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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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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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祈安 神父 

    通常想到我們的堂區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形容呢？剛好我有個機會可以問幼兒園的小朋友們這

個問題，九月份開學時有舉行降福禮，所有的小朋友們來到聖堂，由神父給他們介紹並給他們降幅。

當我問他們：「我們在哪裡？」他們都回答說：「我們在耶穌的家」。他們很清楚聖堂就是耶穌的家。

感謝老師們有讓小朋友們學到這個道理，因為並非所有的老師都有這樣的概念，至少在那天他們都

清楚的知道。那我們會怎麼形容自己的聖堂呢？幼兒園的小朋友大部分是非教友，而平時有來聖堂

的人知道我們是天主的子女，聖堂就是我們的堂區，是耶穌的家，也是我們的家。我們應該向耶穌

學習如何對待別人，也就是說，當別人來到我們的堂區時，我們該如何歡迎他們？在路加福音第九

章有提到，耶穌與門徒們聚在一起時，門徒們心中產生了一個想法：「我們當中誰是最大的？」耶穌

看透了他們的心思，就領來一個小孩子在自己的身邊，對他們說：「誰若為了我的名字收留這個小孩

子，就是收留我，誰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來的，因為在你們眾人中，最小的這人才是最大

的。」所以耶穌在福音中特別提醒我們祂是怎麼看待每一個人，因為對耶穌來說每個人都是祂的小

孩，把小孩當作一個例子給門徒們立榜樣，也就是說當面對任何人時，我們都要意識到他也是耶穌

的小孩、天主的子女。我們就是那些被耶穌歡迎的人，我們都是耶穌的孩子，當我們邀請別人來家

裡時，我們應該以這種方式對待別人，也就是重視每一個人包括最小的、最不需要注意到的、最容

易被忽略的。 

    上個月我們慶祝中秋節，有些人回到自己的故鄉，有些人去旅遊，大部分是和跟家人一起慶祝。

在聖堂我們就是家人、是耶穌的孩子，所以傳協會就安排在中秋節的主日一起慶祝，九點半彌撒後

大家一起準備烤肉在一樓川堂一起共融。那一天我有一個很大的警醒，在舉辦烤肉的前幾天，有一

位輔大的學生聯絡我，因為大學課程的需要而想要訪問神父，想要認識堂區跟聖堂，我向她說明因

為那幾天事情繁忙，所以約在週日來聖堂，彌撒前可以完成訪問。主日那天我們一起喝咖啡認識彼

此，我回答她一些關於新莊堂的問題，訪問結束後我邀請她來參加彌撒，可以來看看我們怎麼讚美

天主，對我們的信仰來說，一週最重要的時刻就是感恩祭，在這之後也邀請她一起慶祝、烤肉。 

    在彌撒開始之前，這位學生來到聖堂後坐下，有另一個人過去歡迎她，他們開始聊天認識彼此。

這位歡迎她的人剛好還不是教友，但是她的家人是教友，偶爾會因為家人的關係而來到聖堂。她們

一起參與了彌撒並向這位學生介紹彌撒的過程，之後還帶著她到一樓參加共融烤肉，給她介紹認識

其他的教友。當我也同其他教友一起開心的慶祝

時，我想到那位學生並找到了她，我看到她跟這

些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共融，她非常高興，因為她

覺得很訝異說：這個地方怎麼可能這麼開放、這

麼的歡迎我？這位歡迎她的非教友則向她表示：

不要擔心，這個地方你可以來，每個人都是歡迎

的，你不一定需要是教友。這句話也證明了這位

非教友自己首先有體驗到這個道理和事實，她自

己被聖堂的人接受，不是因為她是否為教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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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她就是那一天天主所派遣給我們的一個人。所以我聽到這個話的時候很高興，如果這個學生

有體驗到被歡迎的經驗，就等於我們聖堂的人自己知道：聖堂對他們來說是什麼樣的地方，也就知

道是自己的家。因為只有當我們真的自由自在的在自己的家，也就是在一個自己被接受的地方，才

可以歡迎、接受別人。 

    這位學生之後還跟其他的教友保持聯絡，而且她隔週還想要再來聖堂認識更深入，因此隔週來

參加週六下午舉辦的兒童美語班，她很好奇我們在堂區跟社區之間服務的關係。隔兩週後她又來了！

因為她被邀請來參加聖堂為一對青年舉行的婚配彌撒。所以聖堂首先是耶穌的家，也是我們自己的

家，因為我們領洗之後就加入了這個擁有天主子女的家，這個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我們接

受了這個很大的禮物成為天主的孩子，天主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父親，祂想要在教會內擁抱每一個

人，就像小孩一樣如同路加福音所提到的。所以在堂區生活內，天主常會派遣很多人，問題是我們

有沒有意識到，我們是否有向孩子一樣單純的態度來接納別人？在聖堂時我們是否有意識到有新來

的人、沒看過的人？是否會如同那位非教友所做的，在彌撒當中坐到他們旁邊歡迎他、關心他，問

他問題：你是第一次來嗎？你住在附近嗎？你叫什麼名字？你是跟誰來的？你是教友嗎？重點不是

我們說什麼，而是我們是否有讓他感受到他是被歡迎的。 

    我們聖堂時常舉辦活動，但是其中的核心是為了能夠接納每一個人，就像這次舉辦中秋節共融

烤肉一樣，而且需要從我們自己開始行動，我們有沒有認識家裡其他的兄弟姊妹。所以我想鼓勵每

一位教友參加聖堂時常舉辦的各種活動，重點除了慶祝以外，還能跟家人在一起並更認識彼此，耶

穌說：「當我們因祂的名聚在一起，祂就在我們中間。」我們的聖堂就是我們和耶穌在一起的家，如

果我們跟耶穌相遇、住在一起，就能當祂的見證人。這次的中秋節共融烤肉活動讓我很開心，不只

是因為可以跟大家吃喝玩樂，還可以繼續認識更多教友，也看到聖堂真的已經是我們和耶穌在一起

的家，而且當一位非教友、陌生人進來時，也能體驗到耶穌的擁抱，耶穌透過我們迎接每一位來到

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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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教組整理 
    俗話說：「月圓人團圓」沒錯！在新莊保祿堂這個大家庭中，每年中秋節勢必要跟各位在主內的
兄弟姊妹一起團聚一下，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能來到現場，但是想要凝聚的心是不變的，特別是當有
新朋友來到我們的家時，這正是一個大好的時候歡迎他們，因為在這和樂融融的氣氛中，最能夠體
現出我們活出信仰的開心與感動，大家臉上的笑容真的就是我們收到最好的回饋了！ 

陳韋彤 姊妹 
    中秋烤肉那天是我第一次深入教會，感受彌撒的儀式，懵懵懂懂的
我進入聖堂拍攝，聽著神父說的故事、聖經，還聽了聖歌，很多時候都
讓我有共鳴的感覺，也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教友們的大聲歌唱也具有
很深的感染力，每個教友都是很虔誠的在參與儀式，到最後結束於領聖
體，完成了整個儀式，整個過程都是很莊重神聖的！ 

    到了烤肉活動時，每個人又有了不同的樣貌，原來在莊嚴的彌撒之
外，教友們也是可以這麼的輕鬆自在，大家的感情也十分融洽，在台上

嚴肅的神父也卸下了包袱，與教友們一同吃烤肉、喝酒談天，最初覺得
陌生的我，也在教友們熱情的招待下，與大家成為好朋友，非常開心！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常常去看看，這樣美好的大家庭。 
洪湘鈞 姊妹 
    今年的中秋共融活動得到了一個特別的經驗和一個有緣相聚的朋友。
當我在彌撒時間看到陌生的面孔時，我主動上前打招呼！交談過後知道
我們同樣是非教友，也知道她因為採訪需要準備一些素材，遂以我知道
的彌撒流程與她分享適宜的時間點。 
    我將我在新莊堂接受到的感受與其分享，以同樣身為非教友的身分
帶著她介紹給大家，讓她不因自己的非教友的身分感到尷尬，也和大家
一起歡迎她參與堂區的活動！她看起來感到很開心，很融入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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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順成 弟兄 
    中秋節後一天，參加主日八點的彌撒。金會長說我是

「客人」，怎麼那麼早來，中秋共融十一點才開始。 
    早來的好處是可以跟著他到菜市場「巡田水」。做油飯
的欣益麵包店老闆說，還要再燜一下才好吃。豬肉攤老闆
說，準備好了可以隨時來拿。 
    颱風天的天氣多變化，烤肉在中庭、地下室、還是走
廊？最後選擇入口和走廊，把木板架起來就是最好的平台，
擺上月餅、柚子，氣氛就有了。桌椅從地下室搬上來，人
多手快，一下子就完成。焦點的烤肉架擺放在通風的樓梯
口，「主烤」的弟兄看起來是個老手。 
    會長說通風不夠，他家裡有工業扇。他兩頭忙想，那油飯怎麼辦？然後用誠懇的眼神，說我知
道地方，用推車去。就這樣，從麵包店到新莊堂，五十公尺，我推回熱騰騰、香噴噴的四十斤油飯。
想到等一下會餵飽大家，一種莫名的榮幸。 

    跟陳大哥、林大哥聊天，說信仰的經過、分享家人照片、新莊的過去。一會兒，輔大同事劉大
姐經過加入敘舊。準備湯料的大姐說抱歉，丸子被撈光了，我說重點是蘿蔔新鮮可口。後面殘障坡
道坐滿聊天的姐妹，見到婆婆和輪椅需要經過，所有人瞬間起立、搬開椅子，招呼、讓路後，恢復
原狀繼續，畫面真有效率。 
    會長有些歉意說，在聖堂的活動上，他和我聊天的時間真的很少。 
    不會呀，新莊堂像家一樣。 

蔡慈芬 修女 
    搬到新莊一段時間，慢慢適應這裡的環境，也渴望可以更融入
保祿堂這大家庭，感謝天主讓我透過中秋節的烤肉共融慢慢地多認
識一些教友，像是雅芬俊旭一家(發現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還
有昶毅及翰毅兩兄弟(看他們自己繼續地來聖堂參與青年會)、阿娟
姊(熱心介紹我這附近的環境以及堂區的生活情況)、還有撈到幾位
大學生(我的工作是青年工作，大專同學會輔導)…等，我非常的開心，

透過這一些真實的交流，與教友們有進一步的認識。 
    感覺在這疫情的時代，人與人的來往越來越陌生，要認識人也不容易，我們很需要這樣真實地
與人接觸交流分享，才會拉近彼此的距離，謝謝堂區安排一切的共融活動，準備好吃的烤肉及食物。
幫助我更走進堂區，更歸屬於這一個地方。 
賴婉馨 姊妹 
    這次中秋節很特別，因為是在中午舉辦烤肉，我覺得也很不錯，可以有比較多的朋友一起參加，
如果是辦在前一天晚上(中秋節當天)的話，可能有些人回家團圓吃飯反而不能來。 
林怡辰 姊妹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參加中秋共融烤肉的活動，跟大家在中秋節聚餐的感覺很棒！ 
高頌恩 弟兄 
    我覺得這次的中秋共融活動好有趣、好豐富，因中秋節的食物都是由每一位教友們一起準備的，
這種感覺超級讚的！在享用中秋佳節美食前，神父先帶領教友們祈禱，祈禱完大家就開始享用美味

的午餐，很高興能在共融活動中遇到好久不見的哥哥姊姊和弟弟妹妹們，甚至認識到新朋友一起來
參與活動。 
于昌晉 弟兄 
    很高興能夠體驗到相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烤肉的樂趣，
誠然還有些人不是教友，這卻也是個很好的機會，為我
們福傳、向他們展現基督生活的好實踐。 
劉青青 姊妹 
    這次教堂舉辦的中秋共融烤肉的活動讓我吃很飽喔！
坐在我旁邊姐姐(惠君姊)還分我吃一片甜不辣，她人真
好！那天她還提供她媽媽自己滷的豆乾，超好吃的！我
也喜歡當天準備的蘿蔔丸子湯，超好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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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識中 弟兄 
    這次的中秋節烤肉很有意思喔！我吃的不少烤肉，希望以後每年都持續舉辦，

更加擴大活動內容更好喔！籌備人員辛苦了！ 
鍾德才 弟兄 
    這幾年的中秋節，丈母娘總是與我們雙包胎姊妹夫婦一起參加聖堂的中秋節
慶，今年也不例外。我推著 92 歲的丈母娘坐著輪椅前來教堂參加這次的共融烤
肉活動，來參加的教友不多也不少。我們家人則圍坐在角落的一處談天說笑著彼
此的近況，很珍惜當下聚在一起和樂融融的時刻。 

若瑟 弟兄 
    中秋節是台灣四大習俗之一，在未領洗之前過中秋節就是全家人團圓在一起，但是在領洗成為
教友後，就知道把「家」的定義擴展到教堂，與教堂的弟兄姊妹成為一家人。 
    今年的中秋節教堂不免俗地舉辦中秋共融烤肉活動，讓教友在教會的大家庭中齊聚一堂，一起
吃喝談天，氣氛和樂融融。在活動當中，我看到參與的神父與傳協會成員都盡心盡力的接待每位教
友，讓大家都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使彼此也有更多的認識並加深情誼，也讓尚未領洗的朋友親身
感受到我們教會的真善美並作見證，這真是一場天主的盛宴！ 
    短暫的三個小時共融在大家的歡笑聲中落幕，最後我要感謝為此次活動籌備的所有弟兄姊妹致
上最高的敬意，也感謝天主恩賜一個涼爽的陰雨天，讓大家免於酷熱汗雨。感受天主給的一切都是
最好的，我願做一個全心信靠天主的人，感謝天主。 
--------------------------------------------------------------------------------------------------- 
 

 

 

 

9 月 13 至 15 日，教宗方濟各參加在哈薩克首都努爾蘇丹舉行的第七屆世界和傳
統宗教領袖大會（Congress of the Leaders of World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s），
他在 15 日閉幕典禮上發表談話，表示為了尋求和平，跨宗教對話是急迫的需求。 

方濟各表示，跨宗教的對話是為了和平，也是共同的和平之道，而這是必要且不可改變的，「跨
宗教對話不再只是一個權宜之計。這是一個急迫的需求，也是無法比擬的服務，能服務人類，並讚
揚造物主榮光。」 他表示，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須出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之前，「所有男性和
女性都是實質存在的生命，受到疫情打擊、被戰爭摧殘、被彼此差異傷害。人類是脆弱卻又令人驚
豔的生物，一旦忘記上帝，就會處於黑暗之中，而離開他人，就無法生存。」 

方濟各提到，天主教教會勤奮不懈宣揚每一個人不可侵犯的尊嚴，人人皆是上帝的所造，有上
帝的形像，而他也相信全人類是團結的一家人。方濟各引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宣言《教會對
非基督宗教態度》（Nostra aetate）表示：「教會相信『所有人類只會組成一個社群。而這是因為所
有人都來自同樣的根源，都是來自上帝為全地球創造的同一批人。祂的旨意、顯而易見的善意和拯
救的設計是全人類共同享有的。』」 

方濟各在 9 月 15 日最後的演講中表示，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須出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之
前。他引用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著作《救贖主人》（Redemptor Hominis）第 14 段，並表示：「21
年前的同個月，時任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拜訪哈薩克，他說『教會的所有方向都是為了人類』。」 

9 月 13 至 15 日，方濟各拜訪中亞國家，見到哈薩克的政治和公民領袖、宗教領袖、俄羅斯省
分的耶穌會、天主教牧者、修女和住在哈薩克的傳教士。他也於 14 日舉行彌撒，和該國少於人口
1%的天主教民眾一起慶祝十字聖架節。這段訪查哈薩克的期間，方濟各原本有意與同在哈薩克進行
國是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然而中國方以「感謝好意」，表示習近平行程滿檔，無法排出
時間見面對談。                                         資料來源：Catholic News Agency 

本月教宗祈禱意向 
十月 請為教會向眾人開放祈禱 
祈願教會忠於福音、勇於宣講，成為一個團結、友愛與接納人
的場所，越來越活出共議的精神。 

本月行事曆 
 10/1(六)及 10/2(日)三台主日彌撒中將舉行傅油聖事，請家

中的長輩、罹患疾病者及有需要的人前來參與，並請於領受
聖事前先行辦妥和好聖事。 

 10/07(首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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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濟各宗教大會發表談話，強調跨宗教
對話是和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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