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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 週六 晚上 5:00 (國語)

主日 早上 7:00 (國語)  •  9:00 (國語)                      

主日 晚上 6:00 (英語 English)   

第三週主日 早上 11:00 (阿美族語)

【明供聖體】 週五 早上8:30至下午4:30 

主任司鐸：阮進懷神父 / 傳協會主席：劉勝東

編輯排版：周曼琳 、崔立群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7號
Tel : (02)2914-3022  Fax : (02)2914-6094
E-MAIL : cvmaria0815@yahoo.com.tw
URL : http://www.ourladytw.org/

【平日彌撒】週一至週六 早上：8:00

特別敬禮(每月) 首週五 晚上 7:30  耶穌聖心彌撒

兒 童 主 日 學 主日 10 :  00

成 人 慕 道 班 週六 14：30 (M22)

週日 14：30 (M21)

讀 經 班 週日 10：30 / 週一晚上 7：30

青 年 會 週日 10：30

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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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末 阮進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農曆107年即將到來！中國農曆新年，是華人傳統的一個重大節慶。在華人過

新年有好多很好的傳統習俗如：結算損益，償還舊帳；內外整潔，大事掃除；整理
儀容，換穿新衣；團圓相聚，享受大餐；祭拜祖先，向神祈福；來往拜年，互祝吉
祥等…我覺得這些傳統習俗很有意義，值得我們思考為何我們要做這些事？是否我
們相信做這些事會帶給我們平安、喜樂、幸福的一年呢？

為了迎接新年，家家戶戶都忙着準備，尤其都會來個大掃除，一方面把住屋內
外各處都掃洗乾淨，讓整個居住環境煥然一新。但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都屬於外表
看得見的，而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內在心靈呢？我想心靈更需要大掃除、更需要
穿上新衣、更需要倚靠主的寶血來洗淨，這樣才算是真正內外整潔迎新年。我們有
時候忙碌準備外表的事，卻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內在心靈的準備。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在新的一年，我真希望我們更愛自己、更愛家人、更愛他
人及更愛天主及教會。我們需要努力學習用更多時間的陪伴、照顧家人、關懷他人，
同時我們也需要給自己及家人更多的機會，學習讚美、感恩、傾聽、接納、包容以
及用溫柔相待。我們要活出天主慈悲的面容，使我們的家庭、教堂真正有主的平安、
喜樂及幸福。祝福大家新年納福，主恩滿盈。

新年納福 主恩滿盈

慕道班至洛雷托聖母之家朝聖

聖詠團年終餐敘

主日學結業共融

活 動 花 絮

神父與主日學參與輔祭
服務的同學合影

mailto:cvmaria08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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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一些教友朋友提朝聖，心想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朝聖一次，但
我這個人動念跟實踐總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直到七年前的一場不是病的病，開始有了
較積極的動作，不過因為還在工作，較難配合。想到自己的身體及周遭朋友發生的種
種，想到人生有限，要珍惜天主給的生命，三年前決定退休。曾跟一些朋友說有朝聖
的資訊告訴我，結果是基督新教的朋友不時提供給我想要的訊息，就在我想歲月如梭，
時不我待，要去參團的時候，偶然在堂務報告中聽到門徒班朝聖的訊息，當下毫不猶
豫的報名了。很多人問我，哪些人參加？我沒問過？有天主在，這些重要嗎？

9月10號(106年)朝聖團出發，34位成員，我沒參加過這麼多人的旅行團，行前沒
做功課，覺得憑自己60年的教齡一切交給天主就好，都不知道自己的信德何時變得這
麼好了？幾天後就發現，為何主耶穌會說「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會成
為最後的」，在這個團裡，自己真的是最無知的。等到14天的行程走完，我已經是張
飛打岳飛了！敏惠姊又來電說身為中華聖母堂的教友，要寫點心得，聽到她電話中不
斷咳嗽，辛勞得病尚未痊癒，還在操心，一時衝動就說沒問題。現在要從這剪不斷理
還亂的豐碩行囊中理出頭緒，豈一個慘字了得。只能略抒個人一點感觸於後。

天主是愛
行程初始，天主就給我們這些想一切交付於主的人當頭棒喝的提醒。伊斯坦堡轉

機時遇到醉漢挑釁，幸虧家倫弟兄以極大的包容心應對，而家倫嫂又巾幗不讓鬚眉，
結局完美；接著又有團員遺忘了拐杖，漏領了行李，大夥又是一陣焦慮、一陣等待，
沒人飆怒（這在一般團體是不可能的）。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一切都平順解決，但
大夥就此不再神經大條，一路小心翼翼地展開旅程。

納匝肋聖母領報大殿
納匝肋希伯來文是花朵的意思，當時是一座環境優美人口稀少的山城。聖母的家

位於納匝肋南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當時的人大多居住在山洞裡；在那裏天主派遣
天使加俾額爾傳報瑪利亞將成為天主子之母的訊息，聖母順從的接受領報。早在西元
326年就在這山洞上修建了第一座小聖堂，歷經戰火的破壞，現在富麗堂皇的大殿是
落成於西元1969年。

9月12日的清晨，天還沒亮我們摸黑出門，因為6：00我們在聖母故居前的聖堂有
台彌撒。到達時，前一台彌撒尚未結束，我們聆聽了迴盪在大殿中優美的聖歌，也藉
此收斂心神，準備心靈。當我們在寧靜中步下台階，走向山洞前的小聖堂，聖母的家
就在眼前，掩不住內心的激動，天啊！聖母的家欸。彌撒講道後黃神父要我們默想5
分鐘，抬眼看到祭台後簡陋的山洞，加上無邊的寂靜，原就已經達於臨界點的情緒，
無法抑制地崩盤了。想到十幾歲的聖母媽媽，那麼勇敢順服的接受領報，從此生活在
擔驚害怕中，最後目睹愛子被釘十字架。平常總是怨東怨西，覺得自己的生活只是平
順，但乏善可陳，面對眼前簡陋的山洞，孤寂的岩塊。真的「不是語，也不是言，是
聽不到的語言」，一向心硬的我，淚崩了；原來平凡的平安是那麼彌足珍貴，平生第
一次發現：人在福中不知福，天主真的給很大。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位於舊耶路撒冷城的西北基督徒區（舊城分四區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基督徒、

穆斯林區）。聖墓大殿我們去了兩次，第一次是體驗吾主耶穌戴著茨冠，背著十字架，
流著寶血，走過的受難之路，也就是我們說的苦路，苦路的第十處到十四處都在這裡。
因為耶城民族及信仰的複雜，路上看到荷槍實彈的維安人員。聖墓大殿的地點，傳統
相信是耶穌被釘的加爾瓦略山和被埋葬的墳墓所在地，俗稱「觸髏地」。為基督徒來
說這是地地道道的聖地，朝聖者絡繹於途，殿內人潮熙熙攘攘，卻沒有嘈雜，只有莊
嚴肅穆。

文/劉美華

朝聖拾零
領隊Aki經驗老到地為我們安排了第二次朝拜的機會，隔天清晨5:30摸黑再探聖殿，

晨光熹微，曲折的巷弄裡，行人稀落，不同前日的壅擠，我們踏著自己的腳步聲，奔向
聖殿。才進聖殿就聽到扣人心弦的唱經聲，沒有伴奏，沒有花俏的音符，完完全全的天
籟之音，卻是那樣震撼人心，坐在聖堂的小凳上，靜心地聆聽，有神魂超拔之感。想到
吾主的悲慘苦難，祂卻寬恕釘死祂的人；想到自己輕重顛倒的人生，斤斤於一些微不足
道的挫折、失敗、傷感；汲汲於世俗的物質、成就；固執於內心的私意、私見，丟失了
愛，忘記了寬恕。

純淨的唱經聲像一泓清泉，汩汩湧出，一點一點的清洗著我的心靈，不是領隊的催
促，真想繼續沉浸於此，此時的我沒有憤恨不平，沒有計較心，只有平和。

露德聖母朝聖地
小時候聖堂裡常唱「聖母手持念珠，白衣束青巾。十八現露德鎮，聖女蒙殊恩。」

的聖母歌，並不知道所指為何？長大後才知那是我們教會有名的聖母朝聖地，有著傳奇
性的治癒神恩，每年吸引全球大批朝聖信徒，這次能來到位於法國庇里牛斯山附近，離
西班牙邊境約50公里的這個小鎮，一償宿願，心中充滿喜樂。

西元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聖母在露德先後18次顯現給貧窮的農村少女伯爾納
德，聖母希望在那裏建一座小聖堂及舉辦一次遊行，並要人們為罪人祈禱及補贖。如今
這兒有一座大的聖殿，每晚都有聖母遊行。

我們在第11天下午抵達露德時，剛好碰到聖體遊行結束，人潮洶湧，其中許多老人
及坐輪椅的病人，還沒下車就感受到濃厚的宗教氣氛，天主的愛及世人對祂的依賴。稍
事休息後，領隊要大家瀏覽一下小鎮風光，晚上去領略一下燭光聖母遊行的氛圍，明晚
我們將上陣親身體驗。餐後隨著人流，來到聖母大殿前的遊行廣場，站在斜坡上，只見
坡下點點燭光燿動，耳中聖歌聲此起彼落，心中充滿寧靜祥和。

第二天清晨，天光未現，獨自前往聖母顯現山洞，時值初秋，山區寒氣襲人，已需
羽絨衣禦寒。一路上並不孤獨，警醒的朝聖者不少，祭台前已有人在準備彌撒，祈禱後
沿著溪水信步過橋，看著彼岸的燈光燭光及虔敬的信友，心頭無限溫暖。忽聞彌撒開始
聲，趕緊奔回對岸，這是一台法語彌撒。本團的聖母顯現山洞彌撒在明天清晨6點。人
群中瞥見呂、阮兩位修女，忽然靈光一現，今天一定要追隨神恩滿被的修女，因為她倆
總能特別親近天主。午餐時呂修女說我們快點去排隊浸聖泉水，於是放棄甜點，隨她快
步奔往浸聖水處排隊，到達時，隊伍已經排得很長了，隨後芝芳、紀美兩位姊妹趕來，
我們成了女團員中的四位幸運兒，其他的都失之交臂，被隔離在隊伍之外，但也足足排
了近三小時才浸到聖水。可能是太興奮了，在入水前忘了向聖母祈願，不過一路上念茲
在茲的，聖母媽媽應該都知道。可惜排了太久的隊，無法參加聖體遊行，實為一憾。

晚上的燭光遊行，雖然累了一天，大夥仍然精神奕奕，當萬福萬福萬福瑪麗亞的歌
聲響起時，我相信每個人的心都是火熱的，尤其是看到大批坐著輪椅、拄著拐杖的弟兄
姊妹走在隊伍中，與他們相比，自己的信德不及芥菜子。

如果世界都像露德，純樸的世外桃源，就不會有戰爭、殘殺、罪惡了。露德聖母歌
「世人犯罪日深，大傷吾子心。倘不急速愧悔，主怒必臨身。為罪人求主憫，虔誦玫瑰
經。祈禱切補贖行，悅樂吾主心。」聖母要我們為罪人祈禱做補贖，其實也是在救自己
的靈魂，真是用心良苦。

兩星期的朝聖行程，跨歐亞兩洲，雖行程如走馬，但面對信仰中熟悉的人、事、物、
景，仍如孩童般的興奮激動，無怪朝聖幾十次的領隊Aki說，每次都有不同的觸動感受，
如果還有朝聖的機會，一定做好功課。感謝天主一路賜與的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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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一些教友朋友提朝聖，心想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朝聖一次，但
我這個人動念跟實踐總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直到七年前的一場不是病的病，開始有了
較積極的動作，不過因為還在工作，較難配合。想到自己的身體及周遭朋友發生的種
種，想到人生有限，要珍惜天主給的生命，三年前決定退休。曾跟一些朋友說有朝聖
的資訊告訴我，結果是基督新教的朋友不時提供給我想要的訊息，就在我想歲月如梭，
時不我待，要去參團的時候，偶然在堂務報告中聽到門徒班朝聖的訊息，當下毫不猶
豫的報名了。很多人問我，哪些人參加？我沒問過？有天主在，這些重要嗎？
9月10號(106年)朝聖團出發，34位成員，我沒參加過這麼多人的旅行團，行前沒

做功課，覺得憑自己60年的教齡一切交給天主就好，都不知道自己的信德何時變得這
麼好了？幾天後就發現，為何主耶穌會說「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會成
為最後的」，在這個團裡，自己真的是最無知的。等到14天的行程走完，我已經是張
飛打岳飛了！敏惠姊又來電說身為中華聖母堂的教友，要寫點心得，聽到她電話中不
斷咳嗽，辛勞得病尚未痊癒，還在操心，一時衝動就說沒問題。現在要從這剪不斷理
還亂的豐碩行囊中理出頭緒，豈一個慘字了得。只能略抒個人一點感觸於後。

天主是愛
行程初始，天主就給我們這些想一切交付於主的人當頭棒喝的提醒。伊斯坦堡轉

機時遇到醉漢挑釁，幸虧家倫弟兄以極大的包容心應對，而家倫嫂又巾幗不讓鬚眉，
結局完美；接著又有團員遺忘了拐杖，漏領了行李，大夥又是一陣焦慮、一陣等待，
沒人飆怒（這在一般團體是不可能的）。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一切都平順解決，但
大夥就此不再神經大條，一路小心翼翼地展開旅程。

納匝肋聖母領報大殿
納匝肋希伯來文是花朵的意思，當時是一座環境優美人口稀少的山城。聖母的家

位於納匝肋南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當時的人大多居住在山洞裡；在那裏天主派遣
天使加俾額爾傳報瑪利亞將成為天主子之母的訊息，聖母順從的接受領報。早在西元
326年就在這山洞上修建了第一座小聖堂，歷經戰火的破壞，現在富麗堂皇的大殿是
落成於西元1969年。
9月12日的清晨，天還沒亮我們摸黑出門，因為6：00我們在聖母故居前的聖堂有

台彌撒。到達時，前一台彌撒尚未結束，我們聆聽了迴盪在大殿中優美的聖歌，也藉
此收斂心神，準備心靈。當我們在寧靜中步下台階，走向山洞前的小聖堂，聖母的家
就在眼前，掩不住內心的激動，天啊！聖母的家欸。彌撒講道後黃神父要我們默想5
分鐘，抬眼看到祭台後簡陋的山洞，加上無邊的寂靜，原就已經達於臨界點的情緒，
無法抑制地崩盤了。想到十幾歲的聖母媽媽，那麼勇敢順服的接受領報，從此生活在
擔驚害怕中，最後目睹愛子被釘十字架。平常總是怨東怨西，覺得自己的生活只是平
順，但乏善可陳，面對眼前簡陋的山洞，孤寂的岩塊。真的「不是語，也不是言，是
聽不到的語言」，一向心硬的我，淚崩了；原來平凡的平安是那麼彌足珍貴，平生第
一次發現：人在福中不知福，天主真的給很大。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位於舊耶路撒冷城的西北基督徒區（舊城分四區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基督徒、

穆斯林區）。聖墓大殿我們去了兩次，第一次是體驗吾主耶穌戴著茨冠，背著十字架，
流著寶血，走過的受難之路，也就是我們說的苦路，苦路的第十處到十四處都在這裡。
因為耶城民族及信仰的複雜，路上看到荷槍實彈的維安人員。聖墓大殿的地點，傳統
相信是耶穌被釘的加爾瓦略山和被埋葬的墳墓所在地，俗稱「觸髏地」。為基督徒來
說這是地地道道的聖地，朝聖者絡繹於途，殿內人潮熙熙攘攘，卻沒有嘈雜，只有莊
嚴肅穆。

文/劉美華

朝聖拾零
領隊Aki經驗老到地為我們安排了第二次朝拜的機會，隔天清晨5:30摸黑再探聖殿，

晨光熹微，曲折的巷弄裡，行人稀落，不同前日的壅擠，我們踏著自己的腳步聲，奔向
聖殿。才進聖殿就聽到扣人心弦的唱經聲，沒有伴奏，沒有花俏的音符，完完全全的天
籟之音，卻是那樣震撼人心，坐在聖堂的小凳上，靜心地聆聽，有神魂超拔之感。想到
吾主的悲慘苦難，祂卻寬恕釘死祂的人；想到自己輕重顛倒的人生，斤斤於一些微不足
道的挫折、失敗、傷感；汲汲於世俗的物質、成就；固執於內心的私意、私見，丟失了
愛，忘記了寬恕。

純淨的唱經聲像一泓清泉，汩汩湧出，一點一點的清洗著我的心靈，不是領隊的催
促，真想繼續沉浸於此，此時的我沒有憤恨不平，沒有計較心，只有平和。

露德聖母朝聖地
小時候聖堂裡常唱「聖母手持念珠，白衣束青巾。十八現露德鎮，聖女蒙殊恩。」

的聖母歌，並不知道所指為何？長大後才知那是我們教會有名的聖母朝聖地，有著傳奇
性的治癒神恩，每年吸引全球大批朝聖信徒，這次能來到位於法國庇里牛斯山附近，離
西班牙邊境約50公里的這個小鎮，一償宿願，心中充滿喜樂。

西元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聖母在露德先後18次顯現給貧窮的農村少女伯爾納
德，聖母希望在那裏建一座小聖堂及舉辦一次遊行，並要人們為罪人祈禱及補贖。如今
這兒有一座大的聖殿，每晚都有聖母遊行。

我們在第11天下午抵達露德時，剛好碰到聖體遊行結束，人潮洶湧，其中許多老人
及坐輪椅的病人，還沒下車就感受到濃厚的宗教氣氛，天主的愛及世人對祂的依賴。稍
事休息後，領隊要大家瀏覽一下小鎮風光，晚上去領略一下燭光聖母遊行的氛圍，明晚
我們將上陣親身體驗。餐後隨著人流，來到聖母大殿前的遊行廣場，站在斜坡上，只見
坡下點點燭光燿動，耳中聖歌聲此起彼落，心中充滿寧靜祥和。

第二天清晨，天光未現，獨自前往聖母顯現山洞，時值初秋，山區寒氣襲人，已需
羽絨衣禦寒。一路上並不孤獨，警醒的朝聖者不少，祭台前已有人在準備彌撒，祈禱後
沿著溪水信步過橋，看著彼岸的燈光燭光及虔敬的信友，心頭無限溫暖。忽聞彌撒開始
聲，趕緊奔回對岸，這是一台法語彌撒。本團的聖母顯現山洞彌撒在明天清晨6點。人
群中瞥見呂、阮兩位修女，忽然靈光一現，今天一定要追隨神恩滿被的修女，因為她倆
總能特別親近天主。午餐時呂修女說我們快點去排隊浸聖泉水，於是放棄甜點，隨她快
步奔往浸聖水處排隊，到達時，隊伍已經排得很長了，隨後芝芳、紀美兩位姊妹趕來，
我們成了女團員中的四位幸運兒，其他的都失之交臂，被隔離在隊伍之外，但也足足排
了近三小時才浸到聖水。可能是太興奮了，在入水前忘了向聖母祈願，不過一路上念茲
在茲的，聖母媽媽應該都知道。可惜排了太久的隊，無法參加聖體遊行，實為一憾。

晚上的燭光遊行，雖然累了一天，大夥仍然精神奕奕，當萬福萬福萬福瑪麗亞的歌
聲響起時，我相信每個人的心都是火熱的，尤其是看到大批坐著輪椅、拄著拐杖的弟兄
姊妹走在隊伍中，與他們相比，自己的信德不及芥菜子。

如果世界都像露德，純樸的世外桃源，就不會有戰爭、殘殺、罪惡了。露德聖母歌
「世人犯罪日深，大傷吾子心。倘不急速愧悔，主怒必臨身。為罪人求主憫，虔誦玫瑰
經。祈禱切補贖行，悅樂吾主心。」聖母要我們為罪人祈禱做補贖，其實也是在救自己
的靈魂，真是用心良苦。

兩星期的朝聖行程，跨歐亞兩洲，雖行程如走馬，但面對信仰中熟悉的人、事、物、
景，仍如孩童般的興奮激動，無怪朝聖幾十次的領隊Aki說，每次都有不同的觸動感受，
如果還有朝聖的機會，一定做好功課。感謝天主一路賜與的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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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 週六 晚上 5:00 (國語)

主日 早上 7:00 (國語)  •  9:00 (國語)                      

主日 晚上 6:00 (英語 English)   

第三週主日 早上 11:00 (阿美族語)

【明供聖體】 週五 早上8:30至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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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彌撒】週一至週六 早上：8:00

特別敬禮(每月) 首週五 晚上 7:30  耶穌聖心彌撒

兒 童 主 日 學 主日 10 :  00

成 人 慕 道 班 週六 14：30 (M22)

週日 14：30 (M21)

讀 經 班 週日 10：30 / 週一晚上 7：30

青 年 會 週日 10：30

神父的話

1

月刊

4

鐸末 阮進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農曆107年即將到來！中國農曆新年，是華人傳統的一個重大節慶。在華人過

新年有好多很好的傳統習俗如：結算損益，償還舊帳；內外整潔，大事掃除；整理
儀容，換穿新衣；團圓相聚，享受大餐；祭拜祖先，向神祈福；來往拜年，互祝吉
祥等…我覺得這些傳統習俗很有意義，值得我們思考為何我們要做這些事？是否我
們相信做這些事會帶給我們平安、喜樂、幸福的一年呢？

為了迎接新年，家家戶戶都忙着準備，尤其都會來個大掃除，一方面把住屋內
外各處都掃洗乾淨，讓整個居住環境煥然一新。但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都屬於外表
看得見的，而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內在心靈呢？我想心靈更需要大掃除、更需要
穿上新衣、更需要倚靠主的寶血來洗淨，這樣才算是真正內外整潔迎新年。我們有
時候忙碌準備外表的事，卻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內在心靈的準備。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在新的一年，我真希望我們更愛自己、更愛家人、更愛他
人及更愛天主及教會。我們需要努力學習用更多時間的陪伴、照顧家人、關懷他人，
同時我們也需要給自己及家人更多的機會，學習讚美、感恩、傾聽、接納、包容以
及用溫柔相待。我們要活出天主慈悲的面容，使我們的家庭、教堂真正有主的平安、
喜樂及幸福。祝福大家新年納福，主恩滿盈。

新年納福 主恩滿盈

慕道班至洛雷托聖母之家朝聖

聖詠團年終餐敘

主日學結業共融

活 動 花 絮

神父與主日學參與輔祭
服務的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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