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方保祿　電話：(07)221-9253（高雄會院） / 0937-478766（方總會長）
編輯：鄭秋桃　電話：0933-671822   E-mail:sunna@ms13.hinet.net

社址：80148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50號

印刷：三納印刷有限公司 / 台南市永康區復華一街 77號 / (06)312-7888 

■聖家善會網址：www.holyfamily.tw　　　■出刊日期：主曆 2019.02 

天主教聖家善會

杜總會長的祝福 在聖家內感恩有你們
首先，在這裡感謝2018年天主聖三愛的圓滿，

充沛在我們聖家會與善會這個大家庭裡；其次，謝

謝一年中各地善會會長和幹部群的辛勞與克服萬

難，攜手建立所屬的團體，看到成長與福傳的果

實；欣賞大家在困境與挫折中走過的痕跡，無怨無

悔的自我奉獻與交付的聖家精神；讚賞各個善會

團體在會長與幹部們堅忍持守，面對不同的境遇，

仍然能和睦共處，團結無間，推展了聖家的使命。

期許，2019 年新會長與幹部群靠著聖家耶穌、瑪

利亞、若瑟的眷顧，聖神的引導永續傳承。

在這新的一年，用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

話，我們思考一下時間的意義：我們真的擁有時

間嗎 ? 還是時間擁有我們？「忙、盲、茫」值得

省思：「我們缺乏的不就是時間嗎？我們真的會

給自己時間嗎？我們豈不是在生活中遠離了自

己？」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令人玩味。

「天主始終與人同在，這是新年伊始的好消

息。」教宗方濟各在天主之母節，新年的第一天

給予我們一個很美的功課「注視聖母的目光：她

的溫柔，因為溫柔能預防基督徒的不冷不熱；聖

母的擁抱是治癒孤獨的良藥；聖母牽著我們的手

走良善的道路。」

最後，一起和教宗方濟各向聖母呼求：「緊

緊抓住您，我們將穿越歷史上最狹窄的險路。拉

著您的手，我們將發現使我們合一的紐帶。我們

聚集在您的披風下，沐浴在您真切愛護的溫柔中，

人類大家庭將在這裡重建：天主之母，我們在您

的保護下尋求庇護。」

讓我們彼此祈禱：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戶六 22-27 

方保祿有幸承擔聖家善會第 12 屆總會長，

從在 23 屆會員代表大會（107/3/3）被提名的那

刻起，腦海裡就思考是否應該勇敢站出來承擔這

份任務，聖家善會大家庭創會迄今邁入第 24 年

了，囿於台灣社會日趨老化的年齡結構，中高年

齡夥伴仍忙著在職場打拼，各分會普遍有年齡老

化現象，莊稼多工人少，此刻聖家善會亟需要有

人願意出來接棒，承擔繼續為年邁會員的服務關懷；107/8/25 會員大會選

舉投票前，感受主的工人不但要與主同心同行，也需要與主同工同勞，才

能與主同負一軛，共赴聖家善會使命的呼喚，當下歡喜願意承擔選舉結果，

因為唯有願意承擔，才能為聖家善會會員多做些服務。

去年（107）11 月初前總會長段文輝小中風住院期間，偕同內人多次

前往探視，看到神父修女與家人般兄姊的同心合意祈禱，家人耐心陪伴照

顧，段總會長自己用心復健，已有很好成果，這是我們大家所樂見的；段

總會長賢伉儷一直同心同行緊密在台南教區暨台南分會服務，夫妻與主同

行時時做莊稼的工人，這也是期勉自己學習的榜樣。

恭賀台北分會長的劉玉琴姊妹、輔大分會長蔡振興弟兄、嘉義分會長

張金姊妹、台中支會杜文龍弟兄、台南分會長鄭秋桃姊妹、高雄分會長周

如玉姊妹，歡喜組成愉悅的服務團隊，總會分會都是一家人，一起合作，

賴群組隨時可以提供意見，2019 年善加運用聖家善會網站資訊，各分支會

踴躍提供共融花絮照片、開發共融活動影音檔張貼在網站分享，為主多作

一分的流淚撒種，就為主多得一分歡樂與收割。「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

人少。」這是主今日對您我的呼聲，與大家共勉之。

－方保祿總會長的自我期勉

方蔡段三位總會長同框 ■圖／顏台生

　　　鄭秋桃

■文／方保祿

■文／總會長　杜金換　修女

　圖／顏台生

杜修女與杜神父

107年 12月 30日參加臺南分會聖家節共融活動，並見證新任秋桃卸任月華分會長的融
洽氣氛，與在主愛中日漸康復的段文輝總會長，看到台南分會如同耶穌聖家般的和諧，

神父修女會員溫馨和諧。

高雄分會 107年 10月 13日參加天主教在原
鄉首座堂區—屏東縣泰武鄉法蒂瑪聖母堂祝

聖奉獻禮典，當日共融活動由劉振忠總主教

主禮，各教區教友出席踴躍

107年 12月 31日高雄分會以包水餃歡喜杜
總會長南下於高雄會院見證蔡振興總會轉交

現金，由王淑貞姐妹收執，用餐後與高雄分

會夥伴合影

總會長　方保祿

分會長　劉玉琴

分會長　溫小雪

副分會長 :張台中

秘　　書 :陳素華

靈　　修 :汪惠明

總　　務 :鄭小賢

活　　動 :彭孝芳

台北分會

雪梨分會

副總會長　王淑貞

支會長　杜文龍

分會長　邱禮美

副支會長：詹柑熊

秘　　書：藍化弦

活　　動：蒲世派

靈　　修：吳素琴

總　　務：龔大成

會　　計：賴麗琴

台北分會台中支會

菲律賓分會

秘書長　趙詠淇

分會長　蔡振興

秘　　書：嚴秋麗

總　　務：鄭瑞昌

靈 　修　1：白郁翔

靈 　修　2：蔡承恩

活　　動：鄭琇芸

輔大分會

靈修長　汪惠明

分會長　張金

副分會長：林圭英

秘　　書：陳沛淇

會　　計：王秋菊

靈　　修：江台珍

活　　動：林圭英

嘉義分會

活動長　李香霖

分會長　鄭秋桃

副分會長：段文輝

秘　　書：姜麗鳳

總　　務：農秀梅

靈　　修：潘禮梅

活　　動：曾慈心

台南分會

總務長　張花足

分會長　周如玉

副分會長：劉瑞文

秘　　書：趙詠淇

靈　　修：張花足

活　　動：顏台生

總　　務：吳正維

會　　計：王淑貞

各支會聯絡人 :

露　德　堂：王碧霞

多瑪斯堂：張花足

救世主堂：吳秋菊

聖道明堂：林大勝

屏東聖劉方濟堂：方若荃

高雄分會

聖家善會第 12 屆總會及分會幹部名冊

　　　　善會各地聯絡資料 總輔導：杜金換修女　電話：02-2905-6177．0932-250-460

	 總　會 輔導：杜金換修女，電話：0932-250460
  總會長：方保祿，電話：08-751-8924．0937-478-766

 台北分會 11671 台北市文山區萬慶街 13巷 22號
  電話：02-2932-1555
  輔導：吳子清修女，電話：0958-390173
  分會長：劉玉琴，電話：02-2664-9796．0922-113-215

  台中支會　支會長：杜文龍，電話：0936-268-329

 新北市 24352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7巷 29弄 12號
 輔大分會 輔導：杜金換修女，電話：02-2905-2860．0932-250-460
  分會長：蔡振興，電話：0989-551-546

 嘉義分會 60094嘉義市西區長安街一巷 30弄 4號
  輔導神師：郭立志神父  
  輔導：賴碧華修女，電話：0932-302-924
  分會長：張金，電話：05-231-1268．0935-399-718

 台南分會 71074台南市永康區復華一街 77號
  輔導：黃慧娟修女，電話：0922-999-228
  分會長：鄭秋桃，電話：0933-671-822

 高雄分會 80148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50號
  輔導：翁娥修女，電話：07-221-9253
  分會長：周如玉，電話：07-2365151．0923-988-866

 澳　洲 雪梨會院 
 雪梨分會 55-61 Albion St. Annandale N. S.W. 2038 Australia
  電話：002-612-9560-4257
  輔導：張素蘭修女

  分會長：溫小雪，002-62-0411643965
  　　　　Email：michaelwen678@gmail.com

	 菲律賓 分會長：邱禮美（Arceli Cu Tan）
 分會 電話：002-75-5230882．002-9209031452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戶六 24 ～ 26

敬祝大家

主恩滿滿．新春如意
聖　家　會　總　會　長 杜金換 修女
聖家善會總會長 方保祿 弟兄

與主同行需同心

小編： 因受限於編輯篇

幅，各分支會幹部

相片，請上善會網

站搜尋。

敬上



「聖言與我們同在」2018年歲末，聖家會修女和台北聖家善會會員齊聚一堂，歡
度這屬於自己的聖家主保節慶。聖家「納匝肋小屋」是天父特別眷顧、關愛與賜福的

團體，也是耶穌、瑪利亞、若瑟特別疼惜和守護的家園，感謝聖家時時護佑著每個人

平安、健康，及家庭生活的圓滿。

聖誕節前後台北的天空，一直處於濕冷的寒冬，不過雖是冷颼颼，但慶祝「聖家」

的喜樂熱誠，點燃了大家的心火，約有近百位參與慶祝，令人喜出望外。感恩聖祭恭請

洪總主教主祭及 16位神父共祭。禮儀中有 2位姊妹加入聖家善會這個大家庭，同時舉
行善會新會長劉玉琴姊妹及幹部群宣誓儀式。感恩聖祭結束，共融餐會，全體以〈手牽

手唱阿肋路亞〉帶動歡樂氣氛，接著由善會幹部表演手語〈感恩的心〉和舞蹈〈喜氣洋

洋〉，年輕修女們舞蹈〈踏浪〉，年輕神父們合唱聖誕歌曲。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說的

「哪裡有祂的名，哪裡就沒有隔閡；哪裡有祂的名，哪裡就有共融。」（取自《真理的

合作者》）。總主教講道提到 12歲的耶穌已清楚自己的使命，祂的父母親對所發生的
事情，雖無法懂透，但以信德默存心中，完全配合天主的旨意。想像著聖若瑟和聖母瑪

利亞是怎樣的教導和撫育童年的耶穌；令總主教記起自己的母親，仍常記得母親和他的

對話，流露著做母親耳提面命的關愛與操心，聖家的愛是每個家庭的典範。

聖家會總會長杜金換修女於致詞時，感恩走過的歲月，修會蒙受很多恩人的陪伴

與支持，亦提及在場的百歲父親，每時每刻、心心念念的就是怎樣做好每一串玫瑰唸

珠，心無旁鶩、專務至極，每天拿著自己做的唸珠祈禱，平安喜樂流露於他的眉間，很

感動百歲父親對聖母的虔敬與熱愛。勤唸玫瑰經的奧義能讓我們更加經驗「聖言與我們

同在」。祝福每個家庭充滿聖家的愛與恩寵。

高雄分會 107年 12月 29日上午 10時，來自高屏地區 70多位會員
兄姐以歡喜感恩的心慶賀聖家主保，高雄聖家修女會院 2018年歲末感恩
聖家節共融活動，杜總會長專程南下高雄會院參加盛會；杜武吉神父主禮，

吳秋菊姊妹司儀，方若荃姊妹司琴，陳玲姊妹讀經、張花足姊妹答唱詠；

與會兄姐高唱聖歌中，廖修女偕同2位新會員夫婦，依序現任會長方保祿、
新任會長周如玉、杜神父進入會場，正式拉開感恩祭序幕。

杜神父講道，提示家庭的重要，耶穌、瑪麗亞、若瑟組成的聖家，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聖家善會會員宣揚天主的福音，建立基督化家庭，在

慶祝聖家節時，更彰顯家庭帶頭的功能。講道後，舉行第十二任分會長周

如玉宣誓，主禮神父與杜總會長主持監誓，廖修女、翁修女觀禮，全體會

員兄姊見證下，圓滿完成宣誓；接著舉行會長交接，由杜總會長監交，周

如玉分會長由方保祿手中接獲代表薪火相傳的木炭、會員名冊、財務帳冊

等。杜神父為服務團隊祝福行團體派遣禮，致詞期盼周分會長團隊繼續為

高雄教區教友服務。

接著舉行新會員入會禮，翁修女為新會員點燃手上蠟燭，並將蠟燭陳

獻放置祭桌上，杜總為長與周如玉分會長分別為新會員謝龍相 .林來于披
上披肩後，新會員虔誠跪在祭台前舉起右手宣誓，宣誓後，翁修女致贈新

會員每人一幅聖家圖作為紀念，並獲得如雷掌聲致賀。

領聖體禮後，杜總會長向新任會長暨服務團隊致賀，並感謝方保祿

會長四年來的帶領高雄分會，期勉方保祿擔任總會長也有一番作為。彌撒

禮成後，大夥邀請神父修女一起合影留念。共融餐會於高雄國軍英雄館舉

行，席開 6桌，會員歡喜享受多樣精緻餐食，周如玉分會長偕同服務團隊
逐桌致意，期勉會員繼續大力的支持。

2018 年歲末聖家傳教修會

　　慶祝聖家節

高雄分會 2018年聖家節感恩祭暨
新任分會長周如玉姊妹服務團隊派遣禮

■文／吳子清　修女

圖／台北分會提供

■文／方保祿

　圖／顏台生

嘉義分會慶祝聖家節台北分會慶祝聖家節

台南分會慶祝聖家節

 2/16 幹部會議

 2/24 新年團拜活動

 3/24 心靈講座

 4/28 慶復活節

 5/04 善會朝聖

 6月 參加各堂堂慶

 7月 拜訪善會家庭

 8月 親子生活營

 9/29 心靈講座

 10/27 聖母與我

 11/24 追思彌撒-郭神父主祭

 12/29 參加慶聖家節感恩祭 

 1月份 尾牙年歡會

 2月份 花博之旅

 3月份 避靜

 4月份 復活節慶祝

 5月份 朝聖

 6月份 耶穌聖心家庭敬禮

 7月份 預備全國會員大會＋家庭生活營活動

 8月份 全國會員大會＋家庭生活營活動

 9月份 專題講座

 10月份 朝聖

 11月份 避靜

 12月份 慶祝聖家節

 1月份 每星期主日彌撒後讀經。

 2月份 春節團拜。

 3月份 四旬期避靜。

 4月份 清明追思（聖山）

  主教座堂參加祝聖聖油。

 5月份 特敬聖母月（朝聖）。

 6月份 拜訪久未參加活動的會員。

 8月份 全國會員大會。

 9月份 小德蘭朝聖。

 10月份 敬老重陽

  拜訪年長會員及退休神父、修女。

 11月份 煉靈月、特別為亡者靈魂祈禱。

 12月份 慶祝聖家節（新會員宣示）

 1月份 1.家庭祈禱　2.分會幹部會議

 2月份 1.家庭日活動

  2.參加2019年第24屆會員代表大會　

  3.家庭祈禱

 3月份 1.幹部會議　2. 家庭祈禱

  3.年老會員訪視  
 4月份 1.家庭祈禱　2.年老會員訪視

  3.慶祝復活節活動

 5月份 1.慶祝母親節　2.年老會員訪視

  3.聖母月音樂會活動

  4.恭唸玫瑰經

 6月份 1.家庭祈禱　2.家庭共融日

  3.年老會員訪視

 7月份 1.家庭祈禱　2.家庭共融日

  3.年老會員訪視

 8月份 1.慶祝父親節活動

  2.年度全國會員大會活動

 9月份 1.家庭祈禱　2.年老會員訪視　

  3.彌格堂六十週年慶祝活動

 10月份 1.玫瑰月唸玫瑰經活動

  2.年老會員訪視

 11月份 1.家庭祈禱　2.年老會員訪視

 12月份 1.聖誕節慶祝活動　

  2.慶祝聖家節及新會員入會禮餐會共融活動

 元旦 參加各堂天主之母節或參加萬金聖母聖殿

  感恩彌撒

 2/16 參加總會2019會員代表大會

 2/9 露德堂主保堂慶

 3/26 四旬期公拜苦路愛德活動

 5/11 慶祝母親節信仰講座

 6/25 耶穌聖心月獻蠟共融活動

 7月份 拜訪會員家庭

 8月份 參加全國會員大會及親子營活動

 9月份 拜訪會員家庭

 10月份 共融分享

 11月份 會員大會

 12月份 慶祝聖家節感恩祭共融活動

2019年各善會行事曆

台
北
分
會

輔
大
分
會

嘉
義
分
會

台
南
分
會

高
雄
分
會

活動時間：

每月第四週主日

下午 2:00～ 4:00

每次活動前
一小時，每月
幹部靈修研
讀聖經分享

新年
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