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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2011年09月份公報

聖母軍的生日
聖母軍總部神師：貝德．馬克葛雷哥爾神父訓話

2011年9月7日是聖母軍的90週年慶。	方濟杜福曾不時地提到

聖母軍的第一次會議，當時聖母軍命名為「仁慈之母會」的情形。

聖母軍第一晚的會議的事被置於手冊的第一章。為什麼呢？	我想是

因為它首先為聖母軍日後無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語言，所進行的

會議，提示了其精意和模式。每一個團員在世界任何地方舉行的聖

母軍會議中都必須感到完全的自在。	讓我完整地引述我們的創始人

的話，他說：「至少可以說是美妙的事，就是第一次聖母軍會議所

呈現的，就如同今天聖母軍會議所呈現的一樣」。	

當初有幾件事物是沒有的：當時我們還沒有聖母軍的名字、沒

有標準模式，也沒有聖母軍專用的祈禱經文	–	這些都是後來才慢

慢出現。但關於聖母軍的制度、結構、所呈現出的使命、精神和氛

圍，就和第一次會議所呈現的一樣，直至今天。		

【手冊】說，聖母軍的成立並非由人類預先構想的，它就這樣

地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且絕對是極少經過討論的，但每件事卻又好

似經過仔細琢磨般似的。但是，事後，從聖母軍的蓬勃發展，有人

仔細檢視後發現，很清楚地顯示這一切都是上主眷顧的，每一個

細節都是經過精確地安排。其細膩及慎密的程度遠超出我們所能想

像。這樣一來，聖母軍是否太得天獨厚了呢？不，是因為上主所做

的一切，是絕對的仔細。看看電子顯微鏡下，一隻小小昆蟲的眼睛

或其他部分，可以發現，它們是如此地奇妙。如果上主對於生命僅

一、二天且對於我們似乎毫無功用的昆蟲尚且如此，何況是在教會

中深具重要性的聖母軍呢！豈能不做更完善的安排及準備？

自萬物中見得上主，本身就是一個崇拜的行動。同時上主也欣

喜我們的崇拜，這也是上主最不容易理解的一面之一。

我一再強調聖母軍會議所有細節的精神和結構，全都是上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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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其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永遠記得，這精神和結構是如此神聖，

而不得任由一般人加以改變的。	

有人可能會問：難道聖母軍從第一次會議迄今就都沒有改變

嗎？是的，當然有所成長和發展。	方濟杜福解釋說：「有人說，聖

母軍自成立開始就已十足的完備，這並不全然正確。例如，在成立

之初，並沒有聖母軍的名稱。軍旗、軍券、誓詞、主保、連貫經及

所有經文，連基督奧體及聖神的重要道理，並未完整的表達；就如

同嬰兒不能理解其所具有的各種器官，但另一方面，嬰兒的形體是

完全有效的。嬰兒集中注意力於其母親，同樣的。作為幼兒的聖母

軍對於聖母也是一樣。」	

讓我再舉一個聖母軍最初會議深度發展的例子，聖母軍的發

展，但並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在聖母軍的第一個集體動作：就是雙

膝跪下呼求聖神。這對使徒靈修是多麼重要的開始。忘記了這個原

則是絕對危險的事。聖類思葛利寧蒙福的著作，「真誠孝愛聖母」

直接地促成聖母軍的誕生，也成了聖母軍的基礎。因此，他們藉由

呼求聖神做為一切的開始。從第一次會議開始聖神的重要性就已存

在，但隨著聖母軍的成長，聖神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了。我們看到

聖母軍軍旗的演進及軍券的繪畫，由其是誓詞，完全是在聖母內，

經過聖母，偕同聖母，指向聖神。聖母軍誓詞對聖神的呼求，與聖

母軍基石的對聖母的摯愛，兩者是不衝突的。聖神和聖母是不可分

的、是完美和諧的。而且絕不能忘記，耶穌是聖神藉聖母才來到世

間，別無他法。也就是藉由聖神和聖母，耶穌成為聖母軍精神的中

心。	

聖母軍成立時的重要原則，到目前愈見發展與完備。方濟杜福

思想中的神學邏輯認為，對聖母的熱愛是無可比擬的最好的對聖神

的熱愛。天使嘉俾厄爾清楚簡潔地說：「聖神要臨於你身上。」實

在是因為聖母和聖神是如此密切地契合。因此，全心敬愛聖母就

是全心敬愛聖神。聖母軍是聖母的勇兵也稱為聖神軍。當然二者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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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of the Legion of Mary September 2011

Concilium Allocutio September 2011
By Fr. Bede McGregor O.P.

Spiritual Director to the Legion of 
Mary

Birthday	of	the	Legion	of	Mary

The 7th of September 2011 marked the 90th birthday of the Legion 
of Mary. Frank Duff never tired of recalling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Legion 
of Mary then named 'The Association of Our Lady of Mercy'. The story of 
that first night is placed a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Legion Handbook. Why? 
I think because it puts at the beginning the spirit and the pattern of every 
future meeting of the Legion no matter where it takes place in the world 
and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it is conducted in. A legionary should feel 
completely at home at a Legion meeting anywhere an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Let me quote at length our Founder: 'But not the least wonderful 
thing was that the very first meeting showed us the Legion of Mary as it is 
today.' There were a few things that were necessarily absent - we had not 
the name Legion of Mary, we had not the Standard, we had not the purely 
Legion Prayers - all these came at a later stage. But as regards the system 
and setting, the devotional outlook, the spirit and the atmosphere, the 
Legion was as fully grown at its first meeting as it is today.

The Handbook says that the starting of the Legion of Mary was not 
a work of human premeditation. It just happened and with an absolute 
minimum of discussion, such that everything had almost the air of being 
cut and dried. But when afterwards, in the light of its great development, 
one scrutinised the event minutely, it became manifest that it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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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of Providence and that every detail was most precisely arranged. 
This minuteness, moreover, would go infinitely beyond anything which 
we could imagine. But is not this painting the Legion in too high a colour? 
No, because God goes into that unlimited detail in absolutely everything 
He does. Look at the eye, or any other part of an insect, through these new 
electronic microscopes and see the sheer wonder of it. If that applies to 
the insect which is destined to live for a day or two and whose purpose is 
obscure to us, why deny the same sort of preparation and perfection to the 
Legion of Mary which has already figured as a major item in the Church?

'To see God in His works is an act of adoration. Also it is one of 
His most incomprehensible aspects that He takes pleasure out of our 
admiration of what He does.'

The reason I stress that 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the Legion meeting 
in all its detail are a gift of divine providence is that we might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y are therefore sacrosanct and not open to changes 
demanded by purely human agencies.

Now the question might arise: was there no development from that 
first meeting? Yes, of course there wa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ank 
Duff explains: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Legion was born fully grown. That 
is not completely accurate. For instance it did not possess its name at the 
outset. The Vexillum, the Tessera, the Promise, its Patrons, the Catena, the 
Legion Prayer were hidden in the future. Its own primary doctrines such 
as the Mystical Body and the Holy Spirit were imperfectly grasped in the 
earlier stages but they were there - just as the baby has organs which it 
does not as yet comprehend. But that baby image is completely effective 
in one respect. The baby concentrates on its mother and the infant 
[Legion] did likewise in regard to its Mother.'

Let me take just one example of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that initial 
meeting of the Legion. The Legion developed but did not change its 
radical identity. The first corporate act of the Legion was to go on its k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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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What a magnificent beginning to any spiritual 
movement especially an apostolic one. We forget this principle at our 
absolute peril. The Legion came into existence direc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 Montfort's true devotion to Mary and the first legionaries were most 
conscious of Mary and her place in the divine plan. Nevertheless, they 
begin everything by invoking the Holy Spirit. The primacy of the Holy 
Spirit is there from the first meeting but it becomes more explicit as the 
Legion grows. We see that development in the message of the Vexillum, 
the painting of the Tessera and above all the Legion Promise which is a 
total dedication to the Holy Spirit in and through and with Mary. There is 
no tension between the true devotion to the Holy Spirit called for by the 
Legion Promise and true devotion to Mary which is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gion. The Holy Spirit and Mary are inseparable. There is perfect 
harmony between them and it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that it i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with Mary that Jesus comes into the world and in 
no other way. It i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with Mary that Jesus is 
put at the very centre of Legion spirituality.

This pivotal principle that was present at the birth of the Legion is 
now more fully possessed and developed. There is a theological logic 
in the thought of Frank Duff when he says that devotion to the Virgin 
Mary is incomparably the best devotion to the Holy Spirit. The Archangel 
Gabriel puts it so succinctly and categorically: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Mary is profoundly immersed in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to be 
united and devoted to Mary will mean a lovely and true devotion to the 
Holy Spirit. The Legion of Mary could be just as truly called the Legion 
of the Holy Spirit. Of course it is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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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月份總部來信

哪裡需要服務，
那裡就是聖母軍工作的地方

總部通訊員袁世敏

神師，張團長，各位工作夥伴：																																																	

大家好！從九月以來，總部陸續舉辦了許多活動，九月初在創

始人方濟杜福弟兄生前參加彌撒的聖堂慶祝聖母軍成立九十週年，

由總部神師歐柯克連神父發表一篇很感人的證道，之後還有慶祝茶

會和展示會。此外，我們也舉辦了全國性的基督旅行團研討會，其

中有很多精彩的報告，會中提到宣導舉行和好聖事-辦告解的重要

性，總部團長塞爾˙尼˙歐柯克連姐在開幕致詞時鼓勵所有聖母軍

團員要用心地觀察，哪裡需要服務，那裡就是聖母軍工作的地方，

傳播福音是最關鍵的因素。最近我們正緊鑼密鼓地籌備即將來臨的

方濟杜福弟兄逝世追思彌撒，除了邀請教區內所有的神父參與外，

彌撒將由愛爾蘭的總主教尚。布萊迪樞機主禮。今年度為了慶祝聖

母軍成立九十週年，我們主要的工作都集中在不斷地宣導及介紹方

濟杜福弟兄和他所創立的這一支了不起的團體-聖母軍。我本人最近

也剛剛讀完由方濟杜福弟兄的代女費諾拉˙甘乃迪所撰寫介紹方濟

杜福的書，如果你們有興趣閱讀，可以透過總部購買，一本定價15

歐元。

除了這一本書籍外，我將寄給你們一本介紹愛德圭的童書，可

以拿來作為繪畫書，還有一本【智慧之寶】其中有幾篇方濟杜福弟

兄寫的文章，另外還有一篇杜福弟兄提到與兒童有關的文章，他的

代女告訴我們，他非常喜歡孩子。

上個主日，我們區團結合其他幾個區團舉辦了一場以【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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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寶貝】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次的信中，我曾經提到幾點總部

通過的建議（參考七月份總部來信-（	A）請每個支團列出堂區各個

聖堂舉辦聖體朝拜的時間，並鼓勵大家參加；（B）召開【伯納爵

會】討論有關聖體的主題，例如：聖母與聖體；（C）可能的話，在

聖體大會年舉辦一個【區團】規模，以聖體作為主體的討論大會。

希望你們可以落實這幾項建議，有關伯納爵會的內容，請參考手冊

第38章，也可以考慮為學生召開伯納爵會，這對信仰是很有幫助

的。如果可能的話，在學校當局的同意下，走進校園，告訴學生們

什麼是聖母顯靈聖牌，同時發給每一位學生一個聖牌，或者是播放

法蒂瑪聖母的影片。在十月份的月會報告中，來自阿根廷聖母軍的

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為預備領洗的兒童的父母或祖父母講解領洗的

過程。

從你們的報告中，我也看到有幾項工作是針對兒童慕道的工

作，九月份總部神師訓話的內容曾提到我們能夠教導兒童最棒的事

就是告訴他們耶穌基督是他們最好的朋友。如果能夠透過聖母軍這

個團體來延續傳承我們的信仰，讓年輕的一代透過參與聖母軍支團

的影響，進而使教會的精神和聖母軍綿延不斷。不知道在台灣目前

是否有青少年支團？請參考手冊第36積37章有關青少年支團的介

紹。台灣分團過去曾介紹過在哈薩克成立聖母軍的比爾。米契爾弟

兄已經蒙主寵召，請大家為他的靈魂祈禱，也請大家為明年度在都

柏林舉辦的聖體大會祈禱，也歡迎大家能夠前來參加。	

最後，祝福大家恩寵滿溢！

總部通訊員		瑪麗。格蘭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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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二月份總部來信

鼓勵團員參與病人傅油聖事
總部通訊員袁世敏

神師、親愛的張團長以及各位工作夥伴們：

大家好！很高興你們即將要來到都柏林參加國際聖體大會，我

們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籌備工作，幾乎每個聖堂每天都舉行聖體朝

拜，總部更是忙著準備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聖母軍。

首先恭喜七月份選出來的副團長-張維玫姐妹。從上次的會議記

錄看到台中區團目前擁有26個支團，289位工作團員，34位御侍團

員以及233為輔助團員，他們工作項目中有一項是監獄牧靈，我想有

沒有可能在監獄中成立一個支團呢？此外他們也做了很多陪伴慕道

者及其它方面的工作，我認為可以考慮將台中區團重新組織，再分

出兩三個區團，可惜的是，后里的天地之母支團不再繼續開會。新

竹區團的出席率看起來有點低，不過他們把擴軍和招收輔助團員列

為主要工作方向是很好的。感謝台北和平之后支團，儘管團員年紀

高，但是仍然充滿工作熱誠，是我們的好榜樣。台北玄義玫瑰支團

舉辦福傳茶會，能否告訴我們是如何舉辦的？聽起來是很有創意的

一種方式，會議記錄中提到送冬衣給街友，不知道這是以教會的名

義還是其他善會的名義？因為根據手冊，聖母軍並不可以提供物資

援助。

至於在第719次會議記錄中提到基隆區團希望在第八鐸區的每一

個聖堂都成立聖母軍，是否表示其他鐸區目前都已經有了聖母軍？

我們特別感謝永援之母的秘書俞姐，感謝她對教會及聖母軍的熱誠

參與度，總部會特別為永援之母支團的工作和愛德祈禱。我想了解

有關七月份台灣青年日的推動是否與聖母軍有關？或者聖母軍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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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中的招募工作？也請讓總部知道上次台灣分團召開有關分立區

團的結果。

上個月總部月會時收到一份來自菲律賓的報告，提到他們在世

界日當天為304位病人舉行病人傅油聖事，總部神師貝德神父鼓勵所

有聖母軍團員參與這樣的工作，當天的神師訓話內容也是針對聖母

軍已亡團員為主，也提醒所有支團要為已亡團員奉獻彌撒。

我們的姐妹依撒伯爾。克莉絲目前正在屬於東正教的烏克蘭進

行工作，她也正在準備辦理到哈薩克斯坦訪問的簽證，那是一個跟

歐洲大陸一樣大的國家，請大家為她祈禱！另外我最近寄過去的聖

母軍月刊有一篇特別介紹我們第一位團長-依撒伯爾。基爾南的好文

章。總部在十一月十五那天舉行紀念聖母軍創辦人方濟杜福弟兄逝

世三十一周年的彌撒，彌撒由樞機主教布萊迪閣下親自主禮，還有

五十位神父共祭，布萊迪樞機證道時肯定聖母軍以及這個組織在教

會中的地位，他讚揚方濟杜福弟兄的遠見以並闡述方濟杜福弟兄深

切了解神職人員與平信徒之間不同的角色，他感謝每一位聖母軍團

員的參與和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同時他並呼籲所有團員盡全力辦

好世界聖體大會。大家可以在網站上瀏覽布萊迪樞機主教的證道全

文。

最後，我要祝福大家聖誕節愉快，闔家恩寵滿盈！

總部通訊員		瑪麗。格蘭

201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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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聖類思葛利寧
(Saint Louis-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           

分團神師	王蒙席震華

聖母軍有位主保，名聖類思瑪利亞．

葛利寧．蒙福	 (其中Louis	 -Marie,領洗聖

名，或小名，Grignion是他的姓，Montfort

是他的村莊)。習慣稱他為聖蒙福，本文

中將稱他的小名－類思較親切。他是法國

人，生於1673年1月21日；父名若翰，職業

律師，母名珍妮，虔誠敬主，善理家務；

類思有兩位弟弟，也是神父，兩位妹妹是

修女，可謂聖召之家。類思五歲時，已熟

念玫瑰經，十二歲時就讀萊芮耶穌會的學

校，熟習了祈禱、默想的神工；二十歲

時，已感受到聖召的聖寵召喚。

類思嚮往巴黎的聖蘇比士修道院，但

學費太貴，非自家能擔負；幸有位善心人

士，願提供他的學費資助；但開學時，到

了巴黎，善心的贊助人湊不足學費的額

數，因而去了別的學校。

1695年被允許進了蘇比士修院，類思

修士在修院中，負責聖堂的禮儀及圖書館

的工作，如此類思修士，在禮儀中更加熱

心，圖書館中所有有關聖母的書籍都有機

會讀遍了。類思修士，秉性溫和，特別虔

誠恭敬聖母，流露在日常生活中，1700年6

月5日晉陞司鐸。

類思新神父，被派到一家醫院擔任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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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工作，使院中環境大為改善，類思神父領導院中護理等人員，熱

心恭敬聖母，惹怒了當時猖獗的楊森異端，迫使這位新神父被革

職。

類思神父被迫離開醫院，側身於一個樓梯下生活，稱不上陋室

茅舍，在只有桌椅、床各一件的環境下，撰寫了他著名的第一本大

作「永恆智慧的愛」（Love	of	Eternal	Wisdom）闡述降生成人的耶

穌基督－永遠的智慧的大愛。

因了類思神父的聲望，蒲瓦帖教區的主教，請他前往其教區去

擔任牧靈工作，類思神父帶領避靜，講解要理，照顧窮人，很受群

眾的愛戴與歡迎。還是因了異端仇教份子的作祟，主教令類思神父

當日立即離開教區。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類思神父認為自己的工

作，好像不是天主的聖意，可能是應該去加拿大為印地安人傳福音

是自己真正的聖召。在此大惑不解的壓力下，前去羅馬請求教宗派

遣，前往國外傳福音。

羅馬有位湯瑪西神父，是教宗的好朋友，他了解類思神父的神

學的健全與穩健，因而向教宗介紹了類思神父。教宗克來孟十六世

接見了類思神父，向他說：「法國有廣大的園地傳播福音，不必去

外國。回法國去聽主教的指揮，傳揚基督，建立法國的教會。」教

宗頒賜『宗座傳教士（Apostolic	Missionary）』名銜給類思神父，類

思神父則興奮的返回法國，欣喜的傳揚福音。

類思神父帶着教宗的祝福回到法國，那裡惡劣的環境依然如

故。幸有兩為忠貞堅強的主教，請他到呂松及拉勞歇教區去傳教。

類思神父興奮地前往，先創辦學校，免費教授兒童要理，託兩位

修女負責。再計劃創立修會的大事，先請求主教的許可，再編寫會

規，邀請到兩位德高望重的神父作神師，代為訓練初學者。

先遇到兩位神父，一位他來是為入外方傳教會，類思神父向他

說：「來跟隨我吧！這是你的聖召！」另一神父來此入加布遣會，

有些半身不遂，類思神父說：「跟隨我吧，只要依靠聖母、傳揚耶

穌，別的都不成問題。」如此，他創立了『上智孝女會』及『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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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會』（男修會）。

類思神父抽空來到南苔，以三天的時間撰寫了「瑪利亞的秘

密」小書，再繼續寫了「真誠孝愛聖母」，杜甫弟兄就以此書的精

神創立了聖母軍，如今普世千萬聖母軍團員都是類思神父的跟隨

者。另一位是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在工廠作工人的年代，常

把這書放在口袋裡，隨時誦讀，及至升主教，升教宗後，用的牧徽

「我全是妳的」，就是類思神父的奉獻經文。教宗依靠聖母，帶領

普世教會，慶祝2000年大聖年，也帶人類結束了第二十世紀，並進

入第二十一世紀。

類思神父16年的司鐸生涯，經過八個教區，途步走了一萬五千

英哩，革新了一百個堂區。他的武器，是祈禱、刻苦，依靠聖母；

他是一位超人的講道者，他的一個手勢，一個聲調轉變，會打動人

心。他神貧、謙遜、服從；主教雖多次停其神權，驅逐出境，類思

神父都逆來順受，主教雖如此命令他，但仍不失對他的尊敬。

類思神父最後的日子，是迎接主教來視察堂區，他在彌撒中講

道，題目是耶穌善牧，聽眾無不淚流滿面，然這時他體力不支，被

抬到臥室，醫生斷定為嚴重的肺炎，類思神父唱着聖歌，斷了氣，

鞠躬盡瘁，時在1716年4月28日，上萬的群眾瞻仰遺容，以衣服接

觸類思神父的遺體，參加他的殯葬行列。教宗比約十二世1947年7

月20日封他為聖人，他的瞻禮是在四月廿八日。

讓我們跟隨聖人，熱愛聖母，跟隨耶穌，傳揚福音，拯救人

靈。依照軍券，熱心呼求：『聖類思葛利寧，為我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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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煉靈祈禱
聖母軍神師	曾若瑟神父

大家好！我們都希望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有很多知己不斷為

我們祈福。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為我們這樣做呢？只要我們盡量為亡

靈祈禱，必定有很多亡靈感恩，不斷為我們祈福。用錢是買不到這

種服務的。	

十一月二號是追思亡靈節，我們為在煉獄過世的靈魂祈禱，尤

其是為他們獻彌撒和領大赦，甚至全大赦，幫助他們盡快有復活後

的永生，享受永遠至善的智慧，是一種比救人此生肉身還重要的善

事。

我們必須記得大赦縮短煉靈在煉獄的時間，但全大赦令他們馬

上到天堂，所以應謹記或常複習領全大赦的五個條件：	

一）	沒意願犯任何罪，或為一切罪，主要為愛主痛悔，發上等

痛悔。	

二）	領大赦那天前後20天內辦告解。如果上次辦好告誡後，已

告所有的罪，按倫理學正統指示，可為領全大赦，為以往

主已寬恕的罪，再發痛悔之心去辦告解。	

三）	每天可多次領大赦，但只可領一次全大赦，臨終例外。每

次領全大赦，必須領聖體一次，但臨終不必領聖體，甚至

不必有神父在場。不過，必須有意願領全大赦，以及臨終

時必須已經有唸經的習慣和發上等痛悔。就是主要為愛

主，痛悔，憎恨及拒絕一切罪，包括一切小罪，做應該的

補償，沒有意圖和興趣再犯。	

四）	為感謝教宗頒佈全大赦，為他的祈禱意向唸天主經和聖母

經各一次。	

五）	做梵蒂岡大赦手冊指定的以下一種善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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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教堂內，在聖母軍開會，或在家裡三位親人一齊唸

一串玫瑰經，期間必須默想耶穌的生命中心價值。

2.拜苦路，或者

3.讀經或朝拜聖體半小時，都有全大赦。	

基督教16世紀從天主教分裂出來，就一直否定祈禱可幫煉獄亡

靈升天堂，他們連上香向已故先人示敬都禁止，但我們天主教在教

堂內，也為已故祖先或其他亡靈上香，祈禱和奉獻祭獻。	

耶穌在福音給了他歷代繼承人們的許諾，是令他們可分辨善

惡，赦罪，及幫助我們消滅壞的報應。	

按1870年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我們相信天主教一切正式的

信仰內容和指示，如大赦的恩寵，都是神的旨意，是最肯定的標誌

證實。這些標誌，就是天主的作為，尤指奇蹟及預言。天主教的奇

蹟數量是最多，奇蹟的難度也是最高。

另外，最新版的正式天主教教理，也指出我們聖人，也是一種

真理的見證。我們約兩千年的歷史中，聖人的數量是最多的，他們

的聖德也是最高超的。最後，從理性的角度，我們的信仰沒有任何

矛盾。所有理性的評價，都有足夠理性的回應。

批評天主教為亡靈祈禱，會減弱對神的朝拜，是錯誤的。除了

以上我們信仰正式的道理與指示是神的旨意，我們也可從天主聖三

道理的角度，看得到為亡靈祈福，是神的旨意。

天主聖三的道理，在約兩千年的聖人智慧中，有一個比喻，在

沒有更清楚的解釋前，是一般教友，甚至一般國小的小朋友，都會

明白的。當然，天主聖三的道理要在天堂，才可以有圓滿、清楚的

理解。現實的比喻，雖有必須的理性和靈性用途，但仍是有限度的

解釋。說明神是三位一體的比喻是如此的：在永恆太初時，天主聖

父要知道自己真正的面目，他就在一塊明鏡看自己。鏡中出現了聖

父活生生的無限真善美形象，這就是聖子。聖父與聖子看到他們的

彼此唯一無限真善美的性質，知道他們是一體的。請注意：無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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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美的本性，不能多過一個，否則，不知哪一個是無限的。

其後，父與子之間的愛，是無限真善美的完全和絕對自由的奉

獻，這種活生生的無限真善美的精神或靈氣，就是聖神。活的聖

神，與大地的靈氣，和氣功的氣是有分別的，至於聖神，與聖父及

聖子一樣，都有兩大特徵：「無限的智慧」和「絕對的自由」。

從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可得到在靈修生活中三個重要的啟

示。

第一個啟示說明如果要有無限智慧的經驗，我們要學聖父，並

不固執自己的觀點，但必須固執與對方共融，就是在聖子中，得到

無限圓滿的智慧。

第二個啟示是：如果要有無限的自由，並非不理神啟示的教

條，濫用自由，按當代流行的存在主義和原罪的誘惑，只以自己心

裡的自私感情和直覺做選擇的標準，這種自由是錯誤的。聖父與

聖子做決定時，必固執完全自由奉獻自己給無限真善美的對方為原

則。

第三個啟示是：無限真善美的神是把自己的地位降到十字架

上，以提高我們罪人的地位，領我們可以分享無限真善美的神的本

性，所以關心世間上和煉獄中靈魂的痛苦，是天主聖三教我們的靈

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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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如何具體的準備福傳
朴圭雨神父(蘆洲天主堂)

對我們聖母軍的服務而工作上福傳的義務絕對的事情，各項福

傳中逢到的問題，以下幾個例子做參考，以前在別的地方寫的內

容，雖然不太夠，不過繼續整理後再提供所需要的人。

一﹑先尋找福傳的對象：

						凡身邊沒有領洗的人，都是我們福傳的對象，例如︰

家人、親戚、親家‥‥

鄰居、里長家、新的鄰居子女朋友的父母‥‥

住家附近的居民、鄉公所職員、各行各業的服務人員、如

送牛奶的人、環保人員、郵差、送報的人‥‥

朋友、同學、同鄉人、前輩、後輩‥‥

同事、會長、社長、守衛、顧客、司機‥‥

在路上認識的人，公車內認識的人，無意中遇到的人，登

山認識的朋友‥‥

二﹑認識後為他們祈禱

受洗之前，時時刻刻為他們祈禱

祈禱時一一唸名，並不斷地祈禱

確信我這樣祈禱之後，他們一定會受洗

在聚會時，把福傳對象的名單提出來，邀請大家共同為他

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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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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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分團/區團職員退省  流程表

2012.02.24~2.26
2月24日(週五) 內容 負責 備註
18:00~19:30 高雄火車站&左營高鐵站 報到:李櫻花 預備名牌

19:30~20:30
彼此認識

聆聽：教宗牧函
聆聽：主教團牧函

主持:張維玫
基隆區團
桃園區團

共搭巴士進入真
福山

20:30~21:00 聖堂睌禱~神父降福 張秀英
21:00 真福山~分配住宿 謝素瑾

2月25日(週六)
07:00~08:30 早禱、早餐、參觀、散步 自由活動

08:30~
09:00~

10:00~10:20

開會經~玫瑰經
彌撒

真福山黃東昇神父時間

新竹區團
高雄督察區團

10:30~11:10

11:20~12:00

主題：深入信德奧蹟、活出
感恩聖事

子題：聖母軍是傳教士的補
足【聖母軍手冊
第四十章:七】

主講: (黃忠偉
副主教)

主持：謝蓉倩

【主教團2012年
牧函】

(請各區團以子題
提出對主題的回

應)
12:00~13:00 連貫經~餐前禱~午餐~ 苗栗區團

14:00~17:30
聖母軍的實際工作:

接觸群眾
督體 分組

黃東昇神父提供
資訊

18:00~19:00 餐前禱~晚餐~ 彰化區團

19:30~20:30
綜合討論：聖母軍的工作分

享報告：基督旅行團
主持:張秀英
報告:謝素瑾

20:30~21:00 晚禱~閉會經~神師降福 新莊區團
2月26日(週日)
07:00~09:00 早禱、早餐、參觀、散步 自由活動 打包行李放一樓

09:00~
09:30~10:30

開會經~玫瑰經
彌撒

台中區團
雲林、嘉義區

團

10:30~12:00

連貫經
分/區團職員會議

(可事先提出議題書面報告)
畢會經~神師降福

蘆洲區團
主持:張秀英

秘書紀錄：
李櫻花、謝蓉蒨

12:00~13:00 餐前禱~午餐~ 台南區團 飯後行李放車上
13:30~ 搭巴士到高雄主教座堂&主教公署

15:30~16:30 拜訪單樞機主教 許翠萱
各區團派一位代

表
16:30~ 珍重再見 巴士載往高雄火車站及左營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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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由：幾封email成就了大事：

張秀英：

職員會議決議	--原則上「	全國區團職員會議與避靜」時間是從

2/24晚上報到後有個簡短的活動後晚禱，25日一早開始安排行程，

26中午結束，讓大家還有個27、28的假期或延後26晚上報到至28中

午結束，目前已委請素瑾姊連繫中，詳細流程我們討論好，會儘速

通知各位。

至於參加對象，原則上仍以分/區團職員為主。

這項活動，我們已多年沒舉行，大家都在舉辦各項重要的活

動，希望今後能固定舉行。更希望各區團職員都能撥冗參加為盼！	

寄件者：陳國明

主旨:	Fwd：請向分團建議................

收件者：“張秀英”

副本：“張維玫”、“黃雙蓮”、“謝素瑾”

日期：2011年12月23日,五,下午8:52

主愛的秀英分團長：平安！

敝區團副團長學詩姐建議：

「全國區團職員會議與避靜」，是否各區團四位職員都要參

加？建議選在二月二十五（週五）日至二十八日（週二）四天連續

假期中的其中三天，如此上班族不必請假，可以安心參與活動。													

						Merry	X'mas	&	Happy	New	Years

																											



~22~

----------	轉寄的郵件	----------

寄件者：李學詩

日期：2011年12月23日下午1:21

主旨：請向分團建議................

收件者：陳國明

主愛的國明兄：平安！行事曆中的「全國區職員會議與避

靜」，是否我們四人都要參加？	

那麼，請您向分團建議：行事曆原定二月二十四（週五）日至

二十六日（主日），三天二夜的全國區職員會議與避靜，可否改定

二月二十五曰（週六）至二十八日（週二）其中的三天！！？因為

二十四日我們上班的人都必須請假，若不能請假，參加的人就少

了；而二月二十五（週五）日至二十八日（週二）是四天的連續假

期，其中三天可以安心參與活動。

From：謝素瑾

To：陳國明

Cc：張秀英;	張維玫;	黃雙蓮

Subject：RE：	Fwd:	請向分團建議................

學詩姊和國明兄提的是好建議，我也提議：不只現任職員參

加，各區團長可以邀請”培育中的未來職員”參加。

	Merry	X'mas	&	Happy	N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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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交流

分團長的一封信-
感謝大家對2011全國聖體大會的付出

各位敬愛的聖母軍及當日志工兄姊們!大家好！

11/19日全國聖體大會終於圓滿成功完成，看見各位聖母軍兄

姊，不管是參加禮儀志工、聖詠團、外場服務的、還是協同堂區前

往的兄姊，都已盡心盡力的為這次活動犧牲奉獻達成任務。

您的付出都與活動緊密相連著，您的服務也因此讓整個大會能

順利成功，您的汗水更讓每個參與者領受到那份感動，大家辛苦了

!真的很累!雖然聽到小小的抱怨，但是，我更看見兄姊們服務的熱

忱與喜悅，那散發出來與凝聚出來的那份愛與力量，就如同耶穌基

督所留給我們的聖體一樣，密不可分；我們有幸參與這盛況，我很

高興能與大家一起參與這次聖體大會的服務,雖然沒能臨場感受，但

是，其妙的是，「祂」讓我親身體驗及深切的感動流淚，聖體所帶

給我的能量，聖神與我們同在，天主愛我。

再次謝謝所有志工兄姊，不管您在哪個組別服務，都辛苦了！

願將我們所有一切的辛勞及從中得到的喜樂、感動與成功都在今天

基督君王節全獻給我們的天主父，天主會賞報給您一切都美好!

聖母軍分團		張秀英敬上					1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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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話要說
吳美滿：

我也要謝謝，感謝負責報到處蘆洲區團聖寵之母團員及至潔之

母團員及新莊區團的支援&台灣分團所有幫忙的兄姊們。

11/19	因著基督的愛,聖母媽媽的慈愛，	讓我們共飲基督聖血,而

結合為一，感謝天主，雖然當天覺得有點混亂，但也圓滿結束。特

別是蘆洲區團美真姐，謝謝妳！	昨天才知你當天是抱病服務，讓我

很感動也心疼，又因頭昏在回家路上發生了車禍，雖不是很嚴重，

我也深感抱歉！謝謝妳！辛苦了~~

家騮兄也謝謝你，每次的活動你都能義務帶著姐妹們讓大家能

順利到達會場，你是聖寵之母的寶是我們的好幫手，謝謝你！麗香

姐辛苦了！當天沒注意到你負責的教區安排的人請假沒來，讓你孤

軍奮鬥！拍勢啦！謝謝你喔~但由此可看出你的能力是超級厲害的

啦！這一切我們光榮歸於天主，願天主的名永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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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素瑾：

也要特別感謝新莊區團沈學立姊和秀娟姊率領20位團員們，

11/18上午到輔仁大學擦拭座椅及清潔，週五是上班日，能來服務

的是年長者，真是感動長輩們的服務精神，不辭辛勞~愉快完成了工

作，你們給聖母軍最好的典範。	

還有要感謝永和聖母升天堂的黃鳳英姊，慷慨分派你的團員：

畢明兄、謝水錦姊、高憶慈姊支援，三位兄姊不僅熱誠服務，並協

助到最後的善後工作，從不抱怨~開心愉快的自動找服務工作。畢明

兄還未宣誓~您真是聖母的軍人了。

北投玄義玫瑰支團(秀美請轉達致意)的陳清標兄賢伉儷率領團

員，每次聖母軍的服務總不缺席，更感動你們特意協助到最後的清

潔工作。有你們在~才讓善後工作順利完成。	

聖母聖心支團~謝寶珠姊&徐正英姊，你們樂意接受流動廁所的

清潔工作

讓人敬佩感動~！還有睿毅和善茵，雖然你們還不是聖母軍團

員，兩位從開始到最後的善後工作，你們的熱誠協助了聖母軍一臂

之力，但看你們平時在教會內的各樣善功，相信聖母已經對你們的

特別照料，上主也為你們預備了道路。

在此對各位的付出，已不是三言兩語致謝話下，不過還是要說

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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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大會



~28~

POINTS OF UNIFORMITY PAGE 165-166, 71-72   手冊250-251

常年大會Q&A 					

聖母軍常年大會應該在何時舉辦？

答：最好是在或是靠近十二月八日舉行。

為什麼是在十二月八日？

答：因為那是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

這活動可否算是聖誕節團聚宴會？

答：不行

為什麼？

答：因為它和十二月二十五日沒有任何的關聯。

誰應該負責這個活動呢？是支團嗎？

答：不是，應該由區團(部門)負責。

那些人應該參加常年大會？

答：所有附屬支團的工作團員。

常年大會的目的是什麼？

答：	是要所有的支團團員能夠認識和熟悉附屬於同一個區團之下的

別的支團團員。

可以數個部門一起合併舉行常年大會嗎？

答：不行。

在哪裡舉辦呢？

答：通常在堂區的大廳。

是不是最好每個支團只跟自己的團員在一起，而不去與別的支團團

員往來？

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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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安置聖母軍祭台嗎？

答：是的。

需要唸全部的聖母軍經文和玫瑰經嗎？

答：是的。

總部是否建議常年大會要在很華麗的旅館裏或精心製作昂貴的晚

宴？

答：不是。

為什麼？

答：	因為聖母軍規定所有的聖母軍團員必須參加正式的集會，它的

費用和開支都應該是最低的，這樣所有的聖母軍團員才都能參

加。如果是因為在支團或是在常年大會的高消費，而使得一些

團員不能參加那是非常錯誤的。(參看聖母軍綱領第七十一頁)

支團工作團員可以自由選擇來參加常年大會嗎？

答：	不行。區團期待所有的工作團員都必須參加常年大會。也可以

說，每一位團員必須參加檢閱典禮、支團典禮、常年大會、討

論大會；因此你可以說是一個被俘虜的觀眾，除非是有絕對

的理由否則你是應該出席的。但是聖母軍承諾星期天(Legion	

Affirmation	Sunday)、週年慶、等等，是屬於非正式的聖母軍集

會，你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出席的。我們當然希望你們來，但是

你們沒有義務一定要出席。

如果有一個部門認為十二月是一個有聖誕節慶等非常繁忙的月份，

並以所有的支團贊同為理由，能否把常年大會延期到明年一月或提

前在十一月初舉行？

答：絕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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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督察區團在五塊厝						

通訊員	譚珊芝

陽光普照，又是美好的一天，陪同分團長張秀英姐妹到高雄參

與高雄聖母軍督察區團一年一度的常年大會，今年是在高雄市五塊

厝聖味增德堂舉行。當天(參與人士有劉振忠總主教、指導神師潘瓊

輝神父、副神師錢盛義神父、聖母軍分團長張秀英姐妹、聖母軍高

雄督察區團所屬之各支團團員、輔助團員、實習團員)近百餘人。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時，高雄聖母軍督察區團常年大會，在區

團長許翠萱姐妹帶領開會經，揭開大會序幕。首先，劉總主教在大

會致詞中訓勉大家要公開表達信仰，多參加善會組織、讀經班、使

徒班、要找機會自我學習、自我進步、這樣信仰才能成長，要宣揚

基督徒的生活，不要讓基督徒的生命枯萎。指導神師潘瓊輝神父也

勉勵團員們；傳福音是我們的使命，每個人都要努力。屏東區團在

工作報告中表示︰今年新增兩支團，年齡在三十歲左右，也是最年

輕的支團。

台灣分團張團長在『如何擴軍』的專題演講中，報告目前台

灣分團現況，首先，公佈又有1支所屬支團-北投堂『極智者貞女支

團』在100年10月11日正式宣誓，所屬支團已經到達30個支團。因

台北開會場地不大，大家要從很遠的地方來台北開會，時間冗長，

所以目前正在計劃把台灣分團的30個支團，再以鐸區來區分，所以

第三、四鐸區即將在明年檢閱以後正式分出二個區團，新立區團目

的：行政管轄區域縮小後1)各區團有了明確的目標後，擴軍工作能

順利推展、靈修上能更精進2)團員與團員之間也能彼此認識與照顧

3)鄰近的堂區與堂區、支團與支團之間在福傳工作上相互支援、協

助與共融4)因地域關係來回參與分團會議的交通安全及時間上等因

素考量。是希望我們在鐸區裡面，能夠針對鄰近的堂區，做一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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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夠互相支援的一個福傳功能。雖然有人認為這樣分團的氣勢就

會消弱，其實我們的期望是：不要氣勢浩大，希望能真正的做好在堂

區及探訪的工作，好好協助本堂神父作好福傳，區團像一個大家庭，

彼此相親相愛、彼此合作，區團也可以藉此做一個擴軍計畫。

其次，我們要自省；我加入了聖母軍這個團體，並且向聖母宣

誓成為一個聖母軍團員，自己要清楚知道在團體裡可以得到什麼？

為什麼喜歡聖母軍、是什麼因素、什麼力量，讓我們留下來，讓我

們在聖母軍這個團體裡生根，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要深刻的覺

得在這個團體是光榮的、是喜樂的，這樣我才能告訴別人說︰「邀

請你參加聖母軍」。

如果，當我們在這個團體覺得有壓力、不高興、不喜歡，這時

候，你就可以選擇離開，因為當一個聖母軍團員，真的非常不容

易，團員們每週必定要參加開會且要工作2小時，要探訪教友、要

奉獻時間參加堂區、教區活動，事情做得很多，在這樣的團體裡面

必須要彼此互相鼓勵與支持，互相交換福傳及工作的經驗，使信仰

生活更豐富，真的要給自己一個大大的鼓勵。在堂裡工作要謙卑，

真誠的孝愛聖母，當自己表現得很好時，人家看到我們是聖母軍團

員，自然就會想加入---擴軍計畫2。

我們在年度工作報告中，最多常常是堂區服務，真的只有堂區

工作可做嗎？聖母軍有三大重點工作︰堂區服務、家庭探訪、弱勢

團體服務，希望聖母軍能朝這三大重點去做。

擴軍--必須要有一個計畫，區團需有一個區域地圖，區團需掌

握所屬堂區情形，對於區團裡，沒有聖母軍的堂區1)要去宣導、要

去拜訪堂區神父。甚至區團可以指派鄰近支團支援堂區，相互學習

一起宣導擴軍的工作。2)在家庭祈禱中，可以注意觀察這個家庭之

中還有那些成員很少進堂、沒有參加慕道班、以及注意家裡的狀況

等。3)在堂區有教友名冊，可以與神師討論，可否名冊印出來給團

員，分別認養幾戶或分派工作來持續關懷建立關係，好好協助堂區

神父；當然我們期望每個堂區要有聖母軍，我們是聖母揀選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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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給了我們特殊的恩寵，我們要盡己所能努力工作，當工作上遇到

困難時，請託給聖母她會幫助我們補足我們的不能。4)要關心輔助

團員，輔助團員為我們在第一線祈禱，持續關懷，彼此給些力量與

愛，更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正式成為工作團員。分團長深入淺出的

講解，讓大家更了解聖母軍，在堂區更能得心應手的去服務。大會

在劉總主教主禮的聖體降福中，圓滿的劃下句點。

分團長的專題演講，讓我感受良多，記得三年前，外子因心臟

病蒙主恩召，突如其來的變故，我在無法接受事實的情況下暴瘦十

公斤。此時因緣際會遇到我的神師張隆順神父，來到台北聖家堂，

參加聖母軍智慧之后支團，在小小的支團裡，我感受到溫暖，有

天主與我同在。在每個星期四早上開會，會後大家彼此談論一星期

的近況，有歡喜的，有痛苦的，彼此安慰並幫忙解決，讓我在這個

團體裡得到很多。同樣的我也願意幫助深受痛苦的團員等，智慧

之后支團裡，我最佩服梁笑陽姐，她真是我們的模範，全心的奉

獻，八十幾歲還開著車帶著團員探訪病人，給病人送聖體等，常常

幫助痛苦的團員，並分享經驗。在團體裡與團員們共聚，讓我深

感信仰的力量真的很大，我們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德，感謝天主！

（1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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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教區聖母軍常年大會在真福山 				

今年主曆2011年是教友年，聖母軍神師阮文固神父（兩個區團

的神師，嘉義教區自99年4月因支團眾多，已分成雲林諸寵中保區

團、嘉義在天中國之后區團），為鼓勵各支團間相互交流，於5月份

聖母軍區團會議時決定開常年大會地點在真福山，接著神父就親自

前往高雄查看場地，覺得是非常適宜開會及朝聖的好地方，在10月

份時阮神父又與兩個區團的團長副團長，往真福山作最後的定調，

可謂是準備周詳，感謝他們的辛勞。

11/12早上8時聖母軍團員陸續來到聖堂，忽然大家都看到鍾主

教也來了，才知道他要陪伴我們去真福山，令我們喜出望外，也備

感光榮與溫馨，兩部遊覽車8：30準時出發，9點多在二高東山休息

站與雲林區團3部遊覽車會合。在車上團長張金請主教給我們勉勵，

主教說：「參加聖母軍讓我們的信仰有歸屬感，因為忙著工作及行

愛德，生活很充實，同時聖母軍有一套既定的制度，聖母軍手冊就

是團員們應遵行的準則，聖母軍團員在世間承行了天主的旨意。」

主教的一番話，對每位團員都是莫大的鼓勵，其實也要感謝教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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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一個善會，讓我們得以選擇加入，從宣誓成為正式團員

後，我們就要孝愛聖母、效法聖母、學習聖母幫助聖教會。中午在

美濃享用客家風味餐，主教與中華聖母支團同桌吃飯，弟兄姐妹們

與主教談笑風生，主教還為大家夾菜，他真是位可親可敬又平易近

人的牧者，如同耶穌一樣愛他的羊。下午2：00到達真福山，這裡的

山並不高，可以說是一塊山丘地，位於高雄縣杉林鄉占地28公頃，

單樞機主教夢想在此得以實現，逐步規劃天主賜予的寶地，取名為

「真福山」源自聖經中的「真福八端」，祈望來此參加活動的人都

能得到天主的降福。下車後分配房間，這棟大樓有六層，我們的房

間分別在二樓和四樓，離開會還有一些時間，弟兄姐妹們相約對這

座美麗的山城作一番巡禮，大家都不約而同集中在「聖母洞」前敬

拜聖母並獻蠟，這是聖母軍友們到此要做的第一件事。下午4：00準

時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開常年大會，主教為我們作了一場心靈饗

宴的證道，特別簡述要點於下：

1.首先主教問各位天主教的特色是什麼？發言非常踴躍，每個人

都迫不及待要表達自己的看法，天主教是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

來的聖教會、聖祭聖事在每個國家都是一樣、辦告解、拜苦路、唸

玫瑰經、神職人員獨身、有修女、遵崇聖母、十字架上有耶穌，大

家說的都對，主教又很鄭重的告訴我們教會有三個：

1.戰鬥的教會（指現世要和魔鬼的誘惑搏鬥），

2.勝利的教會（永恆的生命），

3.煉靈的教會（諸聖相通功，為煉獄靈魂祈禱）。

他也期許聖母軍團員唸玫瑰經要專心，不要像小和尚唸經有口

無心（聖母軍手冊十八章第四項）。

2.在台灣天主教人數很少，聖召不容易培育，主教走出去前往

越南、菲律賓招兵買馬，在越南看到那裏的教友非常多，但主教鼓

勵大家要把眼光放遠，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現已列品真福）為

青年們設計的「世界青年日」，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聚集一起拜

苦路、辦告解，那真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場面，我們的教友年青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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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應思考設計一些屬於青年人的活動，讓他們願意來聖堂，這是

我們的使命。

3.主教說了一個故事，比喻你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為我做的，在

愛德工作中會接觸到耶穌，我們在世上都是過客，要把握這有限的

生命，去愛天主愛別人為人服務。

4.主教更為我們證道十個童女的故事，糊塗的拿了燈，沒有隨身

帶油，明智的拿了燈，並且在壺裏帶了油，油燒完了還可繼續用，這

個油代表遵守天主誡命、行愛德，主教鼓勵大家做明智的童女，油要

準備得多，好為信、望、愛行善功，愛天主去行愛德讓天主悅納。

5.主教讚許聖母軍今天一路的共融，他說如果要過一個有意義的

生活，進入聖母軍是對的。

阮神父感謝主教的鼓勵，也謝謝兩位區團長的辛苦服務，兩位

區團長也作了簡短的報告。晚上7：30是晚會時間，由曉明之星吳

慧玲姊妹主持節目，兩區團共有15個堂區22個支團，有15個表演節

目，歌唱、舞蹈、聖經話劇、說學逗唱都有，吵熱了現場的氣氛。

主教及阮神父也加入比手畫腳，大家樂得哈哈笑！歡樂的時光總是

短暫的，表演優勝隊揭曉：歌唱第一名：民權堂中華聖母支團，

舞蹈第一名：斗六堂玫瑰之后支團，話劇第一名：虎尾救世之母支

團，晚間9：45大家帶著喜樂的心回房就寢。

11/13早晨8：30在大聖堂「真福堂」主日彌撒，（旁邊還有一

間較小的保祿堂），由主教主禮阮神父及這裡的黃神父輔禮，聖堂

的頂上掛了8個大吊燈，就是真福八端，一抬頭可以看得很清楚，

再低頭默想這天主頒的「天國憲章」，神貧、哀慟、溫良、饑渴慕

義、憐憫心裏潔淨、締造和平、為義受迫害，在這樣的氛圍中，

主的話在我腦海裏閃動，也促使我向主懺悔。彌撒中主教的證道充

滿了愛的鼓勵，聖言提醒我們，「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的人，真是

有福」，耶穌講的話萬古常新，天主給每個人的恩寵都不一樣，不

要抱怨天主給的少，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主教也宣佈一個訊息，

2012年8月24日連續五天，有個大活動「台灣青年日」由嘉義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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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希望能有600人來參加，屆時請聖母軍團來服務「住宿家庭」

的工作，主教說新竹教區舉辦「台灣青年日」時，有一位青年住在

教友家，因為下雨天把他唯一的漂亮新鞋子弄髒了，隔天早上看到

一雙很乾淨的鞋子擺在門外，這位青年深受感動，主教說這位教友

做了一次最好的福傳，他期勉聖母軍要繼續發展，也對聖母軍勉勵

有嘉。彌撒結束後10：30離開真福山前往屏東萬金聖母朝聖地。

下午2：00到達萬金，隨後進入聖殿敬拜聖母，恭唸一串玫瑰經

獻給聖母，主教介紹這裏的神父，他是道明會西班牙籍盧神父，講

得一口標準的台語，真心感謝他為台灣教會的奉獻服務，他致詞時

說：「萬金聖母為慶祝開教150週年，凡到此朝聖並妥辦告解者，可

得一次全大赦」，為了不要失掉這個好機會，我趕緊找到盧神父辦

告解，祈求天主寬赦我的罪過。3：00多離開萬金返回嘉義。

																																				邱建華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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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聖母軍的分享 



~38~

新竹的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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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在八里安老院 



~40~

台北區團在台中為瓜達露貝       聖堂建軍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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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區團在台中為瓜達露貝       聖堂建軍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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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團在洛雷托 				



愛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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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麻六甲華文聖母軍進教之佑區團团
Help of Christians Chinese Curia Malacca, Malaysia

2012年第二十屆馬新汶台美華文聖母軍交流會

編號：01/11

日期	：20/11/2011

親愛的各地聖母軍，神師及軍友：

麻六甲進教之佑區團承辦2012年第二十届馬新汶台美華文聖母

軍交流會。

日期：2012年5月31日至6月4日

主題：忠信的門徒

地點：Holiday	Inn	Hotel,	Malacca.		

費用：RM	750.00

兩人一房 不住宿
RM750 RM300

外地參加者，請將參加費于29/02/2012之前TT至以下戶口（請

自付銀行費用）

YONG	CHEU	PENG	/	CALLIE	HENG

Account	No.	4-6338729-11

Public	Bank	Bhd.

Swift	code:	PBBEMYKL

報名截止日期	：29/02/2012

聯絡人：湯俊偉兄弟	（H/P	6016-3350828)	或

												陳靜欣姐妹（H/P	6012-6208082）

傳真：606-3374503

電郵：stepwai828@yahoo.com.my	/		thanchinsing@yahoo.com

郵寄：1,	JLN	KJ	43,	TMN	KRUBONG	JAYA,	75250	MELAKA,	MALAYSIA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合作。

天主保佑																																									籌委會主席湯俊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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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聖母軍的信、望、愛三德中生活																					

高雄楠梓聖家元后支團			李炳成

我在1955年受洗後一年，17歲年齡在高雄玫瑰堂加入聖母軍

青年團，當初由一位老團長在領導我們，每星期開會一次，工作分

配；禮拜六掃聖堂、主日當輔祭，談不上熱心或成聖的問題，只覺

得很聽話。現在想起來，也蠻有意思，我相信那時的參與，對我以

後的信仰生活有影響，因為一位剛受洗的教友，有他的信仰生活環

境，多少有所幫助。在聖母軍一年多，因換工作而離開高雄，未再

接觸聖母軍。

1966年，在高雄楠梓定居至今，這期間參加基督活力運動、神

恩復興運動、更生保護會、監獄牧靈、兩所醫院志工、安老院為老

人服務及堂區要理講授；我不是在數工作多少，只是分享從我的信

仰生活如何在團體中「追求理想、完全奉獻、實踐愛德」並聽取主

基督在（瑪廿五31~46）訓誨，「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1997.10.19經本堂神父的鼓勵，在楠梓聖家堂參加成立「聖家

元后支團」，以六位團員有進有退出，至今有十七位參與開會，

十五位正式團員，在神師的領導下，負責堂區各項任務，每位團員

開會時，都有報不完的工作分享。	2011.11.12高雄督察區團常年大

會，當分團長專題演講後，有兩位團員分享：一位說：她去邀請教

友來參加聖母軍，對方說聖母軍的工作太多，她不喜歡參加。另一

位說：聖母軍每星期開會一次太密集，是否改為一個月一次，可引

起更多人喜歡加入聖母軍等等。

依我幾十年參加團體生活中，也有過同樣的意見，也有從一星

期開會一次、二星期一次到一個月一次，最後整個會解散了。有心

投入，工作心態最重要，不是開會頻繁的問題，而是分享、攫取內

容作成長為目的。看過網路一編文章：某地方在蓋聖堂；甲、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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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在搬石頭工作，甲認為搬石頭的工作太累了，做得很辛苦，乙

認為做建堂的工作很神聖、太好了，一面搬石頭一面唱聖歌，做得

很愉快。同樣，聖母軍的服務，一面執行任務、一面學習聖母的精

神，有方向、有希望、有目標，就有力量克服困難，在聖母軍有不

少善工與神工可學習。

聖母軍的福傳牧靈：

一、傳教工作：為非教友。

二、牧民工作：為教友。

三、培育工作：為聖母軍軍友。

四、服務工作：為堂區、社區服務。

聖母軍手冊第三章說：聖母軍的精神，就是聖母瑪利亞的精

神。聖母軍特別渴望聖母瑪利亞深刻的謙虛、完美的服從、天使般

的溫和、持續的祈禱、時時的刻苦、完全無瑕的純潔、英勇的忍

耐、天上的智慧、犧牲自己、堅決孝愛天主、尤其聖母瑪利亞的信

德。這信德僅在聖母瑪利亞身上達到了極廣的範圍，在程度上也空

前絕後。

雖然在聖母瑪利亞的精神，我檢討一下，沒有一項我能學習

到，但我不求結果，只求過程的分享，感覺得到平安的滋味。

當我同太太（團員姊妹）在醫院志工服務時，我看出人體及精

神的軟弱，有一天，我也與他們一樣，躺在病床受人服務，不是所

有的人都會生病，只有我不會；當我在監獄牧靈個別輔導時，了解

到他們的錯，在生活環境中應有不少人該負責；當我在朝州仁愛之

家為老人講故事及作各項服務時，我也發現人生終點的生活狀況。

從以上的服務，令我學習到不少靈修及為人之道，在那裡找到人生

及永恆生命的希望。（201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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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著青綠尋找禰														

高雄督察區團		萱草	

望見那一片蓊綠，你向我招手。

我的心越過收票員的手，越過了一群吱吱喳

喳，等待著進園的孩子們翹望的臉，忙不迭

地鑽進了古樹盤錯的大門，歡喜和你撞

了個滿懷，留下第一張笑容燦爛的

合照。

張開雙手，迎向隨風搖曳的金

盞花，擁入懷中。是你滿滿的溫柔；

是誰如此貼心，為長者借來了兩張輪椅？他們卻

不忍拂逆這大好風光，努力用蹣跚的腳步，寫下一路的真心，讓悸

動的靈魂跳躍有如串串風鈴；山風是你多情的手嗎？	揮灑一地的浪

漫，連陽光也不忍直射，倘徉在綠色森林裡，忍不住翩翩起舞，舞

在樹梢高處，追隨你，	如影隨形，	歡愉似彩蝶，	怡然於芬多精如

夢的晶瑩中。

青春的身影，羞澀的笑靨，是含苞的玫瑰，首次跟在慈母的身

邊，現身於人世間。多情的山野，報以綿延的綠，追逐於園中曲

徑，童心綻放在樂園裡盤旋於半空的小飛機裡；不再遮掩睽違已久

的天真，稚子情懷如耀眼鑽石，是大地最美的裝飾，而白髮–是你

純潔的吻，撥動歲月顫抖的弦，才知道那是你無盡的愛，藏在厚厚

塵封的記憶裡。

坐在石凳上，聆聽著古老的民間傳奇；繼續前行，老神師的腳

步，依舊堅毅篤定，歲月在悄然中褪去，空間何時才能開展成瞬

間？絲線或鐵鍊，終究無力振翼高飛，無垠的渴望啊！怎麼汲取無

盡山泉甘美的灌溉？而我親愛的你隱於文字之外，你隱於時間之

外；你隱於空間之外，永遠是我焦灼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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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月10日舉辦了屏東8大森林遊樂區之旅，陽光、和風、

綠野、森林、繁花美景、兒童遊樂場，上主的手猶如交響樂團的指

揮棒，一首奇妙的樂曲於焉展開，處處觸動心靈，連80歲的老團員

坐在旋轉的小飛機上，都笑得如此開懷，如此燦爛，如此的心滿意

足，還有甚麼比這更幸福的事呢？「含苞的玫瑰」是進教之佑支團

的2位剛在實習的女團員，帶著好奇與敬業的心而來，很為她們支團

高興，也有一種特別的感受，她們是蒙祝福的，小鳥依人般緊跟在

聖母身邊的孩子多麼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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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皇，我的母后，

我全屬於妳，

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