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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訊息



2019 年 7 月 6 日來信摘要

蓬勃發展的台灣聖母軍
一、區團和支團工作方面：

很高興看到第四總鐸區顯靈聖牌區團增加了一個新支團；以及基督

之母區團的神師鼓勵聖體朝拜，時時與天主建立親密關係。法蒂瑪

支團熱切地為司鐸們以及被墮胎的嬰兒祈禱，求主垂憐！花蓮窮人

之母區團鼓勵團員們將他們的福傳工作向北推展是一件值得讚賞

的事。高雄海星督察區團的工作團員人數非常棒，是不是在御侍團

員和輔助團員方面也有增長？其中，三個支團的工作團員人數非常

多，應該根據規定分出其他支團。智慧之后支團與輔助團員保持良

好的聯繫，並定期探視退休團員；苗栗無玷之母區團由青年團體帶

領的暑期夏令營和正在規劃中一個戶外的聖誕活動等，這都是非常

好的工作。

二、 知道臺灣分團正準備要出版修訂版的聖母軍中文手冊，實在是一

件非常棒的事！特別感謝幾位參與修訂手冊辛苦的工作人員，感

謝他們的付出與辛苦的工作！

三、 很高興看到你們即將在明年慶祝聖母軍在臺成立 70 周年，所有在

臺灣的聖母軍團員們都是經由聖母，為主基督工作。

四、 所有因杜福弟兄代禱而得到恩寵的事跡應該要直接送交給總部，

總部已經得到訊息，目前有關杜福弟兄宣品為可敬者的相關資料

並不夠，所以有關杜福弟兄的一切文物必須要廣為流傳，否則對

於他宣真福品的進度一定會受到阻礙。

五、 總部願意邀請每人每天為聖召誦念一串玫瑰經，那麼在全球就會

有更多的神職人員。

再次感謝你們的奉獻和辛苦的工作！

總部通訊員   瑪麗 ‧ 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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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軍總部 2021年 100週年活動
Centenary of the Legion - 2021

更新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資料來源：聖母軍總部網站  
網址：https://www.legionofmary.ie/news/article/centenary-of-the-legion-2021

聖母軍將於 2021 年慶祝建軍 100
週年，這將會是個喜悅、慶祝及感
恩的時刻。

The Legion of Mary will celebrate 
100 years in 2021! It will be a time of 
joy, of celebration and of thanksgiv-
ing.

都柏林總教區：
主要的慶祝焦點是圍繞在聖母軍在
1921 年 9 月份的第一次週會。

2021 年 9 月 3 日：
舉行週年慶開幕感恩彌撒，隨後在
Myra House( 聖母軍第一次週會地
點 ) 有簡易的茶點招待。

當週白天可能會安排到聖母軍相關
地點參訪，及傍晚有即興的音樂
會。

2021 年 9 月 11 日：
為了因應到訪的聖母軍團員，平時
每月份的第三週日總部會議將改在
當月份的第二週六。

2021 年 9 月 12 日：
舉行週年慶閉幕感恩彌撒。

DUBLIN ARCHDIOCESE
The main celebrations will centre 
round the anniversary date of the 1st 
meeting in September 1921.

3rd September 2021:
Vigil of Thanksgiving and Opening 
Mass, followed by light refreshments 
in Myra House, 100 Francis Street.

During the wee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visit plac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
gion of Mary during the day time and 
with impromptu musical evenings.

11th September:
To facilitate visiting legionaries the 
Concilium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2nd Saturday (instead of the usual 3rd 
Sunday of the month).

12th September:
Closing Mass of Thanksgiving will 
be celeb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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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馬、卡舍爾暨埃姆利及蒂厄姆總
教區：

將有一台週年慶感恩聖祭在主教座
堂並邀請該教區的總主教們一起共
祭，並邀請民眾、工作團員、輔助
團員、協理團員及以前的團員一起
參加。

之後安排一個簡易茶點共融。

ARCHDIOCESE OF ARMAGH, 
CASHEL & EMLY and TUAM

It is suggested that a Mass of Thanks-
giving be arranged in the Cathedral of 
these Archdioceses with the respec-
tive Archbishops (if available) being 
invited to be Chief Celebrant.

A Social and light refreshments 
served afterwards would mark the oc-
casion.

Active, Auxiliary, Adjutorian and 
former members as the general public 
would be invited to attend.

各教區（盡可能邀請主教出席）在
2021 年中也可各自舉行週年慶感
恩彌撒，民眾、現職及以往的團員
將受邀參加這慶祝活動。

This should not deter each Dioceses 
(with the Bishop in attendance, where 
possible) organising a Mass in its 
own Diocese during 2021. Members 
(past and present) as well as the gen-
eral public would be invited to join in 
the celebrations.

世界各地：

以上所提的可當作世界各地教區聖
母軍週年慶活動的參考範例。

所有的慶祝活動應以勤儉、謙遜的
方式進行。在金錢或差旅時間上的
負擔加在團員身上將不符合聖母軍
的精神，所以不應有收費狀況及要
考慮場地的便利性讓大家能參與。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odel set out above is suggested 
for every Archdiocese and Diocese of 
the world.

All celebrations should be modest. It 
would not be in keeping with the Le-
gion spirit to put a burden (financial 
or travel) on legionaries so no charge 
should be made and the venue should 
be easily accessible to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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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彌撒將是慶祝的重頭戲及焦
點，活動後可安排簡易的茶敘、音
樂會或才藝分享。

為慶祝活動製作制服或特別設計的
T恤衫、服裝是不符聖母軍的精神。
聖母軍團員是社會的酵母，而不是
作為一位突出的一員。

The celebration of Mass would be the 
highlight and centrepiece.
Light refreshments, the musical and 
other talents to be shared afterwards.

It would not be in keeping with the 
Legion spirit either to make use of 
uniforms or specially made up t-
shirts, dresses etc. The member of the 
Legion of Mary is a leaven in society 
not someone publicly marked out as a 
legionary.

聖母軍的遺產

必須時常注意及提醒我們自己那些
建立聖母軍而服務的先驅們 -- 大部
份職員、團員現在已逝世了，為我
們留下了什麼遺產，使我們享有現
在的聖母軍。

我們應該懷念那些人們曾經在同一
路上與我們在聖母軍的使徒工作上
與我們相遇及共處。

因而也應該記得感激眾多的主教
們、神父們及修道人員終生對聖母
軍的支持。

LEGACY LEFT TO THE LEGION

It would be desirable and important 
to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legacy left 
to us by those legionaries who estab-
lished the Legion where we are, the 
officers and members who served, 
most if not all now deceased.

We should also call to mind the per-
sons who have crossed our paths in 
the course of our Legion apostolic 
works.

So too should be remember with 
gratitude the many Bishops, Priests 
and Religious who have supported 
the Legion throughout its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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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新團員對聖母軍奉獻的一個契
機

大家可能都會認同我們的團員教導
了我們及讓我們獲取很多額外恩
寵。

聖母軍 100 週年將提供我們機會延
伸這契機給更多的人們，尤其是在
小學、中學及大學的學生們，使他
們生命過的更加豐富。

AN OPPORTUNITY TO OFFER 
THE LEGION TO NEWCOMERS

All of us would agree our member-
ship has taught us much, enabled us 
to gain many extra graces.

The Centenary should present us with 
opportunities to extend that offer to 
many more people whose lives could 
be greatly enriched including primary, 
secondary and third level students.

致謝
從創立聖母軍的開始到現在及 100
週年的慶祝，我們首先以萬分的感
謝天主及我們的聖母媽媽如細雨那
般賜下不可量測的恩寵給我們，不
論是團員或是所接觸到的人們。

GREAT THANKS
Above all, we mark the celebrations 
by thanking God and Our Blessed 
Lady for the millions of graces they 
have showered upon us – members 
and contacts alike – since the founda-
tion of the Legion of Mary.

慶祝的前後
記得告知總部你們當地的慶祝及活
動計劃，及事後提供一份簡短圖文
並茂的活動報告。

BEFORE AND AFTER
Be sure to let the Concilium know 
what your plans are and afterwards 
to send us a short report and photo-
graphs of the celebrations from you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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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聖母軍
避靜（上） 



2019 年全國聖母軍聯合避靜 ──

 在彰化靜山牧靈中心     
台灣分團秘書黃雙蓮

籌劃了半年三天兩夜的彰化靜山避靜，報名人數非常踴躍，一

開始就增加了一倍，分團討論快速決議安排兩個梯次 - (6/27~27、

6/28~30)，參加活動人數共計 160 人。台灣寶島交通建設一級棒，連最

遠的花蓮、台東大半天也準時抵達了彰化。大多數的團員是第一次到

靜山避靜，靈修中心雖有 59 間單人房，仍須增加十多間二人房，由於

每間都有冷氣，且中心以前確實是耶穌會的初學院，所以簡單的生活，

大家都還滿意。李驊神父是中心主任，買了好喝的咖啡每天煮兩桶供

應，早餐有奶油、起司、各式果醬，大家吃得很開心；水管不小心堵

塞了，也找李驊神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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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團長貞瑪姐此次請到遠在韓國的具東昱

神父帶領避靜。來參加避靜的，大家都有「入

寶山不會空手而回」的共識，所以沒人認真地

去注意主題是什麼，直到上課時，才知道是

二千年前耶穌的門徒出的題目：「主啊，請教

我們祈禱！」為聖母軍靈修培育，沒有比這題

目更好的了。

具神父不像耶穌教給門徒幾十個字的祈禱文──天主經，而是像老

師一樣發講義，且一堂課 50 分鐘，準時開始準時結束；難怪具神父在

韓國及中國大陸都帶神父們避靜，為了福傳、培育，他真的很努力。圍

繞這個主題有五個講次。第一講 - 祈禱 : 提出 GUIGO 二世的聖言頌禱與

階梯式祈禱方式；提到我們祈禱常看自己的需要，不是渴望天主，避

靜是帶大家學習祈禱的方法，把渴望變得更純潔。平日教友分享福音，

雖由最觸動的地方開始分享自己的經驗、體驗，但缺少了天主的部分；

應有想像的場景 ( 歷史 )，進入天主

的故事中。第二講 - 感恩：耶穌在

最後晚餐時，在黑暗、委屈、挫折、

背叛時仍感謝了又感謝，這是耶穌

給人最大的喜訊，因為在痛苦中它

決定了生命的意義。我們的信仰是

為讚美。第三講 - 神類的分辨：神

類的來源有善神、惡神、自己三類，

十分有趣的是 95% 是由自己來的，

而過度靈修化會很麻煩的。第四講 -

為他人服務的生命 : 梅瑟 40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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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接納、為百姓乞求，服從至死，

真是天主的僕人；而耶穌安慰、服務、

給人希望、給人生命。第五講 - 獲得愛

情的默觀：在一切事上能找到天主的

祈禱，愛不是感覺是行動，是犠牲；

不如此是自我欺騙、自我感覺良好。

基督降生成人，道成肉身，是完全完

美的天主取了有限的肉身，用犠牲與

行動告訴我們也要接納周圍需要被關

懷的人。

由於怕大家上課無聊，具神父也用

一些聖像提示，也在白板上寫拉丁文、

英文，就是沒寫中文，可能是忘了漢字

怎麼寫了；講義是中文，也唸得很好。

這三天的課，打瞌睡的不多，課後學

員們都各自選擇留在教室、大小聖堂、

戶外庭院、在自己的房間練習祈禱，

上課時大家都非常認真聽講、紀律好、

沒有手機聲，只有半歲最小的同學偶

而哭鬧聲，連 98 歲的顏奶奶月雀姊都

不缺席。具神父講話雖帶韓國鄉音，

但笑話的反應很好，每堂課還要複習

上堂課講什麼，有人聽了就還神父了，

但搶答的還很激烈。雖沒來個問卷調

查，但不少人問：明年還要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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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靜三天後出靜了，看看大家守靜默的程度，第一梯次有 80 分，

第二梯次 70 分，都很好了。要熟識的彼此，見面不能講話、面無表情、

不打招呼，實在是很難受的，真像是進了修道院。神父非常敬佩我們

辦了聯合避靜，也很慎重地說，修道的人一年要做一次 8 天到 10 天的

大避靜；一般教友一年做一次3天到5天的避靜，在靈修上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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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團長要大家寫心得，刊在聖母軍軍刊上，讓所有的團員得利，大家

祈禱時能向天人合一的方向邁進。

在避靜中，第二天中午時段，還穿插了 -「全國各區團團長會議」

討論及宣導「2020 年慶祝聖母軍在台 70 週年暨擴大交流會」的各項

工作。區團是聖母軍工作的核心，各區團團長用熱情領導全台灣聖母

軍的工作，常常彼此觀摩學習，在順境逆境中都團結合作，這次也允

諾未來每年要舉辦聯合避靜，全面加強聖母軍的培育工作。

兩梯次的學習結束了，留給大家足夠一年的功課，願大家的努力悅

樂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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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祈禱
1. Guigo 二世的祈禱方式聖言頌禱與階梯式祈禱方式 

(Lectio Divina and Guigo’s Ladder for Monks) 

誦讀
(Lectio)

默想
(Meditatio)

祈禱
(Oratio)

默觀
(Contemplatio)

努力集中閱
讀聖經

依靠理性的幫
助，努力尋找 
聖經中隱含的
真理。

把心提升到天主面前，
把對天主的渴望表達
出來。

把心提升到天主
面前，並停留在
那裡，體驗耶穌的
心。

把食物放在
口中

咀嚼 品嚐 因為品嚐，所以可
以得到力量。

停留在聖言
表面

走到聖言的中
心

激發我們對天主的渴
望，並把我們的渴望
表達出來。

遇到天主，與天主
合一的喜樂

努力用心付
出

仔細觀察 誠心地表達心意 離開自己，注意耶
穌

2. 祈禱的態度 

3. 玫瑰經祈禱  

4. 階梯式祈禱之間的關係 

沒有默想的誦唸是乾枯的，沒有誦唸的默想容易迷路、走錯方向。 

沒有默想的祈禱不冷不熱，沒有祈禱的默想沒有果實。 

誠心的祈禱，把我們帶向默觀，走向天主。 

沒有祈禱的默觀，非常罕見。 

5. 梅瑟的召叫 

6. 我們的難題 

建議祈禱步驟 

閱讀經文 2 至 3 遍→意識到天主的臨在→求恩 ( 讓我更深的體驗耶
穌的心 ) →設定場景→祈禱 

祈禱材料 
1.  耶穌治好枯手人（谷三 1-6） 

(1)  耶穌為何含怒 ( 生氣 )? 為何悲傷 ? 

(2)  耶穌心裡有什麼渴望 ? 

2.  撒瑪利亞婦人（若四 1-42） 

(1)  撒瑪利亞婦人的處境如何 ? 

(2)  撒瑪利亞婦人在耶穌身上體驗到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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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感恩
1. 感恩：信仰生活的核心，聖體聖事就是感恩祭。

成聖體
主祭：祂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分開，交給祂的門
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成聖血
主祭：晚餐後，祂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祂的門徒說：你
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
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 耶穌最後晚餐時，知道不久之後將被逮捕，但是還是說感謝了、

又感謝了。

頌謝詞
主祭：聖父，我們藉著祢鍾愛之子、耶穌基督，時時處處感謝祢，
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
• 五餅二魚的感恩
(1) 聖體聖事的預像
(2) 五餅二魚的經文在福音中出現6次(瑪2次、谷2次、路1次、若1次)
(3) 在別人身上發現感恩，是救贖的力量。

2. 罪
(1) 倫理道德上的罪
(2) 靈修上，打擾我們度感恩生活、不接受天主恩寵、只追求自私的
    慾望和執著。所有妨礙我們感恩，走向天主的恩寵都是罪。
建議祈禱步驟
閱讀經文 2 至 3 遍→意識到天主的臨在→求恩→設定場景→祈禱

祈禱材料

1. 亞當與厄娃（創二 5- 三 24）

求恩：求主幫助我更清楚的看到罪根

祈禱重點：

(1)  天主給他們的使命是什麼 ?

(2)  他們做了什麼 ?

2. 五餅二魚（若六 1-15）

求恩：求主讓我更多的體驗到感恩的生命

祈禱重點：

(1)  耶穌怎麼看群眾 ? 耶穌的感恩從哪裡來 ?

(2)  安德肋和門徒們擔心什麼 ?
★ 我雖然是一個膽怯的基督徒，只在成功、喜樂、幸福中體驗天主

的愛，並表達感恩之心，求主讓我在痛苦悲傷中，也能體驗到天
主和我在一起。(from Tag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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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神類的分辨　
神操 313—336

1. 如何辨別神類？

在我們內發生的 (1) 思想 (2) 感覺、觸動 (3) 意志上的波動，我們可

以分辨、選擇。

2. 神類的三個來源

(1) 善神

(2) 惡神

(3) 自己的

3. 分辨的準則

(1) 客觀的規則：聖經的真理、教會的教導、教會權威人的正當決定等

(2) 主觀的規則：就是神類分辨的對象

4. 靈魂的狀態及神類的作用 ( 神操 314—315)

(1) 對於不斷犯重罪的人 ( 神操 314)

(2) 對於洗刷自己的罪過，努力事奉天主，堅決前進的人 ( 神操 315)

5. 神慰 ( 神操 316)

人內心的推動，使人在我們的造物主天主的聖愛中，開始燃燒、熾
熱，讓我們接近天主的愛，更多平安喜樂，在信望愛中成長。

6. 神枯 ( 神操 317)

與神慰相反的都是神枯，例如：靈魂的昏暗、內心的騷擾及由各種

誘惑所引起的擾亂不安，讓我們離開天主的愛，遠離信望愛。

7. 如何回應？

(1) 針對神枯 ( 神操 319—321)

a. 不要改變既定的志向

b. 採取相反的行動

c. 多一點努力、多一點忍耐，發揮勇氣

(2) 神枯的理由及意義 ( 神操 322)

a. 因為自己靈修上的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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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主願意考驗我們，當我們失去恩寵時如何前進

c. 認清並深深覺悟所有都是由天主而來的

(3) 神慰來的時候，感恩並謙遜的準備未來要來的神枯

神枯、神慰交替出現，是為讓我們體驗到靈魂的主人是誰

8. 惡神來的型態

(1) 仇敵強悍兇狠，我們若是懦弱，他則更為兇狠 ( 神操 325)

(2) 虛偽的情人，儘量隱藏自己，不被揭穿 ( 神操 326)

(3) 作戰的司令，攻占城池，攻擊我們的弱點 ( 神操 327)

9. 如何知道神慰是真或是假

(1) 假裝的神慰，以似是而非的理論和不斷的欺騙攻打喜樂 ( 神操
329--330)

(2) 思想的進程，如果開始、中間和結束都是好的，就是由善神而來
( 神操 333)

例子：富貴少年 ( 谷十 , 17—22)

祈禱材料

在我們生命中經驗到的神慰是什麼？神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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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為他人服務的生命
1. 梅瑟的生命中，如何為他人服務？

(1) 梅瑟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及，鼓勵他們，給他們希望與勇氣。

(2) 梅瑟帶領以色列民族過紅海，他們抱怨沒水喝、沒食物，沒肉吃。

(3) 梅瑟祈求天主降下瑪納、賜下鵪鶉。梅瑟聆聽、接納，沒有抱怨。

(4) 在與阿瑪肋克人作戰時，梅瑟舉手祈禱，表達為人祈禱的服務。

(5) 梅瑟與天主在西乃山上訂立盟約時，百姓在山下製造金牛犢；天
主發怒，梅瑟為了百姓與天主爭執，求天主赦免百姓的罪。

(6) 梅瑟最後仍不能進入福地，天主告訴他將要死去，梅瑟順服了，
他具真正僕人的態度。

結論：

(1) 梅瑟沒有排斥百姓，接納且聆聽他們的抱怨，努力為他們解決問
題，把人民和自己視為一體，甚至與天主爭執，祈求赦免人民。

(2) 梅瑟沒有追求自己的想法和計畫，他進入天主的計畫中，與主合
而為一，在天主的計畫找到他的角色，成為天主的僕人。（戶
十二 ,7）

2. 耶穌安慰他人的使命

(1) 耶穌的一生都是安慰者、服務者，安慰人，給人希望，給人生命。

(2) 復活的耶穌在墓穴顯現給瑪利亞，在海邊顯現給門徒，給他們安
慰、希望，讓他們把自己體驗到的傳給別人。

(3) 厄瑪烏的兩個門徒

A 當時兩個門徒的心情是絕望、悲傷、害怕、質疑。耶穌接近他
們，讓他們表達情緒，讓他們體驗到耶穌和他們在一起。

B 當時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等待復活的耶穌，但耶穌特別花時間，
找到厄瑪烏的兩個門徒，安慰、改變他們。

(4) 濁足禮（若十三，1-20） 

A 只有若望福音用濯足禮表達聖體聖事的意義與為他人服務的態度。

B 對觀福音用最後晚餐表達聖體聖事。

建議祈禱步驟

閱讀經文 2-3 遍→意識到天主的臨在→求恩（讓我更深的體驗耶穌
的心）→設定場景→祈禱

祈禱材料

厄瑪烏的兩個門徒（路二十四 13-35）

(1)  耶穌如何安慰他們？

(2)   我在日常生活裡有沒有被安慰的經驗？安慰他人、為他人

      服務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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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獲得愛情的默觀
神操 230—237

獲得愛情的默觀

( 在一切事上能找到天主的祈禱 )

230—231

首先要注意兩件事：

一、愛情不在空言，應在事實上表現。

二、 愛是互相贈予。愛人者把自己所有或其中一部份，贈送給所愛的人；

反之，被愛的人也這樣將所有或其中一部份，交給愛他的人。這

樣無論是學問、知識、尊榮、財富，兩人都共同享受或互相授受。

預備經  求我們的主天主，賞我聖寵，使我的一切意向和行為，都為事

奉讚美至尊無對的天主。

232  第一前導是定像  設想地點。這裡可想我在天主和眾天使、聖人

面前，並求他們為我代禱。

233  第二前導是求恩  求我所願望的。這裡是求天主使我深切明瞭天

主賞我的諸般恩惠，使我能在感激之外，在一切事上愛慕、事奉

天主。

234  第一端  回想我所受的恩惠：造生、救贖及我個人所受的特殊恩

惠，用誠懇的心仔細衡量一番。祂從祂所有的事物中給了我如何

多，甚至願儘可能地，按照祂聖意的安排，將祂自己也賞給了我。

我今返心自問：從我這方面，按理智和正義的要求，應該獻給天

主什麼，自然是將我所有的一切，連同我自己一同獻上。我今用

極熱切的心情作此奉獻，說：

「主，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

個意志。凡我所有或所佔有，都是祢所賞賜的；我願完全奉還給

祢，任憑祢隨意安排。只將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我

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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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第二端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一切受造物中：在元素內使它

們存在；在植物中使它們生長；在動物中使牠們感覺：在人身內

賦給他們理智。那麼是天主在我內，使我存在、生活、感覺，和

理解了。甚至使我做祂的宮殿，因為我是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

模樣受造的。

為此，我按第一端所說的方式，或按其他覺得更好的方式，反省

我自己。在後面兩端中，也應照樣去做。

236  第三端  想天主怎樣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或

更貼切地說，好像是勞苦工作；為能在宇宙內、在元素、植物、

果實及禽獸內，使它們存在、保存它們，使它們生長、感覺。然

後反省到自己。

237  第四端  再看一切美善、一切恩惠都來自天主。譬如我有限的能

力，來自天主至高無上的能力；同樣，一切正義、善良、憐憫、

仁慈等，都像光線來自太陽，水流來自源泉。

     最後如上所說，用對禱結束。念 < 天主經 > 一遍。

獲得愛情的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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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星汶台
在新加坡



第 27 屆馬新汶台

華文聖母軍交流會記行
◎古亭耶穌聖心堂 /方濟 &佳蘭

前言

第 27 屆馬新汶台華文聖母軍交流會由新加坡聖母軍主辦，日期自

5 月 31 日到 6 月 3 日，地點在聖家堂，會議主題為：愛的成聖，參加

人數有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台灣等 26 個單位，522 人。

天主教聖母軍台灣分團分團長貞瑪姊妹，去年就邀請我們夫婦參

加，很興奮並期待在國際會議中觀摩實習。果然在團長的精心安排下，

來自各地的 39 名團員從 28 日起，先到馬來西亞朝聖，並相互交流。

在遊覽車上預先演練表演的節目，使台灣的團隊不論在節目的表演，

講座中的搶答，或是各地區交流的分享，都有精彩的表現，因此將過

程記錄如下，供教友們一起分享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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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台北中正機場到吉隆坡

5/28 清 晨 06:30

抵達桃園機場二航廈，

不久就與花東的聖母

軍們聚在一起，等候

團長與其他聖母軍們

共計 39 人，辦理團體

行李過磅、通關與登

機證領取、發放事宜。

由於天降大雨的關係，

長榮班機延遲了一個小時，十點四十分才起飛，抵達馬來西亞已下午

三點 ( 與台灣無時差 )。出關時有部分教友，因指紋問題無法通過機器

自動辨識，因此仍須回到人工作業，讓大家多了點交流的時間。一出

關就有當地熱心聖母軍黃麒桂先生與導遊鄭德華先生來迎接，搭乘一

部高級豪華遊覽車，到吉隆坡最新最有名的聖多默莫爾堂參觀。由王

偉民先生介紹主保殉道聖人的故事 ( 被英國國王砍頭的聖人是婚姻與貞

潔的主保 )，更在聖母山前說明有關聖母的奇蹟 ( 大家用聖水洗臉與飲

用可受到祝福 )，還有貝勒格凌的聖像顯靈 ( 癌症病人主保 ) 的故事，

接著招待大家品嘗咖啡與當地著名點心娘惹糕。大家也在聖物店購買

聖物，努力開始第一天的交流工作，台中來的王麗姍姊妹努力的為大

家留下珍貴的鏡頭，手機、相機與自拍神器都用上了，利用 line 群組

上傳，便利團員們隨時觀賞，熱心服務精神可嘉，蔡德生弟兄則負責

本團的紅布條，隨時準備以便拍照，並為團長準備各地交流用的禮品 (

鳳梨酥、麻糬等等 )。晚餐在精武山海鮮餐廳用餐席開四桌，馬來西亞

的中餐加了許多的當地調味料，與台灣有不同的味道，辛勞了一天，

終於在 IBIS 酒店中，可以好好梳洗與休息了，從 15 樓觀看當地雙子星

大廈，處處高樓聳立，真不愧為馬來西亞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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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吉隆坡到麻坡

早餐後前往當地的玫瑰教堂朝

聖，該堂建於 1903 年，白色的外

觀加上中文天主堂與大門兩旁的對

聯，令人驚艷。而內部的彩繪玻璃

來自羅馬，在清晨的太陽照耀下，

大家留下美麗的影像，當下的感覺

就是要向聖母學習美麗、慈祥更聖

潔！接著赴馬六甲的瓜達路貝聖母

堂朝聖，由陳開長教友介紹聖堂，

該堂是一座重建在 400 年前教堂古

蹟旁的新教堂。張凱豐神父主持彌

撒，張神父曾在台灣待過八年，因

此國語說得流利，午餐時與大家共

融談到在輔仁神學院的進修時光，

顯得十分開心。餐後參觀榴槤果園

並享用榴槤大餐，每人吃了一顆，

在果園現吃新鮮成熟的果實，真正

香甜，比起在台灣吃到泰國榴槤好

吃多了。



接著拜訪聖安德肋教堂，由藍多莫教友介紹當地聖母軍，成員雖僅

到一人，但其他教友卻盛情滿滿，準備咖啡、娘惹糕接待我們。彌撒

後貞瑪團長帶領雙方教友們進行帶動唱，邊唱聖歌邊帶動大家互相按

摩背部，然後轉向按摩，接著全體牽手圍成一圈，邊唱邊動作，所有

教友們快樂地打成一片，十分高興。因此要交流必須先打開自己的內

心，接納別人的心意，才能充分的交流。晚餐在麻坡中餐廳用餐，割

包、炸銀絲卷、魚都很好吃，加了許多薑黃、白胡椒、辣椒等調味料，

稍微辣了些，幸好服務人員頻頻加添茶水，感到很貼心。當晚在華人

開設之 villa 住宿，有獨處小木屋的感覺。與第一天住 15 樓的景觀完

全不同。雖然行程滿檔，身體疲累，內心卻十分愉快。

第三天：麻坡到居鑾

早餐後赴居鑾聖路易堂朝聖，由於車程約兩小時，貞瑪團長抓緊時

間，展開左右兩邊的 PK 大戰，從聖歌開始唱起，要求大家想出所有關

於 " 風 " 的歌曲，當然不久就開放為任何歌曲。氣氛頓時由緊張變得輕

鬆起來，甚至連蜜蜂的 " 蜂 " 也跑出來。趕緊將關鍵詞改成 " 雨 " 字，

如此左右兩軍絞盡腦汁，用力下起雨來。當小雨下盡，轉到 " 花 " 字時，

目的地已到達。心中很佩服貞瑪團長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迅速將

團員的戰鬥氣氛，炒熱至 " 瘋狂 "、" 雨爆 " 到 " 心花怒放 " 的狀態，團

員們不分男女老幼，彼此的交流閥門已完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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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鑾位處馬來西亞南部高山，屬偏遠地區，由黃來發副主教主持彌

撒，講道理時要聖母軍明瞭耶穌升天的意義。領洗後要保持內心的潔

淨，完備的信德，積極的望德，與完美的愛德，接受天主的召叫，給

人領洗。午餐與副主教及當地教友們共融，席間團長派出布農族強棒：

余効國弟兄、胡雲妹與胡振芳姊妹三位團員表演原住民 " 快樂組曲 " 古

調。連副主教都立即掏出手機，加入攝影記錄的行列，真是令人難忘

的交流場面。餐後大家參觀當地有名的咖啡工廠並享用香醇的咖啡，

配上美味的餅乾，療癒了身在異鄉的出谷心情。

接著拜訪烏魯地南聖家堂，由教友介紹：當地因會淹水，早已準備

遷移，但十多年仍未獲政府批准，希望大家為這個意向祈禱。此地教

友同樣盛情滿滿，準備咖啡、娘惹糕接待我們。貞瑪團長也利用時間

帶領雙方教友們進行帶動唱，並加上新的動作變換，讓所有教友們快

樂地打成一片。晚餐在安記中餐廳用餐，菜色與前兩天大同小異，令

人懷念起台灣的美食。當晚在長江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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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居鑾到新加坡

早餐後赴避蘭東聖若瑟教堂朝聖，由葉保勝神父主持彌撒，講道理

時始終微笑，鼓勵聖母軍要有聖母軍的味道、精神，否則與教友無異。

此處彌撒有五位輔祭，送聖體員兩位，再加上神父，進堂儀式浩大。

還有小小司琴員男生已有鋼琴五級程度，答唱詠大姊姊，唱出朱建仁

版的 " 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何其偉大！ " 歌聲琴聲都很優美！

午餐時鄭嫣姊妹腸胃不適，無法進食，團員們立刻將各種藥品集

中，予以關懷，讓她感到軍友們的溫暖。黃麒桂夫婦也立即配合需求，

購買當地藥品與白吐司紓解病情。

餐後大家逛百貨商場，將剩餘的馬幣換成肉骨茶或其他禮品。我將

剩餘馬幣添購一黃色行李箱 139 元，巧遇第一代華僑 1949 年來到。他

幫忙翻譯，我將現金交給他，購物點數由他領取，雙方交談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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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團上車後走第二通道，由陸路進入新加坡，馬來西亞出關時十分

鐘即完成。但進入入境橋樑時，只見許多的大貨車在左線，遊覽車居

中，小客車摩托車在右線，在橋樑上排起隊來，足足塞了兩個時程才

下車進入海關。入關後我們夫婦、李阿好、張素珍、張俐姍五位團員，

被海關攔下，因為攜帶了金門高粱酒，且未申報，誤以為每人可攜帶

菸酒各一件。請入貴賓內室後，大家心情十分緊張，唯恐留下不良紀

錄，因為新加坡是規矩最嚴的國家。

所幸天主派來天使，黃麒桂先生也因帶了藥酒，跟我們一起會面，

因證明其藥酒並無酒精後，黃先生即可出關。但他選擇和我們一起，

為我們說明為了交流會才攜入高粱酒。原來我們不知道犯了 1. 未主動

申報需罰款十倍稅金 2. 從馬來西亞入境菸酒必須繳稅，每瓶依濃度及

購買價格需繳 60 元新加坡幣。黃先生與團長報告後決定放棄六瓶高粱

酒。由海關當場銷毀以綠色墨汁灌入，也避免了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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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關後已 17:30，早已錯過報到

時間與開幕式，幸好本團裴育聖神

父，直接由台北飛來新加坡報到，

代表大家參加吳誠才總主教主持的

開幕式與彌撒。我們直接進入假日

大飯店，放下行李，走路到餐廳享

用晚餐，與其他各地軍友們共融。

第五天：新加坡聖家堂

早餐後走路到附近的聖家堂，

參加由黃財龍神父主講教宗的勸諭 "

你們要歡喜踴躍 "，邊講道理一邊有

獎徵答，由於我們坐在最後面，因

此前面題目都被前面單位搶答。各隊幾乎平手，本團裴神父先拔頭籌，

接著吳美滿騎士答對第二題，最後問到真福八端與十誡有何不同時 ? 我

立刻站起大聲喊出 ( 太座提供的答案 )，是積極主動與消極被動的不同，

不但獲得黃神父的鼓勵，也為我們奪得第一名的頭銜，加贈餅乾一箱，

分享給團員們。

恭唸玫瑰經之後大家在門口樓梯處拍團體照，五百多人聚集起來十

分壯觀。蕭永倫神父主講 " 其中最大的是愛德 "。午餐我們在四樓舉行

比起戶外廣場要涼爽多了，新、馬的氣溫比起台灣要高許多，由於靠

近赤道因此終年都是夏季，幸好無颱風也極少地震。

下午有五個團體分享各地聖母軍的服務，1. 新加坡的愛滋病關懷

2. 馬來西亞當地馬來家庭的關懷 3. 柔佛新山的 " 愛的成聖 " 關懷 4. 貞

瑪團長分享了台灣博愛安養院志工團體，頤福園神父們的關懷、為教

友們送聖體服務與醫院祈禱室志工服務 5. 宿霧姊妹分享抗癌英雄毛大

哥的故事。分享後由林創勛神父主持彌撒，當晚團長們參加單位代表

大會外，其他團員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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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新加坡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早餐後大家搭乘第 12 部遊覽車，由曾國泰先生帶領到聖伯多祿聖

保祿堂參加彌撒，由林長振神父主禮，講道時生動地對華人聖召在新

加坡與華文的地位，提出深深的憂慮，希望教友們能為此意向祈禱。

彌撒後原車進行新加坡的城市之旅，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花園城市，

對於花草樹木的保護，非常重視，街道旁處處可見綠蔭大樹。對水源

的保護亦然，連住宅都綠洲化，小橋河流，家家戶戶綠意昂然。街道

上非常乾淨，因為亂丟垃圾會被重罰，旅遊局官員也會問旅遊團體：

導遊是誰 ? 若無證照，就會處罰。因此當地人自然而然會守規矩。

午餐在千禧餐廳用餐，由於胃口大開，感覺菜色與台灣相近，口味

較淡，米飯也容易入口，雞鴨魚肉一掃而空。下午參觀新加坡最大教

堂聖若瑟堂，方濟沙勿略神學院，在車上恭唸玫瑰經，也許是太累也

許是飯後，許多人自然進入休息狀態。最後造訪榜鵝綠洲社區，橋下

有水，水中有魚，花草樹木，各種鳥兒齊聚歡唱，家家戶戶整齊清潔，

不愧為模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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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建造許多房屋提供給年輕上班族，避免市場的剝削。

晚上七點的共融晚餐，台灣隊第一個表演，我們推出布農族的古

調，胡雲妹姊妹盛裝出席，原來原住民女孩的頭飾、綁帶，上衣與裙

子上的吊飾，都是自己用手工做的。還有苧麻編的嬰兒吊帶，穿起來

與眾不同。接著阿美族七位軍友們演唱 " 西北嘿嘿與紅紅 "，再加上團

長的帶動唱，果然帶動了大會的氣氛。馬來西亞團體一樣也穿著傳統

禮服表演歌唱舞蹈，新加坡年輕人就表演海草舞蹈。

在大會主持人的邀請下貞瑪團長率領團員們進行第二個節目，團體

帶動唱，1. 高山青 2. 頓巴 ( 改編成台語燉肉歌 )3. 我真的很不錯 4. 從天

父而來的恩典，讓交流會的聖母軍們也學到台灣帶來的歌曲與動作。

我們每個團員也準備了小紀念品與同桌人共融，有形的付出，將得到

無形的回報，也為交流會畫下完美句點。

~30~



第七天新加坡到台北中正機場

各團回國的行程不同，我們仍搭長榮 14:40 班機回台灣，因此上午

在飯店與教堂附近自由行，11:30 下樓集合，由當地教友帶我們搭遊覽

車到機場，結束了七天的朝聖與交流會。

期望大家明年在馬來西亞繼續參加第 28 八屆的交流會議。

從每一位聖母軍團員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學習聖母精神的榜樣：聖

母軍要含忍、耐心，更要喜樂、幽默、勇敢與熱情，唯有愛與包容才

能使聖母軍團結在一起。

在此感謝天主垂顧，大家平安返國，也感謝裴神父為我們祝福與打

氣，更感謝天主教聖母軍台灣分團分團長貞瑪姊妹不辭勞苦的帶領，

以上心得與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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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屆馬、新、汶、台、

華文聖母軍新加坡交流會       
高雄督察區團團長 /蘇寶桂

聖母軍台灣分團於主曆 2019 年 5 月 31

日，由台灣分團神師裴育聖神父與高雄海星督

察區神師林作舟神父 & 副神師錢盛義神父攜

手帶領，台北分團黃真瑪團長、高雄海星督察

區團蘇寶桂團長等 52 人，代表台灣參加在新

加坡舉行的第 27 屆馬、新、汶、台、華文聖

母軍新加坡交流會 --「愛的成聖」，五個國家

26 個單位，共計 522 人參與盛會。

大會在 26 個區團軍旗帶領聖母軍團歡喜進場，在開幕彌撒中隆重

展開三天活動的序幕！ 開幕彌撒「愛的成聖」，恭請新加坡總教區吳

誠才總主教主禮，林作舟、& 錢盛義等 4 神父共祭。吳總主教證道 :「祈

願每個人在此交流會中收獲豐盈，能深刻地反省自己如何被召喚，通

過你們向貧困者、患病者及悲傷者的接觸，以及更重要的，再與冷淡

教友及非教友分享你們的信仰中，得到聖化。彌撒後，短暫互動，接

著步行至 ROLAND RESTAURANT 迎賓晚會，晚餐每桌安排各團兩人共融

交流，大家相見歡 . 主辦單位安排餘興節目。

第二天的講座一由黃財龍神父主講(你們要歡喜踴躍) ，談和天主、

家人、他人的關係以及對青年的挑戰：A.「成聖的召叫」大公會議說我

們應 [ 遵循個別的途徑 ]。因此，再瞻仰這些聖德的楷模時，我們不應

以為那是遙不可及的境界，而感到灰心喪志。有些見證有鼓舞人心，激

勵我們前進，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有樣學樣，因為這樣做甚至有可

能令我們偏離上主為我們準備的獨特成聖之道。最重要的是，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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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都應辨明他特有的道路，發揮自己最

美善的一面，善用天主親自置于他內的恩

賜 ( 格前 12:7)，而非耗費精力模仿那些並

非為他而設的方法。B. 潛伏于成聖旅程上

的兩個仇敵；主張人的自由意志完美無瑕，

人因此便能守好一切界誡命而得救恩，不

須”外來的”恩寵的幫助。C. 主耶穌的教

導；是默想耶穌的話和祂傳授真理的方法。

每一個人都必須按各自的方式，實踐耶穌

有關真福八端的教導。D. 於當代世界聖德的若干特點：1. 含忍 耐心 溫

良 首要的特點是以天主為中心。2. 喜樂與幽默感；不是要我們的心靈

膽怯悲傷，苦悶憂鬱，或是消沉喪氣的地度日。3. 勇敢和熱情；耶穌

親自降臨與我們相會，平靜而堅定地對我們說；{ 不要怕 !} 成聖是團體

的旅程，應與人並肩同行。4. 聖德是慣常的項超越的境界開放…要不

斷的祈禱。5. 搏鬥 警醒 辨明…怎樣才能更妥善地完成天主藉聖洗託付

給我們的使命。尾注，她是諸聖之后…。最蒙受讚頌，給我展示成聖

之道，並與我們同行的那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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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講座【二】蕭永倫神父 { 晉鐸 28 年 } 主講 : 共融靈修 { 團體如

何促進愛的成聖 } 蕭神父談到自己共融靈修的初體驗 1991—1996 在聖

三堂的堂區革新及海星聖母堂的基督徒鄰里小組，工作分享自 2000 開

始積極餐與夫婦懇談會，在團體中認識與實踐彼此相愛的誡命，也細心

觀察不同教會團體，特別關注有共融靈修團體，夫婦懇談會的恩愛圈 *

新慕道團，由菲律賓家庭小團體開始，團員來自不同的背景，有各自

的特點，卻能互相接納與包容，相互扶持。他們以基督為中心，重視

聖言與聖體。他們努力活出基督徒管家精神，他們的特點；活出共融

靈修。說到聖母軍的信念：需要參與基督徒共融小團體。重點是靈修。

單有結構而沒有靈修，結構不能持久。培養共融靈修的過程 :1. 思想上

認識與了解。2. 心靈渴慕和追求它。3. 在生活中實踐共融。4. 在信仰團

體實踐。5. 宣傳共融靈修。共融靈修的使命：教會是我們經驗共融靈

修的地方，教會是我們學習共融靈修的對方。靈修是一種態度、觀念、

思維、作風。這個靈修帶動個人和團體的行動，推行各種活動與結構

以促進基督奧體的發展。共融靈修的內涵：1.彼此有親密關係與歸屬感。

2. 彼此接納對方為天主的禮物。3. 基督為共融的中心和動機。實踐共

融靈修由自己開始 * 開放的接納 * 經常聚會 * 共禱與分享，永不退縮。



第 3 天， 近 500 位 參

加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華語

的主日彌撒，由副本堂林長

震神父主禮，交流會 4 位

神父共祭，神父證道中喻 :

蘇東坡的【前赤壁賦】可以

說比我們看得遠，想的多。

他悟出了宇宙的奧秘，悟出了天地間的哲理。一動一靜，天地間多少

在變化，在運動，在過去。面對浩瀚渺的星空、遼闊的大海、魏峨的

群山、千年的古樹、不息的江河……，我們還能昂首挺胸地站在那裏

嗎 ? 謙謙虛虛地跪下吧；彌撒後，我們前往濱海花園，在金沙酒店前參

觀。新加坡陽光強 [ 前總理李光耀以得天獨厚的陽光發展光觀及綠建築

] ，下午參訪西區聖若瑟堂，該堂很特別的煉靈方式，老有所終。

晚上的惜別晚會，歌聲舞蹈表演，台灣分團也表演帶動唱，高雄海

星督察區團轉贈高雄教區 160 周年手機扣環給參與各支團及主辦區團，

歡樂不捨中結束，明年 2020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亞庇見 ( 東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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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分享



台南無染原罪區團

異動
原陳輝神父卸任，新任指導神師阮

文嗣神父。

台南區團區選舉：原副團長吳德俊

當選團長。

7 月 14 日台南區團月會新任吳德俊

團長、吳育賢副團長宣誓接受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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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代表與教宗相遇梵蒂岡

因著宗教交談我與教宗握手                        
 台北玄義玫瑰區團 /謝蓉倩

我是位常在宗教交談領域悠遊的聖母軍，總不或忘以聖母軍福傳的

精神讓他教認識、喜愛天主教。會涉入此一領域的因緣起自已在天上

的馬天賜神父，我非馬神父所親炙，但經由與原宗教博物館執行長陳

世賢分享馬神父對各宗教親近如兄弟般之情懷後，進而在陳世賢邀請

下進入此一領域，忝為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秘書長。

由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耀法師率領的中國佛教會暨宗教與和平協

進會梵蒂岡親善訪問團，5 月 22 日在教宗周三公開接見中，獲教宗親

切聚談，淨耀法師建議宗教界攜手發起「全球宗教領袖高峰會」。訪

問團也分別拜訪了聖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和我駐梵蒂岡大使館，完成一

次成功的宗教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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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成員包含天主教、佛教、

道教、伊斯蘭教、一貫道、軒轅教、天帝教等

台灣 14 個宗教，目的是促進宗教間的相互了

解與對話。此次前往梵蒂岡訪問是台灣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多年的心願，但非首次前往梵蒂岡，

只是是歷屆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淨耀法師適為

中國佛教會與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兩會的理事

長，透過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鮑霖神父安排，

終得帶領各宗教代表 27 人前往梵蒂岡。

鮑霖神父表示，台灣與教廷間的宗教對話，已經累積了長期且堪

為模範的經驗。天主教與佛教首次宗教對話是 1995 年在台灣佛光山開

始，去年首次有以女性為主的「比丘尼與修女」對話，也是選在台灣

舉行，因此聖座對台灣宗教交談的成果深予肯定，才使此次跨宗教交

談活動得竟其功。因採訪之便，多次參與這樣的宗教交談活動，更有

感天主教會在台灣各宗教成長所肩負的重責，天主教不是目前台灣的

最大宗教，但卻是與台灣一起成長的宗教。若說天主教會看著台灣發

展一點也不為過。

事實上，5 月 22 日教宗的周三公開接見很「中國」。除了來自台

灣的此一親善訪問團之外，受邀與教宗相聚的團體，還有來自中國大

陸在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的中國神父們，由台北懷仁中心的韓德力神

父帶領。另有來自上海佘山的朝聖團，由教宗熟識的朱立德神父及其

五哥朱育德副主教帶領，朱育德今年首度獲准出國探親、朝聖，此次

專程到梵蒂岡。在這樣特殊場合能與韓德力神父、朱立德神父相遇，

那份在主內的慄動非筆墨得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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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除在講道中強調，我們在祈禱中必須謙卑，讓聖神來引

領外，由於 5 月 24 日是普世教會為中國教會祈禱日，因此教宗特別為

中國教會祈禱。所以，在接見於比利時求學的神父時，教宗格外關心

他們的生活。而曾在「上海教難」遭中共監禁勞改 27 年的朱立德神父

與教宗面見時，特別傳達中國天主教會仍在受苦的聲音。繼上海朝聖

團後，教宗接見台灣訪問團。教宗親切的與淨耀法師握手寒喧外，也

接受代表團致贈一個深具宗教交流意義的藝術珍品－清乾隆時期的和

闐青玉觀音聖像，以及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20 周年特刊，並與多位團員

握手，團員的喜樂全寫在臉上。

教宗親切的來到我面前，也與我握手，或該說每個團員都爭著和教

宗握手。看著近在眼前的教宗方濟各，當然有無比的興奮。但與其說

感動，不如說心生憐意，因為 82 歲的他掩不住蒼老，雖滿臉的笑意，

但也有看得出來的疲憊。教宗很快對我說：為我祈禱。然後就繼續與

另一團員寒暄。在前往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途中，團員果峻法師和天

帝教秘書長劉曉蘋接受 Rome Reports 的專訪，他們都強調期與宗座攜

手，聚合宗教力量為和平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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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訪問團拜會聖座宗教

交談委員會。淨耀法師表示，

人類從兩次世界大戰以來，只

有 26 天是沒有戰事的，世界各

地戰亂頻仍，受苦最深的還是

百姓，因此宗教界希望能團結

發聲，用心靈的正能量影響信

徒、改變世界。淨耀法師特別與教廷官員就消弭爭、關愛地球、關心

窮人、重振道德、尊重婦女和保護兒童等議題交換意見。

不少團員強調，團員彼此間相處就是很好的宗教交談，尤其梵蒂岡

是天主教聖地，不少非天主教成員與我同行，竟在短暫的 4 天行程完

成梵蒂岡四大聖殿的朝聖之旅。此外，以祭祖為要的天帝教也與當地

華人堂就祭祖有極好的意見交換。宗教交談的種籽就自然而然的在團

員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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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如己的永井隆           
新莊保祿堂 /游素娥

這次日本長崎朝聖中，最感人的是參

觀永井隆弟兄的紀念館，以及館址旁的「如

己堂」，永井隆弟兄是一位醫師，二戰期

間缺乏醫療設備及器材，為了病人 X 光片，

身體暴露在輻射中而得了白血病。原子爆

發生後太太不幸身亡，留下兩位稚齡孩子，家當全毀，眾人幫忙蓋了

一間只有兩坪面積的小木屋給他們住，取名叫「如己堂」。這個時候

他已經整日臥床，最後生命的五、六年間，出版了 17 本暢銷書籍，宣

傳和平與愛，版稅捐給了教會，幫助被原子彈爆炸毀的教堂，才有現

今美輪美奐的大浦天主教座堂。

當站在那小小的「如己堂」及那幅「愛人如己」的字帖前，可以明

白他做到了效法基督愛人如己的誡命，從他一生的行誼讓人看見了天

主是愛。永井隆弟兄完全活出了基督徒的精神，應驗了聖經上「我生

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的最佳生命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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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沉默電影，知道日本豐臣秀吉時代，禁止基督宗教迫害中很多

人殉道。在經過兩百多年後，外國傳教士來到日本重新蓋聖堂，竟然

來了許多日本信友來見神父，想要進入聖堂敬拜天主，神父才知道這

兩百多年來，還有忠貞虔敬的信友，一代傳一代偷偷隱藏身分而把信

仰傳承下來。在 17 到 19 世紀是非常困苦艱難的環境，沒有教堂、十

字架、聖事、聖經、餅酒等，這些象徵天主臨在的記號，他們在一無

所有的狀況下，卻能夠把信仰傳承了兩百多年。兩百多年是一個非常

悠久的時間，他們是憑著什麼信念堅持把信仰存留下來？真是不可思

議！我想他們就是靠著信德而成義。憶起了聖奧古斯丁的一句話：「信

仰是相信我們所看不到的，而信仰的回報就是見證我們所相信的。」

這就是信德。

我們有幸生在這富裕的年代，有美麗舒適的聖堂、多采多姿的聖

像、有神職人員為我們舉行聖事、隨時可見臨在的耶穌基督（聖體），

但是我們卻失去了信德，喪失了信仰的生命。參觀了大浦天主堂後值

得重新反思我們以與天主的關係。

我們本堂共 32 人，在 5 月 24 日 ~28 日去日本長崎朝聖之旅，非

常好，神父教友都很感動，超乎我們的想像，非常值得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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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院領洗紀實
◎聖母軍台灣分團 /方濟

聖母軍台灣分團長貞瑪姊妹，再次在週

二上午聖母軍會議中，邀請我們夫婦前往博

愛安養院參加兩位院友的領洗禮儀，時間就

在周三上午，因此毫不猶豫的同意前往，也

非常佩服台灣分團指導神師：裴育聖神父 (

台北古亭耶穌聖心堂本堂神父 ) 與博愛志工

團體的服務精神，特撰此文與大家分享。

108 年 7 月 10 日週三上午九點半博愛志工們與聖母軍的成員們，

已在耕莘文教院大廳集合 ( 參加人員：貞瑪、保拉、挹蘭、紀美、啟東、

方濟、佳蘭、寶珍、貞德 )，在本堂的裴育聖神父的祈禱並降福後，愉

快地出發。雖然天氣炎熱，但大家精神抖擻充滿熱火，在神父的帶領

下，緩緩地向博愛安養院前進，很敬佩志工們與神父將自己的時間分

享給安養院友們，為最弱小的弟兄姊妹們領洗，拯救他們的靈魂。

由於事前早已安排，因此院友們在員工安排下早已在二樓大廳恭

候，此次有男士與女士各一位領洗，聖名分別是若望與瑪利亞。

貞瑪分團長先向大家問安，並解釋甚麼是領洗 ? 經過這樣的宣誓儀

式，教友成為天主家庭的兄弟姊妹，要過「愛人如己」的生活。並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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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院友們唱「小小夢想」，一邊動口，一邊動手，將每個人心中的渴

望喚醒出來，並藉這個機會活動筋骨。

原來分團長每周三都帶志工們探訪院友，服務已達八年，教大家祈

禱，說聖經故事，分享心得，帶動大家唱聖歌，也順便在輪椅上做簡

單的頭、肩、頸與手部的活動。

接著神父在分團長與志工們協助下，帶領候洗員從宣誓到領洗，穿

上白衣、點上蠟燭，所有禮儀進行，一絲不苟，有條有紊。並沒有因

個人的身體狀況或病痛有區別，很有愛心與耐心，順利完成了新教友

的領洗與堅振工作，並再致贈每人聖經與記事簿，並留下連絡電話，

提供後續的服務。領洗聖事結束後，有女性院友因神父的關懷感到十

分興奮，好像聖經中患血漏的女子，高喊著：我摸到神父了！她的信

德治癒了自己的痛苦。

我也藉機會陪伴一位張先生，才來四個月，因連續車禍，左手臂斷

成三截，因此帶動唱時均無法揮手，對自己的受傷感到灰心，當然關

懷他先將傷病養好，自己行動才能方便，恢復自信。從他眼神中，可

看到他渴望瞭解福音的心情。

接著貞瑪分團長穿戴上小蜜蜂，展露了天主賜與她的塔冷通，進行

了帶動唱「尋找」，人人都在尋找，你在追求甚麼 ? 每個人心痛中的

夢想與渴望，每個人都在尋求？並詢問安養院每個人，答案是：都希

望健康！平安！喜樂！接受福音！在活動中帶出每個人的夢想與渴望。

我們都努力配合著團長的動作，左手、右手、拍肩、轉頭、跺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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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分團長的動作，令人驚訝的是，分團長在帶動唱中，仍能分神指揮

志工們，將帶來的餅乾分享給院友們，又能迅速地將所有領洗用的禮

儀物品收拾起來，真的是同步工程，令人敬佩。只是分團長動作一停，

我只能自創動作了，同時尷尬地傻笑，只為博得院友們的歡樂笑容。

接著貞瑪分團長帶領大家齊唱「高山青」與「讚美之泉」，在活動

中神父也慰問每一位院友與安養院員工，與大家一同歡唱。整個過程

在安養院中我的感覺是，院友們與志工們，大家已成為一個大家庭，

人人在領洗的禮儀中分享到平安喜樂。即是身心靈最卑微最弱小的院

友，神父都熱心地對待，絕不放棄，他的願望就是為每一位院友領洗。

曾有故事說：天主在你我最痛苦的時候，你以為祂不陪你同行，事

實上祂正努力的背負著你度過苦難！

聖經上也說：你們為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為我做！

裴神父的為教友們傅洗，不但賜予教友們永恆的生命，更是成聖道

路的起點，是為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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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支托支團露營共融
                    圖 / 文 桃園聖母聖心區團團長 /溫瑞容

這天星期六，我們在本堂（新屋耶穌

聖心堂）參加敬禮聖母彌撒後，直接到復

興鄉三民十字架教堂拜訪林其鏘神父，並

和林其鏘神午餐共融，其間，懇請神父為

三民堂能成立聖母軍支團祈禱。

夜空下，穹蒼為幕、大地為床，仰望星空，點點星辰，忽現忽隱，

好是浪漫。

低垂的星空下，我們所有參加露營共融的團員和家人，圍坐在營帳

外的草地上，點上蠟燭，我們在祈禱中邀請主的臨在，氣氛甚是幸福。

祈禱結束後，我們躺在戶外墊子上讚嘆全能造物主、我們彼此分享信

仰和生活，有感動的、有曾經茫然的…，道晚安前，我們感謝天主聖

三賜給我們能成為聖母軍的恩寵，最後，我擁著聖母的陪伴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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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主日天，我們到羅浮聖保

祿堂參加禹承勲神父主禮的彌撒，正好

這天是敬禮中華殉道聖人，禹承勲神父

問及我們是來自哪裏的教友後誇讚我們，

露營之外不忘參加彌撒，真可說是生活

殉道的表率；禹承勲神父的誇讚，雖然

是簡單的話語，但為我來說，我很開心，

因為我們是聖母的孩子，我們代表聖母軍團隊，於是我滿心喜悅的把

這樣的誇讚當禮物送給我可親慈愛的聖母，彌撒後我們和禹承勲神父

以及教友們合影留下美好的記憶。

回到營區，我們繼續我們的共融，在這次共融中，我們每個團員都

充滿了正能量，相信對於支團的凝聚力和工作的熱度都是滿滿的加分；

身為區團長的我，冀望能把這樣的共融方式在各支團推動，我想，大

自然的療癒和能量是天主賜予我們的莫大禮物，所以，工作之餘能走

進大自然，讓出忙碌的心使天主的愛居其間是件無以形容的幸福和美

好；期待這份幸福和美好漫延在每個不敢放棄忙碌的人的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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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為你祈禱   
木柵復活堂信德之母支團 /李淑芬

聖母軍神師講道時，分享了一個小故事。

故事的主人是一個老奶奶…

有一天老奶奶拿了三十萬要給神父說她要奉獻，她告訴神父說，因為她家

只有自己是天主教徒，如果有一天過世了，沒有人會記得她是天主教徒，沒有

人會為她祈禱及獻彌撒救在煉獄中自己的靈魂，所以先給神父三十萬，請神父

在自己過世後，每主日都替自己獻彌撒祈禱。可以嗎？

神父說：三十萬您收回去。我答應您會替您獻彌撒，並且我帶您去一個團

體，您加入他們以後沒有人會忘記你，沒有人會忘記替你祈禱。這個團體就是

聖母軍。從此以後，老奶奶很高興地加入了聖母軍，更很高興的知道，有人不

會忘記她會為她祈禱。

我很感謝介紹我進聖母軍的惠玲姐，起初進入聖母軍時也擔心很害怕，因

為我還在上班根本沒有時間為別人服務，但後來我知道默默為他人祈禱也是一

種服務，還有盡到自己的本分也是一種服務，我很開心加入這個團體。

因為我和老奶奶一樣，我知道將來有一天我過世後，也會有人為我祈禱，

很開心我現在可以這樣做…當然你也可以和我一樣這樣做…

木柵復活堂有四團聖母軍，不同的時間，歡迎大家都能選擇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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