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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 張文福

我們敲門，
天主就會給我們開門
有一本以真實題材為主的書，書
中描寫了一位生性活潑外向的蘇格
蘭小姐，由於她對自己的家庭感到不
滿，因此，她決定離家出走，蠻以為
從此以後，可以開始過一個新的如意
生活，可是事與願違，不但沒有改善
她的生活，反而是每下愈況，到了走
投無路的地步。最後淪落到
風月場所中討生活。
她的母親，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的四處尋找她，但
是音訊全無。母親也日漸衰
老，以致於再也沒有體力，
繼續的找下去了。於是，母
親想了一個好法子，將母親的照片貼
在一張紙上，在照片的下面寫著：
「女
兒！媽媽愛你，希望你能早日歸來，
讓我們母女重逢。」就這樣，母親影
印了許多張的尋人啟事，四處張貼。
懷著最後的一線希望，留在家中等待
著女兒的出現。
一日，女兒在路上很意外的看到
母親所張貼的照片，看完了母親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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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喚之後，不禁潸然淚下，興起了
回家的念頭。但是，一想起自己過去
種種不當的行為時，又感到無顏面對
母親。在百般猶豫之下，終於鼓起勇
氣回家去了。抱著近鄉情怯的心情，
在天色已暗時，來到了家門口，發現
大門居然沒有關好，心想，家中是否
遭到宵小的光顧了，於是，趕緊衝進
去想救母親。但是，屋內並無任何動
靜，而母親也正在睡覺。她來到母親
的床邊，叫醒母親說：「媽媽！我回
來了，我看到大門沒有關好，還以為
是小偷進來了。」母親答說：「不是
有小偷，而是自從妳離家之
後，為了等到妳回來，所以我
都不關大門。」
我們仁慈的天父也是如
此，時時刻刻原諒我們所犯的
罪過，並且每日展開著雙臂，
等待著我們回到祂的懷抱。本堂有好
幾個門，無論是正門或是側門，我們
永遠會留一扇開著的門，歡迎大家隨
時到教堂來與主耶穌一齊祈禱。
天主常知道我們所需要的一
切。只要我們找，就會找到；我們求，
就會得到；我們敲門，祂就會給我們
開門（瑪七：7）
。祝大家
永遠得到天主的祝福與平安！

☉ 李文琰

「信德是所有希望之事的擔保，是眼所未見之事的確證。」
（希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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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蓋法（ Caiaphas ; Caiphas）
蓋法是人名，意謂「磐石」係阿拉美文，是大司祭若瑟的別名，羅馬總督格辣托
委任他為猶太人的大司祭，後來被威特里約總督革職。任大司祭凡十八年，對羅
馬人畢恭畢敬，奴顏卑膝諂媚奉承著稱。
耶穌受難前是蓋法提議一人當為百姓而死。司祭及經師們在家中聚會，為找一個
謀害耶穌的理由，卻害怕百姓暴動（瑪廿六：3；谷十四：1-2；路廿二：2）。猶
達斯的不義，正好助成其事。逮捕耶穌之後，蓋法先審問他，妄告他，並捏造假
見證，終以耶穌說褻瀆的話為詞，而宣判耶穌該死，並撕破自己的衣服假裝忿恨。
後來伯多祿及若望亦曾在他面前受審（宗四：6）但此時他已被革職。
 聖人小檔案

☉ 李文琰

姓 名

聖女彼利其特（St. Brigid）

生卒年

聖女生年不詳，生長在愛爾蘭，父親務農。
公元 525 年逝世，被稱為愛爾蘭教會的柱石。

經

歷

事

蹟

天主特別喜愛聖女，在她身上顯了無數次的奇蹟，一一介紹如下：
聖女幼時，父親派她去農場搬運牛油，聖女將般回的牛油一路送給貧窮人家，
空手而回。但回到家裡揭開布囊，牛油原封不動在內。
聖女成長，父母欲為她擇偶，聖女在堂內當著主教的面前發誓要守貞修道，她
的手剛好扶在聖堂的木柱上，這根木柱從該時起，保持了青翠的色澤一千五百
年來始終不變，令世人稱奇不已。
父母仍強要她出嫁，聖女求主讓她容貌變醜一些，果然不久聖女的一隻眼睛眼
珠爆裂突出，相當難看，父母只好允她出家修道。
聖女出家為修女後，仍奇蹟連連，有一年復活節期間，人們熱烈慶祝，聖女搬
來一大桶啤酒分送給十八處聖堂的教友們飲用，取用不竭。
一個麻瘋女聞訊特地跑來，向聖女求施ㄧ些牛奶給他，麻瘋女喝完牛奶，痲瘋
病霍然痊癒了。
聖女某日不慎撞破頭部，傷口流了一些血，剛好有一滴血落在一個啞婦身上，
這啞婦竟然頓時會開口說話。
某日聖女與一位同院的修女談論耶穌的愛與天國的福樂。這位修女自幼即雙目
失明，二人談得很融洽，通宵達旦不知東方之既白。聖女抬頭見旭日東昇，陽
光豔麗，不禁喟然嘆息！聖女的同伴無福享受這大自然的美景。遂俯首祈禱，
轉瞬之間雙目失明的修女眼睛睜開了，恢復視覺了，在驚奇中看見了從未見過
的景色，興奮不已！思索良久之後，遂對聖女說：
「我非常感謝您為我的祈禱，
感謝上主的恩賜。可是我感覺到我的神視不見了，我寧可要我以前的神視，而
不要這肉眼能見的虛幻的塵世。」說罷，遂即又回到原來的神視中了。
聖女於公元 525 年逝世升天。院內修女們為紀念聖女特別在院內設了一座火
堆，讓它不停地燃燒著，火光照亮黑暗，特稱它為「彼利其特之火」院內共有
二十位修女，每人一天輪流擔任添加木柴的工作。聖女逝世後修女剩下十九
位，每次十九人輪流完畢後第十九修女便循例說道：「彼利其特啊！今夜輪到
您自己了，你好好地照料這堆火吧！」第二十日的夜裡這堆火是無人照料的。
但到次日去看這堆火時，熊熊烈火，蓬勃燃燒著，數百年來從未熄滅。至今為
人們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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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漢屏
胡適先生在過世前，關於宗教他曾說過這麼句話：
「如果要信教，就要
信天主教或貴格教會。」他的解釋，是因為這兩個教會特別重視儀式，透
過儀式可以讓人產生安心的感覺。另一句我們習知的話也有相同意思—「基
督新教的重心在講台，天主教會的重心在祭台」
，一旦站在祭台，就得依禮
行事，所以特重禮儀，馬虎不得。當然，這只是化約性的說法。貴格教派
屬新教，若嚴格劃分，豈不自相矛盾？其實，這些都不重要。不管那個宗
教，都有其特色，但必得回歸「信什麼不重要，怎麼信才重要」的核心結
構中，否則信仰無法帶給生命改變與突破。嚴格說，若無法在生命裡產生
積極正面作用的信仰，只能算是門面而已。
任何宗教都有儀式，只是深淺程度不同而
已。藉著
儀式可以將生命連接起來，讓人覺得有所依靠，可
以 安 若
磐石，進而產生無窮的能量。至少，可以解決人心
深 處 似
無根浮萍般的飄盪。
之所以繞了這麼個大圈子，是緣於兩年前在
傅 佩 榮
老師的課堂裡，聽他談到鐵達尼號這部影片的一些
片斷。船
在將沈之際，樂手於船邊拉小提琴的那一幕，他說樂手拉的曲子是彌撒裡
的「垂憐曲」
。基督宗教對西方的影響，連什麼情境，用什麼音樂，都有深
刻的含意。自小我就信了教，而垂憐曲也耳熟能詳，後來電視再播這部片
子時，發現旋律是很熟，但並不是我們一般所習知的垂憐曲。我利用課後
將此疑惑向老師請教，他很篤定的回答。以傅老師對教理教義的熟稔，我
毫不懷疑。至於垂憐曲為什麼會因地區不同而產生因地制宜的情形？為此
我請教一位對音樂很熟的弟兄，他的回答，大致可以歸納成文化傳統的歧
異。目前我們所唱的垂憐曲有好幾個版本，都是國人創作的。習慣使然的
結果，難怪我會認為聽錯了。但樂手拉的究竟是啥，仍是個謎。這謎悶了
我兩年，就在前不久，才得到答案。
兩個月前的一個主日，我堂聖詠團在練唱之後，我想起這段往事，向
在場的弟兄姊妹請教，福安弟兄表示他們在台北監獄牧靈時，開場的時間
就用此曲，而歌名則是「接近天主」
。未料近在咫尺的一首曲子，竟然失之
交臂，悶了我兩年。
「接近天主」這首曲子，在我堂的殯葬彌撒裡，是放在「奉獻曲」部
分。試想，人在危難瀕死之際，是人生的谷底，而平時亦若涕泣的幽谷，
人身處此境，萬般可憐，所以用哀訴的心，祈求上主垂憐。放在奉獻曲部
分，道理也通。因為我們擁有得再多，也不過是滄海一粟，而這一粟卻是
我們的全部，所以必得用全心、全靈獻出所有。目的無他，只求上主悅納
而蒙垂允。說穿了，在世間的一切，太不真實，若沒有根基，極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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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要在「無限裡」尋找。
另一個故事也有異曲同工之效，而時間則必須拉回一百年前。庚子年
拳匪之亂，在河北的三河鎮，就發生過一件大事，而故事裡的片斷，深刻
地打動我。略如下述：
「拳匪由鄉間往京城裡去，一路燒殺擄掠，對教民尤其殘暴，非殺不
可。三河鎮的一座教堂圍柵裡，聚集了逃難來的一兩千位老弱婦孺，而青
壯則因形勢比人強，只盼留得根苗，他處逃難去了。有天，拳匪打到鎮邊，
婦女恐遭污辱，有二三十人投身於水井之中，最下層者早沒了氣息，而在
中間及上邊的則哀號呻吟…。拳匪進來看了看，發現沒有青壯者，於是將
大門鎖上，丟許多柴火進來，再放了一把火，任人在內呼天喊地。只見神
父在教堂裡，要大家跪著，並走到每個人跟前俯手頌唸『赦罪經』
，雖然外
面仍有吵雜聲傳來，奇怪的是教堂內只聞間歇的啜泣，大家卻非常安靜，
只等死神的降臨，他們的表情似已有些欣慰…。」拳匪之亂中，一些蒙難
的神父、修女和教友於百年後被教廷宣發為聖人聖女，永遠地被人紀念。
這正應和了一句古話：
『死而不亡者壽』
（註 1）
，說明了他們的精神還在人
間。」
故事雖然不同，但都是藉著有形可見的動作或聲音，將超越界拉在一
起，藉著這些形成一個圓，人雖然在其中非常微小，但隱然看到亮光，而
這亮光就是人的希望，更是我們一輩子追尋的夢。
我們常說完整的哲學，必須要將超越界納入，否則就會產生缺口（憾）
，
不完整了。也難怪我們對笛卡爾會產生誤解，因為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曾說：
「我思，故我在。」大家對此都耳熟能詳，還不時地拿來運用，以
增強人的主體性，卻刻意忽略他接下來所說「我在，所以上帝在。」的這
句，因為只有上帝在，才能保證我的存在，否則我也是空的。
「接近天主」就是一個方法。雖說人性的軟弱，總會產生悖離，讓我
們朝歧途上走，而起起伏伏正是人的特點。天主早知道，所以才要我們經
常反省，和人和好（註 2）、和天和好、和一切和好。
註 1：出自老子第卅三章。產生致命聖人的地方，教務特別發達，是因為他們的死，留
下了火種，讓信仰的火繼續延燒下去。
註 2：為什麼要和好，是因為曾經不好，更可能是一直沒好過。在天主教會就有聖事稱
作和好聖事，也就是以前的「告解」。和一切和好不就是和萬物和好，隱然有環
保概念。當和一切和好，人在其中，就安全了。

二月祈禱及福傳意向

☉禮儀組

使教會牧人，在訓導與服務天主子民上，日益順從聖神。
使貧苦、弱勢族群，在寒冬中感受到上主藉我們傳達同一肢體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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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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十八年二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聖保祿宗徒在給弟茂德的信中說到：這場好
仗，我已打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
備下了，……；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要賞給
什麼人？（弟後四）

橫８、 什麼樣的人真是有福，患難時
日，他必蒙上主救助。上主必保
護他，賜他生存，在世上蒙福。
（詠四一）

直二、 耶穌走遍加里肋亞，宣講天國福音；許多群
眾從耶路撒冷、約但河東岸來跟隨衪。耶穌
上山坐下首先開口教訓他們說：什麼樣的人
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

☺

直三、 曾幫助自己渡過難關的人。
直四、 愛惜眷顧。
直五、 耶穌誕生在白冷時，天使向露宿的牧羊人報
告了一個大喜訊，告訴他們在達味城中，將
誕生一位誰？而他就是主默西亞。（路二）
直六、 若望寫信給小亞細亞深具信德的信友，肯定
他們身為信友的崇高地位；並說：
「我給你們
這些信天主子名字的人，寫了這些事，……」
是為叫他們知道，他們已如何？（若一 5）
橫１、 一位年老的以色列人在患難中向上主祈禱：
上主，我託庇於你，……求你側耳聽我，並
拯救我。求你作我避難的石壁和什麼？因為
你是我的磐石。（詠七一）

九十八年元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陳 恩、陳致婕、黃芳珠、
錢君柔、胡啟偉、龔美雲、張春惠、
鄧艷容、簡月枝、吳恩琪、黃雪卿、
周西君、林秀蘭、王 冀。

九十八年元月份答案

就 是 要 你 們 成 聖
比

方

瑪 拉 基 亞 書
多

軍

總

隨 和
後

平

基 督 徒 合 一 祈 禱
紅

弟

個

橫２、 心裡很愛慕。

九十八年二月份答案卷

橫３、 聖保祿宗徒在勸勉已歸化的猶太信友時說：
耶穌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
了服從，為一切服從衪的人，成了什麼的根
源？（希五）

填答者姓名：

橫４、 耶穌在受難前，給了門徒一條新命令，說: 你
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如果你們之
間彼此相親相愛，誰就因此可認出你們是我
的門徒？（若十三）

濟

詞

1六

一
2

3

五

三

4

5

6

橫５、 明顯表現。

7四

橫６、 鐵皮表面經過氧化後，產生雜質的現象。
橫７、 羅馬神話中的諸神之一，名為丘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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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

◎二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亞加大（佳德）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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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 女：李蕉妹。

羅門

02/17 女：李佩玲。

斐南

2/17 男：陳世玉。

喬治

2/21 男：周易儒。

◎堂區動態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二月六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二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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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年

奉
獻

晨

晨
晚

感恩祭

主日點心

黃琮芳

林美加

李懿宸
胡啟偉

王菊春
周小婉

溫馨團

春節暫停

邱智孚

徐修女

蔡岱軒

陳麥克
陳 浩

呂秀香
王菊春

的家庭
陳秀麵

林憲正

洪偉智
邱柏訊

曾劭真

蔡岱軒

黃琮芳

黃華怡
陳致婕

邵永華
王秀娟

的家庭
周西君

林孜音

簡麗芬
黃偉奇

陳明華

徐修女

黃淑慧

邵 淮
葉安晟

胡月娥
廖秋連

的家庭
胡信德

潘清貴

祭

晚
蔡秋香

黃偉亭
莊 智

輔

讀經二

邵永華
張阿玉

司 琴

答唱詠
讀經一

林孜音
羅鳳珠

鐸

孫天威
王秀娟

鐸

彭美娟
廖春淙

鐸

呂秀香
黃沛洋

晨
晚

白

釋經員

白

阮保祿

余柏桂

白

郭維夏

阮保祿

余柏桂

白

張文福

張文福

張文福

余柏桂

武金正

阮保祿

張文福

余柏桂

張文福

張文福

張文福

聖 母 聖 心 堂
週六 主日 主日 主日
19:30 8:30 10:30 18:00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主禮 主禮 主禮 主禮
鐸

張文福

阮保祿

廿二日

阮保祿

十五日

張文福

日

張文福

八

常年期
第七
主日

註３
主日
16:00
中文
主禮

張文福

日

常年期
第六
主日

註２
主日
8:35
中文
主禮

張文福

一

常年期
第五
主日

註１
主日
6:30
中文
主禮
張文福

期

禮儀日

日

常年期
第四
主日

二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聖器
管理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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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聖心堂通訊 172 期（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