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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 週六 晚上  5:00 (國語) 
                         主日 早上  7:00 (國語)  •  9:00 (國語)                       
                         主日 晚上  6:00 (英語 English)    
                         第三週主日 早上 11:00 (阿美族語) 

【明供聖體】 週五 早上8:30至下午4:30   

主任司鐸：黃斯勝神父 / 傳協會主席：劉勝東 
編輯排版：周曼琳 、張琰、謝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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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彌撒】週一至週六 早上：8:00 

特別敬禮(每月)   首週五 晚上 7:30  耶穌聖心彌撒 
兒 童 主 日 學      主日 10 :  00 
成 人 慕 道 班      週六 14：30 (M20) 
                              週日 14：30 (M19) 
讀      經      班      週日 10：30 / 週一晚上 7：30 
青      年      會      週日 10：30 

神父的話 

   四腳亭之行 ── 
         歡送林貞生神父紀實 

    副本堂林貞生神父榮升「露德聖母朝聖地」主任司鐸的消息傳出時，教
友們除了驚訝，也感到不捨，因為林神父雖然到本堂才十個月，但是他的認
真和侍奉主的熱誠，已贏得不少教友的讚頌。交接儀式於7/24日舉行，報名
參加的教友十分踴躍。當天上午，眾人分乘兩輛遊覽車從聖堂出發，車行半
個多小時，便抵達瑞芳區四腳亭。 

    朝聖地位在狹窄的靜巷矮坡上，拾級而上便是聖堂正門，露德聖母靜靜
佇立在聖堂後方坡頂的「洞中庭」內，慈藹的聆聽信徒對她的傾訴和祈求。
繽紛的艷麗花朵，簇擁在聖母、聖若瑟和耶穌聖心等聖像四周，令人欣喜而
且平靜。炎陽高照，但教友的熱情絲毫不減，樸素而淡雅的聖堂擠滿了參與
彌撒的教友。據說這樣的盛況，是聖堂前所未見的，可見教友們的熱情了。
也許是在場信友太過熱情吧，教堂的電力竟因為不堪負荷而中斷了數次呢! 

    彌撒由教區秘書長范立言神父主祭，之後的新舊任本堂神父的交接儀式
也由他主持。現任的黃金晟神父因為健康因素必須退休靜養，他感謝堂區教
友的支持，也為自己的離開表達了歉意。輪到傳協會主席口中「酷酷」的林
神父致詞時，他說之前在金門馬祖掌管七個島和三座小聖堂的工作，去年七
月才調回本島，先是到祥豐街(「和平之后」天主堂)，六個星期後又調到中
華聖母堂任副本堂，而後是這個新職務。林神父說，在四年內歷經如此多的
調動，在本教區內他應該是第一名了，這番話引來哄堂的笑聲。儘管如此，
他認為神父就是要服從，而既然有中華聖母堂的教友如此相挺，可見他還算
認真，他也很感謝教友讓他有機會在中華聖母堂學習。他非常歡迎四腳亭教
友能夠天天來參加彌撒，他也會想辦法讓暖暖教堂也能有平日彌撒，更讓這
處朝聖地走向國際化。儀式結束後，全體教友和來賓前往餐廳進行午餐共融，
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這次的活動。 

    感謝中華聖母堂全力贊助，使教友們的四腳亭之行順利圓滿，也希望林
神父在忙碌新職之餘注意身體的健康，除了祝福，我們更為他祈禱。 

    (四腳亭教堂地址是瑞芳區瑞竹路32號，原名「進教之佑堂」，建於
1956年。1990年，露德聖母亭落成，狄剛總主教祝聖後，將該堂升格為「露
德聖母朝聖地」，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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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琰 

恭賀!! 新當選2016年中華聖母堂教友傳教協進會理事們 

    各位親愛的教友，時光飛逝，轉眼已是初秋，人事的流轉遷變將我們推
向新的時序，每個月藉由堂訊的訊息讓我們更清楚堂區的運作及各項福傳事
務的辦理情形，交換彼此的訊息與想法，也讓我們彼此更貼近。 

    在這裡神父要感謝傳協會對堂區福傳事務的付出與用心，有傳協會各位
弟兄姊妹的辛勞付出，讓堂區的各項事務能推展得更加順利，尤其福傳工作
要靠大家的團結合作、同心協力，才能將我們每個人的智慧集結成巨大的力
量，完成天主所交付的任務。 

    感謝上一任傳協會主席羅恆武弟兄，帶領傳協會完成聖堂重建等重大的
工作，羅將軍雖然因為搬家而卸下傳協會主席的職務，但他的精神與熱心依
然與堂區所有弟兄姊妹同在，接著由現任傳協會主席劉勝東接任，他接續傳
協會各任主席服務堂區的重責大任，將堂區的事務辦理得有聲有色，並且連
任這屆的傳協會主席，與崔莉榛副主席一同帶領傳協會，繼續為堂區各項福
傳工作費心服務，神父在此要感謝所有擔任堂區服務工作的弟兄姊妹，因為
有大家辛勞的付出與努力，才能讓中華聖母堂的大家庭帶給教友溫馨喜樂的
感受，讓福傳的工作依照天主的旨意完成，讓一切的榮耀回歸天主。 

    在此讓我們同心祈禱，請求天父繼續帶領我們，以我們對祂的虔誠信仰、
殷切期望與熱忱敬愛，在日常生活中遵照祂的旨意善渡每日的生活，也祝福
堂區所有弟兄姊妹主愛深深、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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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 分享園地 淡水法蒂瑪堂的朝聖及老街遊記 

7月3日（星期日）一大早，帶著既開心又期待的心情，前往聖堂門口集合。
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天是青年會的孩子們一起去淡水法蒂瑪堂之旅。由珮如
爸爸和嘉慶叔各開一台車，一行人就這樣吵吵鬧鬧的出發了。 

車程大約40分鐘，再加上步行，到達聖堂時，彌撒已進行了10分鐘，在接待
人員的指引下，迅速入座。     

    彌撒結束後，由了解聖堂及淡水歷史的一位資深教友來為我們介紹聖堂
的成立以及外觀的變化，靜靜聽他述說著有百年歷史的老圍牆，雖然被颱風
吹倒，卻依然保留著有意義的百年樹根。想像著有著中國式典雅樣貌的聖堂、
西方傳教士穿梭其中傳播福音，在我腦海中勾勒出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解說完之後，當然就是和聖堂的青年會做交流嘍。雙方簡單的自我介紹
之後，接著玩一場小遊戲”天黑請閉眼”（猜猜誰是殺手的小遊戲）這考驗
著大家平常團體間的熟悉度，大玩心機攻防，挑戰人性的黑暗面。就在大家
一連串的歡笑聲、驚呼聲中，遊戲在不知不覺中迎向了結局，不論是哪一方
獲勝，大家的臉上都帶著開心和滿足的笑容離開，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淡水
老街。     

    我們扺達老街時，時間已過了中午，大家早已飢腸轆轆，經詢問大家的
意見後，挑選了一家餐廳用餐，正巧旁邊有一家遊樂店，吸引著大家的目光，
一行人便進去玩了，男孩們開始了炙熱的投籃機對決，女孩們則是玩打太鼓、
賽車、夾娃娃等小遊戲。一行人在尖叫、加油聲與興奮的玩樂氛圍中，玩著
玩著，規定好的回程時間，下午3點，不知不覺就到了，各自帶著依依不捨的
心情、和包含著喜悅、愉快、收獲滿滿的禮物踏上了歸途。 

    還記得，在法蒂瑪堂內，珮如曾打趣的說過，每到新聖堂可以向天主許
一個願望喔。在這個可愛的說法之下，我許了一個願。這個願望便是，希望
我們堂青年會團體內的所有青年感情更融洽，在天主和聖母媽媽的愛中彼此
更加的包容、不要有爭吵；希望每次聚會時，大家都能有收獲和成長；在這
次淡水朝聖一日遊之下，大家的感情能更加升溫。我內心也期待著下次青年
會的朝聖之旅，也期待能有更多的大、小朋友加入。青年會的門隨時為你們
敞開，並歡迎你們喔~❤ 

文/陳憶茹 

「新店中華聖母堂互助家園」 
新店地區首座失智症者及家屬的園地 

  當前國人壽命日益延長，伴隨著快速老化的人口，長者出現失智症比
率亦急速攀升。面對失智症照護此一急迫性的新興課題，現有的資源與服
務在滿足患者的醫療、照護以及抒解照顧者身心壓力等的需求，仍存在著
極大的落差，更遑論能就近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中得到照護與喘息。有鑒於
此，去年開始新店地區一些失智症家屬以及熱心的教友、志工朋友們，乃
興起就近為失智症個案和家屬打造一個專屬的活動及喘息園地之理念，企
盼藉此園地能提供失智者社會參與的機會，維持其身心功能；家屬亦能抒
解壓力獲得支持，從而提升生活品質。 

  由於教友家屬的連結，新店中華聖母堂提供了活動場地，同時堂區黃
神父並大力支持引介，導入了多方的外部資源，開啟了互助家園由理念邁
向落實的契機。此外，互助家園籌設過程中，也先後獲得許多先進、專業
機構的指導和關愛，因此在內部動力與外部資源的火花相互撞擊下，終於
催生了互助家園。     
     8月3日新店中華聖母堂互助家園正式成立運作，並舉辦開幕式，當日
到場貴賓雲集，包括新店耕莘醫院馬漢光院長、中華聖母堂傳道協會劉勝
東主席、民代金中玉、陳怡君、宋雨蓁等議員，李傳傑里長等，以及神秘
嘉賓神經內科名醫葉炳強醫師等的到場，大大撫慰及鼓舞了在場的所有患
者和家屬。 
    做為新店地區首座失智症者及家屬的園地，互助家園甫成立，首期已
超額招收學員，社會對此服務的需求可見一班。我們期待互助家園能穩健
前行日益茁壯，更期待在我們的拋磚引玉下，未來能見到更多的互助家園
遍地開花，落實社區化照顧服務的願景，並重建社區失智長輩和家屬們的
正向能量。  

文/趙甦成 

2016年第16屆門徒讀經班招生 
日期: 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 共34周 
方式: 每周定期聚會研讀，一次三小時 
對象: 已領洗的教友 

門徒讀經班招生定向會將於2016年9月17日下午兩點於文萃樓召開， 
有興趣的教友可請前往參加，了解門徒讀經班的上課方式與內容。 
若有任何問題，可洽詢: 
謝秘書: 02-2914-3022 
高正本: 0937-064-519 
王敏惠: 0963-351-928 

耕莘醫院馬院長漢光 

耕莘醫院葉醫生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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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 共34周 
方式: 每周定期聚會研讀，一次三小時 
對象: 已領洗的教友 

門徒讀經班招生定向會將於2016年9月17日下午兩點於文萃樓召開， 
有興趣的教友可請前往參加，了解門徒讀經班的上課方式與內容。 
若有任何問題，可洽詢: 
謝秘書: 02-2914-3022 
高正本: 0937-064-519 
王敏惠: 0963-351-928 

耕莘醫院馬院長漢光 

耕莘醫院葉醫生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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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 週六 晚上  5:00 (國語) 
                         主日 早上  7:00 (國語)  •  9:00 (國語)                       
                         主日 晚上  6:00 (英語 English)    
                         第三週主日 早上 11:00 (阿美族語) 

【明供聖體】 週五 早上8:30至下午4:30   

主任司鐸：黃斯勝神父 / 傳協會主席：劉勝東 
編輯排版：周曼琳 、張琰、謝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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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彌撒】週一至週六 早上：8:00 

特別敬禮(每月)   首週五 晚上 7:30  耶穌聖心彌撒 
兒 童 主 日 學      主日 10 :  00 
成 人 慕 道 班      週六 14：30 (M20) 
                              週日 14：30 (M19) 
讀      經      班      週日 10：30 / 週一晚上 7：30 
青      年      會      週日 10：30 

神父的話 

   四腳亭之行 ── 
         歡送林貞生神父紀實 

    副本堂林貞生神父榮升「露德聖母朝聖地」主任司鐸的消息傳出時，教
友們除了驚訝，也感到不捨，因為林神父雖然到本堂才十個月，但是他的認
真和侍奉主的熱誠，已贏得不少教友的讚頌。交接儀式於7/24日舉行，報名
參加的教友十分踴躍。當天上午，眾人分乘兩輛遊覽車從聖堂出發，車行半
個多小時，便抵達瑞芳區四腳亭。 

    朝聖地位在狹窄的靜巷矮坡上，拾級而上便是聖堂正門，露德聖母靜靜
佇立在聖堂後方坡頂的「洞中庭」內，慈藹的聆聽信徒對她的傾訴和祈求。
繽紛的艷麗花朵，簇擁在聖母、聖若瑟和耶穌聖心等聖像四周，令人欣喜而
且平靜。炎陽高照，但教友的熱情絲毫不減，樸素而淡雅的聖堂擠滿了參與
彌撒的教友。據說這樣的盛況，是聖堂前所未見的，可見教友們的熱情了。
也許是在場信友太過熱情吧，教堂的電力竟因為不堪負荷而中斷了數次呢! 

    彌撒由教區秘書長范立言神父主祭，之後的新舊任本堂神父的交接儀式
也由他主持。現任的黃金晟神父因為健康因素必須退休靜養，他感謝堂區教
友的支持，也為自己的離開表達了歉意。輪到傳協會主席口中「酷酷」的林
神父致詞時，他說之前在金門馬祖掌管七個島和三座小聖堂的工作，去年七
月才調回本島，先是到祥豐街(「和平之后」天主堂)，六個星期後又調到中
華聖母堂任副本堂，而後是這個新職務。林神父說，在四年內歷經如此多的
調動，在本教區內他應該是第一名了，這番話引來哄堂的笑聲。儘管如此，
他認為神父就是要服從，而既然有中華聖母堂的教友如此相挺，可見他還算
認真，他也很感謝教友讓他有機會在中華聖母堂學習。他非常歡迎四腳亭教
友能夠天天來參加彌撒，他也會想辦法讓暖暖教堂也能有平日彌撒，更讓這
處朝聖地走向國際化。儀式結束後，全體教友和來賓前往餐廳進行午餐共融，
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這次的活動。 

    感謝中華聖母堂全力贊助，使教友們的四腳亭之行順利圓滿，也希望林
神父在忙碌新職之餘注意身體的健康，除了祝福，我們更為他祈禱。 

    (四腳亭教堂地址是瑞芳區瑞竹路32號，原名「進教之佑堂」，建於
1956年。1990年，露德聖母亭落成，狄剛總主教祝聖後，將該堂升格為「露
德聖母朝聖地」，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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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琰 

恭賀!! 新當選2016年中華聖母堂教友傳教協進會理事們 

    各位親愛的教友，時光飛逝，轉眼已是初秋，人事的流轉遷變將我們推
向新的時序，每個月藉由堂訊的訊息讓我們更清楚堂區的運作及各項福傳事
務的辦理情形，交換彼此的訊息與想法，也讓我們彼此更貼近。 

    在這裡神父要感謝傳協會對堂區福傳事務的付出與用心，有傳協會各位
弟兄姊妹的辛勞付出，讓堂區的各項事務能推展得更加順利，尤其福傳工作
要靠大家的團結合作、同心協力，才能將我們每個人的智慧集結成巨大的力
量，完成天主所交付的任務。 

    感謝上一任傳協會主席羅恆武弟兄，帶領傳協會完成聖堂重建等重大的
工作，羅將軍雖然因為搬家而卸下傳協會主席的職務，但他的精神與熱心依
然與堂區所有弟兄姊妹同在，接著由現任傳協會主席劉勝東接任，他接續傳
協會各任主席服務堂區的重責大任，將堂區的事務辦理得有聲有色，並且連
任這屆的傳協會主席，與崔莉榛副主席一同帶領傳協會，繼續為堂區各項福
傳工作費心服務，神父在此要感謝所有擔任堂區服務工作的弟兄姊妹，因為
有大家辛勞的付出與努力，才能讓中華聖母堂的大家庭帶給教友溫馨喜樂的
感受，讓福傳的工作依照天主的旨意完成，讓一切的榮耀回歸天主。 

    在此讓我們同心祈禱，請求天父繼續帶領我們，以我們對祂的虔誠信仰、
殷切期望與熱忱敬愛，在日常生活中遵照祂的旨意善渡每日的生活，也祝福
堂區所有弟兄姊妹主愛深深、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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