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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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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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重要聲明



聖母軍總部重要聲明
回覆有關聖母軍在會議中

誦念玫瑰經及法蒂瑪禱詞的問題 

重要別：高

有關這個問題一直以來的規定如下：

如果聖母軍所屬的教區主教指示，

該教區所有信友將法蒂瑪禱詞包含

在玫瑰經的經文當中，該教區的聖

母軍團員理所當然要遵從主教的指

示。聖母軍是沒有權力請求主教的

允許來誦念法蒂瑪禱詞。

今年有特別多的人對於這個問題表

示不滿，請大家注意，聖母軍團員

每週有六天的時間，在唸玫瑰經時

按照個人的意向加入法蒂瑪禱詞。

聖母軍是跟隨羅馬的方式（及露德

方式）誦念，不包含法蒂瑪禱詞的

玫瑰經。

聖母軍的體制不變以及祈禱經文的

一致性，在手冊上寫的很清楚。如

果這項規定造成部份參與這個善會

的成員困擾，也許他們可以考慮加

入與法蒂瑪聖母相關的善會組織團

體，行使該組織的使徒工作。

THE RECITATION OF ROSARY 

AND FATIMA PRAYER AT LEGION MEETING 

IMPORTANCE HIGH.

THE RULING IS AND HAS BEEN THIS :

IF THE BISHOP OF THE DIOCESE GIVES A 

DIRECTICVE TO ALL THE FAITHFUL IN HIS 

DIOCESE THAT WHEN THE ROSARY IS RECITED 

IN THE DIOCESE THE FATIMA PRAYER IS TO BE 

INCLUDED, THEN THE LEGION IN THE DIOCESE 

IS PERMITTED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BISHOP. THE LEGION IS NOT  ENTITLED  

TO ASK FOR HIS PERMISSION TO DO SO.

A LOT OF  PEOPLE HAVE BECOME VERY 

EXERCISED ABOUT THIS, ESPECIALLY THIS 

YEAR.  PLEASE NOTE THAT LEGIONARIES SAY 

THE ROSARY THEMSELVES 6 DAYS OF THE 

WEEK AND ARE FREE TO INCLUDE THE PRAYER 

ON THOSE DAYS.  THE LEGION FOLLOWS 

THE PATHWAY OF ROME (AND INCIDENTALLY 

LOURDES) WHERE THE FATIMA PRAYER IS NOT 

INCLUDED.

THE UNIFORMITY AND PRAYERS OF THE LEGION 

ARE SET DOWN IN THE HANDBOOK.  IF THIS 

IS A CAUSE OF UPSET FOR THOSE ATTENDING 

LEGION MEETINGS THEY MIGHT PREFER TO 

FIND A LOCAL BRANCH OF AN ORGANIS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APOSTOLATE OF OUR 

LADY OF FATIMA AND DO THEIR APOSTOLIC 

WORK THROUGH THA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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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團長的話：
回顧與前瞻



回顧與前瞻
    

感謝讚美主！感謝讚美聖母媽媽！

2017 年我們台灣分團聖母軍有一個平安喜樂的一年，回顧去年我

們聖母軍年度推動事項：

一、在沒有成立聖母軍的堂區，進行拜訪、宣導、擴軍工作。

二、在堂區推動無玷聖母聖心彌撒敬禮。

2017 年 10 月 20 － 22 日，在花蓮舉行全國區團職員會議中，由

各區團分享推動執行的成果，也在執行過程中掌握了各區團所轄堂區

現況與推動的成效。在擴軍部分，以分團所轄堂區來說，我們共有 5

個沒有聖母軍的堂區，職員們經過周詳討論及祈禱後，分工責任區域，

並與堂區神父溝通、說明；很高興堂區的神父，以開放接納的心，願

意我們到堂區宣導、說明。

其中我們有 2 個支團負責一個堂區擴軍工作，堂區教友參與主日

彌撒約有 15~20 人，在我們宣導後，共有 7、8 位參加，後來因為每次

參加的人員只有一位是固定的，其他人員每周都在更替，無法持續固

定參加開會，神父表示可能堂區人數少，能參加的人不多，因人數不

穩定，日後等我們人數穩定後，教友人數多一點，我們會再努力在該

堂成立聖母軍！另一個堂區，神父、教友們主動詢問如何成立聖母軍，

堂區知道聖母軍是神父的左右手，也知道成立聖母軍的重要性，在多

次溝通說明後，正式成立聖母軍，且即將在近期內有五位團員宣誓。

我們的經驗中，擴軍是每一位團員的使命，看到團員們以喜樂、愉悅

的為擴軍努力與服務，即使是失敗的經驗都是推動著我們繼續向前的

動力！

聖母軍經常在醫院探訪，到醫院去探訪病人的時候，我們為病患祈

禱，也為與同房的其他病患祈禱，開始時我們邀請家屬跟我們一起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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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唸經，之後我們合唱了一首歌《我有平安如江河》，並在代禱中

結束我們的探訪。當我們唱完要離開時，突然有一位婦女跑到我們這

病房來，邀請我們是否可以到她先生的病房為她先生唱，她說她先生

好喜歡這首《我有平安如江河》，我們立刻答應，就走到那個婦人先

生的床邊，為他祈禱，也為他唱《我有平安如江河》，當我們喜樂的

唱時，這位楊先生聽了我們的歌聲，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從他的臉

龐我們清楚的感受到天主的愛！天主的愛洋溢在他與她及我們中間，

這位婦人感動的握著探訪姐妹們的手，無限歡欣不停的表示感謝。

在來醫院的時候，我們同行的姊妹當中有年紀稍長者，走路有些困

難，雖是如此，她仍想跟大家一起來醫院探訪教友，她忍著腳痛跟我

們一起搭捷運，下捷運後，因要等接駁車的人太多人了，需要等很久

才能搭到車，有人建議可以走路到醫院去，我想讓她搭計程車，她說

她可以跟著大家一起走，看著她腳步的蹣跚，步履一跛一跛的背影，

內心真的好不捨，在這一刻，讓我刻骨銘心的體驗到，聖經上的一句

話『傳播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的美麗』！

安養院的服務、關懷獨居老人、臨終關懷、靈前祈禱、陪伴慕道者、

安寧病房的陪伴與關懷…，這些都是聖母軍工作服務的項目，每支團

都有豐碩的成果。 

今（2018）年我們聖母軍擬定推動事項：

1 推動家庭祈禱、讀經、唸玫瑰經。

2. 各支團互訪。 

期許全國各區團團長、職員們，我們共同努力一起推動，家庭祈

禱、讀經、唸玫瑰經。從家庭開始，每一位團員，每周能有一次與家

人有個祈禱的時間，安排一段聖經章節，分享，並帶領全家誦唸玫瑰

經，最後為個人的意向祈禱、代禱為結束。

耶穌以行動，為我們樹立了愛與服務的榜樣，藉由推動家庭祈禱、

讀經、恭唸玫瑰經，充實我們的靈修生活，使家人團聚，聆聽天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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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聖言活出基督的精神，聖言是「腳前的明燈，旅途上的光明」，

我們要以虔敬的心，學習耶穌、跟隨耶穌！

也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耶穌的教導，彼此相愛，愛人如己，讓

基督的愛臨在我們當中。願全國聖母軍團員們，以火熱的心，分享天

國的喜訊，把最好的禮物－認識主耶穌－傳給更多尚未認識天主的人。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 28.19），祈求聖神開啟我們的智慧、

眼光，在受苦者身上看見天主的臨在，在別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最後，祈求仁慈天父，恩賜我們全國聖母軍團員們，以喜樂的心迎

接新的一年，祈祝天主的恩惠、慈愛，時時與我們同在！

     

  　　　　　　　　　　聖母軍台灣分團  分團長   黃貞瑪

另台灣分團職員經改選如下：

秘書李櫻花姊妹及會計沈鈴琴姊妹任期屆滿，在 1 月月會中改選。

秘書：被提名人黃雙蓮姊妹，提名人李櫻花姊妹；附議人黃志健兄。

會計：被提名人李婉馨姊妹，提名人李櫻花姊妹；附議人陳文生兄。

經與會人員全數通過提案，因此秘書當選人為黃雙蓮姊妹，會計當

選人為李婉馨姊妹。

黃貞瑪團長指派李櫻花姊妹、鄭嫣姊妹協助秘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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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訊息 



2018 一月份總部來信年

請遵守每周工作兩小時
總部通訊員 袁世敏姐妹

親愛的神師、黃團長及各位工作夥伴：

來自乾冷的都柏林總部問候大家好，並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新年！

收到十一月份的會議記錄，非常感謝！我注意到在會議記錄當中提到，

臺灣分團計劃在 2018 年舉行討論大會，事先規劃是非常好的，從現在開始就

要從支團的層級開始規劃，建議將基督旅行團和一日尋靈之旅納入支團的計

劃；同時也可以為我們的創辦人方濟杜福弟兄舉行年度追思彌撒以及如何更積

極地宣傳他的事跡，根據總部會議所討論的，宣傳方濟杜福弟兄的事跡，應該

要納入聖母軍會議議程中，如果目前還未成立任何方濟杜福弟兄的祈禱團體，

也可考慮從區團當中的一個支團開始成立。

此外，也要宣傳愛德圭和上主的僕人亞斐蘭博的事跡，今年是家庭年世

界會議，鼓勵支持家庭生活，並且努力地將耶穌聖心和聖母無玷聖心帶進所有

的家庭。希望我們開始關注年輕的一代，為兒童成立祈禱團體，當然更重要的

是在慶祝聖母軍成立一百年的 2021 年之前，組織青年支團。雖然到目前為止

還無法確定教宗方濟各今年是否會蒞臨愛爾蘭，總部衷心地期待、祈禱、歡迎。

總部十二月份的會議當中，提到伯納爵會會議，這個團體是介紹信仰和

加强信仰一個很重要的團體，他的祈禱文非常優美，聖母軍的支團可以考慮開

始如此有價值的工作，總部所屬的區團中的支團就成立了伯納爵會，出席率也

非常好，（請參考手冊第 38 章）非常鼓勵支團能夠開始推行這樣重要的工作。

有關臺灣分團十一月份的會議記錄，我有以下的看法：會議記錄中從支

團到督察區團的工作數量非常大，其中為堂區的服務統計的數字非常多，為聖

母媽媽和她的愛子服務奉獻都是值得效法的；不過聖母軍的工作必須是由支團

指派，然後切實去執行的，才能夠記錄為聖母軍的工作，如果沒有經過指派，

衹是個人的服務奉獻，就不能計入聖母軍的工作。（請參考手冊第 33 章第二

條：完成每周工作的義務）

也提醒請提出你們的年度會計稽核結果給總部，最後祝福所有的夥伴們

有一個主恩滿滿的 2018 年。

總部通訊員 瑪麗。格蘭 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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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師訓話



週會依照總部及手冊的指示

唸玫瑰經

　　　　　　　　　　　　　　　　　　　王振華蒙席

12 月 8 日是無染原罪聖母節。恭喜大家，你們真是聖母軍的好兄

弟姐妹，大家勤領聖體，聖母會特別保護。

12 月 8 日是聖母的大瞻禮，雖然我們每天唸玫瑰經，但有的了解

玫瑰經的來源，有的也不了解。今天我們綜合一下聖母玫瑰經的來歷。

從前苦修士、隱修士每天要唸日課，唸的是外文的，有的修士沒有這

麼大的學問，不認識多少字，他就每天唸五十遍天主經，後來又改為

五十遍聖母經。這是玫瑰經的來歷，開始時沒有唸珠，是擺小石頭，

這是祈禱的一個方法。聖多明額等大聖人為了傳福音，極力推動玫瑰

經誦唸；聖道明等藉著聖母的囑託、藉著唸玫瑰經，打倒異端、驅逐

魔鬼，顯了許多奇蹟。故唸玫瑰經是歷代教宗特別支持、誇獎、讚美

的祈禱方法。

玫瑰經怎麼唸呢？唸珠是怎樣的？五端的玫瑰經是五十個聖母經，

當中用聖三光榮經分段。最前面是有苦像的十字架，苦像是耶穌被釘十

字架上為我們犠牲救贖的紀念。聖保祿宗徒說，別人宣傳別的，但我

要宣傳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玫瑰經的十字架不是點綴品，用十字架

前要先親一下，用苦像劃十字聖號，即用耶穌的十字架把我們由上到

下，由左到右也做成一個十字架，你我就成了另一個耶穌，也要和耶

穌一同死，也要同樣復活起來，即在耶穌建立的聖教會內，用信仰來

做耶穌基督生活的見證，所以開始就是唸信經；三個小珠子是求耶穌

加深我們在唸玫瑰經時的信德，然後是五端玫瑰經。唸一端祈禱意向

後，唸天主經及十遍聖母經，十遍聖母經中的耶穌把我們引向天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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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聖三光榮經，就結束這一端。玫瑰經是默想的祈禱，唸天主經及

聖母瑪利亞的名字時都要做默想。「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是在五十

遍聖母經中，有五十個耶穌，是讚美聖母也是讚美耶穌。聖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說，耶穌貫穿整串玫瑰經，唸每端玫瑰經是默想聖母與耶穌

的過程，默想聖母與耶穌的關係。

2002 年時，教宗特別寫的「童貞瑪利亞玫瑰經通諭」指出，在其

他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唸不同的經文及祈禱意向。「法蒂

瑪聖母禱文」在每個地方也不一樣，有的唸，有的不唸，因這禱文不

是玫瑰經本身。玫瑰經後，有的唸「又聖母經」，有的唸「聖母禱文」，

有的續繼唸其他經。玫瑰經是默想、默禱的祈禱，有口無心是不對的，

我們一般的缺失是唸得太快，如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貪快就不能默

想，所以要停止一下想一想聖母與耶穌的關係，及聖母與我們的關係。

這是玫瑰經的過去與現在。但有些地方也用唸珠祈禱，如瑞典的及方

濟會的聖母七苦不是玫瑰經。請大家多看教宗特寫的「童貞瑪利亞玫

瑰經通諭」。

現在有一個問題，聖母要我們

唸的法蒂瑪聖母禱文要不要唸？

聖母講的話要不要聽？但另一方

面手冊及軍券的規定要不要按著

做？這兩個有了衝突。所以就這

問題詢問了總部，總部回覆請大

家按照手冊。因此分團遵照總部

及手冊的指示。但個人祈禱或在別

的時候，就聽聖母的話，唸玫瑰經

時唸法蒂瑪聖母禱文。如此，也遵

守了手冊，也聽聖母的話了。這也

是給我們的一個克苦。( 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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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台灣分團
2017年全國區團
職員會議



天主經與家庭的關係
台灣分團 /譚珊芝

聖母軍台灣分團 2017 全國區團職員會議於 10 月 20 日至 22 日為

期三天，在花蓮保祿牧靈中心舉行，此次活動由台灣分團主辦，花蓮

窮人之母區團協辦，參與者十九區團；台灣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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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北市 )、教

會之母區團 ( 新北市 )、善導之母區團 ( 新北市 )、諸惠中保區團 ( 基隆 )、

聖母聖心區團 ( 桃園 )、宗徒之后區團 ( 新竹 )、無玷之心區團 ( 苗栗 )、

普天之后督察區團 ( 台中 )、曉明之星區團 ( 彰化 )、和平之后區團 ( 南

投 )、諸寵宗保區團 ( 雲林 )、在天中國之后 ( 嘉義 )、無染原罪聖母區

團 ( 台南 )、海星聖母督察區團 ( 高雄 )、窮人聖母區團 ( 花蓮 )、進教

之佑 ( 花蓮 )。兩部巴士六十餘人。

時序入秋，氣候涼爽，台北車站大廳聚集著參與 2017 年全國區團

職員會議的十九個區團職員 ( 團長、副團長、秘書、會計 )，藍色 Polo

衫，非常醒目，在分團長黃貞瑪姊叮嚀下，團員們陸續按照工作人員

事先安排開往花蓮自強普悠瑪號車廂。平日大家煩忙，難得遠離塵囂，

心情為之輕鬆。

到花蓮火車站由遊覽巴士載大家至花蓮保祿牧靈中心，工作人員條

理井然準備報到 / 收費 / 分配住宿。會議室分團長領唸開會經揭開大會

序幕，台南無染原罪聖母區團帶玫瑰經。專題演講請到外方傳教會會

長呂約伯神父，主題：家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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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呂神父來台十四年是進教之

佑支團神師，他在演講中指出：

聖母軍在開會請大家祈禱時唸：

『我們懇求祢賞賜我們「默想」童貞聖母玫瑰經的各項奧蹟，並按著

奧蹟去生活···』。神父多次提出「默想」，沉默 - 不講話、不做別

的事，專心跟天主說事情，半小時在自己的房間安靜下來默想，用天

主經來默想，一天一個祈求，天主經有七個祈求。

天主經與家庭有什麼關係？聖若望保祿二世常說：天主三位一體，

好像一個家庭，父、子、聖神，天主創造人時是一男一女，要生子，

合而為一，有愛，一個有愛的家庭是與天主、聖子、聖神相像的。在

我們的家庭裡有很多的考驗，遇到問題、困難怎麼辦？家長會覺得自

己智慧不夠、心裡不平安、愛有限，如何處理？耶穌基督教我們祈求

天主父，為什麼？天主父是愛無限的泉源 ( 不是心裡只有一點愛，很多

毛病 )。天主父也是智慧無限的泉源 ( 自己的智慧常不夠，要解決問題，

不知如何解決 )。天主父是平安無限的泉源。耶穌基督教我們，當你祈

禱時要專心去懇求天主父，不要祈禱同時做別的事。要如同小孩般肚

子餓了，一直要求媽媽「媽媽！我肚子餓了」跟天主祈禱要祈求，祈

求的力量很大，要在耶穌身上學，路加福音十一章，宗徒找耶穌，耶

穌一大早在祈禱，他們等耶穌祈禱完再請耶穌教他們如何祈禱。耶穌

跟天主說：「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所有聖人很

會祈禱，懇求。

天主經不一定是唸快或慢，主要是向天主求，求祂的愛、祂的智

慧。一直祈求天主，直到拿到你要的恩寵。天主經從「願祢的名受顯揚」

開始，要先光榮天主的名再求。天主在人的心裡，如果一個家庭常祈

禱，天主就臨在這個家庭。耶穌說：「有兩三個人，我就在你們中間」。

聽完神父演講，充實了靈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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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家庭年 - 聖母軍實踐方案

1. 鼓勵家庭成員一起唸玫瑰經、參與彌撒、教會活動、飯前畫十

字聖號。

2. 團員信仰生活化，才能去影響 家庭孩子。

3. 把各支團當成一個家庭，彼此互訪，帶動家庭氣氛。

4. 推動家庭祈禱。

5. 帶動家庭讀經。

6. 從家庭每天唸一遍天主經開始。

7. 為表寬恕和好，唸天主經時大家牽手。

8. 服務閩南語老人，可教他們唸台語天主經 ( 提供經本 )。

9. 要長期關懷有病痛、苦難的家庭，把天主的愛傳遞給他們。

10. 持續拜訪冷淡教友。

11. 參加朝聖十多為家中親人祈禱。

12. 多協助教友辦理追思與殯葬彌撒，讓非教友地親友認識天主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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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團報告：分享 / 成效

報告之前主持人分團長貞瑪帶

動唱「我已經決定」等多首歌曲，

分團長快樂的跳動，讓大家也活

樂起來，精神充沛。各區團精彩

的分享，在推動聖母聖心首瞻禮七

敬禮及拜訪無聖母軍堂區的成效。

每個堂區現況不盡相同，互相切

磋，鼓勵。花蓮區團長擴軍分享

說 - 聖母軍在台建立 100 週年內，

希望花蓮每個堂都有聖母軍，現

場均鼓掌歡呼。

晚上「相見歡」後，花蓮區團

準備了雞酒消夜，大家都吃了兩

三碗。回房一夜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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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富田天主堂 - 恩寵之母支團

第二天早餐後搭車前往

富田天主堂，沿途綠草如茵，

處處充滿綠意，稍做休息後

參與彌撒，由花蓮區團神師

- 宋津翰神父主祭，宋神父

在彌撒中簡介富田天主堂歷

史，舊聖堂是土黃磚牆，經

過兩年的翻修，以歐系純白

優雅地尖塔造型，聖堂內的

壁畫，柔和唯美，描述聖經故事，神父指著聖堂上方凌行圖騰說：這

是原住民祖先的眼睛，祖先們也與我們一起共融舉行感恩祭。

恩寵之母支團團長王宏紳兄報告該堂成立沿革，103 年 12 月成立，

現有 13 位。明供聖體後大家早已饑腸轆轆，豐盛的風味餐填飽了五臟

廟。搭車前往馬遠天主堂參訪與剛成立的憂苦之慰支團一起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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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遠天主堂 - 憂苦之慰支團

馬遠天主堂位於馬遠村的主要道路民

有路上，灰色的 M 字型建築物，前方設有

一個籃球場十分顯眼、特別；天主堂每周

日早上都會有主日彌撒，是在地居民聚會

的好去處。而馬遠天主堂又稱為七苦聖母

堂，在天主教的信仰當中，禮敬聖母七苦，

即一苦：西默盎的預言、二苦：聖家埃及逃離、三苦：12 歲的小耶穌

失蹤 3 日、四苦：耶穌背負苦架，向刑場進發、五苦：耶穌被釘苦架、

六苦：耶穌的聖屍由苦架卸下、七苦：耶穌聖屍埋葬，這正是指聖母

一生所受的七種重大的痛苦。

憂苦之慰支團田秋妹姐分享：有一位瑪爾大修會修女，住在教堂  

旁邊，修女積極推動成立聖母軍，共十二位。看到我們的部落因信仰

生活品質都有所改進。願我們能擴軍為三團，平常主日有 100-200 人

參與，慶日有 500 人。哇！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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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研討 - 34 章 職員的任務

晚上 7:00 分四組 ( 團長、副團長、秘書、會計 )

討論。由秘書統籌整理再公佈。

◎感謝

第三天清晨，空氣清晰，美滿姐帶大家做晨操，搭車前往花蓮主教

座堂參與彌撒，之後繼續職員任務小組報告。團體照後歡喜賦歸，這

次活動特別要感謝前任分團長張秀英姐，協助到花蓮來回團體票購票

事宜、分團長黃貞瑪姐所帶領的團隊、更要感謝花蓮區團協辦籌備等

各項事宜，感謝主 ! 這次會議圓滿喜樂完成。　　　　　　

~2018 年 9 月桃園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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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大會 



台灣分團在新竹
時間：12 月 2 日
地點：新竹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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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常年大會

與基督新教合一共融

謝素瑾

每年 12 月間長安堂聖母軍上天之門支團團長岳玉蘭姊會邀請長期

探訪的安養中心長者到本堂，團員與長者們一起慶祝聖誕節。

今年玉蘭姊邀請我們顯靈聖牌聖母區團的天主之母支團、聖母聖心

支團共襄盛舉，天主之母支團劉永淑姊平常固定時間到安養中心探訪

長者，也是每年這個活動的基本志工，三個支團一拍即合；因為選定

舉辦時間是 12 月 9 日周六假日，決定主題為：聯合「支團典禮」慶祝

聖母始胎無原罪暨聖誕節活動。地點於台北市林森北路主徒會牧靈中

心 7 樓活動中心舉行。

我們分工由地主堂區支團的玉蘭姊邀請社區正義里里民、中山區媽

媽舞蹈團八位、鄰近的中山基督長老教會約五十位、華山天主堂聖詠

團一起共融歡慶聖誕節。永淑姊負責接洽及接送安養中心的長老。我

則負責活動流程設計。

這次共融活動具有雙重意義，今年法蒂瑪聖母顯現 100 週年紀念

及中山基督教長老教會讚美操成立 10 週年；尊重基督新教朋友，邀請

長老教會讚美操團長林春燕姐妹專題演講：讚美操 10 年回顧與展望。

支團典禮進行則以聖母軍活動規章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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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天之門支團團長岳玉蘭姐簡短致候歡迎大家，即刻帶領大

家恭唸開會經、玫瑰經展開共融活動；當中我們驚見一位新教姊妹取

下頸上帶的一串玫瑰唸珠，很客氣地請人教他唸玫瑰經；還看到來約

五十位的新教朋友很認真盯著玫瑰經的 PPT；我坐在最後面，一位年輕

的新教弟兄很驚訝地問我：「你們活動前的祈禱都這麼長嗎？」我回答：

「是的，聖母軍都是這樣，今天可以讓你大開眼界，最後還有彌撒，是

上帝最大的祝福喔！」我很感動來參加的一百人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天

主教友，其他的少數是民

間信仰，超過半數的人是

基督新教朋友，他們非常

安靜聽我們誦念玫瑰經。

接著，基督教讚美操

團長林春燕姐妹分享：『讚

美操 10 年來蒙受上主的恩

典廣受教會內外極大的支

持與歡迎，甚至擴展到海

外各地，讚美操運動因以

聖經為根基成為身心靈健

康喜樂的動力，不但帶給

人們身體的健康與活力，

也已成為一股熱潮，期盼

藉著參與讚美操的運動，

讓更多學員能夠認識上主

的愛，接觸耶穌基督的恩

典，進而認識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好大的信德啊！ 活潑健康的讚美操

基督新教長老教會讚美操
全程參與聖母軍開會經及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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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信仰分享後節目開始，中山基督教長老教會表演讚美操：1. 祢

的右手必扶持我。 2.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3. 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4. 找朋友；一支老中青的快樂團體笑容燦爛，他們隨著聖歌以輕快活

潑的舞蹈，活力四射，帶動節目的高潮。

接著中山區八位媽媽舞蹈

團，表演了日本舞（夜櫻）、

民族舞布拉布拉央及原住民族

的舞蹈，媽媽們穿著精美的日

本禮服，動作優雅，美麗的微

笑讓觀眾目不轉睛，時又裝扮

不同的風情美麗的服裝，活潑

熱情的舞姿，也讓活動添加熱

鬧的氣氛。

在節目中間，我穿插天主

教聖母軍的簡介，由我擔任介

紹，闡述台灣聖母軍的緣起，

組織慨況及聖母軍精神和服

事。這是難得的機會，為叫更

多人認識耶穌，認識聖母瑪利

亞。有位新教的長老站出來

說：『我很高興來這裡，我其

實期待很久要進來你們教會跟大家共融，就是不知道找誰，一直找不

到門路進來，這兩三年有這個機會，我們要持續下去，我們其實是一

家人。』--- 是啊 ! 我們都是一家人！ 

節目的最後，是天主之母支團團長劉永淑姐帶領松湛安養院的老人

合唱三首聖歌（奇異恩典、愛的真諦、聖母經），看到長者開心的表

中山區媽媽舞蹈團精湛表演日本舞蹈─夜櫻

中山區媽媽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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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從長者的身上讓我看見基督的臨在。玉蘭姊告訴我說，她想到聖

母軍手冊的經常訓詞：「以信德的精神與聖母聯合在一起，完成聖母

軍的實際工作，工作的時候，應在所接觸到的人身上以及同伴們身上，

重新看到耶穌自己並且由祂的母親聖母服侍著。」

節目表演完畢，我接著要唸「連貫經」，當然機不可失，我先向大

家介紹聖經記載：瑪利亞因為上主的揀選，童貞之身懷孕三個月，拜

訪表姐依撒伯爾當時，讚頌上主的讚美詩就是我們現在要唸的「連貫

經」。而當我領大家頌念「連貫經」時，基督新教朋友也看著螢幕跟

著我們一起誦唸，這已不是感動而可言喻。

活動的最後「始胎無原罪聖母節慶感恩聖祭」也是最高潮，請大家

稍作休息準備虔敬的心靈參與這感恩聖祭。主祭是主業會林恆源神父、

輔祭是主徒會張路加修士，主業會林神父精湛的証道：『因為聖母瑪

利亞是天主救恩計畫的合作者，因為有她的首肯才給全世界帶來曙光

和希望，聖母瑪利亞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模範，聖母軍更要如同聖母

一般，以即刻行動去探望需要幫助人的愛德。』

徐正英及劉永淑兩位支團團長安養院長者聖歌表演─奇異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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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堂聖詠團

彌撒曲由華山天主堂聖詠團以優美歌聲作音

樂禮儀服事，感謝華山堂聖詠團兄姐們情義相

挺，使彌撒格外溫馨動感。

彌撒結束向大家公布：自由排隊向聖母媽媽

獻花。眼看無論是外教朋友、基督新教朋友，每

一位參與者主動來到聖母態像前獻上玫瑰花，來

感謝聖母媽媽對人類的愛護及助佑，今天聖母媽

媽感動了在場所有的人。

活動的尾聲，玉蘭姐帶領大家頌念「閉會

經」，之後大家共融餐敘，看見新教的朋友圍坐

在林神父旁邊，詢問聖母的道理，活動就在溫馨

氣氛下彼此交流，於晚上 18:30 圓滿結束。

感謝天主！感謝所有服務兄

姊們的分工合作，使慶祝活動如

此順利，也讓我們在「基督徒合

一」的道路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期盼因基督的愛， 讓我們能更

加凝聚再一起。我也能體會：

「以信德的精神與聖母聯合

在一起，完成聖母軍的實際工

作，工作的時候，應在所接觸到

的人身上以及同伴們身上，重新

看到耶穌自己並且由祂的母親聖

母服侍著。」

百歲長者向聖母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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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在愛中
台北基督之母區團
時間：12 月 2 日
地點：台中瓜達露貝聖母朝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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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舞中感動
新莊教會之母區團
時間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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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讚頌聖母
台中普天之后督察區團
時間：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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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田中
彰化曉明之星區團
時間：12 月 03 日
地點：田中耶穌聖心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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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馬瀨

學習聖母的順服

每年一次的常年大會，依據手冊規定必須在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節

前後數日舉行，今年嘉義教區安排在 11 月 18 日的走馬瀨舉辦，這裡

屬於台南市的大內區，是一個休閒度假的農場，早上到達後漫步在園

區內，秋高氣爽難得有這麼多人聚集一堂，嘉義區團參加團員 95 人，

雲林區團參加團員 155 人，所以兩團共計 250 人參加。這次除了聖母

軍神師阮文固神父外，還有嘉義雲林聖母軍各支團的神父也出席了 12

位，吳副主教、郭立志神父、張欽真神父、潘周俊神父、阮梅山神父、

武庭村神父、蘇立德神父、陳金忠神父、阮明然神父、狄鐸神父、阮

友得神父、阮發展神父，還有一位劉永欽修士。他們平日都忙於堂務，

身為耶穌代言人的神父，與聖母軍團員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比較多，所

以在聖堂裏聖母軍可以説是神父的左右手，在此常年大會的會場上，

看見神父們陪伴團員一起來到走馬瀨開會踏青，真的感受到這裏是一

個愛的團體。

大會開始我們的鍾主教也來到會場，團員的歡呼及熱烈的迎接，讓

現場的氣氛熱絡起來，大家紛紛與主教合照，主教也忙著跟我們握手，

所以聖母軍的活動，都是受到主教熱誠的鼓勵，以致參加團員都非常

的踴躍。會議前宣讀聖母軍手冊的常年大會章節，這每年必須舉辦一

次的大會，最主要的功能是在聖母軍團體中，培養團結的精神及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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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進團員之間彼此多認識。嘉義教區有兩個聖母軍區團；嘉義是『在

天中國之后』區團及雲林『諸寵中保』區團，開會後依照順序兩個區

團各自報告。

神師阮文固神父身兼兩個區團，他勉勵每位團員：今天的常年大會

兩個區團在此一起開會一起共融，而且有這麼多的指導神師帶領團員

前來，可見聖母軍在每個堂區的發展是很好的，請指導神師繼續鼓勵

團員，為主為堂區工作。這次大會兩個區團的職員事前積極籌備，也

謝謝區團長安排了這次的活動，使得常年大會很完美的在此共融，聖

母軍的團結促進我們的工作繼續發展。聖母軍手冊告訴我們，在常年

大會裏神師團員團聚共融，有一起遊樂踏青交談的機會，讓團員的生

活更充實。在堂區內看見聖母軍是老人居多，但是年輕人平時要上班，

所以團員雖然年紀大，還是一樣的為堂區工作。聖母瑪利亞接受天使

報喜要懷孕生子，聖母雖然驚惶不安，但還是順服天主的旨意，我們

是聖母軍也學習聖母一樣順服，年紀大一些工作一樣可以做，天主會

成全我們前面的路。聖母軍的每個支團，都在堂區幫助牧靈工作，對

堂區的發展很有幫助，祈求天主保佑大家身體健康。

接著吳終源副主教也給大家勉勵：恭喜今天聖母軍團員很踴躍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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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給主辦單位很大的勉勵，很羨慕韓國教會的教友本來 4、50 萬

人，現在有 500 萬人，我們的教友則從 30 萬人，減少到 16 萬人，基

督教從 30 萬人增加到 70 萬人，福傳需要我們共同努力了，教會有許

多的事業機構，如果教友不多，事業工作單位也不容易發展，教宗方

濟各在『福音的喜樂』勸諭中指出，需要牧靈和傳教上的轉變，和教

會結構上的改革，使之更著重傳教工作。之後趙永吉秘書長也為團員

做一番的勉勵。兩位區團長報告今天的行程時間，及應該注意的事項，

大會在兩個區團說明下次開區團會的時間後結束。

10:50 開始彌撒，彌撒裏鍾主教的證道：一開始主教就說聖母軍團

員很幸福，有這麼多神父來陪伴，主教也把今年帶團去印度牧靈的經

驗分享給我們，共有 22 位神父參與（其中一位是印度的狄鐸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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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到達印度時，當地的主教知道有這麼多神父的團體，很期待與

我們見面，他抽空招待我們陪伴我們，介紹當地許多的聖堂及資訊，

所以神父們團結起來是有影響力的。在印度的最後一天，因為隔天就

是世界窮人日，我們到窮人之母聖堂做彌撒，那裏有修女等我們來，

這個聖堂曾經有奇蹟，所以回教徒印度教徒都喜歡來祈禱，印度人口

世界第二多，但是基督徒並不多，我們也拜訪了狄鐸神父的修會、學

校及教區，希望回來以後努力福傳牧靈工作。主教說了一個小故事給

我們聽，說有一位老神父他有一個專長，當有人在垂死之時內心不平

靜會去找老神父，聆聽他講完話就喜樂的離開聖堂，有人就建議老神

父把講話內容寫出來，但不幸房子燒掉寫的書也燒了，過了幾年，老

神父也要面對人生的奄奄一息，原來老神父只是告訴將死之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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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倒流，世上將會有一半的人都要成為聖人偉人，所以清楚知道時

間是不會倒流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好好把握往前走，在人生有限

的時間做有意義的事情。主教勸勉我們：好好做一個聖母軍團員，在

末日耶穌審判時，綿羊在右邊山羊在左邊，耶穌也對我們說：你們為

最小弟兄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去為弱小弟兄姐妹服務，不要做掛名

的聖母軍團員，要過有祈禱有愛德的生活，聖母軍教導我們的是一條

升天的路，離開世界時，天使來迎接升天，當掛名的團員沒有對最小

弟兄做的，就是沒有對我做。無論做什麼事，我只要想是為天主做的

就好。

主教鼓勵團員不要用世俗的眼光看聖母，因為聖母為天主的國奉獻

了一生，當我們也發現生命是如此可貴時，把自己奉獻給聖母媽媽，

奉獻給天主，過著有意義的生活，主教稱讚聖母軍是有福氣的一群，

因為由聖母的祈禱，聖母軍可以得到升天之路，主教稱許團員的出席

也都是最好的，讓主教感到很高興也很驕傲。

主教這段很真實又感動的證道，是我們每位團員應該珍惜的，所以

每年一次的常年大會，使我們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彌撒結束後主教與

我們午餐共融，下午 13：30 及 14：30，各有一場表演秀，是來自烏

克蘭的魔幻特技，及哈薩克的飆馬特技。還有一些時間，大家在園區

內可以自由漫步，也可以乘坐遊園車看風景。與團員走在一段路上時，

正好碰見吳副主教，我們就邊走邊聊，我說韓國教友增加的人數真多，

副主教語重心長的說，韓國的福傳工作聖母軍做了很大的貢獻，可見

聖母軍真的是一群可用之材，如何開發這塊尚待耕耘之地，也值得我

們深思啊！

下午四點結束走馬瀨之行，今年的常年大會在一天的豐富行程中，

各自返回所屬的堂區。我們一起感謝天主！感謝聖母！也感謝籌辦大

會的神父及弟兄姐妹們！

      聖母軍嘉義在天中國之后區團   邱建華 寫於 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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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共融在母懷
南投和平之后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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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有真福
台南無原罪聖母區團
時間： 12 月 17 日
地點：真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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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分享



從我成為天主子民開始，在代母王麗麗姐（貞德）的帶

領下，加入了聖母軍─上智之座支團，開始我在教會服務的

學習。18 年的聖母軍我有太多的收獲與學習，從而展開天主

修剪我的工程。尤其是在個人的改變上，實說，過去在新聞

界的朋友再見面，多數人已不認得我了。那個過去尖銳直接

的我已不在，雖談不上溫柔，但至少已不再尖銳…………

參
加
聖
母
軍
的
喜
樂謝

蓉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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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從事新聞工作的我「尖銳直接」彷彿是工作的必然（其實未必

如此），因為多數人會因「尖銳直接」而不敢隱藏、或者害怕，尤其是

採訪對象，但在聖母軍的工作中我看到的沒有擔心及恐懼，只有「愛」。

18 年的服務裡，因著我是聖母軍，我曾為 104 歲的長者入殮，因

為當時神父無法親至，一向對死亡頗為恐懼的我可說是戒慎恐懼，但

完成後的感動，讓我不害怕死亡。因著我是聖母軍，我曾陪病人臨終，

在過程中我看到年輕的神父握著臨終長者的手，低聲細語的在她耳邊

說話，這是我不曾看過的美，這位長者就在神父的話語、教友及親人

的祝福中離世。長者的家人許多都是久不進堂的教友，因著這種臨終

服務，我勇於傳教。因著我是聖母軍，我參加了許多教堂的服務工作，

起初我用「本我」服務，那尖銳讓人不敢接近，天主是開始修剪我的

工程，可愛的是天主也很直接，從工作的減薪至生活的低谷，在淚水

中，看到自己的不足與軟弱，從而發現依靠天主的重要與甜美，也改

變了我服務的態度與方法。

來聖三堂後，在當時本堂神父楊應望的帶領下，我們成立了本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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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聖母軍支團─和平之后，我是首任團長，十餘位兄姐喜樂的在主

愛中服事，如今「和平之后支團」在團長余淑娟姐的帶領下，豐碩有成，

與「天主寵愛之母支團」共同擔負著本堂絕大多數的病人探訪及堂內

的庶務工作，即使是現任的傳協會主席陳明月姐也是「和平之后支團」

的副團長。雖然聖母軍每周服務時數是 2 小時，且多數是堂內的庶務，

但在服務中看見耶穌同在的愛，這美好是無可取代的。

看著「天主寵愛之母支團」和「和平之后支團」的茁壯與成長，內

心喜樂之餘，更見聖母軍服務為人的重要，總覺得應該有更多本堂教

友加入聖母軍服務行列，為讓「等我退休後再為教堂工作」的美麗錯

誤成為過去，於是和滿思定神父協商後，決定在去（2017）年玫瑰聖

母月之前開始試驗支團─「家庭之后」啟動，主要是希望堂區內在工

作中的教友有機會加入服務行列。經過 12 次的會議，「家庭之后支團」

終得正式成立。11 月 17 日─「家庭之后支團」重要的日子，4 位試驗

團員田世傳兄、張莎莉姐、張泰生兄和魏嘉儀姐經 12 周的努力，在神

長孔律德神父的特別祝福中成了正式團員，加上原有的 2 位正式團員，

如今「家庭之后支團」已有 6 位正式團員和 3 位試驗團員，團長：馮

怡園兄、副團長：何玉華姐、會計：張泰生兄、秘書：謝蓉倩。主要

的工作是家庭祈禱的服務，尤其明年（2018）是露德聖母顯現 160 周

年，希望聖母軍「家庭之后」支團帶著露德聖母到教友的家庭祈禱。

對聖母軍支團來說，這是個可喜的起步，但仍期待更多的教友加

入。常問教友：您還在工作崗位上孜孜不倦嗎？您是不是也想為教堂

付出呢？期待您成為「家庭之后」支團的成員，獨得聖母特別的愛。

相信在支團全員的努力下，擴軍我們已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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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2017）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參與了聖母軍大坪林聖三堂家庭

之后支團的會議，第一次拿到這支聖母軍歌《奉獻於瑪利亞》的歌曲，

對這首聖歌陌生的我只能聽其它兄姐們唱，聽著聽著感覺自己的心在

激動著。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上網查詢這首歌曲的音樂，我不斷的反

覆聽著練著這首曲，在當晚學會了這首聖母軍歌《奉獻於瑪利亞》。

何
玉
華

我的母皇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我全是您的

我所有的一切  

我所有的一切   

一切都屬於您

我的母皇　　我的母親    

我全是您 　　全是您的

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您   

所有的一切都屬於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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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聖母軍的機緣在今年法蒂瑪聖母顯現 100 周年本堂舉辦的傳

愛活動 - 聖母媽媽來看你，覺得很需要聖母媽媽的愛與保護，於是登記

迎接聖母媽媽到家中來唸經祈禱，我常久久站在聖母面前跟聖母媽媽

心靈對談到深夜，我有時甚至會深深看著聖母媽媽的雙眸，我們四目

對看，我彷彿看見聖母媽媽對著我微笑，我真的覺得聖母媽媽她是真

的看見我，在聖母媽媽溫暖的雙眸中，我看見了我的母親。

聖母媽媽在家中的這幾日，心靈非常的溫暖，也更加平安；於是有

了一個迎接聖母媽媽永遠住在家中的想法，當蓉倩姐妹知道我們的需

求，她義不容辭的幫了我們一個忙，讓我們歡欣的迎接聖母媽媽永遠

的住在家中。

家中有了法蒂瑪聖母媽媽的護守，每天出門向聖母媽媽敬禮；好似

跟母親說：我要出門了請保佑我。回到家也向聖母媽媽敬禮；好似跟

母親說：我平安回來了。

在去（2017）年九月十五日之前幾天，蓉倩姐妹邀請說：教堂即

將要成立聖母軍第三軍，來參加聖母軍吧！疑惑的我問了自己：我有

資格嗎？經過蓉倩姐妹的說明後，原來是我一直誤以為聖母軍應該是

長者才有資格加入！

想起多年前，母親在我房間內放了一個耶穌敲門的畫像。此時；我

再次明白母親的用意。於是我加入了聖母軍，開始參加每周五晚上的

聖母軍會議。

當我決定參加聖母軍後，我仍慣例的撥了電話給在花蓮的老爹，跟

老爹分享這好消息。他很替我開心並說：妳跟媽媽真的很像，要學習

妳的媽媽一樣，要奉獻就要全心全意全力的順從。回想著母親在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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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這樣虔誠認真的參加了教堂的團體與其它活動，我也在近幾年參加

了大坪林聖三天主堂聖詠團、聖母軍與其它的活動。

加入聖母軍後，每日勤念玫瑰經至少一次已成了我的習慣。剛加入

聖母軍不久的我，我仍還在學習階段，需要學習的還要更多。謝謝聖

母媽媽讓我知道如何去愛人，也讓我多了包容的心。今年我即將在春

節後成為正式團員，雖是試驗團員仍在團長指示下，學習副團長的工

作，春節後我更將全力在聖母旗幟下為福傳盡心力。



我的母皇，我的母后，

我全屬於妳，

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