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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 撒 時 間 

主日彌撒：週六 19:30 

          主日 08:00、9:30 

                 11:00 (英語) 

平日彌撒：週一至週五 07:30 

本堂神父：孔天予（主任司鐸） 

          柯士達（副主任司鐸） 

牧靈修女：趙天英 

地址：新莊區新興街 1-1 號 

電話：(02)2993-3520 

各 善 會 聚 會 時 間 

聖詠團/國高中生青年會/主日學 

      ：主日 9:30 彌撒後 

慕道班：主日 11:00 

聖經班：主日 19:30、週一 19:45 

聖母軍：週一 19:30、週三 19:30 

        週六 19:30 彌撒後 

家庭組：每月第四個主日 15:00 

共融與釋放：週五 20:00 

大專以上青年會：隔週六 20:30 

 

 

文／孔天予神父 

 

 

 

  首先要向大家表達最深的謝意，感謝大家在十一月對聖嘉祿兄弟會所給予的支持與愛護，讓我

們都感受到大家滿滿的愛。聖嘉祿兄弟會是神父們的家，我們因為耶穌的召叫而聚集在修會這個家

庭，這個家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陪伴，變得更加完整。 

  大家都知道十二月的最重要主題是聖誕節，而講到聖誕節就不能不提到家庭，因為耶穌為了降

生成人，像人一樣的成長，就需要一個由父母、孩子所組成的家庭，才可以在世上完成天主父所交

付祂的使命，所以由聖母馬利亞、大聖若瑟、小耶穌所組成的聖家是所有基督徒家庭的榜樣；反過

來說，這兩千多年以來，每個家庭在孕

育、成熟的過程中，都需要耶穌的臨在，

所以從耶穌降生的那一刻起，耶穌不只

加入了聖家，祂還加入了人世間的每一

個家庭。 

  在上個月的堂訊中，我以夏恩佐的

故事為例告訴大家，福傳要從近人做

起，所以在這個充滿平安與喜樂的聖誕

節，我特別希望大家把這個耶穌降生成

人的福音傳出去，就從身邊的家人做

起，不是要講什麼複雜的大道理，就是

簡單的分享這個好消息，透過我們對家

人的關心與日常生活行為，讓耶穌進入我們的家庭，透過我們開始陪伴我們的家人，在我們與家人

的互動之中，處處都可見到耶穌的蹤影。 

  每逢聖誕節，我喜歡做一件非常傳統的事情，不知道台灣教友有沒有這個習慣，就是做馬槽。

大家知道馬槽的由來嗎？聖方濟(亞西西)是一位偉大的聖人，人們尊稱他為「基督的肖像」，因他的

生活反映出基督愛主愛人的犧牲精神。他去伯利恆朝聖時很感動，便決定把這份感動帶回自己的家

鄉與眾人分享。由於當時的人不方便以文字或語言傳遞耶穌降生的喜樂，所以他決定要搭蓋一個馬

棚和擺放一些雕像，讓救主降生的喜訊呈現於世人眼前並深入民心。當教宗額我略九世知道聖方濟

各的計劃後，十分高興，便對方濟說：「小耶穌會喜歡你的計劃呢！」於是，聖方濟就把一個洞穴建

造成可愛的馬棚，他還請人扮演聖家的故事，甚至連牛、羊和驢等動物也用真的動物。 

  那年的平安夜，月亮與星光照亮了整個夜空，馬槽前的祭台也燃點著蠟燭，如同白晝，神父奉

獻子夜彌撒時，山洞裡站滿了附近的居民。當聖方濟誦讀福音中耶穌聖誕的事蹟，向群眾講述救主

降生這個「愛的喜訊」時，在場的人們都感動得掉下眼淚，好像聖子降生的奧蹟就在祭台前。當彌撒



結束後，大家都表示明年聖誕節會在家裡佈置馬槽來慶祝。從那年起，馬槽的敬禮在世界各地廣傳

開，一直流傳到現在。 

  聖方濟發明馬槽的想法來自什麼呢？來自兩種愛，一是在伯利恆所感受的愛，另一個則是對眾

人的愛。請你們想一想，全能的天主降生成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也是我們信仰的特點，天主消

除了人神之間的距離，而且變成很可愛的嬰兒，讓我們更容易接納與愛祂。就在耶穌誕生的那一刻

起，在彌撒中常常聽到的一句話：「天主與我們同在！」就是真實的。 

  因此不論你的家人是不是教友，在家裡佈置一個馬槽吧！或大或小，不但表達自己的喜樂，還

能夠引發他們的好奇心，我們就可以與他們分享耶穌在兩千多年前降生在白冷城，以及聖方濟發明

馬槽的故事，如此，福音就很自然地傳出去了。 

  祝大家聖誕快樂！ 

 

 

 

 

圖/文：黃秀月姐妹 

  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瑪六：34）我家從

我的祖父母時代開始就是天主教家庭，媽媽很虔誠，週日都會帶著全家去望彌撒。小時候覺得去教

堂是習慣，不認識天主、也不認識聖經和道理，對信仰懵懵懂懂。家中很多兄弟姊妹，父母為了讓我

們能夠吃飽穿暖，很辛苦工作，如：扛木材、開墾土地、種茶、種橘子、種芭樂，到很遠的山上務

農。我的哥哥姊姊們都很獨立、有自信，我卻很依賴、沒主見，很多事不敢表達出來，尤其對上台讀

經、發言都感到害怕緊張，沒膽量去面對，對於還沒發生

的事也常會緊張煩惱，把自己和大家搞得很緊張；可是，

一路走來，天主給我很多學習磨練的機會，本來很害怕讀

經，但後來我想到「讀經」其實是在幫忙傳達天主的話，

我就有勇氣了。 

  很幸運在天主安排下，遇見了先生炯滄，他很照顧我

和這個家，婚後定居在新莊，卻還常在彰化田中的公婆家、

石碇娘家的天主堂兩邊跑，直到當時新莊堂的林類思修女

打電話鼓勵我，要我帶孩子們到新莊堂參加主日學，才慢

慢的在新莊堂定下來，融入新莊堂這個大家庭；本來覺得

孩子年紀還小會吵鬧，沒有積極地帶他們去教堂，林修女

沒放棄，一直打電話鼓勵我，一定要帶宏璋和君陵去上主

日學，這一切都讓我真的很感謝林修女；當時的本堂程若

石神父很會講道理，將聖經道理融入在生活中，讓我們也

有去教堂的動力；我後來在主日學幫忙，陪伴孩子們，當

時由美瑛、大燕當主日學主任，學生和老師們一起上課、

聯誼出遊，很開心。之後，我參加一個成長課程，學習到

清楚的觀念和正確的想法，那時也開始常在聖經內感受到

天主要對我說的話，能更勇敢地去應對碰到的事情，心情

舒服很多，情緒也能控制得不錯。有個好的環境學習成長真的很重要，我覺得我很幸運，有新莊聖

保祿堂在信仰生活中陪伴我。 

  女兒君陵在國小時加入聖詠團吹直笛，張毅民老師帶他們到處巡迴服務，聖詠團有毅民老師的

專業帶領真的很棒；兒子宏璋在國中時加入輔祭團，當時由余金忠修士（現為神父）細心帶領，培養

了一群好哥們，學習為堂區服務。每年新莊堂都有舉辦夏令營，讓孩子學習獨立、團體生活，進而當

服務員帶領團隊，孩子們變得更有自信，也交到了許多好朋友，和聖堂感情更加緊密；天主的力量

好奇妙，平常好動的小孩，轉眼間長大，很會服侍長輩、體貼懂事。孩子們在教堂，我們很放心，看

前排左至右：秀月、媽媽寶玉、先生炯滄 

後排左至右：女兒君陵、兒子宏璋與媳婦曉柔 



著孩子們在聖堂從參加主日學、青年會到現在，每一個階段不斷成長，同時我也學習自我成長，很

快樂、很感恩。 

  我真的很幸運，感謝天主給我這麼多的恩寵，有這麼棒的堂區環境，這麼多很棒的神師來教導

我們。以前的我較情緒化，會自尋煩惱，心沒辦法輕鬆自在，現在很多人都羨慕我，看我都笑瞇瞇、

很開心幸福，因為我相信有天主為我做最好的安排。神父曾說過：「人死後有天堂和地獄，而我們不

用等到那時候，現在就是在過天堂和地獄的生活。」想想真的是這樣，快樂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

那何必自尋煩惱呢？藉著天主的愛、聖神的帶領，讓我們有智慧和能力去面對問題，找到解決的方

法，自然就會喜樂。當自己喜樂，也可以帶給別人快樂！讓我們大家一起帶領著家人融入教會、堂

區，享受天主所賜信仰生活，感謝主恩。 

                                           

1. 聖詠團安排的曲目有新歌時，可以在彌撒前教唱。教友唱歌不要自己唱得很大聲，要能夠聽到

旁邊人的歌聲，大家速度要一致，這樣才是合而為一的祈禱。 

2. 請禮儀組製作禮儀的標準作業流程 SOP。 

3. 每台禮儀的相關工作人員，例如輔祭，都要事前安排，被安排擔任工作的人員如果無法出席，

應儘早通禮儀組。 

4. 12 月 8 日起發放 2020 年月曆，並因應 2020 年 8 月份全國福傳大會的需求，進行新莊聖保祿天

主堂教友普查。 

5. 神父鼓勵大家在將臨期，向久不進堂的教友報佳音。 

6. 今年堂區報佳音的時間是 12/22(日)彌撒後到十二點半，聖言經句、子夜彌撒的邀請卡製作將再

語文教組討論。 

7. 服務組在子夜彌撒將安排接待人員，若教友看到生面孔，可主動接待或引導給服務組人員。 

8. 五樓的日光燈將請總務組或檢修。 

9. 三樓後面冷氣風管風扇運轉時會有噪音將請總務組檢修。 

10. 服務人員的臂章將請總務組製作。 

11. 108 年度自養奉獻收據於 12/1 起開始登記，至 12/29 截止。 

12. 現在主日學的運作是大家先在一起由修士上課，半小時後再帶開上課，持續邀請教友帶孩子參

加主日學。 

13. 現在青年會將大青年與小青年分開聚會，小青年由柯神父帶領，以國高中生為主，有時會與泰

山堂青年一起聚會，方祈神父也會提供很多遊戲；大青年由孔神父帶領，對象為大學以上青年。無

論什麼年齡的青年都需要陪伴，歡迎青年參與聚會。 

14. 12/16~12/24 聖誕節九日敬禮，祈禱意向及詳細時間地點將以海報及堂務公告告知教友。 

15. 子夜彌撒、聖誕天明彌撒、聖家節等教友應注意事項，將以堂務公告提醒教友 

16. 12/29聖家節九點半彌撒中將為結婚時已經是

教友，但未在教堂舉辦婚配禮儀的教友補辦婚配

禮儀。 

17. 修女在每週一早上彌撒後有朝拜聖體，歡迎

教友參加。 

18. 週三早上九點半到十一點有讀經班，歡迎教

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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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 11 月 13 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教宗在要理

講授中以《宗徒大事錄》為主題，省思了保祿宗徒在格林多受到的款待（十八章）。 

保祿在傳福音的行程中從雅典來到格林多城，受到阿桂拉和他的妻子普黎史拉的款

待。這對夫妻因喀勞狄皇帝的命令被迫離開羅馬。他們在格林多服事新生的基督徒團

體，教宗稱他們是致力於福傳使命的許多基督徒的圖像。事實上，他們的住家首先是

實踐「基督徒款待藝術」的場所，憑著完全信賴天主的心慷慨地為外鄉人騰出空間。 

「這對夫妻的敏覺促使他們為實踐基督徒款待的藝術而能捨棄自我，敞開自己的家門，接待保祿宗

徒。這樣一來，他們不僅款待福傳者，也接納了他的宣講，即基督的福音是『為使一切有信仰者獲

得救恩的天主德能』（參：羅一 16）。從那時起，他們的住家便充滿了『生活』聖言的馨香，人的

心靈因此而富有生氣。」 

阿桂拉和普黎史拉與保祿慷慨分享的不僅是物質空間，他們也同保祿一樣是以製造帳幕為業，保祿

把這項辛勤操作視為基督信仰見證的絕佳機會，也是維持自己生計而不加重別人負擔的正當途徑。

就這樣，這對夫妻的住家也成了教會之家、聆聽天主聖言和舉行感恩祭的場所，向主内的弟兄姐妹

們敞開大門。 

在《宗徒大事錄》的記載中，這對夫妻永遠留在保祿的心中。事實上，他們隨同保祿離開格林多

城，先是去了厄弗所，然後來到羅馬，他們的住家繼續成為要理講授的場所。保祿稱他們為「基督

耶穌内的助手」，感謝他們為了救自己而冒著生命的危險（參：羅十六 4）。教宗說，今天也有許多

家庭在受迫害時期收留受迫害者，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教宗最後希望所有基督徒夫妻和平信徒都以阿桂拉和普黎史拉為典範。「你們平信徒因著聖洗聖事

應成為負起責任的人，將信仰向前推進。這已是許多家庭的承諾，也是這些夫妻、這些基督徒團體

和平信徒的承諾，他們為促進信德的成長貢獻了『沃土』（本篤十六世 2007 年 2 月 7 日要理講

授）。我們要祈求天父，讓夫妻成為祂的真實和活雕像（《愛的喜樂》勸諭 11 號）。」 

教宗推文精選 

11 月 22 日 如果沒有祈禱，我們的生命和傳教使命就失去了意義、力量和熱忱 

11 月 29 日 基督的愛正如一部“靈性導航儀”，精確地指引我們走向天主，走向我們近人的心。 

 

本月教宗祈禱意向 
總意向：為年幼者的未來 

願各國都能做出必要的決策，優先為年幼者，尤其是受苦的年幼者創造未來。 

本月行事曆 
【禮儀組】                 將臨期禮儀時間 

12 月 22 日（日）報佳音 

12 月 24 日（二）19:00 開始聽告解，20:00 禮

儀開始聖誕子夜彌撒 

12 月 25 日（三）09:30 天明彌撒 

【財經組】                       自養奉獻   

參與自養奉獻教友需開立 108 年度捐款收據，

即日起至 12/29 止，請自行於 3 樓後方登記；

如有疑問請洽財經組林妤姐妹 0911217598。 

【共融與釋放】                將臨期聚會 

主題：我真的很需要祢 

日期：2019/12/08(日) 15:30-19:00， 

地點：泰山聖方濟沙勿略天主堂 

報名費：100 元（含晚餐） 

請向田阿梅姐妹或各聚會秘書報名 

【靈修組】                   將臨期避靜 

12 月 15 日（日）由胡秋成神父主講，詳情見

公佈欄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