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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五月         307期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56號 電話》（03）332-2067傳真》（03）333-4064 行動》0936-144-634  
E-mail》taoyuanchurch@hcd.org.tw               網址》http://tychurch.catholic.org.tw/ 
 
神父的話 ⊙ 張文福 

保護大地的運動 
適逢國際地球母親日訂定 50週年，教宗方濟各 2020年 4月 22日在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的要理講授中談論保護受造界的課題。 

（梵蒂岡新聞網）面對環境汙染、大地資源遭到掠劫的問題，我們

必須增進保護共同家園的意識，從基層興起民間運動。事實上，新冠疫情

當前的悲慘處境展現出，唯有同心協力，照顧最弱小者，「我們才能克勝

全球性的挑戰」。教宗方濟各 2020年 4月 22日在週三公開接見的要理講

授中提出這些觀點。教宗指出，我們需要「生態皈依」和「共同計劃」，

方能遏止大地衰竭，照料其它受造物，並培養對他人的愛與憐憫。適逢國

際地球母親日訂定 50週年紀念，教宗暫停講解真福八端，改為省思保護

受造界的課題。 

教宗闡明，大地絕非「資源儲藏庫。對我們信友來說，自然界是『創

世的福音』」。這是看待創世工程的「新方法」。我們是唯一的人類大家庭

的成員，脣齒相依；我們來自塵土，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並擁有天主噓

入的生命氣息。然而，由於自私的緣故，我們「守護」大地的責任感日益

薄弱，使得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險。 

許多「國際和地方運動團體」相繼成立，旨在喚醒良知，呼籲守護

大地。為此，教宗向它們獻上「誠摯的讚賞」。教宗說：「我們還需要兒女

們走上街頭來教導我們簡淺明瞭的道理；也就是，我們一旦摧毀那支撐著

我們的環境，就沒有未來。」同時，教宗也鼓勵每個能貢獻微薄之力的人。

他說：「我渴望激勵在全國和地方層級商議並組織行動。最好能集結社會

各處境人民的力量，並由基層興起民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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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在「我們與人民、與近人、與赤貧者與大地之間創造和諧」，

而和諧乃是聖神的化工。教宗指出，「在慶祝地球母親日的今天，我們蒙

召重新發現尊重大地的神聖意義，因為大地不只是我們的家園，更是天主

的家園。由此遂激發出我們生活在神聖大地之上的意識。」 

在創世之初，天主看到所造的一切，樣樣都認為「好」（參閱：創一

31）。而今，在我們的摧殘蹂躪下，大地以種種天災悲劇作為回報。教宗

坦言：「我要是現在問上主覺得如何，我相信祂不會說出什麼好話。」教

宗提醒眾人：「是我們毀掉了上主的工程。」接著，教宗引用了一句西班

牙諺語，說：「天主總是寬恕；我們人類有時寬恕，有時不寬恕；而大地

從不寬恕。」我們若是造成大地衰竭，大自然的反撲將會非常可怕。 

為此，教宗籲請眾人默觀，運用原住民「善度生活」的智慧。對原

住民來說，「善度生活」的意義是與大地和諧共處。另外，教宗也向有權

推動第 15 屆和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進程的人員發出呼籲，因為

這兩屆會議格外重要，攸關國際社會的合作。教宗最後再次勉勵眾人，值

此復活期，應讚賞大地的美妙禮物，並照顧弟兄姊妹。 
 

 

 

 

 

 

 

 

 

 

 

 

 

 聖經金句 ⊙許 世 杰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

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       若望福音 14：21 



------聖母聖心堂通訊 307期（3/7）------ 

         比翼雙飛 主內婚姻教育系列      

              第22期 愛情與信仰 

 

記得家中長輩曾經提過，結婚要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對象，婚姻才不會太辛苦，

沉浸在戀愛的男女，聽到或許覺得很可笑？姑且不論古人所云的愛情觀是否過時，但

讓我們也想想看，在信仰上，我們需要門當戶對嗎？ 

看過一個例子：「先生希望一餐 50 塊就解決，到外頭吃飯浪費錢。太太則想：

就算不去高級餐館，但偶爾去餐廳用個餐、浪漫一下，不好嗎？再說也只不過花500 

塊吃一頓，不會浪費呀？」這雖是件小事，卻可看出兩人價值觀的差異：兩人消費方

式的不同，相對會影響對家庭開銷的認知，這並非攸關對錯，只是認知的差異罷了。

若差異小，還可經由溝通，得出雙方能接受的結果；但若差異大，除了問題 會接踵

而至之外，日後還會增加爭執的頻率。 

的確，每個人的家庭成長背景、生活方式、對金錢的態度、處世態度…等皆不相

同，從小家庭教育養成，也無形中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宗教

信仰亦是養成價值觀的重要部分，是我們生活出的具體實踐。倘若夫妻信仰不同，很

容易產生觀念的差異，若想法相去甚遠，越有可能帶來婚姻中衝突；信仰不同，生命

中的重要部分及靈性生命，也不容易與對方分享。 

教宗曾說：「基督信仰的夫婦為彼此而言，是天主聖愛的反映；這愛藉著說話、

目光、援助、撫摸和擁抱，給對方安慰。為此，願意組織家庭，就是鼓起勇氣參與天

主的夢想，與祂一同築夢、一同建立、一同營造歷史，建立一個沒有人會感到孤單的

世界。」當兩人共同建立的家庭以基督為中心，祂會照亮整個家庭生活。 

要找到一個可以陪著你與祂一同築夢、一同建立、一同營造歷史的那位嗎？夫妻

擁有一致的信仰，可以一起來到生活的主面前，向祂訴說我們的憂慮，為家庭的需要

祈禱，為正在面對困難的人轉禱，祈求祂幫助我們去愛，為生命和各種美好的事物感

恩。 

您認同信仰上的門當戶對嗎？《求主依照祂豐富的光榮，藉著祂的聖神，以大能

堅固你們內在的人，並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叫你們在愛德上根深

蒂固，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

阿們。 

              

「門當戶對」的愛情與信仰 

♥婚姻金句 ♥  

愛能與不完美共存；愛能包容一切並平靜接納所愛 

之人的「有限」。 

愛在加納～天主教聯姻  
電話：（02）2314-1833  
E-mail：lovecana2015@gmail.com  

https://www.lovecana.org.tw/index.php 

mailto:lovecana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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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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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五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耶穌受難以後，用了許多憑據，向門

徒顯明自己還活著，四十天之久發現

給門徒們，如何？（宗一） 

直二、 耶穌對猶太人說：我是生命的食糧。

你們的祖先在曠野中吃過「瑪納」，卻

死了；這是從甚麼？的食糧，誰吃了，

就不死。（若六） 

直三、 保祿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捕後，千夫長

命軍隊把保祿帶到營裏去。次夜，主

顯現給保祿說：你放心罷！你怎樣在

耶路撒冷為我作證，也該怎樣在那裡 

？為我作證。（宗二三） 

直四、 耶穌告訴眾人，你們應當這樣祈禱：

我們在天的父! 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

如甚麼？（瑪六） 

橫１、 那時，洗者若翰出現甚麼？說：你們悔

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這人便是那藉

依撒依亞先知所預言的：「在曠野裡有

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

道路，修直衪的途徑。」（瑪三） 

橫２、 安息日既過，一週的第一天， 天快亮

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一個瑪利亞

來看墳墓。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因為什

麼？降來。（瑪二八） 

橫３、 門徒注視耶穌上升的時候，忽有兩個

穿白衣的人站在他們前說：加里肋亞

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位離

開你們，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穌，你們

看見他怎樣升了天，也要怎如何？(宗

一） 

橫４、 李涉（约 806 年前后在世），中唐詩人。

有詩《過襄陽上於司空》：方

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

自移。……，逢人唯說峴山

碑。第三句？  

 一Ο九年四月份答對者芳名： 

黃沛洋、黃雪卿、吳恩琪、陸秀玲、

龔美雲、王 冀、丁茉莉、董明月、

簡月枝、陳 恩、周芷華、林瑞菊、

莊雅雯、陳美金、鄭惟心。 

一Ο九年四月份答案 

眾 人 的 僕 

 

役  必 

人     無 須 

投 入 地 獄 裏  住 

入  面    在 

的  上  救 了 你 

都   燈   家 

多 少 樓 台 煙 雨 中 
 

一Ο九年五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四      一 

       

2   二    

       

  3     

 三      

4       

⊙ 張福安 

mailto:寄至fwuan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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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新冠狀病毒疫情，五月份暫停主保慶生公開活動。 
 
 
 
 
 
 
 
 
 
 

主保聖名 日期 性別 

達修  5/2 男 

雅格伯  5/3 男 

斐理伯 5/3 男 

庇護  5/5 男 

瑪利亞【中華聖母】  5/6 女 

安多寧  5/10 男 

雅格 5/11 男 

若望沉默者  5/13 男 

瑪蒂亞 5/14 男 

巴斯卦  5/17 男 

伯爾納德  5/20 女 

國瑞  5/25 男 

德蓮  5/25 女 

依華  5/26 女 

貞德 5/30 女 

瑪利亞【聖母訪親】  5/31 女 

 五月份教友主保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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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新冠病毒疫情，五月份彌撒及禮儀直播時間如下： 

 

主日中文彌撒 直播時間 08：30 

主日英文彌撒 直播時間 10：30 

主日越文彌撒 直播時間 18：30 

  

直播如右圖或下列網址： 

桃園市聖母聖心堂 YouTube 首頁(歡迎加入訂閱)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2oQPoWzeCSCOKua0GdV9NA 

註：渴望領主聖體兄姐，請先向神父預約時間來堂恭領聖體。 

 每月首周五下午 19：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平日中文彌撒：週一至週六上午 8：30；週五下午 19：30 

 

 

⊙福傳牧靈組 
 為執事 願執事在為聖言和窮人的服務上保持忠信，成為振奮整個教會的標

記。 

 瘟疾在他面前開路，熱症隨在他的足後。(哈3：5)如果此地發生饑饉瘟疫，

五穀枯萎生霉，或遭受蝗蟲螞蚱，或有敵人犯境圍困門下，或不拘遭受什麼

災禍疾病；如果你的百姓以色列，個人或團體，心中感到內疚，向這殿伸手

祈禱哀求，願你從天上你的居所，予以垂聽、寬恕、援助，照各人的作為予

以賞罰，因為你認識人的心，─惟有你認識所有人子的心，─ 使他們在你賜

予我們祖先的地上，終生敬畏你。至於那不屬於你百姓以色列的外方人，如

為了你的大名自遠方而來，─ 因為他們聽見了你的大名，和你大能的手及伸

開的手臂，─來向這殿祈禱， 願你從天上你的居所俯聽，照外方人所請求於

你的一切去行：這樣可使地上萬民都認識你的名而敬畏你，如同你的百姓以

色列一樣(列上8：37~43)。願我們謙卑自己誠心懺悔，求主垂憐我們脫離罪

惡。 

  

堂  區  動  態 

五月祈禱及福傳意向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2oQPoWzeCSCOKua0GdV9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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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彌撒直播網址：https://video.nest.com/live/uDxsDqD4S8(QR code 見下圖)或在上述本堂

YouTube 首頁觀看直播。 

 

 
 

 慕道班時間及地點如下，且可隨時個別預約上課 

1.時間：每星期日上午十點。 

地點：聖母聖心天主堂三樓（桃園市成功路二段 56 號）。 

本堂傳道修女：徐謙惠修女 

2.時間：每星期日上午 10：00；下午 15：30；晚上 19：30 

地點：德來修女院一樓（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2 號）。 

聯絡人：曾麗達修女。電話：03–332–2067、333–1842 

 桃園鐸區新移民家庭福傳小組～聯絡人：陳敏惠姊妹   

電話：03–332–2067 或 0921–161–789 (可以直接加 line) 

Facebook 粉絲專頁：天主教新移民小家庭 

 黃淑慧 傳道(音樂福傳師) 

聖樂指導、彌撒司琴員培訓、慕道班、信仰小組讀經班 

電話： 0955–983–687 

 天主教婚姻交友網站「愛在加納」網址：https://www.lovecana.org.tw 
 

 

https://video.nest.com/live/uDxsDqD4S8(QR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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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tel:0921161789
tel:0921161789
tel:0921161789
tel:03%E2%80%933322067
tel:03%E2%80%933322067
https://www.lovecan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