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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U�&KDLUPDQ��7RQ\�/DX��DVNHG�PH�WR�ZULWH�VRPHWKLQJ�DERXW�RXU�
JHQHUDO�PHHWLQJ�ZKLFK�RFFXUUHG�RQ�0DUFK������������,�DP�UH�
VSRQGLQJ�E\�DWWHPSWLQJ�DQ�HVVD\�ZKLFK�LV�DQ�RS-HG�SLHFH��D�UH�
IOHFWLRQ�RQ�RXU�JHQHUDO�PHHWLQJ��ZKDW�LW�ZDV�PHDQW�WR�GR�ZLWK�UH�
JDUG�WR�WKH�SDVW��ZKDW�LW�ZDV�PHDQW�WR�GR�ZLWK�UHJDUG�WR�WKH�IXWXUH� 
 
,�KDG�KRSHG�WR�KHOS�WR�KHDO�WKH�IUDFWXUH�ZLWK�D�FRQVLGHUDEOH�SDUW�RI�
WKH�&DQWRQHVH�&DWKROLF�&RPPXQLW\�ZKLFK�OHIW�EHFDXVH�RI�LVVXHV�
LQ�WKH�\HDUV�����-�������,�PHW�ZLWK�D�UHSUHVHQWDWLYH�JURXSLQJ�RI�
WKRVH�ZKR�KDG�OHIW���7KH\�GHVFULEHG�WKHLU�LVVXHV�WR�PH���7KH�GH�
VFULSWLRQ�FRLQFLGHG�ZLWK�ZKDW�,�KDG�OHDUQHG�LQ�P\�WLPH�ZLWK�\RX���
8QIRUWXQDWHO\��PRVW�RI�WKRVH�ZKR�OHIW�DUH�VHWWOHG�LQ�RWKHU�SDULVKHV��
HVSHFLDOO\�\RXQJHU�IDPLOLHV�ZKLFK�KDYH�QHHG�RI�D�IXOO�UDQJH�RI�
SDULVK�VHUYLFHV���0\�FRQYHUVDWLRQV�ZHUH�DPLFDEOH�EXW�D�UHWXUQ�RI�
WKRVH�IDPLOLHV�LV�QRZ�QRW�SRVVLEOH� 
 
7KDW�OHIW�DQRWKHU�PDMRU�SUREOHP��WKDW�RI�ILQDQFHV���,W�ZDV�SHUFHS�
WLYHO\�SRLQWHG�RXW�WR�PH�WKDW�LQ�WKH�SODQQLQJ�E\�WKH�([HFXWLYH�
&RPPLWWHH��DQG�LQ�WKH�H[HFXWLRQ��ZH�KDG�WRR�PXFK�RI�DQ�HPSKD�
VLV�LQ�WKH�JHQHUDO�PHHWLQJ�RQ�WKH�ILQDQFLDO�LVVXHV���7KDW�LV�WUXH���,I�
WKHUH�LV�DQ\�IDXOW�WKHUH��LW�LV�PLQH���,�ZDQWHG�WR�PDNH�VXUH�WKDW�,�
XQGHUVWRRG�\RXU�SDVW�DQG�WKDW�,�FRXOG�WKHQ�KHOS�WR�KHDO�WKH�LQWHU�
QDO�GLYLVLRQV�DPRQJ�\RX� 
 
5RVD�/HH�LQ�KHU�SUHVHQWDWLRQ�SRLQWHG�RXW�WKH�WHFKQLFDO�GLIILFXOWLHV�
DWWDFKHG�WR�KHU�SRVLWLRQ�DV�%RRNNHHSHU�DQG�ZKDW�WKH�([HFXWLYH�
&RPPLWWHH�WULHG�WR�GR�LQ�DPHQGLQJ�RXU�SURFHGXUHV���6KH�JDYH�DV�
ZHOO�DQ�DFFRXQWLQJ�RI�WKH�\HDUV�����-�������,Q�WKRVH�\HDUV��\RXU�
([HFXWLYH�&RPPLWWHH�TXLFNO\�FXW�WKH�ODUJH�GHILFLWV�ZH�KDYH�EHHQ�
KDYLQJ�DQG�EURXJKW�XV�FORVHU�WR�D�SDWWHUQ�RI�EDODQFLQJ�WKH�EXGJHW� 
 
,Q�WKH�&KDSODLQ¶V�5HSRUW��,�RYHUODSSHG�5RVD¶V�GLVFXVVLRQ�LQ�GLV�
FXVVLQJ�WKH�\HDUV�����-�������,�ZHQW�RYHU�WKH�GLIILFXOW�ILQDQFLDO�
KLVWRU\�RI�WKH�\HDUV�����-������ZLWK�D�WRWDO�RI�GHILFLWV�RI�URXJKO\�
��������LQ�WKH�\HDUV�����-�������,�LQGLFDWHG�WKDW�,�GLG�QRW�ZDQW�WR�
VSHQG�DQ\�WLPH�SODFLQJ�EODPH�RU�SLQQLQJ�GRZQ�GHWDLOV���$V�,�WUL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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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DUHIXOO\�SKUDVH�LW��WKH�EDVLF�SUREOHP�LQ�WKRVH�\HDUV�ZDV�WKDW�
WRR�PXFK�ZDV�H[SHQGHG�RQ�SULHVW�UHPXQHUDWLRQ���7KH�VDYLQJV�RI�
WKH�FRPPXQLW\�GURSSHG�IURP�D�KLJK�RI����������LQ�����-���WR�
���������LQ�����-��� 
 
,�TXRWHG�D�VWRU\��,�WKLQN��DERXW�VRPHWKLQJ�,�KDG�VHHQ�LQ�WKH�0D\�
IORZHU�'RQXW�6KRSV�LQ�/RV�$QJHOHV�ZKHQ�,�ZDV�JURZLQJ�XS���7KH�
VLJQ�GHILQHG�RSWLPLVWV�DQG�SHVVLPLVWV���7KH�RSWLPLVW�ORRNV�DW�WKH�
GRQXW���7KH�SHVVLPLVW�ORRNV�DW�WKH�KROH�LQ�WKH�GRQXW� 
 
,�EHOLHYH�WKHUH�ZHUH�WRR�PDQ\�SHVVLPLVWV�LQ�RXU�FRPPXQLW\�ZKR�
MXVW�ORRNHG�DW�WKH�KROH�LQ�WKH�GRQXW��WKH�ODUJH-VFDOH�GHILFLWV�WKDW�WKH�
&DQWRQHVH�&DWKROLF�&RPPXQLW\�VXIIHUHG���\HDUV�DJR� 
 
%XW�IURP�WKH�RWKHU�SRLQW�RI�YLHZ��WKH�&DQWRQHVH�&DWKROLF�&RPPX�
QLW\�KDV�D�JLIW�IURP�WKH�SDVW��IURP�\RXUVHOYHV�DQG��LQGHHG��IURP�
WKRVH�ZKR�OHIW�WKH�FRPPXQLW\���7KLV�LV�WKH�³GRQXW�´�LI�\RX�ZLOO���
/RRN�DW�LW���<RX�KDYH�VDYLQJV�RI�DURXQG������������7KDW�EDVLF�
VXP�RI�DURXQG����������LV�D�SDWULPRQ\�ZKLFK�ZLOO�EDFN�XS�WKH�
FRPPXQLW\�LQ�KDQGOLQJ�LWV�H[SHQGLWXUHV�LI�WKHUH�DUH�GHILFLWV�LQ�WKH�
IXWXUH���$QG�LW�FDQ�EH�XVHG�IRU�FRPPXQLW\�HQGHDYRUV�WR�KHOS�RWK�
HUV��LI�QHHG�DQG�GHFLVLRQ�EH� 
 
$IWHU�GLVFXVVLQJ�WKH�SDVW��WKH�ILQDQFHV��,�WXUQHG�WR�WKH�IXWXUH���:H�
KDG�KDG�DQ�DXGLW�SHUIRUPHG�DORQJ�ZLWK�WKH�UHVW�RI�WKH�6DQ�-RVH�
'LRFHVH�HQFRPSDVVLQJ�WKH�SHULRG�WR�-XQH�����������GDWHG�$SULO�
�����������,QFOXGHG�LQ�WKDW�UHSRUW�ZHUH�UHTXHVWV�IRU�UHVSRQVHV�WR�
ILQGLQJV�WKDW�LQGLFDWHG�ZH�ZHUH�GHILFLHQW�ZLWK�UHJDUG�WR�D���\HDU�
SODQ��WR�WKH�KDQGOLQJ�RI�³H[FHVV�FDVK�´�DQG�WR�EXGJHWV��EHFDXVH�RI�
WKH�GHILFLWV�LQ�VSHQGLQJ� 
 
$V�WR�WKH�ODVW��EXGJHW�GHILFLWV��ZH�EHOLHYH�WKDW�KDV�EHHQ�VROYHG�E\�
WKH�ZRUN�RI�WKH�([HFXWLYH�&RPPLWWHH� 
 
$V�WR�WKH�KDQGOLQJ�RI�³H[FHVV�FDVK�´�,�VDLG�DW�WKH�JHQHUDO�PHHWLQJ�
WKDW�,�ZRXOG�SXVK�WR�DFFHGH�WR�WKH�GLRFHVDQ�JXLGHOLQHV�WKDW�
³H[FHVV�FDVK´�LQ�WKH�'LRFHVDQ�%DQN�$FFRXQW���$W�FRQVLGHUDEOH�
SURGGLQJ�IURP�P\VHOI��WKH�([HFXWLYH�&RPPLWWHH�KDV�DJUHHG�WR�
SODFH�WKH�DPRXQW�DVNHG�IRU�E\�WKH�GLRFHVH�LQ�WKDW�GLRFHVDQ�DF�
FRXQW���7KLV�ZLOO�EH�GRQH�E\�2FWREHU���DIWHU�RXU�EXGJHW�IRU�WKH�
QH[W�\HDU�LV�UDWLILHG���$V�VWDWHG�LQ�WKH�OHWWHU�WKDW�,�VHQW�WR�0V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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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D�DQG�WR�ZKLFK�KH�DJUHHG��DQG�ZKLFK�ZDV�SUHVHQWHG�WR�\RX�DW�
WKH�JHQHUDO�PHHWLQJ�LQ�0DUFK��WKLV�IXQG�ZLOO�EH�KHOG�LQ�WUXVW�IRU�
WKH�&DWKROLF�&DQWRQHVH�&RPPXQLW\��WR�PDNH�XS�IRU�DQ\�GHILFLWV�
VKRXOG�WKH\�DULVH�DQG�IRU�WKH�SDVWRUDO�SXUSRVHV�RI�WKLV�FRPPXQLW\� 
 
$V�WR�WKH���\HDU�SODQ��VLQFH�QR�YROXQWHHU�VWHSSHG�IRUZDUG�WR�GUDIW�
WKDW�GRFXPHQW��,�DP�WU\LQJ�WR�ZULWH�RXW�D�GUDIW���\HDU�SODQ���7KH�
HPSKDVLV�LQ�WKLV�SODQ�LV�QRW�RQ�ILQDQFH�EXW�RQ�ZKDW�ZH�FDQ�GR�E\�
ZD\�RI�RXWUHDFK�DQG�SUD\HU���$QG�LW�ZLOO�EH�WKH�EDVLV�IRU�RXU�QH[W�
JHQHUDO�PHHWLQJ�ZKLFK�ZLOO�QRW�KDYH�DQ�HPSKDVLV�RQ�ILQDQFH� 
 
2XWUHDFK�LV�UHDFKLQJ�RXW�WR�KDYH�RWKHU�&DQWRQHVH�MRLQ�RXU�FRP�
PXQLW\���7KLV�GUDIW�ZLOO�EH�VHQW�WR�\RX�IRU�KHOS�LQ�GHVFULELQJ�WKH�
KLVWRU\�DQG�WKH�IDLOHG�DWWHPSWV�ZH�KDYH�PDGH�IRU�RXWUHDFK�DQG�WR�
VXJJHVW�RWKHU�PHDQV�RI�RXWUHDFK� 
 
3UD\HU�LV�OLIWLQJ�RXU�PLQGV�DQG�KHDUWV�WR�*RG���7KLV�LQFOXGHV�UH�
WUHDWV��WKH�0DVV��HYHQ�VRFLDO�HYHQWV�WR�GUDZ�XV�WRJHWKHU���$JDLQ��
WKLV�GUDIW�ZLOO�EH�VHQW�WR�\RX�IRU�KHOS�LQ�VXJJHVWLQJ�KRZ�ZH�FDQ�
UHYLWDOL]H�ZKDW�ZH�DUH�GRLQJ� 
 
2XU�FKDOOHQJH�LV�WR�GR�ZKDW�6W��,JQDWLXV�RI�/R\ROD�FKDOOHQJHG�KLV�
FRQJUHJDWLRQ�WR�GR���:H�DUH�DLPHG�DW�WKH�JUHDWHU�JORU\�RI�*RG���
7KDW�JORU\�LV�QRW�*RG¶V�LQQHU�JORU\���*RG�LQ�KLPVHOI�LV�LQILQLWH�DQG�
FDQQRW�EH�JUHDWHU�RU�OHVV���:H��ZH��DUH�WKH�H[WHUQDO�JORU\�RI�*RG���
,W�LV�LQ�WKH�SUDLVH�WKDW�ZH�JLYH�*RG�LQ�OLYHV��LQ�RXU�SUD\HUV�DQG�LQ�
RXU�ZRUNV�WKDW�ZH�FRQWULEXWH�WR�WKH�JUHDWHU�JORU\�RI�*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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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是一種連結”-  彭修女分享主題             

-RH�/LQ��連聯波) 

 

四月八、九日，和 /HVOH\參加了彭修女靈修講座，主題

是“靈修是一種連結”。以下是修女的分享： 

修女透過“靈修是一種連結”的主題、帶領我們大家務

實的看，如何過好「基督跟隨者」的靈修生活；也就是我要

過與主連結、與自己連結，幷與他人連結的生活，來爲天國

做準備。這連結主要顯示在我能看見主是好的，且看見的我

是好的，又看見他人是好的。不過經驗顯示，在我的生命

中、若有我未正視的孩提創傷，就很難看見主、我自己，或

他人是好的。所以，爲過靈修生活，正視孩提創傷爲每個人

都十分必要。 

我們也探討了靈修生活的關鍵是能耐。我是否擁有靈修

的能耐，就要看在一個特定的具體狀況中，我如何反應。在

日常生活的爲人處世上，我若反應不理想，並不表示我不

好，而是說我有痛苦；我須透過祈禱，不斷地進行生命的整

合，我必須把我的痛苦與主的痛苦作連結。 

我們透過福音看主是好的；雖然我軟弱，但是主仍願意

與我作朋友，幷揀選我與祂同工。 

我們也看了「每一個人都是好的」的事實，因爲雖然我

曾多次遠離了祂，但我總讓祂找著我，幷讓祂歡喜的把我帶

回家。我知道我之所以是好的，原因就在於此：我讓主歡

喜！我的悔改讓主對我微笑！我讓十字架上的主微笑。所

以，我要正視我的孩提創傷，讓主來恢復那在我內、祂原本

創造的、美好的我。 

最後，我們要看見他人也都是好的，就如主在世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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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那些遭人唾棄的窮人或罪人是好的一樣。主之所以會這樣

認爲，是因爲祂看見人雖然陷入不幸或軟弱，但每人都仍有

很了不起的一面。上主對每一個人所持的心懷是：“壓傷的

蘆葦我不折斷，將滅的燈芯我不吹滅。”主知道是人的孩提

創傷，使人成爲壓傷的蘆葦、將滅的燈芯。今天，我也要看

見傷害我的人正是那壓傷的蘆葦，或將滅的燈芯。站在十字

架下的我，若回答十字架上的主向我提出的哀求：“你願意

那位傷害你的人下地獄嗎？”相信你我會說：“不！”我求

主幫助我看見，那傷害我的人是壓傷的蘆葦，和將滅的燈

芯；經歷了孩提創傷的他須得憐憫與治癒。 

因此，我們不用去看對或錯、成功或失敗；我要看的

是：“我這樣做，我的心靈自由嗎？”我要不斷的問：

“主，你要的是什麽？”如果我們不斷的探討這主題，這必

定讓我們的靈修生活受用無窮。 

如果我們能，請在經濟上支援修女同工們的福傳。主賜

我們平安。主同在！  

 

支票抬頭請寫： &(& 

支票0HPR��)RU�6LVWHU�(ODLQH�
0DULH�3HQJ��&KLQD�0LVVLRQ 

請郵寄至： 3�2�� %R[� ���� /RV�
$OW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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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病痛中的感悟 

黃建國神父 

 

 2014 年 9 月 7 日，我被證實患了大腸癌。依醫生的判

斷，我的生命已被判了死刑。然而，直至今天，主已賜我足

足活過了兩年。在這天主恩慈的歲月裡，祂給予我不少機會

及時空，去反省我的生命和人生。以下是我所感悟的，並願

與大家分享。 

 人從出生到離世那天，都免不了會生病。小時候，不

舒服時就找爸媽，相信他們一定有辦法讓我們康復；不過遲

早會發現，父母的愛心，關懷和經驗，對於治病能幫得上的

忙實在很有限。長大後，我們學會善用身體本身奇妙的自癒

和復原能力，但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走到這投無路的地

步。這時要向誰求助呢？醫生嗎？天主嗎？天主會顧念我們

個人的健康問題嗎？如果天主會，我們對祂能抱有什麼期待

呢？祂又對我們有什麼期待呢？ 

 醫治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經驗，不但人各有異，就連

每種病和周遭的環境也都不同。此外，醫治通常涉及身心靈

各方面的因素。許多尋求醫治的只專注於身體，而忽略心

靈；也有些人太過投入心靈層面，而忘卻了矯正身體的毛

病。如何才能找到適當的平衡㸃呢？ 

 心靈方面，有些原則要特別注意：要相信天主的介入

是可能的，找出天主允許疾病發生的目的，在各種情況下願

意去做祂要求我們做的任何事，並求祂實踐祂在福音中「求

則得，覓則獲」的承諾。即使天主沒有立即答覆，或答覆不

如預期時，仍要繼續信賴祂。不過，天主在答覆時也會考量

其他因素，像是個人的神修是否成熟，以及對祂運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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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多少。 

 許多不了解的是，從天主的角度看，身體的痊癒未必

是最主要或唯一的目標，通常人更需要的是心靈的醫治。為

達到這個目的，有時候天主會把我們放到一個更容易接近我

們心靈層次的處境。身體的病痛是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

為可以迫使我們較長時間沉靜下來，聆聽祂對我們説話。 

 從另一角度看，即使你想純粹從生理角度尋求醫治，

你也找不到每個病例都適用的萬能公式。例如該不尋求專業

的協助，像是西醫或中醫丶藥物丶特殊療法丶自然療法丶食

療或其他另類法丶 ASEA 丶還原水等，就是一個幾乎永無定

論的問題，而且每個病例都有所不同。適合某個病例的醫療

行為，用在另一個病例上，可能大錯特錯。特殊的飲食丶藥

物丶手術丶放射治療丶化療或中醫的針灸等，也不能一概而

論。市面上充斥著各種書籍，告訴人們該做或不該做什麼才

能康復。那些方法有時有効，有時沒効，而且許多方法也彼

此矛盾。誰有權說哪個方法對你最好？哪個專家是你該全心

信任的? 

 其實，耶穌是最偉大的醫生，所有的醫生合起來，也

不比祂更清楚你身體的病症和醫治方法。不但如此，祂了解

與關心的是你整個人：身心靈的健康。祂有時候會藉著由醫

生和醫療來作祂的工具，方便祂醫治。但唯有祂真正有醫治

的能力，如果沒有祂在某個層次的介入，就不可能有痊癒，

因為祂是「道路丶真理丶生命」。所以每次生病時，何不邀

請祂從頭到尾，在每一個層面都參與其中？這是祂最高興的

事。 

 因此，需要醫治時，最先該做丶最重要的事，就是把

自己已 完全交在꼳悲耶穌的手中。如果祂願意只用超自然方

式治好你，祂當然做得到；如果祂選擇利用一些醫生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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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祂必會帶領這個團隊； 如果祂決定讓你立刻痊癒，那祂

當然辨得到；如果祂寧願讓你的身體吃一些苦，好使你的身

心靈更強壯，也是祂的選擇，而且祂這樣做是出於愛你；如

果祂挑選死亡來醫治你，帶你到天國去，在那裡不再有疾病

丶痛苦和悲傷，那更是出於祂對你特別的疼愛。 

 不論如何，耶穌的目的不會讓你的身體今天暫時痊

癒，明天又再度生病。祂可以醫好你千萬次，但你那會腐朽

的身體還是會繼續退化丶消耗，直到死亡。祂的目標是讓你

在今生盡可能活得快樂丶健康丶滿足，同時也為來世的生命

做準備。祂對你的人生有一個與你一起去合作的計劃，希望

你能完全配合去實踐祂的救恩計劃。為了幫助你配合祂的計

劃，祂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你患病的過程中，和你一起工

作。最重要的是，祂希望你發揮最大潛能，盡你所能為祂的

愛作見證。 

 最重要的是永不動搖地相信祂對你的愛。如果你覺得

祂的愛離你很遠，這一定不是事實，因為沒有任何人地事物

可使你與基督的相隔絕（羅 8 ： 35）。如果你認為你辜負了

基督太多，不可能獲得基督的寬恕，請你千萬不要掉入這陷

阱裡，因為你永遠不可能壞到基督受不了的地步。如果你認

為自己不配丶不完美或不足，這也沒問題。這一切꼳悲耶穌

一點也不計較。如果你覺得無望或軟弱到無可救藥，如果你

已經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鬥志與勇氣，努力堅持吧，你的努

力不會白費！如果你覺得失落丶孤寂或迷惘，別擔心！耶穌

完全懂，而且祂還有所 有你要的答案。如果你以為你有太多

毛病丶短處丶不完美的地方，基督不可能還愛你，那你就大

錯特錯了！꼳悲耶穌看穿你內心的最深處，而且祂就是愛你

原本這樣子。世上不曾有，也不會有任何人地事物可以改變

祂對你的愛。因為「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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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她的能忘掉，我也不會忘掉你」（依 49 ： 15）。 

在我患癌症足足兩年的漫長歲月裏，我可有不少意想不到的

收穫。 

 調整心弦：患病會讓我立即放慢腳步，不能繼續處理

「平常這麼多的事務」，只有減半其量；把自己從忙碌的節

奏裏解放出來。一旦我放慢了腳步，我的注意力就自然放在

與耶穌的關係上，我再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看清自己的價

值觀和優先順序。患病讓我謙虛，因為病痛提醒我：我的生

命是多麼脆弱；又須請別人幫忙做這個或那個，為我祈禱

等，這些都是謙卑的機會。患病更讓我珍惜平時健康的身

體，也更同情丶關愛丶體諒那些體弱多病的人。我患病讓別

人有機會學習關懷病弱的人，及發揮他們善良的一面，表達

愛心與꼳悲心。 

 病痛洞穴內的寶藏：病痛會讓我的身體受苦，但卻對

心靈有益。我對生命比本身較為親近及更珍惜每日丶每時丶

每刻的生命，我既不知道自己將活多久，所以每一天都懷著

感恩去度過，每天都要活得精彩：透過我的微笑丶祝福的話

丶關懷的態度丶慈悲的心，將天父慈愛的面孔給別人看。 

感恩是我每天醒來時的心態：感謝天主賜給新一天的生命。

若起路時平穩，每一步我心中說「讚美主感謝主」，因為這

不是理想當然的。若能很通順地去排便，我會由衷地感謝，

並求主使我在感恩祭時把我最好的精力用替祂服務上。每一

天為我都是꼳幼會傳統的「習練善終」日，希望每一天都能

全心為祂而活，並與祂一起活。因為

我已從「理所當然」的夢中醒來，所

以我現在已活在天主的恩寵當中，因

而恩上加恩。這樣的生活既有意義又

有目的和方向，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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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黃建國神父 

劉新華 
 

【鮑思高慈幼會會士黃

建國神父，已於今年 � 月 �� 日

晚上，安逝於香港聖保祿醫

院，享年 �� 歲。黃神父發願

入慈幼會 �� 年，晉鐸 ��

年。】 

認識黃建國神父，實在

是上天的巧妙安排，亦是天主

對聖荷西粵語組團體的無微照

顧；派遣黃神父來美深造，從

而服務北美的廣大教友。  
  

回想在九十年代，粵語組團體剛剛組成，並沒有固定

的神師，更沒有會說廣東話的神父主持粵語彌撒。我們便四

出探聽及聯絡，希望可以找到會說廣東話的神父，為我們主

持主日彌撒。 

幸運地當時有不少過境的神父或是前來柏克萊神學院

深造的神父，是從香港過來的。黃神父便是其中一位，而且

他的課程是六個月的課程，這使他可以有時間在課餘的時

候，服務教友，當然黃神父亦是一位充滿服務熱誠的神長；

當我們戰戰競競地邀請他主日為我們主持感恩祭時，黃神父

竟然毫不考慮，一口便答應下來，這使我們真的是喜出望

外。 

在剛開始的頭一、兩個月時，我們是每主日輪流派人

到柏克萊接送黃神父的；漸漸地充滿愛心的黃神父體驗到我

黃建國神父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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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辛勞，便主動提出他可以乘搭捷運，到菲利蒙()UHPRQW��

站，使我們省回不少的人力及時間。有時神父在主日早上還

有工作，當他做完了工作，便匆匆買了個麵飽，在搭乘捷運

時吃了充饑，就馬不停碲地為我們開彌撒。這樣的一位充滿

愛心、樂意服務及為他人著想的神長，實在是令我們肅然起

敬。 

猶記得當黃神父在星期六有空時，他會抽空過來為我

們主持退省、工作坊及聖言分享等。有次神父有空，我們剛

約了打網球，便邀請神父加入；我們心想神父一把年紀，大

家切磋一下球技便好了，不要贏得太盡，給神父一點面子。

想不到神父一落到球場，完全判若兩人；他的判斷力及球

技，跟職業球員不相柏仲，他擊出的每一球都又勁又準，落

點總是命中死角。令我們每一個都無力招架，慘敗而回。黃

神父亦坦言，他自己的視力及判斷力，是他自己最感自豪及

感恩的天賜禮物。 

黃神父現已安息主懷，當他在世的最後幾年，每天都

要跟癌症博鬥，痛苦萬分；但他仍堅持繼續做本堂神父的工

作、服務天主的子民，直至他呼出最後的一口氣。神父的這

份堅持及不放棄的精神，令我們感到萬分的敬佩。 

在懷念黃建國神父的同時，亦更要衷心感謝上主對我

們粵語組團體的照顧，多年來都會派不同的神長，前來協助

團體主持彌撒、帶退省及講座等等。我們要感恩的是從團體

成立到現在，我們從來沒有因為找不到神父而需要取消下午

一點半的粵語彌撒。我們亦需要祈求在天上的黃神父，多為

我們的團體轉禱，希望上主的平安與喜樂，經常降臨在團體 

 

 各成員的家庭中。主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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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了「道謝」！ 

          5&��� 
 

 在天父的安排下，有機會在教會農曆新年慶祝晚會中

獻唱，在練歌與排練的過程中有所領悟，所以藉此機會與大

家分享。 

 我是在教會退省中聽到一首非常好聽的歌，歌名是

「愛是不保留」。就是因為喜歡它的音樂與歌詞，我竟然跟

一位教會歌詠團員説：『首歌咁好聽，你哋歌詠團不如都唱

呀，如果你哋唱嘅話，我都跟埋你哋一齊唱。』為了這句衝

口而出的話，我竟然被安排在晚會中獨唱，唱的是歌詞不同

的婚禮版「我信愛是恆久」。 

 我很喜歡唱歌也常愛唱 NDUDRNH 卡拉 2.，可是從來沒

有歌詠團的經驗，雖然只有一個多星期練歌的時間，我也答

應了！就是因為這份自信害了自己，知道錯的時候已經太晚

了。在家中練唱了幾天，就發覺唱這首歌並不容易啊！眼看

剩下的時間不多，心裏開始擔憂和緊張，越緊張越唱不好。

新年晚會前一個星期的歌詠團排練中，發現自己全練錯了，

覺得自己唱得那麼難聽，心裏面非常難過和失望。幸得奏琴

者幫忙錄下鋼琴獨奏和伴奏兩個版本，讓我可以回家好好練

習。以後的一個星期我是在非常漫長的狀況下渡過，嘗試過

用不同的音調和唱法，但練歌的進度仍然不如理想。在無助

的情況下，我唯有每天祈禱：『如果天父一定要我完成表

演，祈求天父助我解決困難渡過難關。』好不容易到了新年

晚會當天，中午十二時左右便到達了聖堂禮堂，剛到不久便

見到我們的會長 7RQ\向我問好：『早晨！妳好嗎！』就是

一句問候，便把這個星期自己悶在心裏的話説出來：『早

晨！唉，2. 呀！想“唔撈”啦！』當然他的反應很快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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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解呀？』，我也老實回答説：『唱得咁難聽，唔好

難為啲教友啦，佢哋聽得辛苦，我自己唱得都辛苦。』他竟

然很有耐性地對我説：『咁快就放棄啦，唔好咁快放棄住，

再練一下先啦！』聽見了這些話，我覺得非常之慚愧，其實

不應該那麼容易放棄，固回答説：『一陣間唱比你哋聽，等

你哋聽下，可以俾啲意見我啦。』結果得到眾多歌詠團兄弟

姊妹們的指導、鼓勵與幫忙下，雖然唱得不是太好，但也不

是很難聽，終於可以完成任務！晚會完畢後，我一一向各位

兄弟姊妹們道謝，非常感恩，也感謝天父的幫忙。 

 雖然這個故事非常之簡單，但仍能教曉我一些道理。

每個人在迷失方向與無助的時候，能得到朋友的幫助和鼓

勵，是能給予人很大的推動力。 

 過了幾天，因為 ME 季刊截稿日期快到了，我正為找

題材寫文章而煩惱的時候，突然想起最近發生的這個故事，

覺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回想這個故事的

細節後，我終於知道自己忽略了什麼。我忽略了一個非常重

要的人物，那個人就是我的另一半，我竟然沒有向他道謝。

雖然知道自己的疏忽，但整天都沒有説出口，心裏面很是不

安。還是到了第二天，才鼓足勇氣衷心向他道謝，他那面上

甜絲絲的笑容，我到現在仍然記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向朋友説聲謝謝那麼容易，可是向自己另一半

卻那麼彆扭呢！其實幫助與支持我最多的就是他：就是他給

了我很多意見；就是他陪我一起去排練；就是他幫我把鋼琴

獨奏與伴奏的音樂錄下來，再把它轉錄成 CD 光碟，讓我可

以在車上和在家裏練唱；就是他犧牲看電視和看電影的時間

陪我練歌；就是他竟然動用他的“小的大老婆”（音響器

材）要我拿著 microphone 練唱，很可惜這些我卻全不在意地

把它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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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一一回想他為我所付出的一切，心內滿滿的暖流

不停在流動，非常窩心。其實得到身邊另一半的支持與鼓

勵，更勝千言萬語，但是要緊記，別忘了「道謝」啊！★ 

 

 

聖堂內的基督徒 

    一舊雲 

 

 從小到大感覺步入聖堂內是很神聖壯嚴的時候。自領

洗當了教友差不多也大半世人，從少年聖母軍到現在的成人

聖母軍。總覺得自己就算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算是稱職的

天主教徒。十誡裡面也遵守得八八九九。心想只要用心對人

對事就沒有譲自己損壞天主的名，做一個名乎其實的基督

徒。曾經好自豪地在一些公開活動給別人認出我是教徒，天

主的子女。 

 

 隨著年紀增長和環境的改變，深深的體會到什麼叫做

表裏不一。有些在聖堂裏虔誠的參與彌撒的教友，在聖堂外

卻嘴臉完全兩個人。在教堂內跟你溫文儒雅的閒話轉頭卻破

口大罵。平時言談大方轉身卻"是非"亂丟，唯恐天下不亂。

最近和一個信仰基礎不是很深的新教友談話，她看到的也是

和我的差不多，她感到好大的困擾，因為她不敢相信在聖堂

內會有這樣的人，這些都不是基督徒所為。 

 

 作為一個基督徒最重要是因着自己的行為表現被聖堂

以外的人認出你是基督徒，天主的子女。而不是只做聖堂內

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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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for my Children  

送給我孩子的信 

By: Maisy 
'HDU�6RSKLH�DQG�'\ODQ� 
 
 7RGD\�LV�\RXU�EDSWLVP�GD\���<RX�PLJKW�QRW�UHPHPEHU�WKLV�
GD\�DV�\RX�DUH�WRR�\RXQJ�WR�XQGHUVWDQG�WKH�VLJQLILFDQFH�RI�WKLV�
HYHQW���%XW�RQFH�\RX�DUH�ROGHU��,�ZLOO�JXLGH�\RX�WR�GLVFRYHU�WKH�
&DWKROLF�IDLWK�MRXUQH\��,�FDPH�DFURVV�WKLV�UHDO�VWRU\�UHFHQWO\�DQG�
IRXQG�LW�YHU\�LQVSLULQJ�WKDW�,�ZRXOG�OLNH�WR�VKDUH�ZLWK�\RX��� 

 

與眾不同的十二歲生日禮物~徒步環島 

 我是一個六年級的女生，在去年的十二月十五號到今

年的一月二十七號，我跟媽媽用四十四天的時間徒步環島一

圈，當作給我自己的十二歲生日禮物。為什麼會想到要徒步

環島來當我的生日禮物呢？其實，原本只是媽媽問了我說：

「你想給自己什麼特別的 12 歲生日禮物嗎？」，我想了想，

說：「我要環島!」，媽媽原本以為我說的「環島」是指：火

車環島、公車環島、機車環島⋯⋯大不了就是單車環島了吧！

但我說：「不是，我是指徒步環島。」媽媽跟爸爸討論後，

決定讓我跟媽媽一起去實現這個禮物。 

 做好了決定，我們便開始著手進行出發前的準備工

作，像是要買一些適合背重物的健行背包、水袋、運動鞋、

快乾衣物⋯⋯，而規劃行程、從路線到尋找住宿地點，都是我

的負責範圍。我用 Google Map 排完路線後，尋找適合落腳休

息的地方，再用 Excel 做表格、估預算.…，從準備工作中，

我不只學到了如何操作電腦和運用這些軟體，也實際學習了

台灣的地理：從這個鄉鎮走到下個鄉鎮，中間會經過那裡?路

途多遠?接下來又是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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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一個在家自學生，所以這次的環島計畫，就

是一堂精彩豐富的綜合跨領域課程！光只是行前準備，就已

經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與經驗，那實際上路的環島旅程

呢？ 

 如果有行前的準備，當然也有行前的訓練囉!我們開始

從關渡大橋走到鶯歌，總長大概是二十八公里左右。我們大

概是走了三、四次吧!所以，如果現在要我帶大家徒步走到鶯

歌，我應該不太需要導航了⋯⋯ 

 時間過得很快，出發的日子——十二月十五號就是隔

天了，我緊張的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熬到了當天早晨，我穿

好衣服，回頭望向這個我要再過四十四天才能再次看到的房

間，不禁輕輕對它說：「再見！」，便走出了這個房間。 

恍惚中，我已經朝向往徒步環島的起點——關渡大橋，而當

天要陪走的人也在那裡和我們會合。於是，我們一行人便開

始了環島的旅程。 

 環島的感覺很特別，很不真實，好像這只是其中一次

的行前試走。這個感覺一直跟著我環島⋯⋯四十四天的旅程，

陪走的人時多時少，有時連一個也沒有。「人多，聲勢浩

大；人少，溫馨有趣；一人，安靜。」人多的時候，好像在

遊行，但是通常會走得比較慢；人少的時候，可以跟好朋友

安靜談天；獨行的時候，有時有點無聊，不過可以走得比較

快，還有獨處時間自己好好想事情。 

 俗話說：「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徒步環島，可

以看到許多平常不會留意到的景物。比起平時坐車飛也似的

奔馳，快是快，但是就不會去注意、不會看到一些小細節。

看不到殷勤的果農採收著柚子、看不到新奇的插秧機緩慢地

開在田裡耕耘、看不到平凡無奇的牧草被農人用機械捲成了

可愛的形狀、看不到台灣溫暖的人情味…….。如果想親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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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話，請來徒步環島吧！ 

 這四十四天的旅程中，我體會到了很多平常難以有機

會體驗到的事物。聽過砂石車司機停下來為人加油，臨別還

送金錢的嗎？有！我們在台中就遇到了。謝謝這個司機出現

在我的生命中，他改變了我對砂石車司機不好的刻板印象，

也證實了台灣有永遠說不盡的濃濃人情味！ 

 聽過有人會騎著機車找遍附近道路，只是為了找到毫

不認識的陌生人為她打氣嗎？有！我們走到花壇時，就有一

個曾經機車環島過的阿姨，只因為聽到朋友說剛剛路上有兩

個在徒步環島的「徒友」，就騎著機車找遍所有我們有可能

會在的附近道路，只為了送點心來為我們加油。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有好多好多為我

們加油的人、幫助我們的人值得我學習。如果我依然待在家

裡，那這些感動的人事物，可能都只能由別人來體會。 

 環島前的我，是一個對別人的碎碎念會起很大反應的

人；環島後，我比較沒有那麼「易燃」；環島前，我對弟弟

的嘲笑十分在意，而環島後，對他們的嘲笑，我反而可以用

比較成熟的態度去回應面對。因為在環島時，有很多時間可

以想自己的事情，當我想到自己從前許多不適當的處事態

度，便決定: 「環島後的我要變得不一樣! 」。對我而言，徒

步環島這份 �� 歲的生日禮物，真像一次成年禮呢! 

 這次的環島，最大的幕後功臣其實是我的信仰。我是

一名基督徒，環島過程中，當我感到有些疲倦、力不從心

時，我總會向天主禱告，禱告完就繼續前行，奇妙的是，往

往之前的疲倦感，居然就慢慢消失了。旅程上，更有許多未

知的挑戰，但信仰更時時幫助我，靠著天主的恩典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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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一步一步克服的這些難關。所以，對我而言，徒步環

島，不僅僅是冒險與挑戰，更是堅定自己信仰的過程。記得

有一天，天氣炎熱，而我前晚又沒有睡好，因此走起路來昏

昏沉沉的，正擔心今天要如何完成預定的路程時，路邊檳榔

攤的老闆竟拿出兩瓶「蠻牛」送我們，為我們打氣!於是，我

喝了此生的第一瓶「蠻牛」!喝完精神就真的好多了!但我心

想: 「我不喜歡它的味道耶……」，我只是心裡想想而已，

還來不及向神禱告，但當我們轉入下一個巷口時，居然有一

個大姊姊跑出來，手上拿著一大瓶檸檬紅茶，並對我們說: 

「我們看到你們經過，想給你們飲料為你們加油。」短短前

後不到十分鐘，炎熱的路程中，手裡居然握著解渴美味的飲

料，心裡真是感動不已!除了天主，還有誰知道我的隨時的需

要、並給我即時的幫助呢? ! 

 徒步環島有甘有苦，但身歷其境後，就發現其實沒有

想像中這麼的困難，不相信？快去徒步環島吧！走完一圈就

知道了。 

 
 ,�SUD\�WKDW�RQH�GD\�ZKHQ�\RX�JURZ�ROGHU�\RX�ZLOO�KDYH�WKH�
VDPH�FRXUDJH�DV�WKLV����\HDUV�JLUO�DQG�JR�H[SORUH�WKH�ZRUOG�WR�LWV�
IXOOHVW���EH�DEOH�WR�RYHUFRPH�GLIILFXOWLHV�DQG�FKDOOHQJHV�ZKHQ�
DULVH�ZLWKRXW�JLYLQJ�XS���$V�ORQJ�DV�ZH�NHHS�RXU�IDLWK�WR�*RG�DQ\�
REVWDFOHV�FDQ�WXUQ�LQWR�QHZ�RSSRUWXQLWLHV�DQG�ZLVGRP� 
 )RU�QRZ��\RX�MXVW�KDYH�WR�NQRZ�RQFH�WKH�KRO\�ZDWHU�ZDVK�
DZD\�\RXU�VLQV��\RX�ZLOO�EH�*RG¶V�EHORYHG�FKLOG���*RG�LV�MXVW�OLNH�
\RXU�PXPP\�DQG�GDGG\���ZKR�ORYHV�\RX�XQFRQGLWLRQDOO\���:KHQ�
HYHU�\RX�IDOO�DQG�PDNH�PLVWDNHV��SOHDVH�GRQ¶W�IHDU�EHFDXVH�*RG��
'DGG\�DQG�0XPP\�ZLOO�DOZD\V�EH�UHDG\�WR�KHOS��JXLGH�DQG�IRU�
JLYH�\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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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前為什麼要劃十字聖號 

pttsim 

 

 劃聖號是我們天主教會的習慣。幾乎所有的祈禱、禮

儀都是以此開始，以此結束。以至於我們養成了一種反射習

慣。這種習慣本來是好的，可是機械化了，也就失去了當有

的意義。 

 一件事情以劃十字聖號開始，這意味著什麼？我們想

過嗎？我們祈禱前，劃十字聖號，是要提醒自己： 

我的身份是天父的子女（因父） 

我是耶穌基督的肢體（及子） 

我的心是聖神的宮殿（及聖神） 

我是通過主耶穌的十字架所救贖的靈魂（十字）！  

 多麼尊貴的名份！基督徒，你不要忘記自己是天父的

兒女，是天國產業的繼承者！ 

開始聖事或教會禮儀時，我們劃十字聖號是肯求三位一體的

天主親臨於此。讓我們知道這禮儀是多麼神聖，因為這是天

主的工程。 

 我們工作之前也應該劃十字聖號，因為我們需要天主

的助佑。你看過巴西或意大利等球員在上運動場之前劃十字

聖號嗎？他們進球之後也會高興的劃個十字聖號，是為了歸

光榮與天主！ 

 聖號經是最簡潔、最神聖、意義最深刻的祈禱了！我

們在劃的時候，怎麼可以馬虎？怎麼可以不思不想？怎麼可

以邊劃還邊說別的話？就算我們再不會祈禱，如果我們每次

都能用心去劃十字聖號，這也就是最好的祈禱了！ 

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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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清晨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先鄭重的劃個十字聖

號，一天要開始了！願主助佑我！一天以天主的名義開始

了，天主一定祝福我的！ 

  入睡之前，也會慢慢劃個十字聖號，感謝主一天的陪

伴，願主護佑我在他的愛護中能一夜安眠！ 

你沒有時間祈禱嗎？ 

那就好好劃個聖號吧！ 

把天主請在心裡、請到你的生活中，你就是有福之人。 

 

 

暴風雪中的大雁 

        佚名 

 

 從前有一個人，他和他家人住在一個農莊裏。他的妻

子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按著所信的教養他們的孩子。但

他自己卻不信，也不相信聖誕節有其屬靈的意義，更懷疑天

主存在的真實。因此，他常常故意嘲笑他妻子的愚昧無知。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聖誕夜，他的妻子仍然預備帶領孩

子們去教堂參加聖誕節的活動。她懇請他也同去，但被他斷

然拒絕了。他指責教會傳講的"道成肉身"之說荒誕不徑，並

斥之為胡說八道：“如果真有天主，為甚麼祂要降低自己的

身份，成為和我們一樣的人呢？這簡直是荒謬之極﹗”沒辦

法，他妻子只好和孩子們走了，留他一個人在家裏。 

 他們走了以後不久，風越刮越大，紛飛的大雪變成了

遮天蔽月的暴風雪。由於沒其它地方可去，他只好坐在爐火

熊熊的壁爐前閉目養神。這時，他聽見窗子那兒有"噗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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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聲，好像甚麼軟軟的東西碰到窗子所發出的聲音。他從窗

子往外看，但甚麼也看不見。他最後決定到外面看個究竟。

當他打開房門的時候，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一群大雁在

他房前的空地上飛來飛去。很明顯，這群大雁在飛往南方的

路上被暴風雪所阻。雪勢太大，使得牠們沒辦法繼續往前

飛，因為找不到可以避雪的地方，只好被迫降落在他的農場

上。 

 他頓時對這些迷失的大雁起了憐憫之心。他想起他的

糧倉正好空著，安全又避風，可以讓牠們暫度一晚，等暴風

雪過後再繼續趕路。于是他快步地跑去，將倉門開到最大，

等著他們爭先恐後地飛進去。但遺憾的是，那群大雁仍是在

那裏拍動著翅膀兜圈子，根本不知道那大開的倉門對牠們有

何等重要的意義。他開始學大雁的叫聲，以便吸引牠們的注

意力。沒用﹗他開始吹口哨，揮舞雙臂，跳上跳下，但牠們

仍是視若無睹﹗他試著靠近牠們，不料牠們以為他來者不

善，躲得更遠﹗他衝進家門，從冰箱裏拿了一些麵包，搓

碎，用碎麵包撒成一條引到倉門的路。還是沒用﹗頹喪之

極，他繞到了大雁群的後面去趕牠們，卻趕得牠們亂飛亂

跳，四處逃散；有幾個被趕到倉門口的大雁竟仍然不進去﹗

沒有一個辦法行的 通﹗沒有一個辦 法能叫牠們進到能避雪的

糧倉裏﹗ 

 徹底失望之時，他不禁自問：“為甚麼牠們不明白我

的心意呢？難道我不是為他們好麼？為甚麼牠們不聽我的話

呢？難道我不是在引牠們進到那惟一能使牠們在暴風雪中保

命的地方麼？" 

 他稍稍冷靜地想了一下，知道大雁絕不會跟從人的。

“那我怎樣才能救他們呢？”他自言自語到：“除非我也變

成一只大雁﹗那我就能指示牠們，救牠們了。牠們就會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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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話，跟我走，而不是遠遠得躲著我了。牠們就會信任

我，我也就可以把牠們領到安全之地了﹗” 

 

 他愣在那裏，剛才的自言自語仍回響在他的腦海

裏："只要我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我就可以指示牠們、救牠

們了﹗" 這時他嘲笑他妻子的話闖了進來："如果真有天主，

為甚麼祂要降低自己的身份，成為和我們一樣的人呢？這簡

直是荒謬之極﹗" 

 兩句話撞在了一起，迸發出來的火花令他霍然開朗—

—好像是啟示，好像是靈感﹕原來我們人就像這群迷失的大

雁一樣，誤入歧途，躲避天主，逃生的路未曾知道，所以天

主必須成為我們中間的一個，成為那惟一知道生命之路的

人，並引導我們走上那條正路。 

 當風雪漸漸平靜下來的時候，他的心也安靜下來，沉

浸在剛剛領悟到的上天的啟示中。多年的困惑和不信如煙消

雲散。他慢慢地跪在雪地裏，熱淚盈眶地迎接他生命中第一

個聖誕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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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在基督內共融」第二季：改變我心意 

  &0/� 
 

 還未有開始在四旬期內的信仰分享運動之前，我只知

道是以教友們的信仰分享為主，固以平常心去參加。信仰分

享分六次進行，參加的教友們都需要在聚會之前閱讀所指定

的聖經章節與分享內容，以準備下一週的聚會。 

 

 今年也是我終於在四旬期第一次參加聖灰彌撒與禁食

守齋，剛開始只是希望能夠履行天主教徒的責任與義務。意

外的是在這六次聚會裏，竟然能讓我更加清楚了解到四旬期

的意義，亦能在禁食與守齋期中懷著感恩的心，感受到天父

與耶穌對我們的愛，每一次我都會被天主的聖言深深地打

動。而且難得的是教友們彼此互相扶持，使我的心感到非常

溫暖。在此多謝區神父與各位組長把第二季的信仰分享帶到

廣東話組，非常感恩讓我能有此機會可以參與。 

 

 第三季將於今年的秋天舉行，誠意推薦各位教友踴躍

參加，勿錯失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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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性小品 

 

雞叫了天會亮， 

雞不叫天也會亮， 

天亮不亮不是雞說了算， 

關鍵是誰醒了。 

醒來的過了一天， 

沒醒的過了一生。 

 

 有個人買了一箱梨， 

 天氣熱怕梨壞了可惜， 

 每天挑幾個最差的吃掉， 

 最後卻吃了一箱爛梨。 

 

  總結一下，作幅對聯：  

       上聯：放著好的吃爛的； 

       下聯：吃了爛的好的爛， 

       橫批：永遠吃爛的。 

 

感悟： 

人生亦如吃梨， 

因為在意每天之中不開心的事， 

一輩子都得糟心下去； 

把糟心的事放下扔掉， 

每天陽光一點， 

你就燦爛一輩子！  

珍惜當下，積極快樂！ 

沒有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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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時刻留意不要讓自己栽在壞情緒中！ 

 

家長會上，老師請一位同學在黑板上做了這四道題： 

2+2=4 ；  4+4=8 

8+8=16 ； 9+9=20。 

家長們紛紛說道:「你算錯了一題。」 

 

老師轉過身來，慢慢地說道：「是的，大家看得很清楚，這

道題是算錯了。可是前面我算對了三道題，為什麼沒有人誇

獎我，而只是看到我算錯的一道呢！」 

 

老師接著意味深長地說：「家長們，教育的真諦不在於發現

孩子錯誤之處，而是賞識他們做得對的地方！ 

孩子如此，成人亦是，共勉之！  

 

做人也是這樣，你對他百次好，也許他忘記了；

一次不順心，也許會抹殺所有！ 

這就是 100-1=0 的人性道理 。 

其實家裡親人之間又何嘗不是常常犯同樣的錯         

呢？ 

 

         感悟: 

當我們對家人和好朋友的作為有不滿的情緒而產

生怨懟憎恨時亦可以同時想想他/她平時的好作為

對沖，平息憤怒。 

 

壞情緒絕對會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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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 

   香港公教報 

 

聖母瑪利亞在葡萄牙花地瑪柯瓦達

依里小村，透過六次顯現，把珍貴

的信息傳遞給三位小牧童– 路濟

亞、方濟各及雅先達。三人出身自

貧窮的農家，方濟各及雅先達是路

濟亞的表弟妹。他們平日看羊之

餘，也會在山谷中玩樂。 

第一次顯現（1917 年 5 月 13 日） 

聖母說：不要害怕，我不會傷害你

們，我是來自天堂的。在往後的六

個月，每逢十三日，請你們都在同樣時間到這裡來。你們願

意把自己獻給天主，並為罪人祈禱嗎？你們記著要每天念玫

瑰經，為世界和平及停止戰爭而祈禱。 

第二次顯現（1917 年 6 月 13 日）這天是聖安多尼慶節，約

有數十人在山谷。 

聖母說：不久，我會領方濟各及雅先達到天國裡去。路濟亞

要留在世上久一點，為聖母無玷聖心奉獻自己，也要讓人認

識我。 

第三次顯現（1917 年 7 月 13 日）約有三千多人來到山谷，

聖母除了再次向三位牧童說明誦念玫瑰經等事，她同時說了

三個預言*，並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任何人。 

聖母說：你們要為罪人行善工、做犧牲。十月時，我會告訴

你們「我是誰，我的意願，並顯現奇蹟」。還有，當你們念

玫瑰經時，要於每端完結時加上：【吾主耶穌，請寬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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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過，助我們免地獄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

些需要你的靈魂，領到天國裡去。】 

第四次顯現（1917 年 8 月 19 日）聖母在另一處空曠草地

上，顯現給三位小牧童。（在 8 月 13 日，鄉長為要得知聖母

所說的預言，禁錮及恐嚇三位牧童，直至 8 月 15 日才將他們

釋放。） 

聖母說：地獄的靈魂得不到別人為他們祈禱。因此，你們要

多念玫瑰經、多祈禱、為罪人做犧牲。 

第五次顯現（1917 年 9 月 13 日）約有三萬多人等候聖母出

現，他們更與三位牧童一起念經。 

聖母說：請為世界大戰而勤念玫瑰經。天主滿意你們所作的

犧牲，下個月，聖家會顯現及降福普世人類。 

第六次顯現（1917 年 10 月 13 日）大約有七萬人聚集在雷雨

中等候。 

聖母說：我是玫瑰經之后，我希望在這裡蓋建一座教堂，也

請你們繼續念玫瑰經。大戰快要結束，罪人要及早改過，世

人不要再犯罪了。 

『童貞聖母展開雙手，太陽突然出來，雨也停了。太陽使勁

地轉動，發射出神奇的光彩，這種奇象出現了三次。當太陽

忽然向地上墜下時，群眾都慌張地跪下求饒。最後，孩童看

見聖家在天空祝福普世；群眾發現原本濕透的衣服，也全乾

透了。』 

*花地瑪聖母的三個預言:  

1. 在教宗比約十一世時，會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 

2. 蘇聯將會轉化，在轉化前，會有很多國家解體。 

3. 教會遭受迫害，善良的人殉道，教宗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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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福音指出基督就是天主聖言。「 在起初已有聖

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

同在。」 (若望福音 ����-�����如聖熱羅尼莫所說 : 「不認識聖

經，即不認識基督」。那麼我們對聖經、對基督又認識多少

呢？我們可有把每天閱讀聖經、默想和祈禱等，當成生活的

必需，與主耶穌每天在一起，將聖經活出來，把耶穌帶到身

邊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路人呢？ 

 說來容易，做起來就有如攀山越嶺。記得讀大學時，

面對身邊一些基督新教徒對聖經的熱情，我實在感到非常慚

愧。但是，要跟隨耶穌 ，必須聽從他，從他的言行中學習。

終於有一天，在聖神的推動下，我揭開聖經第一頁，看完創

世紀，再看《出谷紀》，到了《肋未紀》，我則停濟不前了 

。的確，《肋未紀》是寫給肋未司祭，有關他們的職務和祭

禮法規 。正如厄提約丕雅的太監回答斐理伯，沒有人指教，

怎麼能夠明白所誦讀的呢？(宗徒大事錄 ����-����人是軟弱

的，因為我不懂，感覺到這本書好像與我沒有什麼關係，便

輕率地放棄了閱讀。自此這本聖經便被棄置在家中某一角落

了。 

 事實上，聖經並不是單一本書，而是一個圖書館，集

合了許多卷不同類型的書。聖經包括舊約四十六卷 (梅瑟五

書、歷史書、先知書及訓誨文學 ) 和新約二十七卷 (福音、宗

徒大事錄、書信及默示錄 ) 。 

 直到十多年前，我聽到 $VFHQVLRQ�3UHVV�出版的 7KH�

*UHDW�$GYHQWXUH�-$�-RXUQH\�7KURXJK�WKH�%LEOH�，又再開始讀經

的旅程 。這個課程採用救恩歷史讀經法，把記載救恩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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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抽出，按時間順序編製。 

 

 感謝慈母教會所編寫的《天主教教理》。按教會教

導，聖經有不同層次的意義。除了字面的意義，還有屬靈的

意義 ，包括寓意 、倫理和末世的意義。教理引用一首中古時

代的短詩  : 「文字，事之所載；寓義，信之所賴； 倫理，行

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 （見天主教教理 ���-���） 

 待續 

十二階段 時間 十四本書 

世界的開始 創世 至 公元前 2000 年 創世紀（一至十一） 

聖祖時期 公元前 2000 至 1700 年 創世紀 

（十二至五十） 

埃及與出谷 公元前 1700 至 1280 年 出谷紀 

曠野流徙時期 公元前 1280 至 1240 年 戶籍紀 

佔領與民長時代 公元前 1240 至 1050 年 若蘇厄書、民長紀 

統一王國時期 公元前 1050 至 930 年 撒慕爾上/下、 

列王紀上（一至十一） 

王國分裂時期 公元前 930 至 722 年 列王紀上（十二） 

至 列王紀下（十七） 

放逐時期 公元前 722 至 540 年 列王紀下 

（十八至二十五） 

返鄉時期 公元前 540 至 167 年 厄斯德拉上、 

厄斯德拉下 

瑪加伯抗暴時期 公元前 167 至 0 瑪加伯上 

默西亞時期 0 至 33 年 路加福音 

教會時期 33 年至 … 宗徒大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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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正在尋 找一幅在 南灣

地 區埋有 寶藏的土 地

嗎 ？ 

請 到  St .  C l a r e  Chu r c h  

天 主教華 人團體。  在那

裡有天上及地下的稀世

珍 寶，還 有講粵語 的人

員 接待。 

教堂地址： 

6W��&ODUH�3DULVK�� 

����/H[LQJWRQ�6W�� 

6DQWD�&ODUD��&$������ 

��位於 6DQWD�&ODUD�大學西

面， /H[LQJWRQ�夾 
/DID\HWWH�� 

主日中文彌撒時間： 

粵語 1:30 p.m. 

國語 3: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