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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3/5 Sun  

10:30am(中)   2:00pm
四旬期甲年第一主日                                                       

創 2:7-9,3:1-7; 羅 5:12-19; 瑪 4:1-11 

大堂                                              

彌撒、午聚 

3/12 Sun                    

10:30am(中)   2:00pm
四旬期甲年第二主日                                                               

創 12:1-4; 弟 1:8-10; 瑪 17:1-9  

大堂                                              

彌撒、午聚 

3/19 Sun                 

10:30am(中)   2:00pm
四旬期甲年第三主日 候洗者第一次考核禮                                                      

出 17:3-7; 羅 5:1-2,5-8; 若 4:5-42 

大堂                                              

彌撒、午聚 

3/26 Sun                 

10:30am(中)   2:00pm
四旬期甲年第四主日  候洗者第二次考核禮                                                     

撒上 16:1,6-7,10-13; 厄 5:8-14; 若 9:1-41 

大堂                                              

彌撒 、午聚 

Every Mon,Tue, Wed , 

Fri  12:00pm   
每週一、二、三 、五 12:00pm 彌撒                小教堂 

3/1 Wed 12:00pm, 

7:00pm 
聖灰禮儀彌撒 12:00pm(中) 7:00pm(英) 小教堂 

3/4 Sat 10:00am-3:00pm 陳廣前神父四旬期避靜 小教堂 

3/18 Sat 6:00pm 逾越節晚餐(中) 大廳 

三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聖堂二月公告總結 

(2/5) 謝謝大家！  今年的華人新年活動辦得非常的成功！有超過 300 的來賓參與燃放鞭

炮 ，舞獅，文化展示及可口的地方式小吃！非常感激每一位參與人員的努力付出；這個活动

是我們福傳的一部分，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華人天主教團体。願上

主在新的一年裏繼续帶領我们向前走！      

劉神父將帶領查經班 劉神父將帶領一個查經班，從二月六日星期一開

始於每月第一及第三個禮拜一晩間七時開始。查經將採用英文版本聖經，但是討論

則以中英文雙语並用。基於我们團体的福傳使命，查經班將從對觀福音 (瑪竇，馬爾

谷及路加福音) 開始。   

法國聖地朝聖之旅 劉神父將帶領一個十天的法國聖地心靈反省及復癒的朝聖之

旅，這個朝聖之旅目的是為了加深你對童貞聖母瑪琍亞的敬愛。我們要去的地方

包括巴黎附近的路德，尼微，查習翠，力西及諾特丹。同时還要去參觀聖小德蘭

修道院以及聖伯爾納德和聖雲仙安息之地。歡迎你们來加入我們這次靈修之旅！   

(2/12) 四旬期避靜 三月四日陳廣前神父將來為我們舉辦一个四旬期避靜。陳神父是來自

中国陜西省西安教區的神父，現在美国華盛頓神学院進修，並將於今年完成学业。今年

避静的主题是「痛苦的喜乐」。第一講從上午10时開始至中午12时结

束，接着是午餐時間。第二講從下午1時開始至3時结束。請大家來參

加這個為迎接四旬期及復活節做準備的避靜！   

聖體朝拜 請大家不要忘記下個禮拜天是我們每月第三個周日的聖體朝拜，在彌撒前的 

9:30 開始。歡迎每位教友都能來，與基督共渡一段寧靜的時間。願上主的仁慈及平安傾

注你心中！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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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Wed 10:00am 讀書會 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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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12, 3/19 Sun12:30pm, 
3/26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3/5 Sun 1:00pm              
3/11 Sat 2:30pm 

跳舞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1st & 3rd Mon 7:00pm                           
2nd & 4th Sun 4:0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3/1, 3/15 Wed 10:00am                 
2nd & 4th Sat  7:30pm            
4th Sat 7:30pm 

Norcross 讀經班 10:00am                                

Marietta 讀經班 7:30p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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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表 



星期日查經班 劉神父將帶領星期日的查經班，從二月二十六日開始於每月第二及第四

個禮拜下午四點開始。查經將採用英文版本聖經，但是討論則以中英文雙语並用。基

於我们團体的福傳使命，查經班將從對觀福音 (瑪竇，馬爾谷及路加福音) 開始。  

(2/19) 活動日曆  當我们正在發展中的教会團體正在成長擴大

時，你會想知道我們教堂裏有些什么活動嗎？你不必再疑惑了，用你的指尖軽点我们

教会網址目錄上的「活動」即可得知教会所有的活动！你有計劃要用教堂舉辦任何的

活動及集會嗎？請用电邮 info@hnojatl 和我们聯絡，可以事先在月

曆上預訂教室或聖堂，以避免發生衝突。謝謝大家的合作！  

跳舞班  你喜歡舞蹈嗎？從 2 月 25 日開始，傅燕萍姐妹邀请一位舞蹈老師周六下午來聖堂

教授舞蹈。其他的時間請看我們教会網址目錄上的活動日曆。欢迎大家一起來和燕萍姐妹

参加為時一个小時的舞蹈及運動！  

(2/26) 周三聖灰日 四旬期是我们禮儀年的一個節期；它為期 40 天，在

这段时間基督徒們為隆重的復活節做準備。在四旬期内基督徒們都應專

注過樸實的生活，多祈祷 及做憐憫的神工。禁食，禁欲以能経由 耶穌基督更接近天主。

四旬期是從周三聖灰日開始，今年的聖灰日正好是三月一日。我們將在三月一日星期三中

午 12:00 舉行中文彌撒並在當天晚間 7:00 舉行英文彌撒。在彌撤中將有塗抺聖灰的儀

式。当我們領受聖灰时表示我们对我们原罪的悔恨並願在这四旬期裏悔改，潔淨我们的心靈，節制我们的欲

望以期能更至善至潔，用歡愉的心來迎接慶祝復活節！  

禁食與禁欲  周三聖灰日及周五耶穌受难日是天主徒應守的禁食，禁欲節慶。而且四

旬期中的每個周五都應禁食，禁欲。拉丁天主教教友年齡在 18-59 㱑之間都該守齋禁

食。當禁食的人被充許吃一顿全餐及二頓小餐时並不代表等於一天全餐。拉丁天主教

規定禁食肉類的標準是所有 14 歲以上的教友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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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Monica， An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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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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是從聖灰禮儀開始直至復活慶節前一日為止。 

     聖灰禮儀星期三的來由是早期教會讓犯了公開罪的人，有懺悔及補贖的機會，便於四旬期首主日

前星期三，在他們頭上撒上灰土。直至 1091 年教宗吳爾班二世把原來只為公開悔罪的「撒灰禮」推

至全體教友。 

     四旬期是慕道、悔改、準備與基督一起逾越的時期，今天授予聖灰的經文，已經改善為「你要悔

改，信從福音」。灰燼是由去年祝福過的棕櫚枝或其它樹枝焚化而成。 

     「撒灰禮」是罪人贖罪的標記，意味著要同時守齋，現今聖灰禮儀仍保持守齋的傳統，而領聖灰

已變成一些教友的熱心表達方式。 

    曙光月刊 2017 年三月 

聖灰禮儀簡介 
轉自 http://cathedral.catholic.org.hk/lent/lent_ash_talk.htm 

聖灰（張淑美） 

轉自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column/Lent/ash 

   「聖灰」的意義與「聖灰禮儀」的沿革。 

引言 

四旬期是整個教會「慕道」、「更新」，透過逾越經驗歡欣準備迎接耶穌復活的時期（參閱：感恩

經四旬期頌謝詞第一式）。除了「慕道者」極積準備自己接受洗禮外，「全體信友」也特別透過祈

禱、克己、愛德行動積極與天主和人修好，以重獲天主子女的恩寵。整個四旬期以「聖灰禮儀」星

期三揭開序幕，我們在此特別介紹聖「灰」的意義，以及它在教會禮儀中的發展，期盼能幫助基督

徒明瞭其意義，並在生活中體現其真實的意義。 

聖經中的「灰」 

在聖經中「灰」(或「灰燼」、「灰塵」)常用作一種「消極」情況的代名詞，例如：坐在灰中(納三

6)、在頭上撒灰(瑪十一 21)、以灰塵舖床(依五七 5)等，都是表達哀慟、痛苦及補贖的象徵。當某人

受盡仇人的侮辱、遭受困苦磨難(約三十 16-19)，或表示謙卑自下(德十 9)，也都會用「灰土」來表達。

聖經中唯一一次比較積極的用法是詠一四七 16，指「上主撒霜如灰燼」。「灰」在禮儀中也具有特

殊的象徵作用，如：在準備「取潔」用的水時，必須將紅母牛宰殺，並且在焚燒後將灰燼撒在水上

(戶十九 1-9)。 

教會禮儀的發展 

今日教會在四旬期的開始舉行的「聖灰星期三禮儀」，源自於早期教會為「公開贖罪者」施行的撒 



灰禮。在第九世紀以後，歐洲基本上以完全成為基督信仰區域，因此成人洗禮漸趨式微，教會中

的「（成人）慕道期」和公開悔罪的紀律也隨之消逝，德國和法國民間由於不諳拉丁禮儀，而開

始盛行「克己補贖」以求得修德升天的熱心神功。於是教宗 Ulbanus 二世在 1091 年，將原本特別

為「公開贖罪者」舉行的「聖灰星期三」禮儀，推廣為向一切信友舉行的「撒（聖）灰禮」。 

「撒灰禮」原是罪人贖罪的標記，而具體的悔罪行動也要求「禁食」（今日聖灰禮儀仍保持「守

齋」的傳統）。因為主日是慶祝主復活的日子，因此傳統上在主日不守齋。況且四旬期第一主日

原是為教會甄選候洗者，並與他們一起準備逾越的首要日子（事實上四旬期也正為此而設）。雖

於 1091 年後拉丁教會把撒灰禮推行至所有人，卻始終不在主日舉行。但是，後來因為「領聖灰」

變成一些信友的熱心方式，因此，教會為那些期望領受聖灰而又無法在平日到聖堂的信友，作出

多元的適應（如：信友可在四旬期第一主日領受聖灰；在華人地區，若聖灰禮儀適逢春節其間，

因為與傳統民情不合，則不行撒灰禮）。 

今年我領受聖灰了嗎？我懷著什麼樣的心領受聖灰呢？我是否已準備好，願意在這個預備逾越

節的四旬期內，重新慕道，再次的皈依，並努力和天主以及近人修好，重獲天主子女的恩寵？ 

參考資料 

韓承良，《聖經辭典》#529「灰」，思高聖經學會編著 

羅國輝著，《踰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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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夥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遂

開口教訓他們許多事」（谷 6:30-34）。主耶穌在帶領門徒們休息時，仍然一心二用，照顧這些飢

渴慕義的群眾。 

在二月二日慶祝「獻主節」。一大早和家人去一處聖地朝聖，在耳邊新年的鞭炮餘聲還未退

去，慶賀的歡笑依然迴盪時，來到清靜神聖的山上祈禱，真是福氣。歸途去一風景點，真是車水馬

龍，人頭攢動，扶老攜幼，擁擠著茫然向前。回來時大家嘆說，這種地方去一次就夠了！飢渴的人

們在到處尋找，我們的聖堂何時能吸引人前往？春節假期，忙碌歸來時，我們的教友們去哪裡「休

息」？ 

新年我們都給家人發紅包，既是祝福來年豐盛，也是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我們有沒有和家

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紅包」？只有把主耶穌的福音分享給家人，才是最好的祝福。「願賜平安的天

主...成全你們的各種善工，好承行祂的旨意；願天主在我們身上，藉著耶穌基督行祂眼中所喜悅

的事！願光榮歸於祂，至於無窮之世！阿門」（希 13:20-21）。 

「你們應當謹慎，提防法利賽人的酵母和黑落德的酵母」（谷八 15）。法利賽人的酵母是重

視外表，忽視精神；黑落德的問題是只有今生，沒有永生。人的精神和永生才是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成長中的宗徒們卻只考慮自己「飢餓」的需要，不明白主耶穌的教導。 

愛的精神和永生的追求才是做人的目的，也是慶祝「情人節」的意義。耶穌基督天主子，將

我們每個人作為他的「情人」，全心投入，忘我愛人。祂也是我們真正的情人。 

主，請幫助我常懷您的愛情，敬愛長輩，友愛親友，慈愛弱小，每天為永生而生活。 

牧者之聲 

白建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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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法蒂瑪聖母顯現的一百週年，網上有位名為  Fr. Rick  Heilman 的神父發起為美國的國運祈

禱，百週年的紀念日為 2017  的五月 13 日，他驚訝上主或許會做些甚麼事來警惕我們，特將他的想

法提供與大家分享，意外地得到熱烈的反應。 

 

          這位神父提出的九日敬禮，實際上他眼見今日美國的國情，想到在舊約的尼尼微城發生的事

情，他建議敬禮應從二月十三日起到五月十三日的九十日期間，做個九十天的敬禮，他的計劃是這

樣，從二月十三日到四月七日的五十四天中，唸玫瑰經的敬禮，從四月十日（聖主日的星期一)到五

月十二日的三十三天做對聖母的奉獻準備工作，然後，在五月十三日做紀念百週年向聖母的奉獻敬

禮。當然，在整個敬禮過程中參與敬禮者必須參與彌撒聖祭，領聖體，辦和好聖事等等。 

 

            我之覺得這位神長的想法，很有意思，他把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與舊約的尼尼微城被上主火

罰的經歷相提並論，實在令人不安，他提示今天我們所見所聞的恐怖主義到處發生，國與國間關係

日見紧张，虛偽的經濟現象瀕臨崩潰，生活道德世風日下，數以百萬計未出生的嬰兒被謀殺，婚姻

制度在所有文化中被重新定義，男人和女孩同室共浴，宗教自由被侮辱，政府組織貪污腐化，教會

内部混亂不清等等，值此紀念法蒂瑪聖母顯現百週年之際，人們在問：我們應該怎麼辦？答案可能

还要依賴上主才有辦法。在整個救贖歷史中，不論人們離主有多遠，祂縂是給我們機會回頭， 

 

        這位神長關心的事情，何只在這個國家，放眼看去，我們的祖國不亦是如此，可能更多令人不

安的現象，所以，趁此紀念法蒂瑪聖母顕現百週年之際，我們更應該向她祈禱，給中國教會更安定

發展，讓中國人民享有更公平的信仰生活，Fr.  Heilman  認為，今天的美國人己迷失了超性的生活，

人們過著沒有神的宗教生活。那些生活在以唯物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人

民，多麼渴望有信仰中心的意識，來安慰他們失望的心靈。所以，我們

是否應該向海內外的華人教友，發起一個奉獻中國於耶穌聖心的祈禱運

動，懇求聖母轉逹，復興中國的教會。因為我們知道，當年聖母顯現給

路西亞時曾告知她，如果教會能將俄國奉獻給上主，俄國或許能逃過戰

禍，教會亦不致遭殃，可惜當時教會沒聽聖母所言，招致以後一連串不

幸之事發生在俄國及所有受共黨統治的國家，可幸，聖母曾告訴路西

亞，預言俄國要歸正。這個被共黨統治七十五年後的蘇聯，於 1991 年

解體，今天的俄國完全歸正了，這可以証明，如果我們全心全靈向聖母

祈求我們的願望，這位慈愛世人的慈母，必會俯聽我們的禱聲, 不知大

家以為然否?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紀念法蒂瑪聖母顯現一百週年  

做九日敬禮為美國國運祈禱 何文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