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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正龍

每ㄧ年的四月，我們都會過這麼的一個慶
日──國際聖召節（復活期第四主日）
。通常我們都把這個慶日的慶祝動機與目的指向司鐸聖召和
度奉献生活的聖召，但其實正是我們人類每一個人的聖召與使命的慶典與祈禱。正如華畢歐‧賈
爾第神父在他的名著《答覆耶穌愛的召叫》ㄧ書之簡介上所說的：
「聖召的意義即是以愛還愛，與
天主進行愛的交談，因此除了隱修、修會、傳教士的生活是聖召，另外我們也說婚姻、在俗奉獻
及平信徒的生活也是一種聖召。每一種聖召都要經過傾聽、再傾聽，才能作正確的選擇，以天主
要的最適合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跟隨耶穌基督，答覆天主的召叫。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社會氛圍是反抗高標準和負責任，崇尚享樂主義，彰揚不忠實。因此，
「尋
求天主的旨意、傾聽祂的聲音就更為迫切，更為必要了」。
翻開聖經創世紀第二章天主造人之後就說：
「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
（創
二：18）
。因此人的特性就是他的社會性特質，他因而不能索居獨處，因為這是違反他的人性。所
以創世紀第二章又說：
「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
（創二：24）。
真福加爾各答的德肋莎姆姆才說：「冷漠才是人類最大的貧窮」。
人的社會性本質本身就是愛──愛與被愛。若人的一生無法發現「愛
與被愛」之愛的真諦，其一生將被「恨、嫉妒、仇恨、凶殘、孤獨、利
益薰心、崇尚權勢與無情」等惡所充斥，甚至他們對愛的詮釋也常是扭
曲的，則是以投人所好，背棄真理，不以正義為本，不以公益為實，更
可惡的就是製造分裂，撕裂人心的作法，使社會充滿對立而無法和睦共
處。
因此，華畢歐神父希望我們在「發覺被愛的喜悅」時，我們會發現
是「祂（天主）來到我面前定睛注視我」，向我說：「請來向那愛我的，展現我自己（天主）」，要
「誠摯與慷慨地作『生命的整體規劃』即在『天主內完成的生命』
：是以默觀的隱修生活，或以兩
人為一體的召叫，即婚姻生活的召叫」的方式，
「更接近地追隨耶穌」
；而「會士生活」
：是耶穌福
音化的親密生活；為眾人服務的司鐸生活，
「以你們到普天下去傳福音」之傳教士的召叫等方式；
與「天主結合」之在俗奉獻生活。總之，誰沒有自己的聖召和使命呢？
希望各個在基督內分享天主聖愛的人，能各自體會天主在你們各自的神恩異寵內所施與的特
恩，分享你們「愛的生命」。
願天主降福你們！
復活節主內平安喜樂！

聖經嘉言選

☉ 李文琰

「不要再像在默黎巴那樣心頑，也不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
天！」 （詠九十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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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門國小四年級 聖母聖心堂小教友 張德蘭
去年（民國九六年）十二月廿三日是聖誕節前夕，
我很感謝謙惠修女和主日學的秀香老師，安排我參加明（廿四日）聖誕節子夜彌撒進堂儀式
中，扮演瑪利亞抱著耶穌聖嬰送入馬槽的一幕，周小婉代母領我預演。當時我心生惶恐不安，
因為聖母是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主耶穌並為讚美，
是天主聖母瑪利亞。我這平凡小女孩，來飾演瑪利亞聖女替身，感覺愧不敢當，不知能否適
任，當晚一夜未眠，祈求聖母佑我，指導我，扮演好這個角色，如果表演過程有瑕疵，懇求
仁慈的聖母寬恕我。
第二天聖誕節，媽媽為我打
扮，給我穿上純白色衣裳，晚上六點
三十分我們全家到了成功路本
堂，聖堂佈置的馬槽、牧童、馬、
羊、天使、栩栩如生，聖誕樹的
燈光閃爍美不勝收，聖誕節的氣氛
濃濃。月娥和臻儀阿姨幫我化妝
披白絲、裝扮得美美的。當本堂聖
詠團的聖歌演唱開始，白正龍蒙
席隨著全體教友歡唱平安夜的歌聲
中，舉行了進堂儀式，並將我懷抱中的耶穌聖嬰送進馬槽中，這時我的沈重心情才消失，任
務也完成了。
在此感謝修女、老師、阿姨們給我這個機會和榮譽，謝謝林叔叔鼓勵我寫作這篇小品，
更感謝聖母媽媽給我這個恩典，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沒齒難忘。

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默黎巴（merneptah）
默黎巴是地名，源自於梅瑟帶領以色列人民出埃及，後來到了勒非丁地方安了營。在那裡以
色列人民因為沒有水喝而向梅瑟爭吵說：
「你為什麼從埃及領我們上來？難道要使我們、我們的子
女和牲畜都渴死嗎？」梅瑟向上主呼號說：「我要怎樣對待百姓呢？他們幾乎願用石頭砸死我！」
上主回答梅瑟說：
「你到百姓面前去帶上幾個以色列長老，手中拿著你擊打尼羅河的棍仗去！看我
要在你面前站在曷勒布那裡的磐石上，你擊打磐石，就有水流出來給百姓喝。」梅瑟就在以色列
的長老面前照樣作了。他稱那地方為瑪撒和默黎巴，因為以色列子民在那裡爭吵過，並試探過上
主說：「上主是否在我們中間？」（出十七：1-7）
「不要在像在默黎巴那樣心頑，也不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天！」（詠九十五：8）
在感恩祭典彌撒經文中答唱詠部分也曾出現過這樣的文句：
「不要再像在默黎巴那樣心硬。」
聖經原文中是用「頑」字，答唱詠中是用「硬」字，其實兩字的意義都一樣。
註解：
1.
2.
3.
4.

頑：頑固、頑劣、頑皮、頑石、冥頑不靈、頑石心腸。
硬：硬石、硬水、硬氣、硬頸、硬骨、硬幹、硬著頭皮。
心頑：內心冥頑不靈，頑石心腸。
心硬：內心堅定不移，鐵石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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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漢屏
丙年第三十主日的福音摘錄自聖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 9 至 14
節（註）
，是主耶穌向幾個自命清高又輕視別人的人講的一個比喻故
事。故事是拿兩個人作對比。一個是法利塞人，一個是稅務員；一
個自以為是，一個沒有自信到舉目望天也不敢；他們心裡的話更是
迥異：一個自信滿滿地聲稱作了多少事，另一個捶胸頓足地只有告
罪的份。最後的結局卻是卑微的成了義人，而自高自大的遭到貶抑。
故事場景發生在聖殿內，表現方式則採默劇形式進行，因為其
中之一的法利塞人是用「心」在祈禱，顯然沒動嘴巴，而稅務員是
否也只以心告白，故事沒說。可以確定的，兩個人中的一個是驕傲
的，另一個則自覺滿身罪惡，敘述到這兒，結局已昭然若揭了。換
作是你，也會喜歡能自覺有罪的人，因為謙卑總容易與人溝通，而
傲慢就滴水不進了。
基督宗教有所謂的七大死罪，而七罪之首就是驕傲，因為一旦驕傲起來，
就會忘了自己是受造物，以為自己很偉大，可以成就很多事。如此一來，犯
錯的機會就增大。同理，權力讓人腐化也有相同背景，都自以為是主，說了
就算，在不知不覺中走向深淵。
信仰強調的是意念的轉變，並不在乎做了什麼，而在乎想了什麼。因為
選擇，才會產生好與壞、對與錯，而好壞對錯總是相對的，現在的壞、錯，
說不定是未來的好、對，現在的判斷並不能保證與未來的判斷結果相同。而
想就不同了，想，事一定沒做，而外面的人無從知道對錯好壞，可光想，它
的可能就出現，也就是隱於細微了。防微杜漸之道，只有儘量地往正面思考，
你想…多難！可是，謙卑就能在其中發揮正面的功效。若謙卑了，旁邊的人
敢於進言，犯錯的機會自然少些，反之，就朝獨夫的路近了。
年輕時我們常談「作人重要還是做事重要」這種無聊的問題，總以為會
作人太虛偽、負面，而肯定會做事人的手掌心一定是向下、任勞任怨的。年
歲漸長，這些問題早已不是問題，因為會作人並不表示不會做事，而若能納
採別人意見為己所用，更能發揮團隊的力量。當然，這些都是因為謙卑能虛
懷若谷、容得下別人的緣故。
彌撒開始，神父在致候詞之後接著唸懺悔詞，信眾跟著神父唸「承認我
思、言、行上的過失」，而後精彩的來了，「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
求……」
，表示我們這些罪人斗膽敢來聖堂聚集，雖然沒臉面見主，可是因主
的名，我們還是希望透過聖母的轉求，尋求主的寬恕……。這些在在說明，
在主前我們算不得什麼，沒有驕傲的本錢。
易經的六十四卦裡，只有謙卦是六爻皆吉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山下地
上」
，明明有本事，卻甘居人下，因此走到任何地方都受人歡迎。這好比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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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擁有無限潛能，只等時機來臨時，展現其爆發力了。
謙卑讓心靈永遠保持開放，所有的可能就向上提昇，一旦驕傲，就阻斷
提昇之路，也就是墮落的開始，所以主才會說「謙卑的成了義人」
。
註：那時候，耶穌向幾個自以為清高，而輕視別人的人，講了一個比喻：
「有兩
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務員。那個法利塞人站
著，心裡這樣祈禱：
『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貪贓枉法、淫
亂放蕩，也不像這個稅務員。我每週禁食兩次，我一切的收入都捐獻十分
之一。』那個稅務員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祇是捶著胸膛說：
『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到家裡，成了義人，
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自高自大的，必被眨抑；自謙自卑的，必被高舉。」

☉車 林
不寬恕是人生的地雷之一，關於「寬恕或不寬恕」這個主題，我已
在「寬恕之道」這篇文章中已書寫過了──請閱讀《聖母聖心堂通訊》
第 120 期，民國 93 年 10 月──所以不再重複，只登錄聖經章節，請大
家查閱：
1. 瑪竇福音：五章 23-26 節；六章 12、14-15 節；十八章 21-34 節。
2. 馬爾谷福音：十一章 25 節。
3. 路加福音：十一章 4 節。
4. 迦拉達書：五章 15 節。
5. 得撒洛尼前書：五章 15 節。
6. 哥羅森書：三章 13 節。
7. 厄弗所書：四章 32 節。

緊跟天父

☉張又千

仁慈的天父啊！我還能求誰？好讓我平安；
是祢緊盯我目，才不再有微塵染蓋；
是祢緊閉我口；才不再有荊棘傷刺；
是祢緊牽我手，才不再有路石拘絆；
只有緊緊跟著祢，我才能走出幽幽山谷；
只有緊緊依著祢，我才能走在青青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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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丁寧
一年前也是如此的寒夜，是我生命中的谷底，茫然的無助吶喊！我該怎麼辦？誰來
告訴我該如何走下去？而我始終沒有哭泣，哭泣已毫無意義，彷彿是靈魂在啜泣，我只
感到悲哀。
隔日接到第一通電話，天主教的朋
舊翻騰，暗自決定跟著感覺走，最先接
渴般欲罷不能地閱讀，也如戀人般的驀
處擁抱喜悅，猶如敞開心門，對人生有
用背袱著前世今生莫名的果報，終於解
願意背著十字架跟隨著耶穌，痛苦成為
過程，也是上主包裝過的禮物，原來都

友來訪，昨夜內心情緒依
觸的是聖經，我竟如飢似
然回首，人卻在燈火闌珊
了進一步的體認，再也不
下命運巨輪的鎖鏈，甘心
生命的洗禮，是試探，是
是為了豐富生命。

聖經記載「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到」
，就在峰迴路轉下來到聖母聖
心堂，第一次進教堂時，我深深地感受到回家的感覺，而昨夜夢中與親生母親相認，淚
痕依稀留在臉頰，於是在彌撒過程中，每每令我落淚，是為了我的罪過，我的軟弱，還
是心靈深處最深的感動，就在平安夜前夕我領洗了，完成如此的聖事。
從此，感受到天主的大能，知道我是如此迫切需要耶穌的真理，需要有人來指引這
條道路，在慕道班除了有位如聖母般的悠媛修女，還送來天國的珍珠──斐德修女，於
慕道教義中總能很入世的帶領我們這些剛進門的羔羊，不知信仰為何的人，找到慰藉，
找到主耶穌。
也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運與幸福，主耶穌可憐我罪人，知道我渴，知道我餓，
派來門徒送來活水，帶給我力量，讓我不禁要歡唱阿肋路亞讚美主，彷彿我已登入天堂
之門！感謝讚頌主。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童貞聖女李維娜（St. Lidwina of schiedam）
生卒年 公元 1380 年生於荷蘭
公元 1433 年逝於荷蘭

經
事

歷
蹟

聖女的父母家道貧寒，卻非常熱心恭敬天主，八子一女十一口之家，全賴
父親以苦力傭工維持生活。
聖女李維娜童稚之年及萌生獻身事主終生的意願，1395 年冬季天寒冰凍聖
女的三五好友邀往河上去溜冰，不慎跌倒骨斷傷口發炎潰爛成瘡。
聖女初以為過些時日會好，那曉得越來越嚴重，全身痙攣扭曲，瘡膿流入
血液，全身發腫痛苦不堪言語，容貌改變雙目眊瞎無法張開。
一個健美活潑的少女，頓成一個衰弱傷殘輾轉床榻的病患，驟遇此變亦不
免憂心如焚。本堂包德神父勸慰她，將一切痛苦與吾主耶穌的苦難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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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聽從神父的勸告，天天默想耶穌的苦難，漸漸地，他感受到天主的聖
意，要她受些苦，為補贖別人的罪過，此後她所受的痛苦，都能甘之如飴。
祈禱、念經、領聖體，默想耶穌苦難，聖女虔敬地把自己獻給上主，病榻
就是她的十字架，肉身的痛苦就是十字架上的鐵釘，這種受主之忱，從愛
人之德上表現出來，給那些一有病痛即怨天尤人的人一個好的榜樣。
荷蘭 海牙都市的名醫高福萊聞訊趕來，希望能診治她有所幫助，結果卻失
望而返，但令人驚異的是聖女全身所流出之瘡膿，非但不臭而且散發出芳
香之氣，眾人皆驚奇不已。
聖女的飲食也令人驚訝！最初幾年還進食些固體食物，中間幾年只喝茂士
河的河水，最後臨死前九年每日只領聖體，未進任何飲食，若非上主賜與
的奇蹟力量，豈能生存下去。
在聖女生命的最後幾年，上主確實賞給她許多奇蹟的能力。分述如下：
1. 她有預見未來的能力，一天有數艘船隻要出航，聖女派人勸阻，有一
船長聽從其言未出航，結果未聽者船隻均遇難。
2. 一位富翁送給聖女一大塊牛肉，聖女叫人去分送給窮人，眾多之人分
送完畢後，牛肉未見減少。
3. 聖女胞兄去世後，留下許多債務，姪兒女均無力償還，聖女錢包中有
少許零錢，令人拿去償還，負責去的人明知不行而去了，那曉得償完
債務後，還剩下一包錢。
4. 有一年荷蘭流行瘟疫，死者眾多，聖女祈禱上主，不求自己痊癒卻求
免除眾多人的瘟疫，結果上主應允了她的祈禱，眾人皆痊癒了，聖女
卻染上了瘟疫。
5. 公元 1407 年起，上主賞賜她有神視的恩典，她常有神魂超拔與吾主耶
穌、天國諸聖、護守天神晤談。更有時能神視煉獄及天堂。
由以上聖女所表現的種種特殊恩寵與奇蹟，新到任的本堂神父持懷疑的態
度，聖女是否真的受上主的恩寵所致？因此報請教會當局組織調查委員
會，遴選有經驗的神學家詳細考查，審查的結果，一致公認李維娜確是天
主特選的工具。
公元 1433 年的復活節前夕，主耶穌在聖母與諸宗徒陪侍下顯現出來，復活
節後週三，聖女雙目炯炯而逝。為病苦惡瘡所摧殘的肉體本來枯槁不堪，
死後卻光鮮亮麗無比。
人類對身體的健康均格外重視，然而從超性的眼光來看，一個纏綿病榻的
弱者，同樣可以在積德立功上勝過一個彪形大漢，糾糾武夫。最大的忍耐
莫過於長期忍受病痛，試看聖女的一生在疾病上所忍受的痛楚為世人立了
多大的補贖之功，終於名登聖籍，躋身天國行列！不遜於歷史上的英雄人
物。

宣

聖 公元 1890 年教宗良十三世宣佈列入真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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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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uan99@yahoo.com.tw。
九十七年四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現任（第 266 任）天主教教宗，4 月 19 日
是他的就職週年。
直二、 位於耶路撒冷城東北方的一個城門，記載
說：凡祭獻於上主的羊，通常都由此門進入
聖殿。（厄下三）
直三、 聖徒若望在神視中，看見一條生命之水的河
流，光亮有如水晶，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
河兩岸，有生命樹，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
此樹一年結幾次果子？。（默二二）
直四、 地名，位於台東縣北部，因屬沖積平原地
形，生產良質稻米。
直五、 培養精力，以備所需。
直六、 崇高的聲望。
直七、 耶穌步行海上，朝著門徒的船走來。伯多祿
也試著從船上下來，走在水面上，但他一見
風勢很強，因害怕而開始下沉，遂大叫說：
「主，救我罷!」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
他說：
「小信德的人哪! 你為甚麼懷疑?」他
們上了船，風就停了。這時船上的人便朝拜
祂，並說了什麼？（瑪十四）
橫１、 耶穌復活後，第三次向門徒顯現時，耶穌
以同樣的話對西滿伯多祿問了三次，說：
「若
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多
祿也同樣的回答了三次說：「主，是的，你
知道我愛你。」最後耶穌對他說了什麼？（若
二一）
橫２、 使用電解法儲蓄電力的器具。

橫５、 4 月 2 日是我們天主教會第 265 任
教宗逝世週年紀念，這位可敬的基
督在世的代表是誰？

☺

九十七年三份答對者芳名：
鄧艷容、簡月枝、吳恩琪、黃雪卿、
陳致婕、黃沛洋、黃芳珠、陳 佑、
周西君、孫浩軒、龔美雲、錢君柔。

九十七年三月份答案

這 人 真 是 天 主 子
是

受

理 直 氣 壯

難

所

聖 聖 聖

當 仁 不 讓

枝

然

主 觀

的

主 受 難 日

╴╴╴╴╴╴╴╴╴╴╴╴╴╴╴╴╴
九十七年四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七

五

二

四

2

一

3

橫３、 由天主教會教宗直接任命的大牧者，是導
師，司祭與管理者。
橫４、 馬爾谷福音是四部福音中最簡短的一部請
問有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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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5

4 三

◎四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亞頌大 （雅頌、亞松大） 4/8 女 ：錢佩函、徐謙惠、金秀美、郭又瑄。
加大利納（加大格爾、加納）4/29 女：陳筱明、高佳琳、時舜謙、錢君柔、王鈺惠、莊雅雯、
李惠宇。

佳琳 Catharina 4/29 女：劉台花、黃稜家、郭依郼、蘇詠珍。
亞加大 4/29 女：蔣正久
碧岳

4/30 男：蔡銘宸。

◎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四月四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四月二十日（星期日）舉行四月份主保慶生。

晨

王秀娟

周芷華

的家庭
張素蓉

丁 鈴

蕭漢屏
董靖玟

吳恩綸
錢君柔

王菊春

邵永華

莊依潁
王麗君

徐蕙苕

張安樂
黃雪卿

黃淑慧
黃淑慧
郭建良
黃偉亭
邱柏融
李灃元
廖春淙

曾劭貞
錢依依

廖秋連

呂秀香

的家庭
張志成

陳鄭蕊

譚義賽
王勵貞

于柏桂

唐鴻俊
徐修女
楊建一
王菊春
黃曉晴
黃沛洋
羅鳳珠

陳 皓
陳麥克

邵永華

胡月娥

的家庭
徐秋蘭

王秀娟

黃芳珠
車 林

彌撒接待

晚

陳致婕
葉安晟

林美加
林美加
郭慧玲
林淑和
劉保祿
簡麗芬
孫天威

于柏桂

輔

晨 黃淑慧
司 琴
晚 黃琮芳
讀經二
范姜淑秀
答唱詠
胡月娥
讀經一
張阿玉
曾振鵬
黃沛洋

于柏桂

白

祭

晨
晚

于柏桂

白正龍

白

白正龍

釋經員

白正龍

白

白正龍

聖器
管理
員

白正龍

鐸

`

鐸

白正龍

白 鐸

白正龍

鐸

主日
18:00
英文
主禮

白正龍

廿七日

主日
16:00
中文
主禮
註１

白正龍

二十日

復活期
第六
主日

主日
10:30
英文
主禮

白正龍

十三日

復活期
第五
主日

主日
8:30
中文
主禮

白正龍

六 日

復活期
第四主日
聖召節

週六
19:30
中文
主禮
白正龍

期

禮儀日

日

復活期
第三
主日

四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主日點心
奉
獻 感恩祭

２００８年

註１：主日 16:00 中文彌撒地點：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2 號，德來修女會院一樓 03-33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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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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