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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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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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孔天予神父、劉子元弟兄 

  相信大家都度過了一個歡樂、忙碌的一月，現在都

已經將跨年、過年的那個興奮的心收好，回到我們上班、

上學，平凡的日常生活。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日常生活沒什麼滋味，沒什麼了

不起，好像缺少了一份期待，沒有什麼讓我們感到刺激、

興奮的事情，就像期待過年的那份美好的心情一樣。最

近我讀了一個上個世紀的一位神父的故事，他為了體驗

工人的平凡生活而選擇到一般的工廠工作，所以他並沒

有將他是神父的身份告訴和他一起在工廠工作的人。他

有寫日記的習慣，有一天他在日記中寫了一段非常美的

祈禱：「天主，我感謝祢，因為祢賜給我這麼平凡的一天，感謝祢賜給我同事、工作、天氣，感謝祢

賜給我這個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一天，因為我可以在這個簡單、平凡的現實生活中與祢相遇，如果

我可以選擇我所生存的地方，或者要我選擇要發生什麼奇蹟，什麼特殊的事件，我寧願選擇我現在

所處的現實生活，因為平凡生活是神聖的，因為祢就真實存在於我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對基督徒而言，平凡生活是神聖的，就像這位神父所說，我們可以在這個簡單、平凡的現實生

活中，更感受到與天主的相遇，與天主相遇的意思是享受天主所給你的那些看起來平凡無奇，理所

當然的事物，比如說享受太陽，享受下雨，或者欣賞工作環境中的一些小細節，和同事互動而產生

的友誼，因為平凡，越能感受到那個美好，這種眼光都是來自於天主的恩寵，能夠讓你超越現實，體

驗天主就臨在於這平凡生活之中，所以如何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得到這種眼光呢？這是要透過各種

大大小小的選擇，不斷地選擇天主，我們每個主日來教堂望彌撒，或是每天祈禱，不是為了逃避現

實，而是為了更深入現實，是為了發現平凡現實的美好，有時候我們會被現實生活所控制，例如因 

為工作太忙，所以沒有辦法祈禱，因為天冷下雨而不想出門望彌撒，這些都會讓我們失去現實的美

好，相反的，如果我們要更深刻體驗現實生活中的美好，更要把天主放在第一位，才可以讓我們滿

足於平凡生活中，不論是處於順境或逆境，都能讚嘆天主所安排一切的神妙，讓平凡的生活充滿滋

味，所以希望大家在二月，在四旬期開始之前，細細的體驗現實生活中的不平凡，發現平凡生活中

的神聖性，準備好自己的心靈，迎接四旬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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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生活分享】 

                                     

 

「為什麼不來望彌撒？課業難道比天主重要嗎？」相信許多有小孩的長輩教友都對孩子提出過

這樣的問題，當我們進入高中、大學階段之後，就比較少進堂望彌撒，天主很重要，但課業壓力也很

大，這都不是這個年齡層的青年願意去面對的事情，現在人在改變，社會在改變，青年逐漸減少來

教堂，大多數並不是因為自己不願來，而是長大之後的外在因素太多，不像小時候那樣單純。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因為阿嬤的關係，

我才有機會能認識天主，我阿嬤、阿公是非常虔誠的

教友，一年 365 天全年無休的望彌撒，把自己的生命

全部融入教會，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今年

是我在教會的第十年，望彌撒已經成為一個習慣，每

次來望彌撒，我都希望能夠上台當輔祭，能夠為天主

服務，這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因為當輔祭，我才能

夠認識許多神父、修士，在他們身旁能夠學到更多，天

主總是會把祂想表達的事情，放在彌撒中的每個細節

裡， 讓我瞭解天主想要什麼。 

青年會是我來教會的動力來源之一，我喜歡青年會的一切事物，尤其是跟大家玩在一起的時候，

有神父、修士，還有跟我同輩的青年，與其說青年會是個聚會，我覺得更像是一個能跟天主溝通的

地方，神父總會在彌撒講一些道理，我們不見得聽得進去，但是我很喜歡在青年會聚會的時候，神

父總是會繼續把在彌撒中講的道理，再考大家一次，每次考試的時候，大家總是能用屬於青年的語

言解釋那些道理，這樣的方式讓我可以再加深對這些道理的印象，雖然可能還不是很清楚，但是能

瞭解天主所表達的。在青年會，我們也分享自己的生活近況，有些人覺得過得不太好，就能在這裡

把自己想講的分享出來，經過大家的溝通，不一定能將問題解決，但是能講出來，讓心中的重擔也

放下一半；當分享完近況後，我們也會玩遊戲，神父總會有一堆非常特別的遊戲給我們玩，在這些

遊戲的互動中總能加深我們彼此的感情，我覺得天主總會在這些遊戲、分享、討論當中給我們一 

些啟發，就好像天主就在我們身邊一樣。 

上了高中以後，我來教堂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少，因為課業的壓力以及日夜不停的上課、讀書，

但是我並沒有忘記天主的存在，再怎麼忙碌我也會在我睡覺前跟天主分享當天發生的大小事，神父

曾說：「望彌撒是最重要的祈禱方式。」望彌撒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如果今天很忙碌，自己還是能

保持祈禱的習慣，盡可能地維持自己與天主的關係，或許這樣做也能讓天主明白我的心意。曾經有

位神父問過我：「如果你明天突然死了，你要怎麼辦？」我從來沒有為死亡做好準備，但是當我死去

的那天，我相信天主一定有他的理由，人生本就無常，沒有人能夠掌握自己的生命，我覺得在我死

亡前，就是要充實的過著每一天，不管是在教會、課業或是家庭，只要我每天都充實的過生活，不浪

費天主所賜給我的生命，我相信天主也一定會給我很好的安排。我們這個年齡的青年就是一張白紙，

我們總是笨、呆，對天主總是似懂非懂，總需要神父及長輩教友們用心教導，需要大家在用心紙上

作畫，才能夠成為信望愛三德兼具的天主教徒。 

 

 

圖、文/鍾翔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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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01.12 12:00 PM 主席：申雯蓮會長 

地點：3F 會議室 記錄：李惠君 

1. 教宗方濟各宣布從今年開始，常年期第三主日為【天主聖言主日】，因今年聖言主日是 1/26（日）

適逢農曆年初二，所以用簡單的方式提醒，當日彌撒高舉福音書進堂，講道時強調聖言重要性，

明年再安排比較隆重的活動。 

2. 今年 8/31-9/11 以色列朝聖目前已報名含指導神師-孔神父(免費)共 33 人，神父將會安排課程

帶領大家一起做朝聖的心靈準備，屆時歡迎沒去報名朝聖的教友一起參加課程。 

3. 雖然這次報佳音一路上遇到的人不多，但神父回義大利時遇到很多人稱讚我們這樣的福傳活動，

因為有人拍影片放在網路上。 

4. 經過這兩年的鼓勵，報佳音已經從大家印象中屬於青年的活動，轉變為不分年齡，屬於全體教

友參與的活動，這次有事先錄音讓一路上有音樂的效果很好。 

5. 這次報佳音所準備的糖果卡片太少，下次增加數量，這次路線較短，隊伍集中，停三個定點，下

次可以照做，未來盡可能都在聖誕節的前一個星期天報佳音。持續邀請大家做福傳的活動。 

6. 這次子夜彌撒來的人有增加，表示做邀請卡請教友拿去邀請親友有發揮效果，這次有提供邀請

卡給鳴遠幼兒園，讓小朋友去報佳音時發送，同時也邀請鳴遠的小朋友與家長來望子夜彌撒，

今年繼續製作，各善會、鳴遠有需要的，都可以事先統計數量再一起作。 

7. 報佳音的糖果可以買好一點的；在定點唱歌時要注意交通不要阻礙到路人。 

8. 子夜彌撒後除了準備點心，可以在一樓準備茶飲。 

9. 這次聖家節中午聚餐只有七十多人參與，大部分的原因應該是因為有些人沒時間準備一家一菜，

不好意思留下來，下次改用外燴，看看人會不會比較多。 

10. 希望聚餐後的菜可以晚一點再收拾，這次太快收，有人還沒吃完。  

11. 過年後提供禮儀組的標準作業程序表。 

12. 感謝各位九小組的組長和聖母軍團長幫忙發月曆，共發出 314 戶，粗估出年度進堂教友約七百

人。教友資料整理中，過年發給九小組組長和修女。 

13. 堂區新網站已經上架完成，目前仍有些地方需要調整，調整完成後再由神父宣布，希望透過網

站讓教友對新莊堂有更多歸屬感，非教友也可透過網站認識本堂。 

14. 堂訊和臉書上的各善會聚會時間將更正，各善會的聚會時間若有調整，還請主動告知文教組。 

15. 天花板有點漏水要再觀察是否需要修理。 

16. 想用馬賽克拼貼樓梯間的重整美化，讓各善會參與。工程預算可能需要三四十萬，希望能在一

月底完成計劃表，利用幼稚園寒假時施工。 

17. 神父辦公室的維修已在進行安排，過年後施工。 

18. 教堂若有需要維修的部份請各善會儘早通知總務組。 

19. 聖詠團辦公室女廁牆壁凸起需修繕。 

20. 自養奉獻收據開立資料，財經組已於 109/1/6 提供給主教公署。 

21. 108 年度總收支明細表，已公布於公布欄。 

22. 2/22(六)晚上 7:30 朱撒尼神父紀念彌撒，由洪總主教主禮，請聖詠團支援。 

23. 四旬期各項禮儀，請相關各組協助各項準備工作。 

 

新莊聖保祿堂第廿一屆傳協會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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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元月 9 日上午依循慣例在梵蒂岡接見了駐聖座外交使團，彼此互賀新

年。教宗在講話中著眼於未來，強調聖座的外交努力旨在促進和平與人類的整體發展。 

  教宗首先強調，世界各國應懷有希望，但在希望之中仍需要注重現實，即使新年初

始並非令人感到鼓舞，而是充滿「緊張和暴力」的標記，卻也不可失去希望。教宗的講

話以他在過去一年的牧靈訪問為脈絡。談到去年年初巴拿馬世界青年節和與青年的會

晤，以及 2 月份在梵蒂岡召開的保護兒童會議，教宗指出成年人應肩負起教育青年的任務。教宗強

調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教室内，而應增強家庭、教會及與其合作的社會組織的教育權利。青年以他們

的熱情能作出很大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努力促請政治領導人關心環保問題。「照料我們的共同

家園是每個人必須關注的事，不應將之作為意識形態對立的題材」。教宗在接見外交使團的機會上重

申，「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是可能且必要的」，強調將在紐約召開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 10 次

審議大會具有重大意義。教宗也念及近期在澳大利亞持續不斷的火災，表達對受害者的關懷並為他

們祈禱。聯合國今年慶祝創建 75 週年，教宗稱讚這個國際組織這些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避免

了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教宗強調聯合國的創建原則是和平、正義、人的尊嚴、人道合作及援助，

而尋求公益更是它遵行的準則。 

  教宗最後提到今年紀念的兩件盛事，首先是義大利藝術家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去世 500 週

年。教宗說，這位傑出的人物懂得將素材與不同的顔色和諧地彼此搭配。同樣，外交工作也蒙召將

各民族的獨特性和諧地搭配在一起，好能建設一個公正與和平的世界。天主教會於今年慶祝宣布童

貞聖母瑪利亞靈魂肉身蒙召升天的信理 70 週年。教宗藉此提到，25 年前在北京召開了聯合國世界

婦女會議，在那個機會上強調婦女在社會中的寶貴角色應在全世界愈加受到承認，該當停止對她們

各種不義、不平等和暴力的行為。         

  教宗在結束講話時將目光轉向蒙召升天的聖母瑪利亞，表示她邀請我們展望塵世旅程的終結，

也就是完全恢復和平與正義的那一天。教宗解釋這層意義說：「通過外交努力，我們感受到莫大的鼓

舞。人的努力並不完美，卻總是珍貴的，熱心積極的工作能使這渴望和平的成果早日到來，明認這

一目標最終能夠實現。」 

 

本月教宗祈禱意向 

總意向：為聆聽移民的呼聲 

願眾人聆聽並重視深受販運罪行之害的移民弟兄姊妹的呼聲。  

本月行事曆 

【特敬耶穌聖心】                   守聖時 

2 月 7 日（首週五）15:00 至 18:30 守聖時，

18:30 團體朝拜聖體，19:30 耶穌聖心彌撒，當

天早上沒有平日彌撒。 

【主日學】                     主日學開學 

2 月 16 日(日)  

【朱撒尼神父紀念彌撒】 

2 月 22 日（六）19:30 

【禮儀組】 

2 月 26 日（三）齋戒日(守大小齋)，聖灰禮儀

19:30 彌撒 

２月 28 日（五）公拜苦路 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