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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 張文福

21 世紀的愛
在 2000 年，看到人類帶著強大的潛
力，跨入第三個千禧年，努力促進和平與
進步，的確令人振奮鼓舞。然而，在我們
每天的工作之中，也看到許多的人正在受
苦，因為在富人的餐桌邊，還有許多「拉
匝祿」，他們飽受著貧窮的煎熬，以及缺
乏醫療和需要社會救濟……等等。
在 20 世紀中，按照世界銀行的統計：
十三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窮的底線之下，
八億四千萬人口正在挨餓，其中有兩億人
口是兒童。每一年有一千三百萬人口注定
要餓死，也就是說，幾乎每一天有三萬六
千人，每一小時有一千五百人，每一分鐘
有二十五人，每三秒鐘有一人。世上仍然
有許多「拉匝祿」在街上撿拾從餐廳裡丟
棄的剩飯殘羹果腹，真是不可思議的事！
世界上人口中的十五億人，平均壽命不到
六十歲，八億八千萬人口得不到醫療，二
十六億人口缺乏最基本的衛生設施。在一
九九０到一九九七年之間，罹患愛滋病的
人數，由不到一千五百萬人增加到三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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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人。
阮文順樞機主教寫道：「貧窮產生了
許多社會的苦難，例如：賣淫、販毒、不
斷漫延的暴力和犯罪，以及因失業而造成
絕望的年輕人，選擇了自殺的途徑。貧窮
的表徵就是：缺乏文化和教育、非法販毒、
走私槍械、洗錢……等等。這些現象每每
是戰爭的起因。在一九八九年到一九九八
年之間共發生了八十一起武裝衝突，有三
起發生在不同的國家之間，有七十八起內
戰。成千上萬的年輕人，從十四歲起，被
迫當作軍人參加戰爭。有許多的人死了，
有許多的人殘障了，有更多的人，變得習
於仇恨、暴力、屠殺……在許許多多的地
方，基督仍然被釘著，祂正在喊叫著：
『我
渴！』
」（希望的證人 30-31 頁）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已經是 2011
年了。回顧在這第三個千禧年內的第一個
十年，我們的地球和人類，現在變成如何
了？北極冰山這十年來明顯的融化，冰帽
越小，反射的陽光相對的減少，導致全球
的溫度升高。2000 年冰帽的面積為 700
萬平方公里，2010 年冰帽的面積為 490
萬平方公里。此外，有關同性結婚的議題，
荷蘭成為第一個認可同性結婚的國家，阿
根廷則是拉丁美洲首開先例的國家。全球

☉ 李文琰

「為你太難的事，你不要尋找；超乎你能力的事，你不要研究；然
而天主給你所規定的，你應時常思念。」
（德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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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 10 個認可同性婚姻的國家：荷蘭、
比利時、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
瑞典、葡萄牙、冰島、阿根廷。在 2000
年全球並沒有國家認可同性結婚；到了
2010 年，則有 10 個國家認
可同性結婚。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
引發美國出兵阿富汗和伊
拉克，目前美國的軍費，
比全球其他 20 個國防預算
最高的國家的軍費，加起
來還要多。美國的軍費，
在 2001 年有 3160 億美元 ( 約臺幣 9.6
兆元 )，其中有 130 億美元用於阿富汗。
在 2010 年有 6930 億美元 ( 約臺幣 21
兆元 )，其中有 1020 億美元用於阿富汗，
610 億美元用於伊拉克。
以數字看過去的十年，2000 年全球
人口 61 億，2010 年全球人口 69 億。2000
年有 306 個億萬富翁，2010 年有 1011 個

億萬富翁。營養不足人口，2000 年 8.57
億人，2010 年 9.25 億人。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寫道：「這一切的
發生，使人們的良心受到極大的譴責。原
因是：在同一人類的大家庭中，一
邊有富裕、物質過剩的人，
生活在豐饒的環境中，受消
費主義和享樂心態的支配；
而另一邊，卻有一些的人和
社群，正在慘受饑餓之苦。有
許多的母親，眼睜睜地看著她
們的嬰孩活活的餓死。」（富
於仁慈的天主通諭 11 號）
在這 2011 年的四旬期，我們應該以
愛來改善我們的社會，以守齋與善行來補
贖我們的罪過。願大家好好準備自己的心
靈，來迎接因著主耶穌的復活，所賜予我
們的恩寵。

和諧
☉ 蕭漢屏
一位老農夫知道自己「行將就木」，就預立了遺囑。在遺囑上，他說了許多勸勉三
個兒子的話，最後才談到具體的財產分配。他說：「為了讓三個孩子團結一心，所以不
動產部分在他死後不准分，大家必須繼續住在一起；而動產的部分，大兒子分得二分之
一，二兒子分得三分之一，三兒子分得九分之一。」老農夫在公證人那兒，把遺囑完成
了手續，回家沒幾天就死了。
有人通知了公證人，公證人隨即到老農夫的家裡。經過核算，不動產只有十七匹馬，
但怎麼算都沒有辦法將馬匹除盡。因為以十七除以二、三、九，都有餘數，而且都在四
捨五入的五之上，也就是必須進位才合理，實際數字分別是老大 8.5、老二 5.666、老三
1.888。在農村，馬是勞動力的來源，很重要，若分了，馬就沒命了。在這種情形下，三
個兒子都不願意吃虧，所以愈爭聲音愈大，而臉紅脖子粗的，都快打了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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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以前沒碰過這檔子事，就大聲嚷嚷請大家各讓一步，但誰也不心甘情願，都
杵在大廳，也都不知道該怎麼辦。這時，來了一名老漢，是老
農夫同村的鄰居，他聽了聽，低下頭、嘆了口氣，回家去了。
再出現的時候，手中多了一匹他自家裡牽來的馬兒，他
說：
「我看這樣好了，這匹馬算我送給你們父親的奠儀，
你們就一塊兒拿去分了吧！」奇妙的竟是這老漢又把
家裡那匹馬牽了回去（註）。
這個故事是過年前一星期，神父在講道時說的。
或許這故事的奇妙在數學的奧秘，而那天的福音（瑪竇
福音第五章 1-12 節）則是「真福八端」
。神父應該是
藉著這個故事凸顯「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女。」的意旨，
這讓我想到一些概念，想和您分享。
「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女」應該可以解讀成「因為某些言行，足堪被稱為天主的子
女」締造和平是因，被稱「天主子女」是果，因此天主子女是一種榮耀，表明沒有辱沒
天主子女的身分，要不然，這只是一句空話。這角色和我們所熟知的「和事老」有差別，
因為「和事老」給人一種「和稀泥」
、軟趴趴的印象，感覺似八面玲瓏，但誰也不得罪。
如果只是這樣，原則何在？又以什麼讓人信服？所以締造和平是有條件的，而締造和平
的人應該具有某些特質，至少「說話算數」是其一。
孔子非常推崇管仲，說：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指管仲透過外交手段，
讓中原地區得到許多年的和平。按歷史記載，管仲為官並不清廉，更有不光彩的政治背
景。在論語裡，子貢就說：「管仲不算行仁的人吧？齊桓公殺了公子糾，管仲不但沒有
以身殉難，還去輔佐齊桓公。孔子則說：
「管仲做齊桓公的宰相，稱霸諸侯，一匡天下，
百姓到現在都還享受他的恩惠。若沒有管仲，我們恐怕都淪為夷狄了。我們豈能像堅守
小信的平凡人一樣，在山溝裡自殺，死了還沒有人知道？」由此可知「和事老」的沒有
原則，只能算「假仁假義」了。
瑪竇福音第五章第 13 節記載：
「耶穌對門徒說『你們是地上的鹽，鹽若失了味，怎
麼使它再鹹呢？』」透露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意涵，鹽怎麼沒了味？一定是稀釋而喪失原
應有的味兒。就像基督信徒原應有個樣子，但卻徒具形式一樣，由此研判，真正的基督
信徒不是說得好聽，而應做得讓人信服才是。
有人說，這老漢吹皺了一池春水，因為老農夫之所以留下的馬匹不能除盡，就是要
讓大家不要分家。只是人與人怒目而視、懷恨在心，豈是人的目的？而我們常以「締造」
必有所付出，但「有心為善，雖善不賞。」付出的當下，就得到滿足。我相信，老漢在
牽馬回家的時候，一定歡天喜地了。
註：以 18 匹除以 2、3、9，分別是 9、6、2 匹，而相加數則是 17 匹，所以老漢把
餘下的一匹又帶了回去。
寫於 2011 年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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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智 慧（Wisdom）
（申 4:6）要謹言慎行……在萬民眼中，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
（德 1:1）一切智慧皆來自上主，並且永遠及在有時間以前，就和祂同在。
（列上 5:9；10:4）天主賞賜了撤羅滿絕大的智慧。舍巴女王看見了，驚訝得出神。
（德 1:5）智慧的泉源是天主的言語，祂的道路是永久的誡命。
（智 1:4）智慧不進入存心不良的靈魂裡。
（德 1:22）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冠冕；她產生平安，恢復健康。
（詠 37:30）義人的口，傾吐智慧。
（詠 49:4）我的口要宣講智慧。
（箴 1:7）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只有愚昧的人蔑視智慧和規律。
（箴 16:16）獲得智慧勝於獲得黃金；獲得知識勝於獲得白銀。
（德 4:28）在救助人時，不要閉口無言，也不要把你的智慧隱藏不露。
（詠 111:10）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實行敬畏的人，算有智慧。
（德 1:33）你若羨慕智慧，就應遵守誡命，上主必把智慧賜給你。
（路 7:35）一切智慧之子必彰顯智慧的正義。
（德 4:13）愛智慧的就是愛生命，欣勤尋找祂的，必能充滿喜樂。
（智 7:30）基督成了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
（德 6:27）要全心親近智慧，全力遵行祂的道路。
（智 6:1）智慧勝於體力，智者勝於勇士。
（德 6：34）你若愛聽，就必得到智慧；你若側耳靜聽，必成為智慧的人。
（德 6：23）原來智慧的含義，正如祂的名字，明白的人不多。但認識祂的人，祂
必與他相處，直到天主面前。
（箴 4：11,12）我要教給你智慧的道路，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徑；這樣，你若行走，
你的腳絕不會受阻礙；即便你奔馳，也絕不致顛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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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愛心在荷澤天主堂
☉段永健

2010.11.13

在本年例行的故鄉探親中，小弟兄於 9 月 14 日抵達了山東省荷澤市。在韋立根神父的陪同
下，次日即往訪了新近建築完成的聖堂。座落在 17 畝大院的聖堂，已經是以美輪美奐的雄姿，
呈現在京九鐵路旁的繁華市區中。在尚距聖堂半公里的計程車中，我已可隱約的看到，聳峙在
聖堂大門上方的雙併十字架，它象徵著上主對荷澤市的大愛與古老聖堂的傳承；也代表著台灣
神長與教友捐獻的神花。
自從小兄弟在 97 年 10 月

5 日，將台灣天主教博愛基金
會策助下約六十萬元的善心捐
助，交付給負責建堂的韋神父
後，那因資金不足而停止的工
程，就立即復工了，而且也順
利的完成了。使得當地 50 年來
露天敬主的兩萬信徒心中充滿
了慰藉與感恩！
這項建築的完成，是韋神

圖１. 作者段永健弟兄（左）與韋立根神父（右）在荷澤市已完工的
聖堂前留影。

父在資金極度短缺下奮鬥之歷
程，更是上主考驗他在逆境堅
持神職本位的報償。經韋神父
努力所完成的大聖堂，面積有

一千多平方米。由於其地理位置顯要、造型美觀，深受地方人士肯定。過往人車駐足，前來參
觀者絡繹不絕。目前已有十多對新人，在此新建聖堂內，恭請神父以教會禮儀完成了他（她）
們的終身大事。
目前，除重大節慶在新聖堂舉行典禮外，主日彌撒皆分別在新舊兩處聖堂舉行。值得我們
安慰的，新聖堂除帶來傳教事業的升級外，更引起了青少年進堂事主的風氣，以前教友老化現
象已成歷史，參與禮儀的教友，不但有年輕化的趨勢，而在禮儀中負責各項活動的，幾乎都是
清一色的年輕人！
韋神父已被發佈晉升為主教，雖然目前仍處待祝聖中，但是他仍然以安貧樂道的態度，住
在年久失修的小聖堂旁邊，以便遂行禮儀並照顧一切牧靈事務。而其他的神父與修士，只有採
取分散居住與集體工作的方式，修女們更是借住在他處的修院中，福傳工作仍有諸多不便。韋
神父在完成聖堂工程後，現在正以包工墊款的方式，進行神父樓與修女樓等兩棟二層樓房的施
工，俾能提供他（她）們更好的工作與居住環境。
然而，讓韋神父始終耿耿於懷的，卻還是那些因無法通車而必須騎自行車或辛勞步行數十
公里前來參加禮儀的教友。其中參加上午禮儀者，尚可當日而歸，那些參加下午或晚間禮儀者，
就必須在空無一物的陋室中過夜了，韋神父所能提供的，也僅是可席地而坐的枯草而已，好讓
過夜的教友們，可以相互靠背而眠。基於以上的特殊狀況，韋神父才在聖堂完成後，決心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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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為營的策略，排除萬難，希望儘快完成神父、修女兩樓，期能一併解決上述存在已久的問題。
並視空間許可，規劃可供須隔夜才能返家的教友們，有個稍可安歇的借宿之所。

圖 2. 作者段永健弟兄在荷澤市已完工的聖堂前留影。
在此，小兄弟誠摯呼籲，深盼主內兄弟姊妹與社會善心人士，再次慷慨伸出援手，期能儘
快完成神父、修女兩樓。一勞永逸的使這些勞苦負擔重者，得以在主的殿宇裡獲得歇息後，再
為主工作。
愛心捐贈：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金會

劃撥帳號：19247944

敬請註明：「愛德專案第 90 案」
段永健弟兄：03-3322522
（本文已分別刊登於天主教博愛會刊 2010 年 12 月發行之第 69 期，以及天主教周報 2011
年 1 月 16 日第 123 期第 24 版。）

圖.3 正在施工中的神父樓與修女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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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聖博第（巴特利爵）亞瑪總主教（St. Patrick ）

生卒年

 公元 385 年生於蘇格蘭的一個教友家庭，相傳其祖先來自羅馬。
 公元 461 逝於愛爾蘭的道農城，聖教會訂於 3 月 17 日為其瞻禮日。

生

平

事

蹟

 聖巴特利最終成為愛爾蘭的總主教，愛爾蘭的主保
聖人，在愛爾蘭人心中敬禮這位大聖，遠超過愛爾
蘭其他所有一切英雄人物。
 維其青少年時命運坎坷，到處流浪成為奴隸俘虜，
忍飢挨餓吃苦操勞，受盡人間的冷暖，及至決心果
斷地悔悟後的奔向了修道晉鐸，走向成聖之路的過
程，像極了孟子 告子篇 35 章所謂：「故天將降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行拂亂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益其
所不能。」的道理一樣。
 巴特利十六歲那年，來了一大群海盜，洗劫了蘇格
蘭沿海地帶，擄去了大批年輕人，包括巴特利在
內，海盜將他們販賣出去，巴特利被賣到愛爾蘭的
畜牧人家，主人派他去野外放牧羊群，巴特利從此
過著與羊為伍，整天在曠野中孤獨的生活，背井離
鄉離別了爹娘，日復一日、年復一年的如此的生
活，促成了巴特利每日祈禱念經默想的習慣。他自忖這是天主的安排，好使他
在冷淡中驚醒，下定了決心要度一個更熱心教友的生活，傳播上主的福音，讓
人人都能獲得救援，獲得幸福的生活。
 六年之後他逃跑了，整整走了兩百多里的路才走到海邊，正巧看到一艘大海
船，向船上的人要求能讓搭船離開此地，到遠方去，水手們起初是拒絕他的，
最後竟同意了讓他上船，航向他不知所往的地方。
 茫茫大海中航行，他一如放羊時的習慣，自己獨自一人在一旁祈禱念經，引起
了船員們的注意，外教人的水手們紛向他搭訕，巴特利藉機向他們介紹他是基
督徒，向他們傳播福音。
 海上風浪很大，船隻漂流太久，漸漸地恐慌起來，船上所存糧與淡水，均感不
足了，全船之人怨聲四起，漸把矛頭指向巴特利「多了你一人，使我們糧食不
足了，你要負責任。」巴特利向大家道歉說：「我們大家一起祈禱吧！只要你
依賴上主，上主會幫我們的。」他們回答說：「你是基督徒，你祈禱吧！看看
能不能讓我們不至於挨餓。」
 奇蹟果然出現，船長發現了陸地，正是法國西部的布列塔尼半島，船靠岸登陸
後，遇到一群野猪，船員們圍捕宰殺，解決了缺糧問題，遂對基督徒的祈禱另
眼看待。而巴特利的安全也獲得保障，聽說法國南部有一名叫萊蘭的小島，那
裏有一座修道院，巴特利告別船員們直奔萊蘭而去。心想，要想傳播福音，必
須要有學識才行。
 巴特利在萊蘭修道學習了三年，聽說巴黎東南有一著名的學術中心歐塞爾，極
其嚮往而去。在歐塞爾修道學習了十五年，在歐塞爾晉陞鐸品。至此巴特利屆
齡四十五歲。巴特利念念不忘的一心想要返回愛爾蘭去傳道。
 一位曾在萊蘭作修士的日爾曼修士，從英國傳教歸來，告訴人們說：「愛爾蘭
的主教巴拉丟斯，最近逝世了。」愛爾蘭教會群龍無首，消息傳出，巴特利遂
即毛遂自薦的願赴愛爾蘭去傳教，神職人員們都一致認為巴特利神父很適合，
教廷代表日曼諾斯祝聖巴特利為主教，由宗座正是委派。
 巴特利主教奉命啟程赴愛爾蘭上任，愛爾蘭的語文及風俗習慣對巴主教來說並
不陌生，但他卻遇到其他的困難。愛爾蘭有一派本地的僧侶勢力強大，統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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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前主教巴拉丟斯的逝世就是被他們謀殺害死的，現在新上任的巴特利主
教，也在他們謀殺的名單之內，巴主教得知後並不在意，只顧如何去開創新局
傳播福音，其他的一切無所畏懼。
巴主教擅長講道，每到一處的聽眾人滿為患，聽者往往感動得涕淚交流，他的
學識和聖德，很快的傳遍各地。天主特賞他有顯奇蹟的能力，戰勝了僧侶們的
惡意和邪法。
巴主教傳播福音的方式很特別，他召集了很多不同專長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
起，其中有木匠、鐵匠、泥水匠、瓦匠、能蓋房屋的，鼓手、歌手、拉琴的、
能指揮的、煮飯的、燒菜的、燒火的、能作炊事的、神父、教友、能主持彌撒
的、教師、工友、能教書的，組成一個團體，十多輛牛、馬車，浩浩蕩蕩所到
之處，即已引起大批民眾圍觀，熱鬧非常。
初世紀時代，土地取得很容易，選好地點，即開始搭帳棚蓋房子，先教堂、後
教室，未蓋好先宣傳，房子尚未落成，人就越聚越多，等落成之日就人滿為患
了。巴主教的傳道方式是先傳教、後建學校，兩三年後留下固定的工作人員後，
大隊人馬又到另一個新地方去開闢，如此周而復始地建立了兩百多座聖堂和傳
教中心。
雖然開始時反對者不少，但等到傳教成功教友越來越多時，反對者的氣燄就收
斂了。可是謀殺巴主教的行動並未停止。有一天巴特利主教坐馬車到一地去巡
視，車行半途，突然馬車伕向主教說：「我很久以來就是你的車夫，今天你是
否願意當我的車夫。」主教不疑有他，和車夫對換了座位，主教執鞭策馬前行，
車夫坐上主教位置，甫一坐定，一箭射來，車夫中箭而死，這支箭原來是要射
殺死聖人的。
聖巴特利主教在愛爾蘭不到半個世紀，僅三十年的努力，就已經讓愛爾蘭從「蠻
人之島」變為「聖人之島」
，從傳教士輸入國，變成傳教士輸出國。六世紀時，
愛爾蘭的傳教士以驚人的數目到歐洲大陸傳揚福音，現在愛爾蘭的人口中每五
百人就分配到一位神父，這都是應當歸功於巴特利的，聖人於公元 461 年安然
逝世。聖人在世時常說的一句話：「我把一切託付在天主手中，天主會給我最
好的安排。」

三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曹 桂 英 3/1 女 ： 周芷華。
彩 琪 、 采 琪 3/4 女 ： 陳彥均、王美惠、鍾美花。
蓓 蓓 3/7 女 ： 陳麗美，許悠媛。
芬 莉 3/7 女 ： 阮慧欣、許斐德。
方 濟 加 （ 芳 佳 ） 3/9 女 ： 洪孟梅、李王和秀、邱惠玲、呂靜慧、林庭語、胡家菱。
本 篤 3/11 男 ： 張傑。
亞 弗 其 3/12 女 ： 吳佳穎。
斐 諾 3/12 女 ： 吳佳儀。
保 腊 3/17 女 ： 王麗君。
若 瑟 芬 3/19 女 ： 孫宇屏、陳虹熹。
若 瑟 3/19 男： 關維忠、王可舜、黃偉奇、鍾常遂、唐鴻民、林偉宏、白利仁、洪孟陽、
周茂森、周正強、游博盛、曾慶元、孫天一、熊集麟、車文惠、陸篤實、邱柏訊、
蔣光信、李東原、武 斌、胡耀文、屈方明、白崇義、Steven P、林家豪、邵 祈、
張佑平、陳玠碩、黃大成、陳 廣、趙聚誠、侯明宏、洪瑞發、彭昌鑑、林子賢、
羅子皓、孫子軒、黃清毅、宋思彤、郭開宏、陳光輝、徐永生、羅志秀、羅子皓、
李世澤、曾昱彰、邱智孚、陳明華、張文福、黃俊達、王志堅、李文裕、胡建宏、
葉德逢、何奇峰、呂平華、李岳達、鄭世偉、舒 崴。
若 瑟 法 3/20 女 ： 唐劉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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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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ΟΟ年三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崔曙（約 709 年－739 年）
，宋州人，唐玄
宗開元進士。其詩多寫景摹物，寄寓鄉愁。
有七言律詩《九月登望仙台》，詩云：「漢
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臨曙色開。三晉云
山皆北向，二陵風雨自東來。關門令尹誰
能識，……。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
菊花杯。」第六句？
直二、 以寫作代替耕種，來維持生活。
直三、 若望致書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他在致候
詞中說到：願恩寵與平安由那今在、昔在
及將來永在者，由在他寶座前的什
麼？……耶穌基督賜與你們。（默）

橫５、 達味王在「認罪懺悔」詩歌中：天主，
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
我心重獲堅固的精神。求你不要從你
的面前把我拋棄，不要從我身上將你
的如何？（詠五一）



一ΟΟ年二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吳恩琪、黃雪卿、陳致婕、
黃芳珠、周西君、陳 恩、陳美金、
龔美雲、王 冀、唐瑞鈺、洪瑞發、
孫浩軒、林秀蘭、林姿瑛。

一ΟΟ年二月份答案

選 定 了 一 位 君 王

直四、 達味王在「唯天主是賴」詩歌中：天主，
我必遵守向你所許的願，我必要向你償還
頌謝的祭獻。因為你救我脫離死亡，使我
的腳免於跌仆，使我能在……？，在天主
面前行走。（詠五六）

民

出

明 月 來 相 照

直五、 上主召喚梅瑟，上主說：我看見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
姓脫離埃及人的手，領他們離開那地方，
到一個美麗寬闊的地方，……。（出三）

走

你

橫１、 在慶節（帳棚節）末日最隆重的那一天，
耶穌站著大聲喊說：誰若渴，到我這裏來
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說的，從他
的心中要如何？（若七）
橫２、 （科辣黑後裔的訓誨歌，又名愛情歌。）
我的心靈湧溢優雅的言辭，向我君王傾吐
我的讚美詩；我舌好像書寫的什麼？你在
世人中最為美麗，你口脣中流露著慈惠，
因此天主永遠祝福你。（詠四五）
橫３、 仔細辨別清楚。

生

道

欣 賞 你 的 慈 面
然

歲

光

同 樣 對 待 奴 僕
一ΟΟ年三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五

四

一

2

二

3
三
4

橫４、 指長寬各一寸的面積，亦指比喻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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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三月四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三月十三日（星期日）舉行三月份主保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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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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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祭

輔

晨
司 琴
晚
讀經二
答唱詠
讀經一
晨
晚

聖器 奉 獻
管理
員

蕭漢屏
黃芳珠
陳瑞成
湯顗嫥
邱秀子
鄭昌濱
隱名氏
的家庭
張福安
胡月娥
廖秋連
陳 佑
陳 恩
劉邦均
吉他團
吉他團
羅 鴻
黃秋英
李筱媛
劉安國
劉安國

李志南

李志南

張文福

廖秋連
黃雪卿
鄭昌濱
范姜淑秀
杜佩澐
林明德
戴佐梅
張佑平
李冠儒
呂秀香
蔡阿貴
李如璘
張薾元
劉之菱
黃琮芳
徐修女
陳致婕
陳思穎
洪瑞發
羅鳳珠
張家綸
周西君
王勵貞
王秀雲
謝正綸
唐偉溢
周小婉
張榮妹
的家庭
張惠瑕
周芷華
邵永華
吳恩珉
張德蘭
洪子倢
黃淑慧
黃琮芳
楊三蓉
陳春花
呂靜慧
莊 智
邱柏訊
黃芳珠
黃曉晴
周西君
莊 智
趙聚誠
謝金美
邱智孚
陳碧珠
羅媙娜
周小婉
林姿瑛
唐瑞鈺
陳俊霖
羅羿程
林美加
林美加
黃曉晴
洪孟梅
邱智孚
邵永華
吳恩綸

李志南 李志南 李志南

李志南 李志南 李志南

張文福 郭維夏 林之鼎

阮保祿 張文福 張文福

張文福 張文福 張文福

本日請守大小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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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德來修女會院
中文彌撒 主禮阮保祿
8:30 聖母聖心堂
中文彌撒 主禮張文福
18:00 聖母聖心堂
英文彌撒 主禮李志南
阮保祿 阮保祿 阮保祿

阮保祿 阮保祿 阮保祿

十三日 廿 日 廿七日

四旬期
第一主日
施放
聖灰禮
四旬期
第二
主日
四旬期
第三
主日

張文福

聖灰
禮儀

張文福

九日週三







阮庭福

張文福

六 日

常年期
第九
主日

釋經員

期

禮 儀 日

日

醫院 聖體 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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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春姐妹 0975-56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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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聖保祿醫院教堂 桃園市建新街 123 號，03-361-3141
聖體：聖體堂 桃園市保羅街 52 號，03-364-8865
德來：德來修女會院一樓 桃園市三民路一段 2 號，03-333-1842

三月祈禱及福傳意向

☉禮儀靈修組

 為天主國的福音藉醫院院牧、學校校牧、宗輔室人員的傳播，深
入人靈，歸於主栈祈禱！
 持續為新竹教區牧靈大會，在聖神賜予的智慧中完成祈禱！
 為世界正義，各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祈禱！
 教會禮儀將進入四旬期，為教友們常默想十字架上主耶穌的愛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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