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意向:為收容難民的國家 

願收容大量流浪者與難民的國家，能獲得

支持的力量。 

福傳意向:為司鐸與平信徒的合作 

願在堂區裡，司鐸與平信徒共同合作，不

因沮喪的誘惑而放棄。 

指導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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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11/6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瑪加下 7:1-2,9-14; 得後 2:16-3:5; 路 20:27-38 

大堂                                              

彌撒、午聚 

11/13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瑪拉 3:19-20; 得後 3:7-12; 路 21:5-19  

大堂                                              

彌撒、午聚 

11/20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第最後主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

撒下 5:1-3; 哥羅 1:12-20; 路 23:35-43 

大堂                                              

彌撒、午聚 

11/27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將臨期第一主日                                                    

依 2:1-5; 羅 13:11-14; 瑪 24:37-44  

大堂                                              

彌撒 、午聚 

Every Mon,Tue      

Every Wed , Fri     

每週一、二 7:00pm 彌撒                                       

每週三 、五 12:00pm 彌撒 

副堂 

Every Sun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弟兄 

11/3 Thur 10:00am 讀書會  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2nd & 4th Wed                     
2nd & 4th Sat              
4th Sat 

Dunwoody 讀經班 10:00am                             

Marietta 讀經班 7:30p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詳情請洽張翠媚                                        

詳情請洽沈安行弟兄 

十一月份教

宗祈禱意向 



聖堂十月公告總結 

(10/2)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在過去的一周，警鈴公司

來測試我們的火災警鈴，給了我們一個報告。為準備消防

局的檢查，我們也修理了幾個不正常的逃生門。Gwinnett 

County 消防局預定週一檢查新教堂。如果順利的話，我

們就可以申請  City of Norcross 的遷入證書。我們希望檢

查過程一切順利。  

今天是尊重生命星期天 「生命 40 天」是一項國際活動提高人們尊重生

命的意識， 從受孕的那一刻到自然死亡。它由 9 月 28 日開始到 11 月

6 日結束，基督徒在世界各地通過禁食祈禱，社區外展及和平守夜，經

由精神的努力而團結在一起。我們的華人社區將於 10 月 15 日利用守聖

體的一個小時頌念玫瑰經為這意念祈禱。  

(10/9)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在過去的一周，我們從 Gwinnett County 消防局獲得使用許可及 

City of Norcross 市政府的建築許可證書。讓我們為這個好消息感謝天主！我們仍不斷進行維修和

改進聖堂。我們也正準備於 10 月 16 日在新教堂舉行彌撒首祭，彌撒時間請看我們的網站 hno-

jatl.org。  

感謝天主及為我們所有的捐助者祈禱 由於天主恩寵，各樣捐獻已經到陸

續來到新教堂。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我們己經收到辦公桌，桌子，椅

子，冰箱，鋼琴，教堂設備，櫥櫃等。讓我們感謝天主，並為所有捐助者

祈禱。  

(10/16)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本週日是我們團體第一次在我們自己的聖堂舉行彌撒。我們一直

為這個重要的里程碑祈禱了許多年，今天它終於實現。哈利路亞 !!! 在10:30中文彌撒後，我們在

social hall 舉行一家一菜聚餐。我們感謝天主所賜給我們的恩惠，願天主保佑我們，繼續我們福

傳的使命。   

今天是普世傳教節 新的福傳呼召我們每一個並人深入我們的信仰，相

信福音訉息，並宣佈福音。這裡有兩個要素：（1）見證，這是簡單

的生活於信德（2）分享，這是傳播耶穌的好消息的明確方式。福傳

是在日常生活中活著對天主愛而發生的：通過我們彼此給予的愛，學

習和支持；通過父母向孩子傳遞信德的方式；通過聖言的宣告和彌

撒，和我們的工作方式，與我們的鄰人分享，並以同方式對待陌生人。作為一個信仰團體，我們

希望歡迎人們在耶穌基督的福音中生活，並讓基督接觸，治愈，並通過聖神使他們和好。我們想

讓他們知道，教會永遠歡迎大家。  

(10/23)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上週日 10/16 教友及他們的家人及朋友在新聖堂舉行了首祭彌

撒。所有參加的人都為我們的新家到自豪，並對禮儀，音樂與音響，及在彌撒後舉行的聚餐都感

到高興。 我們對所有為此辛勤工作及付出的人表逹感謝使教堂完成這里程碑！本週也開始對屋

頂、水槽和窗戶進行必要的修理。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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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招牌已安裝完成 本周三10/19 教堂的招牌已安裝完成。紅白相間

非常醒目，所有經過 Beaver Ruin 的車輛都可清楚的看見。我們祈禱那

些尋求心靈歸依的人能藉聖神的引領找到歸屬。  

車庫銷售 我們將在下周六 10/29 舉行車庫銷

售，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請將你們要賣

的物品於星期五 10/28 前帶到教堂。車庫銷售所有收入，都會歸入教會運

作。謝謝大家的幫忙！ 

(10/30) 我們新教堂最新的資訊 聖堂須要修理的屋頂、水槽及窗戶工程已完成一半。工人已修好

漏水的屋頂及水槽並開始油漆。另外冷氣也需要修理及聖堂內外的照明也要更換。  

車庫銷售 10/29 是我們第一次車庫銷售成果非常成功，感謝所有捐贈物品的

朋友們，也要謝謝所有參與幫忙這次活動的教友們。這是我們團體第一次在

自已堂區舉行募款活動，感謝天主引領使一切順利。  

諸聖節與追思亡者日 11/1是諸聖節，當天教友應望彌撒，

我們聖堂晚上 7 點有彌撒。11/2 是追思亡者日，這天是星期三聖堂在中午12 點

有彌撒為所有已過世的親友祈禱。歡迎大家到我們自己的聖堂參與這特別的彌

撒。下週日11/6我們也會依往年的慣例為所有已過世的親友舉行彌撒，請記得

帶他們的照片來彌撒。願他們的靈魂都在天主的慈愛內獲享安

息。阿門 ！  

開堂慶典與獻堂彌撒 請記下這兩個重要的日子！我們隆重的開堂慶典訂在2016

年12月10日，開堂慶典將是整天的活動。獻堂彌撒將在2017年11月19日。由總主

教Wilton Gregory主持的新堂獻堂彌撒將在上午10:30舉行。  

新教堂彌撒時間 請大家注意在我們搬入自己的新教堂後，中文彌撒時間為星期

日上午10時30分，青少年英文彌撒為下午2時；平日彌撒為星期一、星期二的晚

上7時，以及星期三和星期五中午12時。  

宗教教育班已開課，仍接受報名! 兒童道理班及成人慕道班已開

課，仍歡迎新教友及有需要的教友家庭報名。  

福傳禱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我們感謝讚頌你，您眷顧了你的子民，使

我們能順利建構了多年等待的聖堂。主，耶穌基督，你在升天前，曾囑咐

門徒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我們曾藉水與聖神，被召選成為你的門徒，分擔將福音帶

給世界的使命。求你在我們的心中，燃起福傳的心火，加強我們福傳的信心，締造福傳

的新文化。我們知道，福傳是我們每一個教友的使命，亦是我們天主子民的一個基本承

諾。求你以聖神的德能，推動我們，在所處的社會，家庭及工作崗位中，履行福傳的使命，將充

滿愛的福音喜訊，傳給我們所接觸到的人。亞孟。  

代禱名單  張薔，李述宣，蔣媽媽，傅國城，陳士惠的媽媽和外婆，楊勵英的哥哥克

平，溫莉蓮的姐姐溫意蓮，李美燕的嫂子楊美蓮，周夢雅的外公孟祥鐸，顧媽媽的外

孫女呂穎誼，戴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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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將於 10月 16 日主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主持封聖大典，冊封 7位真福為聖

人，其中有兩位是殉道者。 

真福何塞‧桑切斯‧德爾里奧（何塞·桑切斯德爾里奧）在 1928

年反抗墨西哥卡列斯總統迫害天主教會的“基督戰爭”中殉道，

年僅 14歲。他即使受到嚴酷拷打，也不肯背棄自己的信仰後來，

在他的屍體上發現了一張寫給他母親的紙條，上面寫道：“親愛

的媽媽，我向你保證，在天堂上我會為你們大家預備一個好。位

置[署名]：為捍衛天主教信仰，為愛基督君王和瓜達盧佩聖母而

死的你的何塞“。 

真福撒羅滿•勒克萊爾（SALOMONE 勒克萊爾）神父是基督學校修士會會士，也是該修會的首位殉道者，在

法國大革命期間於 1792年遇害。他寧願依靠天主而非權力。 

真福何塞‧加夫列爾‧布羅切羅（何塞·加布里埃爾·羅薩里奧 Brochero）是教宗方濟各景仰的阿根廷籍神

父。他是一位有羊的味道的牧人，生活於 19世紀至 20世紀。他騎驢拔山涉水，把耶穌的慰藉帶給最貧窮

的人。 

真福厄瑪奴耳·岡薩雷斯·加西亞（曼努埃爾·岡薩雷斯·加西亞）主教是西班牙人，1940年於年去世。他致

力於推廣聖體敬禮，為此創立了納匝肋聖體傳教女修會。 

真福盧多維科•帕沃尼（洛多維科帕沃尼）神父是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亞人，創立了無染原罪瑪利亞之子修

會。在 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帕沃尼神父與他的“工人弟兄”向被社會拋棄的青年傳授信仰，訓練他們工

作。 

真福阿方索•瑪利亞•富斯科（阿方索·瑪麗亞·斯科）神父是洗者若翰修女會創始人。他非常關注意大利

統一後被遺忘的南部農民。 

真福天主聖三的依撒伯爾（伊麗莎白·德拉聖母三一），加爾默羅赤足隱修會的修女 0.26 歲時罹患阿狄森

氏病，忍受不可言喻的痛苦，為了人靈的得救和沮喪的人奉獻一切。她於 1906年年去世。 

    曙光月刊 2016 年十一月 

教宗方濟各將於 10月 16日冊封七位新聖人  
2016-10-16 01:57:12 |來源：天主教信德網/梵蒂岡電台  

七位新聖人生平介紹之一 

11 月 9 日：聖三依撒伯爾(貞女)(1880-1906) 

  聖三依撒伯爾(貞女)Elizabeth of the Trinity(11 月 9 日)(1880-1906)，加爾默羅會修女，法國默觀者

和作家。 

  聖人生於 1880 年 7 月，死於 1906 年 11 月 9 日。她是一位法國加爾默羅修女。 

 「在眀供聖體前，是在天堂一角渡過的神聖時刻，這時我們親睹謙卑在麵餅形中的主，諸聖在光榮中瞻仰

的那位，就是我們賴信德朝拜的同一個天主。」 

 「我已成了主耶穌的居所，天主完全佔了我的心，自從那在奥蹟中相遇的時刻，自從那神聖和甜美的相

會，我的心已别無所屬，我唯獨熱切渴望付出一生給聖體主耶穌，作為祂極大愛情的一小點兒回報。聖體 



主在我微弱的心中安歇，以祂大量的恩竉淹蓋著我的心。」——記述初領聖

體。 

 「你當相信天主愛你，祂願意親自幫助你走過你必須經過的掙扎。你要相信祂

的愛，祂過度的愛。」 

依撒伯爾的父母親出自軍人家族。這養成依撒伯爾從小就個性堅強，充滿頑

力，脾氣暴躁。她不能接受反對的意見，認為“一切都要順她的意”。然而，

這位被大人形容為“小魔鬼”的孩子，也同時表現出對祈禱的熱愛。 

  1887 年，依撒伯爾 7 歲時，外祖父過世。同年 10 月，父親因心臟病突發而去

世。母親帶著依撒伯爾及妹妹搬到 Dijon。從她們的新居，依撒伯爾可以看到加

爾默羅會院。 

  自從父親去世後，依撒伯爾脾氣更加暴躁，常無緣無故發脾氣。同年，她也第一次辦告解。這經驗對

她來說，是一種“悔改”。自此，她努力壓制自己暴躁的脾氣，答應母親要儘量成為一位“溫柔、聽

話、有耐心”的小姑娘。 

  依撒伯爾花了四年的時間，終於克服了自己的壞脾氣。1891 年，依撒伯爾差不多要 11 歲了，才初領

聖體。這經驗深深打動依撒伯爾敏感的個性，淚水不禁奪眶而流。她對一位好朋友說：“我不再饑渴

了。耶穌喂飽了我。” 

  初領聖體的當天下午，依撒伯爾第一次遇見了 Dijon加爾默羅會院的院長。當院長知道這個孩子的名

字是伊莉莎白（Elizabeth ）時，就對孩子說：『你的名字是天主之家的意思』。幾天之後，院長寄給

孩子一張聖像，聖像後面寫道：『你的名字隱藏著一個奧秘，在這一天實現了。孩子，你的心是天主在

世上的居所，是愛的天主的居所。』 

  這些話深深打動了依撒伯爾，也理解這是與聖體奧跡緊緊相關。有一次，她同樣寫給一位初領聖體的

朋友道：『如果今天早上祂來到你心中，不只是路過，而是來常居在你心中。』她明白，藉聖體聖事，

耶穌把自己給予我們，並要以新穎的方式居住在我們心中。 

  依撒伯爾渴望“以愛還愛”，所以常抑制自己火爆脾氣。她的母親說：『從初領聖體當天開始，依撒

伯爾就再沒有發脾氣了。』這個勝利得來不容易，需要努力去爭取。然而，依撒伯爾渴望藉著對他人的

愛來表達對天主的愛。聖體聖事常是她的力量來源。 

  依撒伯爾第一次分辨到自己的聖召是在 14 歲領聖體後。但她的母親反對這件事。她唯有等到 19 歲

時，母親才答應。但母親要她等到 21 歲生日過後才能入修院。在這段等待的時期，依撒伯爾閱讀大德蘭

的“全德之路”。她也讀了小德蘭的“靈心小史”，成為神嬰小路的忠實跟隨者。依撒伯爾也被小德蘭

的“自獻於上主慈悲誦”所感動。 

  在等待入修院的時期，依撒伯爾的生活平常如一般女孩。她參加堂區的歌詠班；幫助孩子初領聖體；

暑假時照顧孩子。她的活潑個性，敏感及自製能力，為她贏得了許多朋友，也影響了許多人。依撒伯爾

也有音樂天分，贏得許多鋼琴比賽。人們說她的鋼琴演奏很有感情。 

  在忙碌的社交生活中，依撒伯爾嘗試保守內心的“加爾默羅”。她嘗試與天主保持親密關係，因為她

知道天主常居住在她內。20 歲時，她對天主說：『願我的生命是一個不間斷的祈禱，一個愛的行為。願

沒有任何事能讓我分心。我多願意和你一起默默的生活。但我最喜歡的是做你所喜歡的。既然袮喜歡我

再留在世上，我完全順服，因為我愛袮。我把我的心給袮。願這顆心是你小小的伯達尼，請時常來這裡

休息。我愛袮』。 

  終於，依撒伯爾在 1901 年入加爾默羅修會。她的會名是“聖三依撒伯爾”。她越來越意識也體驗到聖

三居住在她的心。藉著她在聖體中領受基督及藉聖經研讀，這位年輕修女的靈修生命越來越深入。她也

從加爾默羅靈修大師中得到許多精神糧食。但她的靈魂老師是聖保祿。 

  聖保祿書信教導她天主的愛，讓她理解自己所體驗的。依撒伯爾藉基督的聖體聖血征服了自己的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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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作為加爾默羅修女，依撒伯爾認識到基督“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 1，20）。同樣

的，藉聖保祿，依撒伯爾明白“因為藉著他，我們雙方在一個聖神內，才得以進到父面前”（厄 2，

18）。 

  依撒伯爾透過聖保祿幫助她發現基督徒的高貴使命，即藉著與基督的結合，分享聖三的生命。她特別

喜愛聖保祿致羅馬人書的第八章: “因為他所預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自己兒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

眾多弟兄中作長子。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預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成義，並使成義的人分享他

的光榮。”(羅 8，29-30) 依撒伯爾明白，所有的人被造與基督結合，肖似祂，甚至肖似祂的苦難，以

便能分享復活耶穌與父及聖神之間的愛。 

  1904 年 11 月 21 日，聖母獻堂的瞻禮，依撒伯爾寫了她出名的聖三禱文。這禱文如同依撒伯爾把自

己奉獻於聖三。其中美麗，令人深思的經句有： 

啊，我的天主，我所崇拜的聖三，請幫助我徹底忘記自己，穩定與安寧地定居

在袮內，仿佛我的靈魂已在永恆。 

籲，我心愛的基督，為愛被釘的基督，我願是袮心中的伴侶，我願以光榮覆蓋

袮，我願愛袮…至死不渝！ 

啊，灼熱的火，聖愛之神，請來到我身上，在我的靈魂內使聖言再度降生。 

  1906 年 11 月 9 日，依撒伯爾在病床上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將往光、愛及

生命。』當時她只有 26 歲。在修院生活 5 年。當人們問她是否要好似小德

蘭，『施惠於地做她在天之樂』？她回答說：『不』。她將似火箭直射入聖三

的深淵。然而，她也感到她在天堂上，她在教會內有個使命。在病床上，她寫

給一位修女道：『我想，在天上，我的使命是吸引人們，幫助他們藉簡單完整

的愛的行為與天主結合；幫助他們保持內心的靜寂，以便讓天主和他們溝通，

改變他們肖似祂。』 

  她於 1984 年 11 月 25 日被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封為真福，並於 2016 年 10 月 16 日被教宗方濟各封

聖。 

 

聖依撒伯爾聖三誦 

  啊，我的天主，我所崇拜的聖三，請幫助我徹底忘記自己，為穩定與安寧地定居在祢內，彷彿我的靈

魂已到了永恆。願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擾我的平安，或使我離開祢。啊，我永恆不變的主，但願每一分秒

都進一步把我帶入祢奧秘的深淵裡。請安撫我的靈魂，使之成為祢的天堂、祢喜愛的居所，祢憩息的地

方。願我永不留下您獨自空守，惟願全心全意長相陪伴，願我懷著活潑的信德，全神地朝拜欽崇祢，毫

無保留地順從祢的創造行動。 

  吁，我心愛的基督，為愛被釘的基督，我願是祢心中的伴侶，我願以光榮覆蓋祢，我願愛祢…至死不

渝！但是，我自覺軟弱無能，因此我請求祢，給我「穿上袮自己」，使我的靈魂相似祢靈魂的每一動

向。請淹沒我、充滿我、取代我，使我的生命只是祢生命的一道光輝。請以朝拜者、賠補者、救贖者的

身份到我身上來。吁！永恆的聖言，我天主口中的言語，我願耗盡一生聆聽祢，我願全心接受教導，事

事向祢學習。在經歷漫漫黑夜，認識一切的空虛與軟弱時，我要經常凝視著祢，居住在祢偉大的光明

中；吁，我所愛的明星，使我深深著迷，沒法再離開袮的光芒。 

  啊，灼熱的火，聖愛之神，請來到我身上，在我的靈魂內使聖言再度降生：使我成為祂延續的人類，

重現祂一切的奧跡。 

  天父啊！請俯就祢可憐的小小受造物，以祢的影子庇蔭她，在她身上只看見「祢所喜悅的聖子」 

  吁，我的聖三，我的一切，我的幸福，無垠的靜寂、無限的浩翰，我消失於其中，我將自己如俘虜般

交付給祢。請祢隱藏在我內，好使我也隱藏在祢內，等待那日在袮的光明中，瞻仰袮偉大的深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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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有多久，算起來不外是一萬八千多日。真沒想到我與內子結

婚已經五十年，孩子們說，應該熱烈慶祝，我則認為還是低調過日

子更為舒服, 沒想到孩子們在慶祝新春後通報我們說，他們決定利

用復活節孩子們的春假時間. 去拉斯維加斯為我們慶祝金婚之喜，

這真是一個很意外的安排。日期到了, 各路人馬, 可以說浩浩蕩蕩

抵達聞名遐邇的賭城, 我倆完全不知道他們如何安排慶祝我們的金

婚紀念, 原來要我們去該城專為旅遊者快速結婚的場所, 再演一次

結婚的過程。既然如此，我們亦只有客隨主意，依照該所的規定，

亦步亦趨，表演一番，讓兒孫們高高興興歡笑一場，亦無傷甚麼大

雅。不過，整個儀式的過程是一奌都不兒戲，有規有矩，行禮如

儀，非常莊重，甚至有些語句五十年前結婚時沒說的，這次都補充

全部，想起來亦覺好笑。孩子們的孝心如此隆重為我們的金婚之禧慶祝，深為感動。同時亦驚動一些親朋

好友，前來相賀，真是衷 心感謝。 

 

  事實上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不是在春天，而是在七月，這個時間暑假開始了，兒孫們時常回來探望我們，

今年亦無例外，我們所屬堂區通知教友們亞特蘭大教區總主教要邀請全教區今年金婚鑽石婚教友.聯合慶祝

這一特別的日子。於是兒子們又利用這個團聚機會，請堂區神父在我們真正結婚的紀念日在聖堂特別為我

們祝福。為我們來說這是額外的驚喜，我們衷心謝主鴻恩。 

 

   我不清楚教會中有多少教區像亞特蘭大教區舉行此種活動，這在今天很多人視婚姻為兒戲世風日下的時

刻，特別為此慶祝堅持婚姻承諾的人，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今年的慶祝日子定在十月一日，地奌在本巿的

Saint  Brigid 聖堂，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天氣，我們依時抵達，但是那座新建不久巍峩壯觀的教堂裡面已坐

滿衣冠楚楚的人群，氣氛非常熱鬧，十足是一個盛大慶典的場面，據統計共有 118 對年長夫婦出席這次聚

會,其中 17 對慶祝鑽石婚之喜,. 進堂前，負責招待的人員，給每一對前來參與聚會的夫婦在胸前掛上一朵美

麗的鮮花，鑽石婚的為紅色，金婚的為金色，還給每一對伉儷照相留念，更有意義的是那本日程手冊，封

面是縂主教之標誌, 書明慶祝結婚五十及六十週年彌撒。封面頁內還有縂主教莊嚴的照片，那篇辭文並茂

的賀詞，對全體與會夫婦，稱讚有嘉，真是語重心長，說大家是神聖的婚姻聖事的生活教材，能夠讓他們

的子孫和所有的人看見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那天的彌撒不是普通的彌撒，教堂歌詠團的歌聲一開始我就知道縂主教為了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要以

傳統而古老的[天神彌撒] 以示隆重，這在教會的禮儀改革前習慣上稱之為[大彌撒]那首以拉丁文唱出的歌

聲, 雖然過去了數十年，聽起來仍然那麼親切和耳熟能詳，內人在禮節完畢後亦覺得有機會參與這樣一台

彌撒，真是不虛此行，我當然亦有同感。不過最令我覺得特別的是縂主教在宣講道理時，要求全體參與這

台聖祭的老年夫婦重新宣誓結婚的誓言。這使我想起，為慶祝我們的金婚，五十年前沒說過這樣類似的諾

言，今年我們要重說兩次，有點可笑，可不是嗎，首先於三月間應兒孫們之邀，在拉斯維加斯那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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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金婚祝福  

 何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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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誓言依例照說一遍, 現在又要再重覄一次。不過，在心理上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首次的儀式，

主持人是普通的人，不是神職人員，過程雖然莊嚴，行禮如儀，但在信仰生活上沒有共鳴，有點兒遊玩

的味兒。這次的過程是完全不一樣，最重要的因素不只是夫妻間的承諾，因為在信仰生活上，婚姻生活

是遵從耶穌基督所立的誡命行事，夫婦間的承諾是要向上主負責的。何況禮儀是一位縂主教來主持。所

以在參與儀式完畢後，心情是非常快樂的。當然最後還有有一個豐富的宴會，讓大家大飽口福。我衷心

謝謝這個堂區的神長和諸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你們辛苦了，願上主賜予多多恩惠。禮儀是過去了，大

家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家繼續夕陽餘暉下的生活，我相信誰亦不會去想還有甚麼意外驚喜到來，那是在

禮儀過後的第二天，特快郵差專程送來一巨大信封，裡面是一張紀念五十或六十週年的證書，是縂主教

親自簽名發出的。他真是週到領導牧靈的工作，難怪他受命來亞城之前，曾是美國天主教主教團的主

席，亞城教區有幸，有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神長，領導教區的牧靈工作，是上主的恩賜。心焉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