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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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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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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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問我們說：「當一位天主教徒是什麼意思？」有的人會回答說：「是相信天主，聖父。

耶穌基督及聖神」。若再進一步問：「相信天主是什麼意思？」有些人會說：「相信，是關於看不見

聽不見摸不到的事情」。我在這裡特別要說明，我們的信仰是真真實實地關於我們所看見的所聽見

的，我們所摸到的人事物。大家還記得若望福音 20 章 24-29 節記載著耶穌復活之後聖多默宗徒

嗎？當別的門徒說：「我們看見主了。」多默說了什麼嗎？他對他的朋友們說：「我除非看見耶穌手

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多默宗徒都表示了「如果

我看不見復活的耶穌，我沒辦法相信，我需要看見。」不只多默，我們所有的人，我們都需要看

見，才有辦法相信。那麼你看見了復活的耶穌嗎？ 

    耶穌復活之後顯現給門徒們很多次，那耶穌顯現的目標是什麼？耶穌說了什麼？祂好幾次都

說：「我派遣你們！去分享你們所看見的、所聽見的。」所以現在的人是看見我們才會相信天主。

像耶穌所說的：「我天天跟你們在一起（瑪 28：19-20），誰迎接你們，歡迎你們，就是迎接我，歡

迎我。(瑪 10:40)」上個月我們才剛經歷過了一個充滿恩寵的復活節，大家還記得四位成人受洗的

見證嗎？從他們所分享的故事中，你也看見聽到了耶穌了嗎？那兩位領洗的嬰兒與他們的家庭，還

有著不是基督徒的父母，他們生命也因耶穌而改變，而決定讓孩子們領洗。那這些新朋友有親眼看

見耶穌本身嗎？還是他們看見了活出耶穌見證的我們，也就是在教會中的每一位教友。 

    那些新教友們都是天主派遣來的，其中有一位是透過堂區的教友邀請，來認識我們的信仰，我

們的耶穌。從那位新教友所分享的故事中有這麼一段敍述：「我看到這位教友，她人非常好。讓我

想多瞭解，為什麼她是這樣好的一個人？為什麼她會對我這麼好？」為瞭解這樣的好，他接受了這

位好朋友的邀請，我們這位教友特別邀請他來上我們的慕道班。所以在這裡，我想鼔勵我們每一位

新莊堂的教友，趁著新的慕道班課程開始，特別去想想，我們身邊有誰可以邀請？一定有很多人還

不信耶穌。他們在等待我們的邀請，我們不用緊

張，不用特別說什麼或做什麼？耶穌也說過：「你們

不要為這些憂慮，聖神會帶領你們。(宗 8:26-40)」 

    邀請朋友來認識我們的信仰其實一點都不困

難！只需要把我們所聽到的所看到的信仰傳遞給

他。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及家人說：「你知道我是天主

教徒，這個月新的慕道班要開始囉，要不要來認識

我們的信仰？因為信仰對我不可或缺的，耶穌是我

生命中的核心，是我的一切。」你也可以跟他們分

享自己的經驗，我們現在需要為這件事情來祈禱與

行動，需要有行動的祈禱，也需要有祈禱的行動。 

 

透過行動與祈禱，讓更多人「看見」我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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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月我們也特別請求聖母瑪利亞陪伴著我們，在這次新領洗的教友的分享中，我們也聽到

聖母的角色有多麼重要，每一位都有因為聖母而接近耶穌。所以我們這個月特別透過對聖母的敬

禮，可以為新的慕道班祈禱。求天主透過聖母的轉求，讓我們變成有行動力來祈禱的基督徒，也是

在祈禱中也有行動力的基督徒。 
--------------------------------------------------------------------------------------------------- 

 

文/古書榕 姊妹 

教友們時常問我：「你怎麼找到新莊聖保祿天主堂的？」 

我的回覆是：「我是靠祈禱找到的。」 

記得一年多前，我時常有虛無感，曾經極為看重的事物，好像不再喜歡，經歷數個月瘋狂的尋

找所謂的「信仰」，該看該聽的都沒少，卻掀不起一絲的觸動，只有加劇的挫折失望。某天想起小

時候在天主教幼稚園的時光（天母蘭雅幼稚園，現在的蘭雅聖母顯靈聖牌朝聖地）日子雖短但留下

許多深刻的回憶，例如：修女拿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槍擊手的相片，教導我寬恕的課題，那時的

我似懂非懂，只覺得了不起，又憶起我與妹妹每晚都與主耶穌說話說到睡著，又驚醒連忙跟耶穌道

歉的小片段，居然～我幾十年來都遺忘了祂。 

於是我每天大量的看光啟社與生命恩泉的節目，電影<沈默>、<鋼鐵英雄>，書籍<深河>、<

沈默之後>等，也被劉一峰神父的善行所感動到淚流不止，萌生了想要進教堂的念頭，但卻不知從

何開始，同時我剛好要搬家，就模仿小時候跪在床上祈禱「主耶穌，對不起，好久沒有與祢說話

了，一來就有所求，請讓我搬到離天主堂很近的地方吧！」 

劃了久違的十字聖號，「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阿門」（看到這

個『者』就知道我是多久前學的） 

兩週後，我就住在新興街裡，走路三分鐘，狂奔只要一分半到聖堂，加

入了這個美好的大家庭。感謝天主，我的祈禱被應允且實現，一年多的慕道

時間，我需要感謝的太多的人，神父們，修女們與教友們，還有我的家人朋

友對我的包容。 

今年復活節前夕我在這領洗成為全新的人，不立志當教會棟樑，只想立

志成為天主的女兒。 
--------------------------------------------------------------------------------------------------- 

文/廖心慈 姊妹 

我在大學時認識共融與釋放團體，在團體裡遇見許多真正的朋友，了解生命的意義，也認識了

信仰、認識了耶穌，到今年已經是第 9 年，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已經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也擁有歸

屬感，不覺得一定需要受洗，但天主一直耐心地等我，等我真的和祂合而為一的那天。 

  在慕道班我常常聽到「永恩」的名字和他傳奇的故事，我們最後一堂課時他也一同加入，我那

時心想：「這位染著金髮的帥哥是誰？而且怎會有人最後一堂才要來？」後來才知是我有眼不識泰

山，永恩分享說當天他領洗完後完全睡不著覺，而當時的我心思心緒都還是充滿著生活和工作上的

事，常常分心，日子一天天靠近，卻沒有真正準備好我的心靈，迎接這件大事，直到領洗前一天，

我真的開始緊張了，心跳加速、胃裡翻騰，直到彌撒最後一刻都興奮激動不已，然而一切就如福音

所說：「事就這樣成了！」領到聖體那一刻，我出現的第一

個念頭是：「這是真的酒耶！」然後才真正感受到耶穌進到

我內，和我在一起了！ 

  我回想我的一生中出現許多「父親」，我的親生爸爸、

神父、甚至還有義大利的父親、我的代父，然後是一位最偉

大的父親，我在今年復活節成為祂真正的子女，祂會永遠愛

我、寬恕我、擁抱我，而我也要在祂的懷裡被寵被愛、對祂

撒嬌任性、和祂越來越靠近、越來越親密、越來越相愛！ 

復活之夜—重獲新生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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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蔡甯曲 姐妹 

  「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尋覓你；我的靈魂渴慕你，我的肉身

切望你，我有如一塊乾旱涸竭的無水田地。」(聖詠 63:2) 

  讚美天主！ 天主從來沒有捨棄我， 從今爾後我要緊緊跟隨著祢，信

靠祢，直到永遠！ 

  記得小時候的家鄉住在嘉義頂六派出所的宿舍，斜對面就是天主堂。 

依稀記得記憶中幼稚園時代，一場聖誕節的活動，有著白衣天使和共融歡樂氣氛記憶鮮明永難忘

懷。 還有那教堂上面的慈祥的聖母像、也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心中。  

  二姐是天主教徒，她很幸運在信德的道路上，有前總主教洪山川一路啟蒙及陪伴、其中我也受

到薰陶。 

  2016 年因緣際會的一場大病「膽囊癌 T1B」及因工作上百萬年薪帶來了壓力「重度憂鬱症」。 

接二連三的生活磨難、讓我跟天主又連線了。 台灣主言會線上每日福音陪伴了我寂靜的日常生

活，那幾年也曾在嘉義奮起湖楊生活動中心天主堂避靜了一兩個月。 看見了梅神父及林修士信仰

生活上的信德！ 生活上得到的平安及喜樂。 讓我心羨不已！ 但那時也還沒有完全的緣份與天主

牽手。 

  2020 年又是天主地揀選，感謝聖言會會長張日亮神父引薦，到了天主教的一個傳教會工作，

親身地接觸了修女們無私的奉獻及神貧的生活態度，深深地敬佩及感動也受到層層地感召。 

  接著去年又發現胃黏膜下腫瘤，我終於頓悟了、這一切都是天主幫我預備的道路。我終於全心

全意地臣服了。 祈盼領取「天國的福音」想要為自己趕快預備

天堂的門票，所以我才願意參加慕道班的。 

  雖然我暸解或許有「煉獄」存在，如同神話「但丁神曲」，

但我深信在天主地帶領之下，我可以得到永生！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我回應了「我願意！」 

  一切就如同福音中的見證 （2022 02.13 論真正的福氣）

耶穌舉目望著自己的門徒說：「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

的國是你們的。」(路 6:20) 

(以下參考自主言會- 釋經小幫手) 

  「對很多人來說，福是平安、健康、五子登科 (金子、房子、車子、孩子、妻子)。 在民間宗

教的神明雕像也能看到華人福氣的概念—氣色好、身穿華服。  對耶穌來說，真正的福是貧窮的、

飢餓的、哭泣的、為祂的名被惱恨、棄絕、辱罵詛咒的。耶穌用自己的生命向我們證明這一切：祂

誕生馬槽，告訴世人人的價值不在於身家，而在於身爲天主的兒女。 

  今天讓我們誠實地面對一件事實：『有哪一樣現世的福氣：健康、財富、名利......等等，是我們

可以掌控到永遠的呢？』然而，那些全心信賴耶穌，透過信德活出祂真福的人，必能親自體驗到耶

穌真福的真理。 

  『主耶穌，請祢不斷地吸引我，使我願意走上祢有福的道路。 阿們。』」 

  我終於報名了復活節的領洗，這一路走來或許顛簸，但也遇到了許多貴人。 感謝各位一路陪

伴心靈導師，及新莊聖保祿的本堂孔神父、趙修女，及慕道班講師和傳道教友先進們，還有我「代

母」孫姐秋蘭的真誠奉獻相伴！ 

  最後分享一段，洪山川前總主教引用《峰與谷》（Peeks and Valleys）一書中的名言： 

“Peaks and valleys are connected,” he finds. “The errors you make in today’s good 

times create tomorrow’s bad times—and the wise things you do in today’s bad times 

create tomorrow’s good times.” (在今天的順境所犯的錯誤，會造成明天的逆境！在今天的逆

境做的聰明事，將開創明天的順境！) 

  未來祈盼堅守自聖保祿宗徒在他對斐理伯人書信中的勸勉：「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斐

4:4) 喜樂是基督信徒經驗的核心。在信德上能「天主給的我都要，天主要的我都給」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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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楊青正 弟兄 

  幾年前因受「類風濕」罕見疾病地影響，放下日常生活及工

作。 輾轉地到礁溪五峰旗山下居住。 接觸大自然的同時也感念

上天 (天主) 的恩賜，雖然沒甚麼特別的感受，但總覺得早已跟

天主有這段緣分。 原來好多人及事，都有上主冥冥之中地安

排，並透過好友地帶領來到新莊聖保祿堂，從而決定在此受洗 

—「重生」，最後特別感謝天主及身邊所有的人！ 

--------------------------------------------------------------------------------------------------- 

 

 

  

  教宗方濟各 4 月 18 日復活節八日慶期星期一，在梵蒂岡宗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

了誦念天皇后喜樂經祈禱活動。他在念經前的講話中省思了當天福音的內容。福音

記述復活了的耶穌顯現給前往祂的墳墓的婦女們，且告訴她們兩件事。教宗說，我們也要把這兩件

事銘記於心。 

  教宗解釋道，復活的主首先使婦女們安心，對她們說：「不要害怕」。這些安慰的話使我們認識

到，害怕能使我們所有人癱瘓，不論是害怕死亡、害怕生病或者生命的磨難。教宗指出，誰能比戰

勝死亡的耶穌更能說服我們不要害怕呢？上主「邀請我們從我們恐懼的墳墓中走出來」，祂非常清

楚，害怕一直潛伏在我們的心門前。上主也讓我們知道，祂經歷了並戰勝了死亡，祂始終陪伴我

們。 

  耶穌對婦女們說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們去，報告我的弟兄們，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他們

要在那裡看見我」（參閱：瑪廿八 10）。教宗說，我們被邀請，「去向他人講述」這個大喜訊。 

  教宗表示，我們可能認為這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或能力，但是我們要像福音中記載的婦女那樣，

聆聽主的邀請，放下一切疑惑去宣揚喜樂，不能獨自保留這份喜樂，在與別人分享喜樂時，喜樂會

倍增。「如果我們向福音開放且去傳揚福音，我們的心將會敞開，並戰勝恐懼」。 

  教宗告誡道，宣講和分享福音時可能會遇到虛假的見證因而受到阻礙。他引用福音中記載的士

兵拿到錢後作假見證，說主沒有復活，祂的身體被祂的門徒偷去了這件事來做解釋。教宗指出這是

一種「反宣講」。他警告大家，要小心金錢的力量，崇拜金錢是與福音背道而馳。他補充說，這種

掩蓋或相反事實，也是我們會面對的挑戰。 

  最後，教宗表示，上主願意我們成為「福音喜樂的光輝的見證人」，「真理必會使我們獲得自

由」。教宗懇求聖母瑪利亞「幫助我們克勝我們的恐懼，並給予我們對真理的熱情」。 

梵蒂岡新聞網：www.vaticannews.cn 

本月教宗祈禱意向 

五月 請為年輕人的信仰祈禱 

祈願每一位蒙召活出圓滿生命的年輕人，從聖母瑪利亞身上學會聆

聽的方式、深刻分辨的能力、信德的勇氣，以及獻身服務的精神。 

本月行事曆  

 5/06(五)耶穌聖心彌撒，15:00 守聖時，晚上 18:45 團體朝拜聖體，19:45 彌撒開始。 

 5/07(六)~08(日)母親節活動，三台主日彌撒後會發送小禮物給母親們，祝母親節快樂！ 

 5/15(日)傳協會幹部會議，中午 12:00 三樓會議室開會，請相關人員準時出席。 

 5/21(六) 新竹峨嵋一日朝聖，地點：十二寮天使堂，費用：500元，名額有限，報名請洽靈修組。 

教宗天皇后喜樂經：勇敢地宣講基督
復活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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