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意向:為以人為中心 

願在促進公共利益和建造社會的行動中，常以

人的需要為中心。 

福傳意向:為福傳使命 

願藉著參與聖事及默想福音，基督徒能愈來愈

覺察自己的福傳使命。 

指導司鐸：劉兆偉神父 678.252.5669 

彌撒地址：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2443 Mt. Vernon Rd., 

Dunwoody, GA 30338 

彌撒時間：每主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每週二下午三時 

國語組聯絡人： Tina 馬汀蘭 770.517.4851 

粵語組聯絡人： Daisy 徐冰瑩 770.309.6608 

福建組聯絡人：魏存春 917.250.9822 

網址 : www.hnoja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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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ass) 9/4 Sun 
2:30pm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智 9:13-18; 費 1:9-10,12-17; 路 14:25-33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沒有中文彌

撒，請教友到住家附近天主堂望彌撒。

                              

9/11 Sun 2:30pm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出 32:7-11,13-14; 弟前 1:12-17; 路 15:1-32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Kiernan Hall 茶聚 

 
9/18 Sun 1:30pm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亞 8:4-7; 弟前 2:1-8; 路 16:1-13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朝拜聖體、彌撒； Kiernan Hall 茶聚 

 
9/25 Sun 2:30pm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亞 6:1,4-7; 弟前 6:11-16; 路 16:19-31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Kiernan Hall 茶聚 

 

Every Tue. 3:00pm 每週二 3:00pm 彌撒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9/1 Thu 10:00am— 新教堂大掃除 The Holy Name of Jesus Church 

2nd & 4th Sun 茶聚 後 建堂委員會定期會議 地點另議 

Every Sun 
1:30pm—2:15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弟兄 

 讀書會 九月休會一次 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9/22 Thursday 
11:3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9/23 週四 11:30am 煲煲好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2nd&4th Sat                                                             
4th Sat 

Marietta/Dunwoody 讀經班 7:30p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詳情請洽張翠媚/李述萱姊妹 

詳情請洽沈安行弟兄 

九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購買聖堂最新資訊  

 

(8/7)目前我們的建堂基金總額達 80萬美元。

我們的財務委員會經會議討論，建議再貸款

80萬，這樣建堂基金總額就達到 160萬美元，

足以支撐我們購買教堂所需的 145萬，以及立

刻需要修繕的項目費用和其他收購費用。 

 

(8/14)購房合同中的盡職調查期是指在完成購買前，買方有責任在規定時間内全面調查

了解要購買的房產，以便於判斷房屋是否滿足買方的需求。在 Norcross 的教堂有 60天

的盡職調查期；第 60 天就在上周二，8月 9日，剛剛截止。在此期間，我们完成了調

查，估價，驗收，環境以及產權政策調查。我们還重新談判了購買價格。下一步我们就

可以正式完成購買，截止日期是 8月 24日。 

制定預算的過程就是計劃一个如何在未來管理財務的方案。這个計劃本身就是預算。制

定財務預算可以讓我们提前了解是否有足够的資金來開展我们所需和所想的各項活動。

它也可以幫助我们合理安排支出，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經過多次會議

討論之後，我们堂區的財務委員會已經完成了未來一年（2016 年 9月到 2017 年 8月）

的財務預算。財務委員會將於 8月 21 日主日彌撒之後，為大家報告這一財務預算。 

 

(8/21)耶稣聖名華人天主堂又傳出了好消息！這个星期三，也就是 8月 24日，是我们

在 Norcross 購買教堂的截止日期。經過了 25个年頭，我们亞特蘭大華人天主教團體終

於有了自己的家園。在這裏，我们可以崇拜天主，舉行感恩聖祭，研習經文，並且舉辦

各種聯誼及教會的活動。我们得到了這一恩典的同時，也有重任在肩：我们的首要目標

就是福傳 – 天 主召叫我们每一个人將基督的福音傳播给身邊的人，這樣每一个人都可

以通過耶稣基督了解天主的爱。華人天主教傳教使命將會向廣大民眾提供靈修成長，信

仰教育，跨文化的體驗以及服務社區的機會。 

 

(8/28)我們教堂的交屋日期因两項因素延後：首先是等待 Jackson 電力公司的停止電力

供應証明；這一封信在八月二十五才收到。另一原因是等待賣方的律師取得浸信協會的

租約終止信與 “right of first refusal” 信。希望這兩封信件能快收到，以便在下

週三或之前能夠完成交屋。  

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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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班即將開課，請報名! 

堅振班在八月七日開課  

小兒道理班1-5級在九月十一日開課  

成人慕道班在十月十六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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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教堂大掃除的日子 

九月一日星期四是我們新的教堂大掃除的日子。從早上 10 點開

始，我們要把裏裏外外整個打掃乾淨。請帶著你們的吸塵器，掃

把，抺布和各種的清潔用品一起來。周四見！  

 

勞動節週朝聖之旅 

至少有四十五個人已經報名參加兩天的朝聖之旅，將在勞工

節週末九月三日到九月四日舉行。我們將去阿拉巴馬州 

Hanceville 的 Shrine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及位於 

Cullman 的 St. Bernard Abbey。我們也會去阿拉巴馬州的 

Noccalula 瀑布及喬治亞州的 Tellus 科學博物館。這一周

還有時間報名參加這朝聖及教育之旅。請跟蔡智明聯絡。 

代禱名單 

梁金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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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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往往會遇到驚險或走過死陰幽

谷的險境 ， 但冥冥中似乎天主在保佑我們，從厄運中化險

為夷，讓我們安然地渡過此生。 

 

      記得大約在小學六 年級的時候，在沒有大人的帶領

下，我們八、九位小女生結伴一起到海邊戲水。玩水玩了一

會兒，我感覺太陽太晒，就獨自涉水走向右邊幾顆椰子樹蔭底下，想在蔭涼下再繼續戲

水。然而眼看就走到椰子樹邊了，突然兩腳踩空，原來是海岸突然變深，從水面上是看

不到的。我在海水中亂掙扎了一會兒，正以為自已會葬身海底之際，一陣輕輕的海浪把

我送到岸邊，我趕緊抓住被海水侵蝕的椰子樹根，自已慢慢爬上岸，總算檢回一條小

命。 

 

       大概也在小學四、五年级的時候，母親、大弟國城和我三人在椰城鬧區乘坐三輪

車(椰城的三輪車是乘客在前，車夫在後踩輪子)，可能是天雨路滑，突然間三輪車失控

來一個人仰馬翻，我們的衣服全都濕淋淋了。我母親和城弟還好沒事，我胸前不知撞到

三輪子的那一部位，總之痛得我站不直腰來，至今記憶猶新，還好當時沒有撞斷我的肋

骨。     

 

       1990 年的 12 月間，我們參加教會團體到芝加哥開會。治明和我從喬治州的亞特

蘭大輪流開車往北走，中途順便探望在印地安那州唸大學的女兒。當時氣溫在冰點以

下，輪到我在高速公路開車時，正好路過一潭潭的雨水，突然間車子失控，整個車子來

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車尾右邊猛撞上公路中間的水泥牆。公路旁的車流在繼續飛

馳，幸虧我們後面的車子慢下來，才沒有釀成大禍，車子歪了屁股繼續北上。後來才知

道，冬天高速公路上一潭潭的雨水，往往水的下面 都已結成冰。那次大難不死，驚悚的

情境，至今心有餘悸。 

 

       2001 年我們還住在台灣時，我參加了我們教會的朝聖團到以色列朝聖。有一天

是被安排參觀一所古蹟教堂，參觀完畢又上教堂樓頂陽台，可以俯瞰 全城風貎。當我爬

上陽台時，眼睛只管欣賞四周的風景與建築物，沒有注意到下面有突出的管子，結果兩

腳絆到管子，我的身體整個向前倒，右手掌先撐地。不久我的右手掌像氣球一樣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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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恩   的   心 -- 

傅燕萍  



來，非常疼痛，我們的领隊看了也不放心，於是要求當地導遊帶我到一家附近的醫院給我

照 X光。以色列人辦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檢查出結果，還好沒事，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2005 年來美前，治明住在內湖的姪女與姪女婿請我倆到他們家裏吃飯，姪女家人全

都到齊，大家相見歡熱鬧非凡。回家時，姪女婿還準備開車送我們回家，當我上車時，老公

沒有留意到我的右手還在車門旁，他就把車門一關，我的手指夾在車門上，痛得我哇哇大

叫。事後雖然不像有骨折現象，為安心起見，回家後還是到我們住家附近的松山醫院照 X

光。結果這次也沒事，感恩感恩！ 

 

       這三、四年間也發生了幾樁危險的事:  有一天我發現前門吱吱作響, 就用潤滑劑在

門栓上前後噴了幾下, 然後用紙把殘留在走廊 地板上的潤滑劑擦掉。我低估了它的厲害，

回頭我走過那走廊 時，突然两脚一滑，身體失去重心，左手肘先落地支撐整個身體的重

量。當時痛得爬不起來，過了幾分鐘才慢慢的

用右手支撐坐在地板上，趕緊微微的搖搖左

手，看看是否有骨折，只見手肘部份有溢 血

和瘀青。感謝上蒼，沒有骨折。我的骨頭非常

細小，又有骨質疏鬆症，沒有骨折或骨裂实在

是奇蹟。 記得在中學時期，级任老師看到瘦

小的我就說：[妳要多吃飯，看看妳的手臂，

像小麻雀的腿一樣細小！] ，雖然我知道老師

是一片好意，當時心裡還是嘀咕了一下：這位

老師真會用形容詞，未免太誇張了吧！      

 

        不少人有浴室滑交的經驗，那天我也是在浴室中兩脚向前滑，背後的尾椎与脊椎骨

先落地。等我神智清醒的時侯，我對自己說的第一句話是：完了！我的脊椎骨完了！我慢慢

爬起來，試圖把身體向左右搖擺一下，似乎也沒有骨折，只是右脚重撞了一張靠牆的椅子，

還好只撞成瘀青而沒有受傷。不過到了晚上傷處越來越腫，也折騰了一、两週才復元。 

 

    除了上述猶記得的事件外，還有幾樁把自己處於險境而不自知的事:   

 小學時期我們幾個小朋友放學後會結伴回家，途中縂會到一家人家後院的水泥坡爬上衝

下，玩得不亦樂乎。但是前面就是轉彎的電車軌道，電車從右邊來只聽到電車鈴聲但看不到

電車，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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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師範大學唸大一的時侯，因感冒咳嗽很不舒服，於是走到大學附近的藥店買成藥回

來服用，一覺睡得非常好。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吃了什麼感冒特效藥，醒來後全身麻木動擅不

得，有室友在室內，但是我無法喊叫，眼睛也張不開，只有兩隻脚掌可以動一動, 意識也清

醒。因此我一直摇動我的腳掌，試圖換醒我全身的細胞生命。也不知搖了多久，我的四肢與軀

體終於可以動彈了。要是那一覺醒不來，大概就 一命嗚呼，魂飛天外了。     

 

 住在台北的人，大概都有追趕公車的經驗，我還在台北時也不例外。有一次眼看公車

來了，但是走到車站牌還有一小段距離，於是拼命往前跑，不時還回頭看看公車，卻不注意地

下是否有障礙物。那時候我也是年過了六十歲的老太婆了，摔下來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到現

在想起這一幕，還不時為自己捏一把汗。 

 

       我一輩子沒有生過大病，結果晚年得乳癌，今年四月中已動手術。在人生的最後路途

能走這一段淨化的路程，讓我有機會拭一拭苦難基督肋膀上的血漬，在心靈上更親近祂，這未

嘗不是來自上天的恩寵。開刀前後主內姐妹弟兄們的禱告與關懷、以及送菜送湯等爱心舉動，

都讓我由衷感激。得病後才知道原來在美國(大概中、台、港華人也不例外) 七、八十歲老人

得乳癌與攝護腺癌的比率很高；而且年齡層往下降，三、四十歲的人得病率為數也不少。醫院

裏的護士對我說，現在也有二十幾歲就得癌症者。我在診所看醫生其間，就遇到一位年輕貌美

的大陸女士，看起來年齡只有三十歲出頭，她要做第二次乳癌手術；治明有一位親戚就在八十

四歲時得攝護腺癌。因此無論男女從年青開始，定期去照 X光檢查是否有乳腺癌或攝護腺癌是

終身的事。 

 

         回想自己生命的過程中，有許多可能丟掉牲命或骨折的險境，此刻一幕幕回到我記

憶的腦海中。關關似乎難過，但是天主保佑我關關過，感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願以聖經

中聖詠第六十三篇中的兩段話 來結束此文：[ 因為祢曾作了我的助

佑，我要在祢羽翼之下歡舞。我 的心神緊緊追隨祢，祢的右手時時扶

持我]。[我要一生一世讚美祢， 我要因祢的名把手舉起。我的靈魂好

像飽饗了膏脂，我要以歡愉的口 唇讚美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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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要理講授前，我想先問候慶祝 50週年金婚的

夫婦們。這樣的紀念日是家庭中的「好酒」！你們的見證

是新婚夫婦和青年應該效法的榜樣，是美好的見證。謝謝

你們的見證！ 

 

在論述幾個關於慈悲的比喻後，今天我們談耶穌的

第一個奇跡，聖史若望稱奇跡為「神跡」，因為耶穌這樣

做不是為了引人驚歎，而是為了揭示天父的愛。這第一個

神跡正是若望講述的（若二 1-11），它發生在加里肋亞的

加納。這個神跡好似一個「門戶」，其中有些引人深思的

話語和表述，顯示了基督的全部奧秘，開啟了門徒們通往

信德的心門。我們看看其中幾句。 

 

在引言中我們找到這樣的表述，「耶穌和祂的門徒」（若二 2）。耶穌把祂召叫跟隨

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現在以一家人的身份，每個人都受邀赴宴。耶穌在加納開啟祂公開

牧職的時候，以天主子民的新郎自居，一如先知們所宣告的那樣，祂向我們揭示那將我們

與祂結合在一起的深刻關係，即愛的新盟約。我們信仰的依據是什麽？是耶穌將我們與祂

結合在一起的慈悲行為。基督徒的生活是對這愛的回應，就好似兩個戀人的經歷。天主與

人相遇，雙方彼此尋找，彼此相見，彼此傾慕，彼此相愛，恰如《雅歌》中的新郎和新娘。

教會是耶穌的家，祂為這個家傾注了自己的愛，這是教會所守護且願意給予眾人的愛。 

 

在這盟約內容中也包含聖母的觀察「他們沒有酒了」（若二 3）。先知們指出酒是默

西亞宴席的典型元素（參閱：亞九 13-14；岳二 24；依二五 6），如果缺少了酒，怎能舉

行婚禮、慶祝節日呢？水是生存不可或缺的元素，酒卻表達了盛宴的豐厚和佳節的喜樂。

在加納婚宴上沒有酒了，新婚夫婦為此感到尷尬。請你們設想一下婚宴以喝茶收場將是多

麼尷尬！酒在歡慶中必不可少。通過把「猶太人取潔禮用的」石缸中的水變為酒（若二 6），

耶穌完成了一個非常生動的徵兆，把梅瑟的法律變為福音，即喜樂的攜帶者。正如若望在

福音另一處所說的，「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若一

17）。 

 

瑪利亞對僕人的囑咐為加納婚宴的畫面添加了花環，「祂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

作什麼」（若二 5）。有些奇怪，這是福音記載的瑪利亞的最後幾句話，是她留給我們眾

人的遺產。今天聖母也在對我們大家說：「耶穌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這

是聖母留給我們的遺產，實在美好！這句話讓我們想到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回應盟約許諾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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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使用的信德宣言，「凡上主所吩咐的，我們全要作」（出十九 8）。加納的僕人確實聽從了

耶穌的吩咐，「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他們就灌滿了，直到缸口。然後，耶穌

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他們便送去了」（若二 7-8）。在這次婚宴上，新

盟約真正得到確立，上主的僕人即整個教會都領受了一項新使命，「祂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

就作什麼！」服事上主意在聆聽並實踐祂的聖言，這是耶穌的母親對我們簡明卻重要的吩咐，是

基督徒的生活大綱。為我們每個人而言，從缸裡取酒就是要信靠天主聖言，體驗祂在我們生命中

的效用。這樣一來，我們便也能與品嘗了水變成酒的司席一起感嘆：「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若二 10）。的確，主耶穌為了我們的得救，繼續保存那好酒，從祂被刺透的肋骨繼續不斷地

湧出這好酒。 

 

福音的結語聽起來好似一句宣告，「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跡，是在加里肋亞納匝肋行

的；祂顯示了自己的光榮，祂的門徒們就信從了祂」（若二 11）。加納婚宴的意義遠遠超過對

耶穌第一個神跡的單純敘述。耶穌如同一個珠寳盒，守護著他個人的秘密和祂來世上的目的。這

位眾人期待的新郎開始了祂的婚宴，直到在復活奧跡中才完成。耶穌在這婚宴中，藉著新而永久

的盟約把祂的門徒與祂自己結合在一起。在加納婚宴中，耶穌的眾門徒成了祂的家人，教會的信

仰也由此誕生。我們人人都受邀去赴婚宴，因為不再缺少新酒。（本文轉自梵蒂岡廣播電台週三

要理講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