

2/05 女：蔣正久、孫淑玉、劉湘珮、洪丁寧、盧美珠、林珊如、
蔡依均、林念瑩。

多羅德

2/06 女：李蕉妹。 羅門

2/17 女：李佩玲。

斐南

2/17 男：陳世玉。 喬治

2/21 男：周易儒。亞力山大 2/26 男：廖瑞華。

◎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二月五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二月十四日（星期日）舉行二月份主保慶生。
德來會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五上午 6:30；週六上午 7:00
聖母聖心堂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六上午 8:30；週五下午 19:30
聖母聖心堂主日越文彌撒：週日下午 18:30（聖堂三樓）

２０１０年

二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快

親

招

訊

善

待

主日點心

晨
晚

祭

晨
晚

聖器 奉 獻
管理
員
感恩祭

輔

司 琴

讀經二
答唱詠
讀經一

晨
晚

張文福

陳盛龍

李志南

李志南

張文福

張文福

張文福

李志南

李志南

車 林 蕭漢屏
廖秋連 黃偉亭
游龍妃 林明德
陳梓瑄 譚義賽
張家興 張福安
趙聚誠 邱柏融
歐 剛 春節暫停
的家庭
石美娟 聖母軍
王菊春 周小婉
賴春鳳 王菊春
洪瑞發 孫浩軒
陳 佑 唐瑞鈺
陳 浩 李懿宸
林美加 黃琮芳
林美加 徐修女
張阿玉 劉保祿
張福安 蕭漢屏
吳聖儒 董靖玟
呂秀香 黃沛洋
吳恩綸
－

張文福

陳盛龍

張文福

四旬期開始：在春節期間寬免大小齋，星期五應守小齋；行愛德或克己善工。
6:30 聖保祿醫院教堂 中文彌撒 主禮張文福
7:00 德來修女會院
中文彌撒 主禮張文福
8:30 聖母聖心堂
中文彌撒 主禮張文福

聖灰
禮儀

陳盛龍

張文福

張文福

郭維夏

李志南

李志南

黃雪卿
周西君
邱柏融
邱柏訊
邱秀子
林孜音
陳鄭蕊
張家綸
張祝禎
呂秀香
王秀娟
劭 凡
吳恩珉
陳思穎
黃淑慧
黃琮芳
謝琪玲
王菊春
陳明華
邵永華
吳恩綸

張文福

張文福

張文福

陳盛龍

李志南

李志南

王勵貞
黃曉晴
黃秋英
陳春花
周小婉
唐偉溢
鍾秀貞
林惠秋
洪丁寧
胡月娥
廖秋連
張薾元
胡慧欣
張德蘭
黃琮芳
吉他團
呂靜慧
洪偉智
曾劭真
關維忠
孫天威

四旬期
第二
主日

張文福

廿八日

四旬期
第一主日
施放
聖灰禮

張文福

十四日 十七日週三 廿ㄧ日

張文福

張文福

七 日

常年期
第五
主日
常年期
第六
主日
春節

釋經員

期

禮 儀 日

日

註１註２註３ 聖 母 聖 心 堂
主日主日主日週六主日主日主日
6:30 8:35 16:00 19:30 8:30 10:30 18:00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英文英文
主禮主禮主禮主禮主禮主禮主禮

聯絡人：周小婉姐妹 0955-341-615
邵永華姐妹 03-335-7602
讀經、答唱詠、輔祭人員請在彌撒前 10 分鐘完成準備，並至聖堂門口等候進堂遊行。
註１：聖保祿醫院教堂 桃園市建新街 123 號，03-361-3141
註２：聖體堂 桃園市保羅街 52 號，03-364-8865
註３：德來修女會院一樓 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2 號，03-33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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