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曆2015年10月15日

我的母皇，我的母后，

我全屬於妳，

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

聖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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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訊息



慈悲聖事

上一次開會時，我為教宗方濟各宣報慈悲特殊禧年一事提供了初步

的反省。我深信慈悲禧年為整個教會，特別為聖母軍，是豐沛恩寵和

喜樂的來源。教宗本篤十六世曾說：「福音所傳達的消息，中心思想

就是慈悲。在我們的這個時代，天主的慈悲需要加強宣講，並予以證

實。它是全世界和每一個人的希望之源。所以，出去做天主慈悲的見

證人吧！」聖母軍一定要將天主的慈悲放在他們的內心生活和他們所

有的使徒工作的核心。 

今天我想談談慈悲聖事和它在慈悲禧年中的地位。教宗方濟各寫

道：「讓我們再一次聚焦於和好聖事，好使人們能用他們的雙手接觸

到天主慈悲的燦爛光輝。事實上，天主慈悲地賜給每一個悔改的人真

正的內心平安。」我認為教宗方濟各對領受和好聖事者所說的話，也

對聖母軍團員有深刻的啟發。簡而言之，不論悔罪告解者身在何方，

所犯的罪為何，他們都蒙召成為天主慈悲的象徵。聖母軍團員也一樣，

無論他們在那裡，無論何時，他們都蒙召去成為天主慈悲的象徵。他

們要善於宣講和好聖事的好消息，將人們引導到在這賜平安的聖事內

的基督面前。教宗方濟各也對告解者說：「我們懺悔並找尋上主的慈悲，

就能成為善於領受和好聖事的人。」這話為我們聖母軍團員也是真理。

如果我們常常在這美好的和好聖事中與總是寬恕我們的基督相遇，我

們便有能力去說服那些因覺得和好聖事不自在而已很久沒有去領受的

貝德神父在總部 2015 年七月份會議的講話             ( 總部七月份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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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他們明白這聖事帶來的喜樂和平安。

我們應記得我主耶穌自己說過：「我告訴你們，同樣，對於一個罪

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 路 15：7) 因罪人悔改的歡樂並不限於在天上。我記得非常多的實例，

團員們在主之下作為聖母瑪利亞的工具，成功帶領一個人回頭去領受

聖事，尤其是和好聖事時，他們滿心歡樂。或者，若有一個支團或是

一個上級機構僅依常規運作，對使徒工作的熱忱減退了，會不會是因

為我們疏忽了聖母軍重要傳統工作之一，也就是疏忽了努力帶領人們

回頭去領受聖事的行動呢？我們最好問問自己，上一次我們和別人談

到和好聖事，或是我們的支團上一次將推廣和好聖事作為焦點工作是

在甚麼時候？慈悲禧年，為全世界聖母軍的各級團員，是個天賜良機，

他們正好去重新恢復聖母軍藉著帶領人們與主在聖事內相遇來救靈魂

的傳統。

為甚麼和好聖事是如此崇高特別呢？簡單地說，是因為在這聖事

內，我們與寬容的基督本身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地相遇。在那裡，無

限的慈悲與人類各種因罪過而產生的不幸相遇，進而治癒我們。我們

親自聽到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話：｢ 父啊！寬恕他們吧！ ｣ 因著耶穌基

督的苦難聖死，我們的罪獲得寬恕。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真正的友誼

關係中再一次與主相結合。不過，聖事的效果需要信德，而這正是困

難的地方。我們聽說過罪過有很多影響，而最壞的影響就是讓我們相

信天主不再愛我們了，或是相信我們經年累月犯了許多罪，加起來多

得超過了天主的慈悲。聖母軍需要溫柔地，但明確地，說明教會在這

件事上的教導。教宗方濟各寫道：｢ 面對重罪，天主以豐富的慈悲來回

應。慈悲比任何罪過都更大。沒有人能限制天主的愛，祂永遠都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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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他的話只是重述教會一貫的教導。真福科倫巴瑪米昂 (Blessed 

Collumba Marmion) 也說過：｢ 天主的慈悲永遠比我們的罪過更大。｣

有時候會有人問到，那我主所說過的不可饒恕的罪，那相反聖神的

罪，又如何呢？我現在引用西恩納的聖加大利納 (St. Catherine of Siena)

的話來答覆。她跟隨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和聖托馬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的意見，主張唯一一件不可饒恕的罪就是認為人的

罪大於天主的慈悲。我引用她的《對話錄》裡上主說的一段話：｢ 那永

遠不會被寬恕的罪，就是拒絕和輕視我的慈悲。這罪比其他任何其他

的罪更冒犯我。所以，相較於他的背叛，猶達斯的失望使我更不悅，

也是對我聖子更大的侮辱。因此，那些認為他們的罪比我的慈悲更大

的人是錯誤的，使他們受到責罰，要永遠和魔鬼一起受折磨。｣

我將在另一時間再來討論和好聖事。現在我希望和你們分享教宗方

濟各關於天主的慈悲這奧蹟所說的話。他說：｢ 教會感覺到有迫切的需

要去宣講天主的慈悲。只有在教會宣告並說服人相信天主的慈悲時，

她的生活才是真實可信的。她了解她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透過默觀基

督的面容，向每一個人介紹天主慈悲的奧蹟。教會蒙召去做一個值得

相信的見證人，見證天主的慈悲，宣示它，並以它為基督啟示的中心

來生活。從天主聖三的心中，從天主奧蹟的深處，天主慈悲的巨流不

斷地湧出奔流。不管有多少人接觸它，這泉水永遠不會枯竭。有需要

時，任何人都可以前來，因為天主的慈悲不會停止。｣ 教宗方濟各這段

關於教會的話，大部分也適用於聖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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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八月份總部來信年

不要浪費，愛護照顧環境
關靄華姐妹翻譯

親愛的神師，沈團長，各位工作夥伴：

總部問候大家好。

剛從電視上知道，台灣受到颱風吹襲，導致有人喪命，並造成很大

的損失。總部為你們祈禱，願你們都平安無事。

我注意到分團的秘書李姊和會計沈姊已經完成初任的任期，在今年

一月應該選出繼任的秘書和會計。可否將分團選舉時的會議記錄寄給

我，清楚列出提名，附議等等的選舉過程，以便總部批准繼任者的任命。

九月十八日在都柏林將舉行文化之夜。當夜，方濟杜福弟兄的居所

和聖母軍所擁有的另一間老房子米拉屋(Myra House)，將對外開放參觀。

我們本來就應該常常去促進方濟杜福弟兄的事業。所以，我們應常常

帶著關於方濟杜福，可敬的愛德圭，和亞斐蘭博的傳單，以便推廣他

們的理念和引導更多人去祈禱。傳單是很好的福傳工具。關於方濟杜

福弟兄的著作的小書，《智慧的寶石》第四集，也需要我們去推廣。

這本書輕便又便宜，使我們能讓世界更認識這個非凡的人。

總部也要求我們去實踐教宗方濟各所囑咐我們的話：不要浪費，愛

護照顧環境。

兩位神父代表總部去阿根廷去促進和觀察關於亞斐蘭博這位天主之

僕列入真福品的進程。根據他們的報告，由於這年輕人的工作和榜樣，

聖母軍在南美洲正蓬勃發展。他對年輕人來說，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們

應該把青年託付於他。想想看，倘若今天他還活著，他才不過 83 歲呢！

基督旅行團的計畫在今夏擴展到英國。這些計畫會繼續到九月初。

同時，最近也有到芬蘭的年度計畫。請各位兄姐為這些計畫祈禱。

最後祈求天主祝福各位兄姐！ 

總部通訊元瑪麗 ･ 格蘭

2015 年 8 月 8 日~5~



貝德神父在總部 2015 年八月份會議的講話              ( 總部八月份公報 ) 

瑪利亞：仁慈之母
關靄華譯

我們聖母軍在繼續準備慈悲禧年時，會自然而然地求助於仁慈之母

瑪利亞。她是天主賜給我們的導師和同伴，領導我們進入天主慈悲的

核心，也就是透過她降生成人的聖子耶穌基督。沒有她，我們會錯過

許多慈悲禧年中最柔和、最美麗的果實。

今天我想用在軍券 (Tessera) 找到的聖母軍祈禱文來反省一下聖母

瑪利亞的奧秘和她在世界上的任務。

在「母后萬福」(Salve Regina)，我們首先稱呼瑪利亞說：「母后萬

福！仁慈的母親。」那是因為她是天主的母親，她是所有慈悲的來源，

她完全沉浸於天主的仁慈中，並成為天主慈悲的卓越工具。因此，她

是諸寵中保。然後我們祈禱說：「我們的主保，求妳回顧，憐視我們。」

這句禱詞指出了我們向瑪利亞祈禱的基本方向。

然後，我們來看「在妳的保護下」(Sub Tuum)。在基督徒崇敬瑪利

亞的歷史中，這是最早紀錄下來的向聖母的禱詞。史博恩主教 (Cardinal 

Schonborn) 和一些學者曾指出這祈禱文最古老的手稿和版本，開始的第

一句是：「天主聖母，我們投奔到妳的慈悲下」，而不是現代在閉會

經開頭唸的：「天主聖母，我們投奔到妳的蔭庇下。」「慈悲」肯定

比後來的「蔭庇」，更能反映出基督徒對聖母祈禱的精神。

我們當然要提起聖母經，它是教會裡向聖母祈禱時最常唸的經文。

這經文塑造了教會和聖母軍的心神，是我們學到向聖母祈禱的第一種

方式，而且也很難再找到另一種更美妙的方式。由於理解到她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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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和她是仁慈之母，教會在十五世紀時增添了一段：「天主聖母瑪利亞，

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前，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這段話表

現出每一個聖母軍團員和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內心深處對聖母的期盼。

想到聖母經，就想到玫瑰經。我們的創辦人方濟杜福認為聖母軍的

靈修中玫瑰經是不可取代的。玫瑰經讓我們的心和靈去體會耶穌從降

生到受難至死，祂的復活和升天，最後賜給教會聖神。換句話說，玫

瑰經帶我們了解整個救恩史，基督奧體的恩寵，和我們的救贖。救恩

史也就是天助對人類慈悲的歷史。天主的慈悲提供了我們唸玫瑰經最

強的動力。

現在我們來看瑪利亞的「謝主曲」。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稱「謝主

曲」為瑪利亞對天主慈悲的歌頌。我們稱它為連貫經，它將所有團員

與瑪利亞連結，也使所有團員連結成一個充滿喜樂和恩寵的大家庭。

我們的工作團員和輔助團員都因為每天念瑪利亞的「謝主曲」而歡欣。

瑪利亞的「謝主曲」首先告訴我們她的靈魂歡躍於她的救主、天

主。換句話說，她承認她所有的一切都來自天主仁慈的恩賜。她知道

天主以獨特的方式救贖了她。她沒有原罪懷孕生下耶穌基督這件事，

莊嚴地顯示：天主救贖的慈悲，不止為瑪利亞自己，也為整個世界。

瑪利亞是天主賜給世界的的禮物，透過她人們得到天主絕對免費的慈

悲。她的懷孕和她的整個生命象徵著魔鬼沒有贏，而天主的慈悲最終

一定會得勝。難怪瑪利亞歌頌說：「全能者為我做了奇事，祂的名號

何其神聖。祂對敬畏祂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天主的仁慈

確實是無止境地比我們的罪過都大，沒有範圍，也沒有時間限制。這

就是聖母無染原罪生下天主子所傳遞的訊息。聖母軍自成立起，就很

珍視慶祝這個節日。瑪利亞結束她對天主慈悲的頌歌時，提醒我們天

主的慈悲是整個救恩史的源頭。她說：「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

因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先祖，永久眷顧亞巴

~7~



郎和他的家族。」

德薩拉聖母軍祈禱文的最後一段也聚焦於天主的慈悲。不管我們生

命中有多少順境逆境，有多少恩寵，犯了多少罪，我們都滿懷信心，

將所有去世的團員和信友交託於上主的慈悲。聖母軍團員和所有信友

都應該絕對相信天主的慈悲，我們知道我們的信賴不可能有誤。再者，

身為聖母軍團員，我們以特殊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聖母，仁慈

之母。所以，我們能確定，在我們生命結束的時刻，聖母會在那裡並

引領我們到天主的國度。

我要引述一位德國神學家的話來結束今天的講話。教宗方濟各曾因

為他論及天主的慈悲所說的話讚揚他。他的話總結了我在聖母軍的祈

禱文裡所領悟的事。他寫道：「瑪利亞告訴我們天主透過耶穌基督賜

下慈悲之恩的好消息是別人能告訴我們最好的事，也是我們能聽到的

最好的事。同時，它也是世界上能發生的最美好的事，因為它能借助

天主的榮耀改變我們和我們的世界，這榮耀就表現在祂寬宏的慈悲上。

這慈悲是天主的恩賜，同時，也是我們基督徒的工作。我們應該實行

慈悲。我們應以言以行活出慈悲，並為慈悲作證。這樣，因著慈悲之

光照耀，我們這充斥著黑暗和冷酷的世界，會變得比較溫暖，比較光

明，比較好，和比較值得活在其中。在這世界，慈悲反映出天主的榮耀，

也是耶穌基督訊息的提要。天主把慈悲送給我們做禮物，我們也應該

把它送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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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巡行



聖母藍走上中山北路

齊心傳揚主愛與平安                          

謝蓉倩

普世教會在 9 月 8 日慶祝聖母誕辰，聖母最鍾愛的部隊──

聖母軍，提前於 9 月 6 日為聖母瑪利亞慶生，特舉行聖母巡行活

動。下午 1 時許即見到台北市中山北路上，近千位穿著聖母藍衫

的聖母軍穿梭其間，在法蒂瑪聖母花轎的帶領下，向世人宣告法

蒂瑪聖母昭告的「沒有戰爭．只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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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舉辦的地點在台北市外籍移工最多的聖多福堂，因此台

北總教區洪山川總主教特別強調，這是第 1 次聖母軍華文與英文

區團合辦的活動，也是中菲教友在台最大的一次共融，期待透過

活動， 讓教友了解聆聽的重要。洪總主教首先指出，在多元文化

中要聆聽移工的聲音， 並以同理心了解、關心移工教友的需要， 

協助他們與本地文化相融。洪總主教並邀請聖母軍看到國際難民

的需要，尤其是最近面對敘利亞難民的苦難，我們更應發揮祈禱

的功效，如同當年法蒂瑪聖母要求教友頌念玫瑰經祈求世界和平

一樣。他並要求聖母軍聆聽大地的呼喊， 毀損天主所創的萬物是

罪，天主會原諒我們，大地卻不會原諒，而會反撲，聖母軍不但

要會聆聽大地的聲音，更要以身作則的成為環保人。

~11~



洪總主教也要大家多省思對待移

工的方法。他強調，移工不是難民，

只是在不同於自己國家的地方工作，

是我們的弟兄姊妹，不應讓他們一天

工作 24 小時、一周工作 7 天，這並不

是給他們錢就表示公平，而是要學會

為移工建立聆聽的耳、關心的眼和體

貼的心。移工也是聖母的孩子，天主

也會聆聽他們的禱聲， 因此當以聖母

軍為首，跨出尊重移工重要的一步。

~12~



9 月 8 日教會紀念聖母誕辰源自第 5 世紀，人們在相傳曾是

瑪利亞父母的宅址、耶路撒冷聖殿以北羊門（若 5:1-19） 的水池

建了一座聖堂，第 6 世紀的 9 月 8 日

成了紀念聖母誕辰之日，這節日是由教

宗聖塞爾焦一世在第 7 世紀正式建立， 

也是聖母四大慶節之一。此次為紀念聖

母誕辰，聖母軍台灣分團特別規畫了聖

母巡行活動，由台北英語區團和第三鐸

區的基督之母區團執行。對菲籍教友來

說，聖母花轎遊行是常見的，以前每遇

戰爭、瘟疫或種族殺虐事件後，教友都

會感謝聖母的照顧，逐以聖母花轎遊行

的方式一起慶祝和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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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盛會，聖母軍一定是準時的隊伍， 12 時許，穿著聖母

藍衫的聖母軍即漫入中山北路，集合的速度與效率頗快，13 時

起報到，20 分鐘不到，近千人即已全

數完成報到手續，人人都手持一支玫

瑰花。台北總教區榮休的狄剛總主教

先為活動降福，各區團的神師程若石、

朴圭雨、吳偉立、何正言、羅志明、

周戎、徐俊興等多位神父也陪同團員

逐序的至聖堂念玫瑰經。聖多福堂的

馬迪雅神父（Fr. Nilo）更不斷以菲律

賓式的熱情歡迎所有聖母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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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馬迪雅神父的帶領下開始遊行。聖母態像是仁愛無瑕

的法蒂瑪聖母，全身金色的衣裝，燦爛若雲霞！菲律賓教友特別

在花轎旁裝置了紅色的一顆

心，象徵聖母軍團員對聖母

的赤心；聖多福堂特別精選

健壯且熱心的菲籍教友弟兄

全程以肩負轎，虔敬服侍，

十字架前導是可愛的兒童輔

祭團，身穿白袍，有如小天

使；由馬神父及聖母軍台灣

分團長沈學立領念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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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途高唱〈聖母軍歌〉的護守下，緩緩展開莊嚴而美麗的巡行。

緊跟著台灣分團之後的是各區團的隊伍，在美輪美奐的手工

鮮花拱架引導下， 依序為：聖母軍台灣分團、台北教會之母英語

區團、聖多福天主堂、台北基督之母區團、台北顯靈聖牌聖母區

團、台北玄義玫瑰區團、新莊教會之母區團、蘆洲善導之母區團

和遠自基隆兼程參與的基隆諸惠中保區團之順序，開始沿著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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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聖多福堂這側往民權西路前行，至中山北路、民權西路口後，

再過街至大同大學前路口，過馬路回聖多福堂，感謝一路都有辛

苦的警察朋友代為指揮交通。

不少好奇的民眾詢問「為何遊行？」在了解是為世界和平時，

也有人以各宗教的祈福方式與團員互祝平安。宗教之愛瀰漫在主

日下午的中山北路上。

~17~



進入聖多福堂，所有團員齊心合一的頌唱中、英文的聖母相

關歌曲，迎接聖母花轎進堂，全體團員也在歌聲中向聖母像獻花。

連貫經及神長講話後，何正言神父為大家行聖體降福禮，圓滿結

束敬禮聖母誕辰暨為世界和平祈福的活動， 各區團把握機會到聖

母態像前，與洪山川總主教合影。

團員們認為此次聖母巡行意義重大， 在多難的世局中，讓他

們有著無法言喻的平安，也願意與世人同享平安，因此在敘利亞

難民為生命飽受掙扎的同時，願為難民獻上更多的祈禱和補贖，

以期世界和平及早降來。

或許是第一次和英語區團的團員們合作，不少人在禮儀結束

後仍捨不得離去，或跪伏在聖母花轎前，或在前廳和各區團團員

交流、分享、合影；也依照中國人慶生的禮俗，每人都領了一個

圓胖柔軟的美味大壽桃歡喜賦歸。團員們祈願，語言絕不是愛的

距離，因著聖母，願這無私的愛能撫慰更多不安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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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旅行團



  

會有這次基督旅行團活動起源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北美聖

母軍竹平姊的 E-mail，我們信件一來一往，事就這樣成了。

主旨：成立聖母軍支團                        

素瑾姊：主內平安！真不好意思，又有事要請你幫忙！去年
暑假我們團體年輕人與輔大合作去桃園介壽國中服務 ( 教英文 )，
我們四位媽媽陪著去，住在桃園三民天主堂，並陪著本堂禹神父
探訪教友、作彌撒及查經分享。

禹神父是從韓國來的方濟會神父，對當地泰雅族原住民有份
熱情，配合著已退休的巴神父及二位菲律賓來的修女，照顧著山
上十三個教堂及教友，非常辛苦。最近在與神父聯絡時，他提到
正思考是否能成立聖母軍，推展福傳工作，希望我們幫忙，對此
需要我們當然願意幫忙。但我們在三民天主堂只停留二周 (7 月
5 日 -7 月 18 日 )，只能幫忙介紹並起動。但後續的陪伴及 follow 
up 需要有人繼續，不知你是否知道附近可否有聖母軍團可以支援
( 三民離大溪約 15-20 分鐘車程 ) ？或最近的支團離那多遠？如
何聯絡？麻煩妳了！謝謝！            

             主祐！                                                  竹平

在桃園三民堂的旅行─

記2015 基督旅行團  
謝素瑾

台灣分團舉辦「2015 年基督旅行團」使命必達完成了 9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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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14, 2015 6:38 PMSubject:      

回覆 : 成立聖母軍支團

竹平姊，妳好。

這是很好的一件大事，我們分團八年前一次常年大會約
200 人，去巴神父那個堂區拜訪，巴神父是我們敬仰的好神父，
禹神父在台北時我見過幾次面，也是我敬佩的神父。感謝妳給
我們這個工作機會，我可以計畫一個基督旅行團，請台北教區
和新竹教區一起合作，配合妳的時間。有了初步計畫隨時和妳

聯絡，還望妳多多指導。  

主祐滿滿                                                       素瑾記2015 基督旅行團  

台灣分團舉辦「2015 年基督旅行團」使命必達完成了 9日任務。
< 日期 : 2015 年 5 月 16 日 , 六 , 上午 11:18

素瑾姊：主內平安！

真的好謝謝你的支持和激勵，使我精神振奮，充滿對福傳
的盼望！我想目前需要和禹神父進一步溝通，了解他希望我們
怎麼做為當地教友最合適；他們對聖母軍是否有所認識 ? 需要
集合教友說明嗎 ? 他希望我們如何配合 ?……等等。限於時空限
制，若有可能，可否也請你和神父聯繫，幫我們了解他的想法
和做法！禹神父晚上 7-10 時他較方便接電話，我們也會努力再
和神父聯絡，有任何新消息，會再向你報告。謝謝！

主祐                                 竹平

主旨 : 轉寄﹕ Re: 回覆 : 成立聖母軍支團 
日期 : 2015 年 5 月 31 日 , 日 , 上午 2:33

分團諸位姐妹：平安！

請參閱我與竹平姊幾封信件的往來，事關桃園三民堂成立
聖母軍和基督旅行團的對話。今天我也跟桃園區團長潘兄談過
到桃園三民天主堂舉行基督旅行團的事，潘兄很高興，他也很
希望擴軍到三民堂，, 他下週一 ~ 週六的上午有空，我下週四有
空，所以我跟他說我們可能 6 月 4 日會去三民堂和禹神父討論。
到時候潘兄也會一起過去，各位的時間如何？    

   平安喜樂！                                       謝素瑾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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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潘信雄兄上午在

新竹車站接我們到三民聖十

字架天主堂，和禹神父會面，

大家相談甚歡，禹神父希望

基督旅行團的工作重點是協

助他拜訪本堂及 13 個部落分

堂的傳協會長、義務使徒和

教友，希望聖母軍能激起各

堂區教友的服務熱忱，主動

協助福傳工作。太好了！禹

神父非常支持聖母軍，也給

予十分的期待，我們討論後

敲定 9 月 7 日至 15 手為期九

天的基督旅行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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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終於來到，我們的據點在三民聖十字架天主堂，這次工

作主要目標是擴軍、福傳、探訪工作。為期 9 天行程，禹神父為

我們安排每天拜訪一至二個部落，由神父或修女帶領我們開著車

翻山越嶺，探訪教友家庭、家庭祈禱、為長者送聖體、為已亡者

祈禱、探訪生病教友、探訪正在田間工作教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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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拜會了每個部落堂口的傳協會長，

宣導聖母軍的精神與宗旨及在堂區的功能，獲

得每一位會長及教友的肯定與期待，因著各堂

口的回應熱烈，讓本堂主任司鐸禹成勳神父信

心倍增，已計畫將在三民本堂首先成立支團，

並對教友佈達要求─各堂區 1~2 位的菁英為聖

母軍試驗團員，等時機成熟，團員再回到其本

堂擴軍成立新支團。莊稼多工人少，復興區的

擴軍計畫，需要大家繼續祈禱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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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參與實際工作的 10

個支團：分團副團長貞瑪姊帶

領分團和平之后，玫瑰之后，

家庭之后。基督之母區團長念

蓉姊及上天之門支團。顯靈聖

牌聖母區團有天主之母，玄義

玫瑰，聖母聖心，童身之聖童

身者。還有桃園區團的玫瑰之

后，善牧童之母，統計團員工

作共有 79 人次。大家通力合

作在復興區建立了聖母軍優良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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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分團總神師王振華蒙席，已

經是 84 高齡不辭辛勞地在第 8 天親自

到復興區鼓勵大家，讓人為之動容。

感 謝 天 主！ 讚 美 天 主！ 感 謝 聖

母！讚美聖母！一切在聖母的統帥下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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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2015 全國
區團職員會議  



我們於 8 月 28 日上午 10:00 於桃園八德聖母升天堂，職員

共 4 位（團長：陳國煌；副團長：李美娥；秘書：劉素雲；會計：

/ 張滿香），會合準備起程出發，此時我們敬愛的阮文雄神師還

特地撥冗來送我們出門，還督促我們四位職員（因八德聖母升天

支團剛成立不到週年，今年 12 月 18 日才滿週歲）要以最謙卑的

心，做最深切、用心、努力的學習，奮勉不懈，希望對堂區有所

建樹，入寶山不要空手而回，期許將所學帶回來，並且發揚光大，

這樣受神師的重視及訓勉，如身負重任的讓我們唱著聖母軍歌，

在我們陳國煌團長親自開車下，浩浩蕩蕩前往香山牧靈中心的取

經之行。

平信徒的靈修生活，宗徒之后榮福童貞瑪利亞便是最完美的模

範。她在世時過著一般家庭的生活；但她卻密切地與她的聖子相契

無間，且以特殊方式與救世主的事業合作……大家都應孝愛她，並

桃園八德聖母升天支團 秘書 /劉素雲 

參加 2015 年全國區團職員會議

會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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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的生活與傳教事業，託給她照顧。」（教友傳教法令 4）

下午這些初生之犢的我們，面對陌生的全國區團的長官前輩

兄姐們，做好連貫經祈禱後，首先認識的就是非常謙遜的─苗栗

總鐸林安德神父，剛開始，坦白說對安德神父外國腔調的國語，

實在聽的有些吃力，可是當我聽到安德神父說，他是雙胞胎，先

後都接受聖召成為神父，他強調是來自於家庭祈禱的力量和父母

親虔敬的榜樣。神父分享：若是留在菲律賓，依他的神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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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受到敬重的，甚至於會有司機、佣人幫忙洗衣、燒飯，但

沒想到來到台灣，卻要反過來，神父要身兼數職，因為現在聖召

越來越少，還經常要接送老人家及小朋友來教堂，一切生活起居，

都要自己來，過者神貧、貞潔、服從的生活，但安德神父用轉換

的心，改成用僕人的心態，來服務台灣的教友時，整個心情是喜

樂的，讓我非常的感動。這是要如何謙虛的心，才能做得到啊！

最後安德神父還告訴我們，聖母軍團在堂區是教友們的榜樣及模

範，所有的一言一行都牽動著教友的心，教友是用放大鏡在觀察，

聖母軍團的每位團員，穿著要端莊，若服裝沒有領、沒袖，聖母

軍算不算『領袖』？服裝代表我們的信仰，言行舉止也代表我們

的虔誠，因此言行要一致，探訪時也要有聖母的精神，出於信德

和愛德的精神。

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

( 瑪 25：31-46)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 瑪 25：40)

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 

( 瑪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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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台灣分團分團長學立姊，約略報告下，才稍了解：

1) 目前台灣共計有 1 個分團、2 個督察區團、19 個區團 (3

個英語區團 )、232 個支團，工作團員共約 2360 人左右。

2) 分享韓國之行，受到韓國當地教友的熱烈招待，分享出不

管任何的行程，只要做交託，聖母媽媽都會俯允並且陪伴

讓行程順利。

接下來由各區團長報告現況並將各區問題提問出來，讓大家

集思廣益來尋求解答及處理。此時我才發現，我們八德聖母升天

支團，是有如此大的恩寵，因為我們堂區明年將成立 50 週年了，

而我們還只是剛成立的新支團，想想草創初期的邀約如輔助團

員，甚至於我都還不知道該如何做秘書的記錄，總是一遍又一遍

的，請教桃園總鐸的張家興弟兄幫忙修正，真是感恩，有了張弟

兄三個月的陪伴與教導，才得以讓我們慢慢進入狀況，而當我們

聽到有些支團的困頓及問題時，才讓我們感覺到，我們又是何其

幸運的，因為我們有位非常用心推動聖母軍的神師 - 阮神師，他

每次都是準時全程參與會議，非常仔細聆聽我們每位團員的工作

報告，並加於糾正及指點，對於神師訓話的部份，更是用心講解

導述，他總是要求我們團員，要走出去，走出去拜訪，學習聖母

媽媽，如在懷孕初期時去探訪表姐（依莎貝爾）並且照顧她至生

產，這樣的精神才是團員該學習愛德及福傳之處。

阮神師說，他不要一個只會唸經的聖母軍團體，聖母軍重要

職務之一，就是全心恭敬天主之母；聖母軍的職務，只有經過團

員，才能把它完成，因此，要求每個團員要以認真的默禱，熱心

的實行，一起來恭敬聖母。還經常提醒我們團員三個基本要求：

祈禱、克己及聖事。

阮神師甚至於分享說，就是因為他從小就加入小聖母軍團，

才會延伸出他將近 25 年的晉鐸生涯，因為如此，讓我們備感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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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覺得辛苦，甚至於無法如預期的計畫，開始有抱怨，尤其是

我才受洗不到 4 年，加上我俗世工作是在旅行社，業績壓力常迫

使我忙碌至極，而卻要擠出有限的時間來做奉獻，又得不到教友

們的認同及支持！感覺身體負荷不了！萌生退意之念，但偶時，

又會回想到當初，為何會受洗？不就是受到花蓮壽豐君王堂張德

泮神父及當地聖母軍團的熱誠無私的服務和奉獻嗎？母親當時的

遺言，就只是要求要用天主教的殯葬彌撒，我才開始去敲天主教

堂的大門，從開始花蓮壽豐君王堂聖母軍的助念陪伴、七七記念、

百日、週年彌撒事宜等，壽豐君王堂的張德泮神父及聖母軍團員

都耐心、陪伴、聆聽、開導，讓我們全家兄弟姐妹慢慢走出這樣

痛苦的陰霾，因為家父距離母親病逝也才相隔三年，這對我們劉

家來說，無非是雪上加霜，因此了解到信靠天主的重要，在張神

父的鼓勵下，回到桃園重新尋求慕道，九個月的時間，真是感謝

天主讓我認識、參加了車晏儀福傳老師的慕道課程，她是俱有學

術涵養的，她慢慢從道理中，了解到自己過去 ( 信外教時的茫然

及無知 )，所以天父的計畫，都是環環相扣的，每個環結都是我

們福傳重要的因子，要保握並且珍惜啊！

「我願依賴聖母，為了成為她聖子的僕人；我願屬於聖母，

為了更確實地把我歸屬於天主。」（聖伊爾德豐索）

回想要成立聖母軍團，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啊，這讓我想到草

創初期，我們曾經很用心的邀請輔助團員，希望來參與週會，然

後再慢慢邀請加入聖母軍而成為聖母軍團員，還刻意發邀請函，

希望輔助團員至少每個月能來參與一次週會，但還是沒有成效，

在當時，記憶猶新的在邀請函上註解了這些話：…

什麼是聖母軍：聖母軍是天主教一個國際性的善會團體，由教

友所組成，經過教會的認可，效法聖母，與聖母結合在一起，以聖

母的精神和謙遜，服從聖統，還無條件積極主動服務所有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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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的特色：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有聖母軍！聖母軍是司

鐸們的左右手，是堂區服務工作的基本部隊。

但實在是效果不彰！後來我們努力的，重新整理教友名冊，

從去年的聖誕節開始，我們嘗試寄發聖誕節卡，沒想到效果還不

錯，就開始努力，寄送春節的賀年卡，還有復活節卡及母親節時

的卡片，阮神師因為非常重視，都親自用中文簽名，但這對外國

神師來說簽中文名，是何等的辛苦啊！而且每一次要簽 150 封左

右！但這效果是驚人的，現在的主日彌撒，每次都是滿滿教友，

神師也要求我們聖母軍團在彌撒後要邀請教友們到活動中心共

融，藉由準備好的點心、茶水，和教友們話家常，藉由聊聊天的

機會，了解並掌握每個教友家庭情況，是否需要協助及探訪，想

到此，不禁讓我熱淚盈眶，原來是我們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當初是因為想要感恩，在母親殯葬過程中，受聖母軍團的照

顧陪伴，而感恩願意接受阮神師的點名任命，但因為不懂，並感

覺力不從心，可是在此會議聯誼分享當中，所聽到的分享，真的

是讓我獲益良多，感謝主辦單位聖母軍台灣分團，及協辦的苗栗

無玷之母區團，讓我們知道加入聖母軍團，這樣的聖召是非常大

的恩寵及殊榮，更加深我們堅定信仰喜樂的參與服事，除了深受

感動，更有綿綿不絕的動力，願天主永受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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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的聖母軍台灣分團 2015 年全國區團職員會議，於

8 月 28 至 29 日在新竹香山牧靈中心舉行，此次全國區團職員

會議由聖母軍台灣分團主辦，苗栗無玷之母區團協辦。參與者有

台灣分團團長沈學立姊帶著職員及通訊員，以及台北基督之母區

團、台北顯靈聖牌聖母區團、台北玄義玫瑰區團、教會之母區團、

新莊教會之母區團、蘆洲善導之母區團、新竹宗徒之后區團、苗

栗無玷聖母區團、普天之后督察區團、彰化曉明之星區團、南投

和平之后區團、台南無染原罪聖母區團、高雄海星聖母督察區團、

聖母軍 2015 年全國區團職員會議

文 :譚珊芝  圖 : 張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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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窮人之母區團、桃

園聖母升天區團、南崁

玄義玫瑰區團等各區團

代表共計 40 餘人，大家

相見甚歡，場面溫馨。

好山好水的新竹香

山活動中心在 8 月 28 日

下午熱鬧非常，雖然天

空下著毛毛細雨，但不

減來自北、中、南各地區團代表們心中之熱火。尤以花蓮區團代

表在踏進活動中心聖堂的剎那，就高興激動的流下淚來。

會議首先由新竹宗徒之后區團孫自強區團長帶領大家恭讀開

會經及玫瑰經， 虔敬的同聲頌禱聲揭開序幕。全國區團職員會議

的專題演講則邀請到苗栗無玷聖母區團的神師林安德神父主講，

主題是「聖母軍的奉獻生活」；林神父深入淺出地闡述「獻身生

活年」的意義，並勉勵聖母軍團員說，聖母是我們的模範，奉獻

自己，奉獻生命，聖母軍的精神就在《路加福音》第 1 章第 28

節所述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喜：「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妳

同在，妳在女人中是蒙祝福的。」當瑪利亞謙遜服從天主說：「我

是上主的婢女，願照祢的話在我身上完成」時，開啟了天主對普

世人類救恩工程。

在「獻身生活年」要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的信仰。信仰是寶貴

的財物。《路加福音》第 17 章記載，耶穌治好了 10 個癩病人，

其中只有1個撒瑪黎雅人看見自己痊癒了，就回來大聲光榮天主，

並跪伏在耶穌足前感謝祂。耶穌要我們感謝天主賞賜的恩寵──

信仰，每天念「連貫經」， 不斷提醒自己的責任與靈修內化，光

榮讚頌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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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的工作要不斷的祈禱，每天念玫瑰經，才會有力量，

在祈禱時才能聆聽並明白天主的旨意。每天祈禱絕對會有希望，

「我栽種，阿波羅澆灌，然而使人生長的，卻是天主。」（格前

3:1） 聖奧斯定的母親莫尼加日夜向天主流淚祈禱，求主幫助她

的兒子悔改，終於使奧斯定幡然悔悟，勤懇精修，最後成為主教

及聖人。

熱忱，從每天的祈禱中得到。把耶穌的福音帶到生活中活出

來。教友在主日進堂時，聖母軍團員應主動問安，為教友拿經本、

歌本，從心裡發出愛心，讓參禮者感到安慰。聖母軍的服務沒有

界線、沒有條件，貫徹到底，就是愛。讓人家看到天主在我們身

上的記號，看到天主給每個人的希望。

普天之后區團領念「連貫經」後，台灣分團的副團長貞瑪姊

主持別開生面的自由交談活動，由分團職員、通訊員及各區團代

表自我介紹，並互相認識，每人互記 10 位團員姓名，當主持人

點名時，站起來講出 10 位名字。大夥兒互動好開心。

第 2 天的壓軸在職員會議會中，各區團報告區團的現況，並

提出各區團問題，討論切磋。感恩彌撒由林神父主禮。恭念「閉

會經」之後，團員們愉快地在共融中塡滿五臟廟。明年區團會議

將於 8 月 26 日及 27 日舉行，地點在彰化靜山靈修中心；台灣交

流會（擴大常年大會）的時間暫訂 11 月，地點在高雄教區，屆

時將正式發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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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學會議



第 12 屆利巴總教區全國聖母祈禱日  

暨第四屆亞洲與大洋洲 聖母學會議
NATIONAL MARIAN DAYS OF PRAYER AT LIPA (NMDPL12) and 
4TH ASIA OCEANIA MARIOLOGICAL CONFERENCE (AOMC4)

所見所聞
  文 /台中督察區團團長 梁顏美 

 圖 / 張秀英

第 12 屆利巴總教區全國聖母祈

禱日 (NMDPL12)  暨第四屆亞洲與大

洋洲聖母學會議 (AOMC4) 於 9/7~14

在菲律賓舉行，台灣代表團由幸朝明

神父及羅逹義神父領隊，共有二十位

兄姐同行，回顧此次菲律賓之行，真

的深深感謝主賜的寵召，初次獲知這

個活動時，基於自己相當有限的英語

能力，內心是排拒的，深怕自己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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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也無法學得什麼。就在聖母軍台中區團舉辦討論大會的前夕，

也就是感覺壓力很大的時刻，再一次接到邀請且付以使命去邀請有

意願者，我居然點頭答應了。

本著這是主的工作，應該努力完成的想法，而去邀請有意願

者。當受邀的前分團長秀英姐回饋給我的訊息後，才恍然大悟，主

耶穌給的寵召，差點被我推辭掉了。在閉幕當天，抽得聖言『Fear  

not !  Our Lord will not fail you, unless you first fail Him in that total 

surrender of yourself to the Divine Will, which you have made.』再一

次教我要全心依靠主，不要害怕。

此行是 NMDPL12 和 AOMC4 合併舉行，動態的有參與當地教友

的慶祝活動： 第四屆塔阿爾湖聖母環湖遊行節、Lipa  City黎明遊行、

聖母山朝聖地、聖畢奧堂 ( 菲國的國家朝聖地 ) 彌撒、欣賞以聖母

為主題的表演、前往聖辣法厄耳總領天使朝聖地、並在加爾默羅隱

修院見到聖母顯靈的玫瑰花瓣、國際玫瑰經 ( 多國語言，台灣由張

秀英姐領經 ) 、將貧窮人的教會奉獻給聖體及聖母 ( 主禮：利巴總

教區  拉蒙阿圭列司總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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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曾教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的』 ( 瑪 25:40)  ; 加納婚宴中聖母關注窮人的需要……

為落實教宗方濟方宣報慈悲禧年，也為我們省思聚焦在天主福音的

中心思想就是慈悲，大會安排了多場相關主題的講座：

主     題 主     講   者

聖經中的貧窮 - 聖母的觀點 布狄瑞克帕畢羅主教

向亞洲貧窮區平民傳教的奉獻生活 若瑟維亞內佛南多主教

為何舉行聖母學會議—回顧 蔡愛美修女

了解凱薩賽聖母及聖母諸寵中保 邦庫馬龔神父及達都卡斯狄洛神父

貧窮是祝福還是詛咒 洛南多桑度思主教

瑪利亞，亞洲之母，貧窮者的母親 達味郭梅思神父

聖母在貧窮上的表徵 岡律子修女

瑪利亞 - 傳教及原住民族之母 托波樞機主教 ( 印度 )

聖母在教會中的榜樣 蔡愛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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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講座 ，大會都為我們準備了詳細的資料，透過蔡愛美修女

及在菲國的台籍修士的翻譯，英語能力很差的我也能感受到恩寵的

臨在。

朝聖時的路上看到菲國雖然暫時處在生活較為困頓的時期，人

們沒有高樓大廈和花園洋房，居家環境仍清清爽爽。我們曾遇到小

朋友販賣臘燭，因為忘記備零錢，所以並未購買，小朋友仍為我們

祝福歡送，這在別國未曾看過，真的令人感動   --- 天主的國，就是要

這樣，他們已將信仰融入生活中。

除了主題及講座，也見識到利巴總教區拉蒙阿圭司總主教的超

人體力 ( 所有的講座全程坐在第一排 ) 及高度的親和力，教友爭相

到總主教前行接吻禮 ( 將總主教的手背輕觸自己的額頭 ) 。

最後，要感謝在利巴市的方濟各會靈修中心的西爾斯佩斯果神

父，為我們安排了如此舒適的食宿，同行兄姐的互相照應，致此行

順利圓滿。 (2015/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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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分享

討論是行動的開始



              

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 雅各伯

感謝天主 ! 去年九月五日分團召開了檢討大會，做了先導示

範，並在軍刊中描述整個過程。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首先響應，

為分團此舉按下一個讚 ! 並開始籌劃久未召開的討論大會。時間

訂在 104 年 9 月 5 日，地點為美麗的雙十路法蒂瑪堂。期望藉此

機會，能為自身做一個體檢，重新量身訂做一套新衣，以新面貌、

新作風，聖化自己，並將福音帶到每一個角落去。

由於有分團的案例，準備工作尤其是討論提綱，不用我們費

心，我們蕭規曹隨將分團的提綱整個吸收運用，事情自然就成了。

四個月前，區團長將討論提綱及手冊相關章節分發給各支團作準

備。我們支團也就從那時起，每週開週會，都要頌讀各職員的職

掌及討論大會的含意及精神，這個工作一直持續到召開大會前一

個星期才結束。因此大家都是有備而來，可想而知討論熱絡，發

言踴躍。

討論是行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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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頌念開會經及感恩聖祭之

後，首先進行分討組討論，我們對

照著職員編組，將團員預先分成四

組，以口字型的方式，面對面討論

各組議題。各支團幹部對於切身的

問題，都有充分的經驗，駕輕就熟，

所以大家陳述己見，侃侃而談，時

而佐以實例，時而萬般無奈，但是

可以藉機彼此交換經驗和作法。討

論情況相當熱絡。

下午進行集體討論，主題一 :

聖母軍的宗旨、如何聖化自己。大

家分享了聖化自己的經驗談，也針

對聖母軍手冊 ( 內容不容修改、它

的位階 )、宣誓 ( 與合約、發願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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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軍歌 ( 我全屬於你 )…等

作為，與聖經做了對照和比較，

陳訴己見。主題二 : 如何擴展聖母

軍的工作。大家也踴躍發表意見，

提出抄寫聖經、研讀聖經、利用

手機網路傳播福音、照顧天主教

華僑子弟來台就學、光榮天主奇

妙經驗等具體作法。最後由鄭文

宏蒙席主持聖體降福，大會圓滿

結束。

本次與會的來賓包括沈學立

分團長、通訊員張秀英姐，彰化

曉明之星區團長及職員，南投和

平之后區團長及職員，以及各支

團指導神師修女們。顯見大家對

聖母軍的重視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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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就會有結論，這一部分，要

在彙整各組記錄之後進行，區團長允

諾，一定要落實討論內容，將以行動

展現這次討論大會成果。

檢討本次討論大會，有以下二點

建議提供參考 :

一、 如果可能，在討論大會中

立即有結論是比較好的作

法。這需要職員在事先蒐集

問題，先由職員們與神師進

行充分討論，取得共識後，

在討論大會中結合全體團員

的意見，容易做出合理的結

論。

二、 工作和靈修，是聖母軍團員

並駕齊驅的兩股力量。在工

作上我們要嫻熟手冊的規

定、精神及技巧，在靈修上

我們要充實對聖母的認知和

心理建設。當有人對聖母質

疑時，我們可以提出合理的

解釋。這些都需要有教育訓

練來加強，因此職員定期講

習、各種聖母講座以及比較

各種宗教對聖母的看法，都

是很重要的課題，這一部份

可能是未來工作的重點。



        
寵愛之母支團 小德蘭

讀書時，老師教導學習的方法，就是 - 心到口到眼到手到。

蒙聖母護佑，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寵愛之母支團走到了一千次

開會的里程碑；在神聖的啟示下，為我們鋪陳了一條感恩的大路，

給我們機會到台南菁寮聖十字堂清掃環境，讓我們開始讀經、抄

經，追隨歷年指導神師去做九次敬禮，開始聯絡以往的團員回娘

家。

九月十七日是第一千次開會的日子，週會拉開了慶祝的序

幕，團長歡迎遠從花蓮光復鄉、從南投中正村趕來參加開會的老

團員及友團 - 大里救世之母，大家齊心頌念玫瑰經。

會議後，有一段回顧的短片，昔日的歡樂時光又重新來到眼

前，蒼海起伏、人事變遷，一幕幕都叫人驚呼連連，不勝噓唏。

天主的奧妙，盡浮眼前。指導神師為我們特別舉行了明供聖體，

團員圍在聖體週邉，用反省感恩的心情，近距離的注視聖體，向

天主繳上內心的悸動，釋放的淚水不停的泉湧著。

一千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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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舉行感恩聖

祭，十四位團員滿心歡喜

地向上主獻上自己手抄的

聖言，求主悅納。主禮神

父特別讓每位領受聖體聖

血。在主恩滿溢中，大家

一起共融聚餐，並繼續分

享往日情懷。

在跨躍一千次開會

時，團員們有一個共同

的心聲 : 主啊 ! 求祢讓我

們不止在旅世時相聚在一

起，也求祢恩准我們在那

一天永遠歡聚在祢的腳

前。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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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主 !原是老師教導我們的讀書四到，

只有依靠天主才能做到。



我的母皇，我的母后，

我全屬於妳，

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