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傳意向:為工人與失業者 

 

願所有工人受到尊重，權利獲得保

障，願失業者能有為眾人利益貢獻

一己之力的機會。 

指導司鐸： 
劉兆偉神父 678.252.5669 
 
The Holy Name of Jesus 
Catholic Church 
5395 Light Circle NW, Nor-
cross, GA 30071 
 
彌撒時間：每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下午二時(英文) 
          每週一(英),二(中),三(中),五(英)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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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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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10/1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六主日                                                            

厄 18:25-28; 斐 2:1-11; 瑪 21:28-32 

大堂                                              

彌撒、午聚 

10/8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七主日                                                              

依 5:1-7; 斐 4:6-9; 瑪 21:33-43  

大堂                                              

彌撒、午聚 

10/15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八主日                                                            

依 25:6-10; 斐 4:12-14,19-20; 瑪 22:1-14 

大堂                                              

彌撒、午聚 

10/22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九主日                                                     

依 45:1,4-6; 撒前 1:1-5; 瑪 22:15-21 

大堂                                              

彌撒 、午聚 

10/29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三十主日                                                     

出 22:20-26; 撒前 1:5-10; 瑪 22:34-40 

大堂                                              

彌撒 、午聚 

Every Mon(英),Tue(中), Wed

(中) , Fri(英)  12:00pm    

每週一、二、三 、五 12:00pm 彌撒                            小堂 

1st Fri of the month        

7:00pm(英)  
每月第一個周五 7:00pm 彌撒  小堂 

十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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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九月公告總結 

(9/3)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在今天的福音裏，耶穌第一次向祂的門徒們宣告祂的苦

難，死亡與復活。門徒們對這樣的啟示都無法接受，他們期望的是一個光榮戰勝的默

西亞；一個對以色列的敵人施以重罰及死亡和驅逐以色列的邪惡的默西亞。所以聼了

耶稣的話以後都驚訝的不知所措。他們從不是期待一個要受這樣的苦難並被處死的默

西亞。所以伯多祿的反應是驚訝而完全不敢相信；他說：「主，千萬不可！這事絕不

會臨到你身上！」他们對他們的勝利者 — 納匝肋人耶稣基督— 有很高的期望，但是

為什么祂會預言自己的死亡和敗仗呢？事實上，在哥林多前書裏，聖保祿曾作証，關

於基督徒們的被釘死的默西亞的信息對希臘人來説是愚蠢的，它是猶太人的絆脚石。 

甚至在現今世上，人們都倾向於跟隨勝利者而不是失敗者。勝利的人就是那些打敗對手而獲得戰利品的

人。失敗者就是那些被擊敗而卑微的人。像耶穌基督的門徒們一樣，很多人到現在還不了解今天福音裏要

傳達的信息。對他们來説，人生的成功是用豪華的住宅，奢侈的汽车及巨額的銀行存款以及多少頭銜來衡

量。但是，事實上我們最終的目標都不是這些，没有任何世上的榮耀与富貴能與我們靈魂永恆的得救相

比。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在天上與天父合一。耶穌基督指引了我們達到這個目標的道路。但是這條路對很多

人來説是没有吸引力的，即使是那些自以為是基督徒的人，因為那是要求我們否定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跟随主耶穌基督的。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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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Tue 1:00pm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10/5 Thu 11:0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10/1,10/8,10/15,10/22,10/29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10/1,10/8,10/15,10/22,10/29 Sun 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10/2, 10/16 Mon 6:30pm                           
10/8, 10/22 Sun 4:0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10/4, 10/11,10/18,10/25 Wed 10:00am                 
10/21 Sat 7:30pm 

Norcross 讀經班 10:00a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詳情請洽沈安行弟兄 

10/14,10/28 1:00pm 射箭協會活動 預約:404.500.8048                

altchinesearchery@gmail.com 

10/6, 10/20 7:30pm; 10/13, 10/27 
1:30pm 

福傳祈禱小組 教堂 Social Hall 

10/1,10/8,10/15,10/22,10/29 Sun 9:30am 兒童道理班 詳情請洽會長 

10/1,10/8,10/15,10/22,10/29 Sun  
12:45pm 

中文學習班班 詳情請洽會長 

10/29 Sun 12:00am 月底教堂一家一菜聚餐 教堂 Social Hall 

活動時間表 



作為基督的門徒意味着，準備隨時跟隨基督甚至在某一點上為基督而捨命。在這些門徒們，殉道者及聖人   

們的生命中都有例証。背負你的十字架跟隨耶穌基督是要在一個違抗神命的世界裏順從天主。除了這一切以

外，我們最大的安慰是背負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恐懼和孤獨的旅程，而是一個主耶穌基督親自來到我們的生命

中，鞏固壯大支持我們的旅程！     

為哈威颶風災難祈禱  上星期，哈威颶風摧殘德州及路易西阿那州. 死亡,受害, 並

失去家園財產者衆多。瑪竇福音中，耶穌説：「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

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

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

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瑪竇25:34-36）讓我們救助災民，替死者及受害者祈

禱。你們也可捐助為災民服務的慈善機構；比如Catholic Charities (catholiccharitiesusa.org) 及Knights of 

Columbus (kofc.org).  

101 福傳祈祷小組   我們現在有兩个 101 福傳祈禱小組。一個在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

五晚上 7:30 分聚會，一個在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五下午 1:30 分聚會。目的是為每人

為自己一些尚未領洗或脫離教會的親友祈禱。耶穌説：「那裏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

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歡迎大家來加入這個祈禱小

组！  

獻堂聖典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誠邀貴駕光臨獻堂聖典訂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由

格力古瑞主教親臨主持聖儀慶典使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後備食餚。  

(9/1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福音告訴我們 ,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 我們就要怎

麼辦˙這個程序很直截了當 : 先要在你和他獨處的時候，規勸他˙他如果不聽，你就多帶一個或兩個人同

去，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口供，得以成立˙如果他仍不聽從他們，你要告訴教會˙如果他連教會也不聽

從，你就將他看作外教人˙不過 , 比較深的意義就是這些步驟教我們去思考它的內在的意向 , 就是平安與在

教會裡兄弟姐妹的和好˙ 

今天的福音 , 瑪竇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節 , 只是一方面˙下個主日的福音 , 第二十一到三十五節 , 它給我們看

另外一方面 , 就是要寬恕他不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一位有耐心和寬恕心的基督徒 , 應該是這樣的 : 

“若有人掌擊你 的右頰，把另一面也轉給他” , 或者 “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就同他走兩千步˙” 

不過在今天的福音中 , 這種罪惡不可以不注意 , 因為它可能是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 , 而對犯罪的人很危險˙所

以 , 被得罪的兄弟不應該馬上要堅持自己的權力 , 而譴責得罪他的人˙其實 , 被得罪的兄弟應該去跟得罪他的

人 , 獲得他回來做兄弟 , 因為得罪他的人需要悔過 , 醫治與和好˙一位基督徒應該要照顧兄弟的好處 , 而寬恕

他的罪過˙否則 , 不寬恕人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天主的寬恕˙ 

在社會中 , 被得罪的人有權力 , 及犯罪的人應該彌補他的罪過˙不過要跟隨耶穌的人 , 這方面就不一樣了˙在

申命記 , 證人叫來是要在審判官面前建立罪人的罪過˙相反的 , 在瑪竇福音

裡 , 證人叫來是要幫助罪人看出自己的罪過 , 而說服他需要悔過與和好˙ 

我們需要從瑪竇十八章學到怎麼樣要跟兄弟和好的程序˙我們應該克服暴

力 , 辱罵和情感虐待 : 傷人的話和行為侵犯了人的尊嚴˙教會的紀律是為了

那些迷失的人與教會和好˙有了和好 , 教會的兄弟姐妹的關係就恢復了 , 而

在基督內重申了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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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911祈禱  對很多人來説 2001年九月十一日，美國本土受到伊斯蘭極端恐怖組織

的攻擊是一個很難忘的日子。十九個武裝激進份子，刧持四架民航客機以自殺的方式襲

擊美国。其中兩架飛機衝進紐約市中心的双子塔世貿大楼，第三架飛机衝向華盛頓特區

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厦，第四架飛机墜毁在賓夕維尼亞州近郊。儘管在這樣的逆境裏，

美國全國人民都團結在一起，一齊來應對這種緊急情况。遭受到這樣的災禍卻反而激起

了美國人民更大的勇气，英雄品質，善良的心及信心與希望。當美國人回憶16年前受

到的攻擊時，讓我們也一起加入他們為癒合及和平祈禱！  

(9/17)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因此，我們應該寬恕七十七次或是七十個七次呢？原本的希臘文，那段話可以

翻譯成兩種說法。根據一種聖經的翻譯 (NAB)，一個人應該原諒他的弟兄77次。根

據另外一種翻譯 (RSV)，一個人應該原諒他的弟兄7個77次。。有時，我們太注意

數字而忘記了它的意義。譬如說有一條公路，限速是55 英里；開車的人曉得他們

可以開到65才被警察抓到。如果限速改成了65的話，這些開車的人會毫(完全)不遲

疑的開到75呢？限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同時我們選擇要遵守的限制會確定在我

們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我們要來想要幾次寬恕弟兄的問題，意義並不是

在數字上面，而是說我們應該懷有一個特別的寬恕的心。 

在福音裡，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兩個僕人所欠的債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個欠他

的主人一萬的 “塔冷通”，第二個欠第一個僕人一百“德納”。那時，一個僕人

該做十五年的工作才可以賺一個“塔冷通”，而一個“德納”是一天的工作所賺的。因此，第一個僕人要

做十五萬年的工作才可以支付他所欠的，而第二個僕人要做三個月的工作才可以支付他所欠的。這樣看

來，第一個僕人不可能會支付他所欠的，而第二位僕人很可能會支付他所欠的。不過呢，第一個僕人被他

的主人免掉他很大的債以後，而他不肯免掉第二個僕人所欠他一點點的債。 

天主喜歡仁愛勝過祭獻，以及祂教我們要寬恕別人，因為我們自己經驗過天主的寬恕。福音的比喻警告我

們不要過一個墨守成規的生活，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就不肯寬恕別人。我們應該按照一個更高的法律 –就

是天主關於仁愛與寬恕的法律 –它說所有的人得到了仁愛與寬恕之後，也要把仁愛與寬恕給予別人。世上

的標準是復仇，而不是和好。不過因為天主的寬恕，耶穌給了我們寬恕的標準來反對我們的復仇。 

Norcross 秋季遊園會  Norcross 市將在 9/23 日在 Norcross 市区中心的 Lilian 

Webb Park 公園内主办一个國际美食及音乐節庆活动。这个節庆的特色是透过美

食及音乐展示出該市多樣文化的传承。世界各地及本地的食品廠商將提供可口的

家鄕味美食。我们圣堂也將不落人後参与盛会，有我们自己的攤位出售食品及民

族舞蹈演出！欢迎大家來贊助支持我们团体的活动，以

向 Norcross 市民展示我们華人天主堂！請與 Lillian Chai 聯絡。 

秋季美食展   請轉告你的家人及朋友們來參加我们九月卅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的秋季美食展。这是一个不可錯過的日子，各式各樣豐富美味的地方小吃！ 

(9/24)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今天福音裡「僱工的比喻」在我們現今的世界上重演着。在比喻裡的家主就好

像一個老師，不管學生在學校裡表現好不好，在學期結束時，他還是都給大家「A」；或者好像是老闆，不

管工人的年資，他還是給大家一樣的加薪；或者是在床上垂死的母親，不管她的孩子們來看她多少次，她

還是公平的把家產分給孩子們。 

耶穌基督的比喻不只是要教我們倫理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也在教我們天國是什麼。今天的比喻讓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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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類公平的標準並不適用在天國裡。在天國內，想不到的事是很平常的；天主的

恩寵取代了公平原則。對於那些堅持每一次一定要用人類公平的標準的人，天主

說；“難道不許我，拿我的恩寵，做我所願意的事嗎？或是因為我好，你就眼紅

嗎？” 

我們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在比喻中的那些最先以一天一個「德納」被雇用的工

人的心態。總而言之，以工時來支付工資不是很公平的嗎？但是，天主並不是按照人類的標準；祂也不以我們

所期望的方式來行事。天主對待我們，不是按照人類公平和公正的標準，而是根據祂的恩寵。今天的福音的信

息就是天主的愛比我們的愛更大；天主的聰敏比我們的聰敏更大；天主的憐憫比我們的憐憫更大。天主的恩寵

表現在奇妙的方式；它造福的不只是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而是全部的人類。今天，天主邀請

我們跟祂一樣，對別人寬大，了解和憐憫。 

教堂停車場維修工程  我們聖堂停車場的修䕶工程開始了！根據承包商説混凝土將在星期

一，9/25日開始澆灌，且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完全妥善恢復。因為入口處也是施工的一部分，

故而也要停止使用三天，至 9/28日星期四才能正式啟用。因此從星期一到星期三所有的車輪

都將禁止進出。星期一至星期三所有的平曰彌撒及其他所有的教會活動也都將暫停。謝謝大

家的合作！  

新教堂獻堂彌撒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 

誠邀貴駕光臨獻堂聖典 

訂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由格力古瑞主教親臨主持 

聖儀慶典使於上午十時三十分 

後備食餚 

地址：5395 Light Circle NW, Norcross, GA 30071 

電話：678-691-3261電郵：info@hnoja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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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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召禱文 

主耶穌！世人的善牧！祢降臨世上，是為尋找亡羊，使他們得救。祢又曾召宗徒作漁人的漁夫。我

們懇求你，召選那些熱忱慷慨的青年作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實行福音全德的願望，奉獻自己，共

同努力，建設你的奧體教會，及拯救世人；求祢也賞賜那些已蒙召者以明智、忍耐和剛毅，在世間

顯揚你的光榮，拓展你的神國，領導祢付托給他們的靈魂，得到永遠的生命。亞孟。  

為維護宗教自由祈禱文  

造生萬物的上主，從祢的無限仁慈眷顧中，我們領受了生命、自由、和謀求幸福的權利 。祢召集

我們作祢的子民，並賦予我們權利和義務去朝拜祢，唯一的真天主，及祢的聖子 耶穌基督。藉着

聖神的德能和化工，祢領引我們在塵世中活出信仰，好能光照普世，把福 音的救恩真理帶到社會

上的每一個角落。  

求祢降福，讓我們警醒到信仰自由的恩竉，使我們當信仰自由受到威脅時有捍衛自由的 心志力

量；求祢更多加 我們勇氣，好能為維護教會的權利、為確保所有人信仰良知的自由，敢於挺身作

聲！  

天父啊！在我們國家這歷史性的決定時刻，求祢聚集祢教會的全體子女，發出清晰一致 的響聲；

為我們的子孫後裔、為後我們而來的人，我們要承受一切磨練考驗、克服所有艱 難危險；讓這片

土地，成為「一個屬於主的、合一的、不可分裂的、自由正義的國家。 」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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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日： 10 月 4 日    方濟會(OFM)會祖    主保：動物、商人、生態保育者  

     1182 年，在階級與貧富差距甚大的時代裡，聖方濟就在一個富

有的家庭裡誕生了；母親庇佳（Pica）與父親庇耶托（Pietro），都

同屬亞西西城（Assisi）裡的富商階級。為生來就具有領導氣質的聖

方濟而言，身後總有數人隨他吆喝，是不足為奇的。然而，方濟卻

在一次戰役中慘遭囚禁，再加上獲釋後長期臥病在床，福音的苗芽

便開始在他的心田裡成長、茁壯；回頭後的方濟，決定揚棄他長久

以來的騎士夢想，而願永遠地獻身於天主。為此，他稱自己為「偉

大君王的傳令官」（Herald of the Great 

King）。從此，橫擺在方濟眼前的，是一個全然嶄新的視野。   

     某日，在靠近亞西西城一座快要傾倒的聖達勉堂（San Damiano）

裡，偌大的苦像對聖人說：「重建我的殿宇吧！因為它已經快要傾

倒了。」聖人便開始修築已經傾圮的聖達勉堂，連附近的二座聖堂

也一併重修。由於修築需用的石頭須向亞西西城乞討，方濟便在這

過程中，飽嘗了城內朋友的嘲弄。  

     一日，方濟與一位患有癩病的人相遇，他本能地想就此避開，

但在恩寵的驅使下，他反而下馬親吻了該病患，且給了他一些金

錢。此事件成了方濟生命轉變的一個關鍵點，自此以後，方濟便時

常與跟隨者一同在癩病人當中服務。這個發生在亞西西城外的事件，是在方濟生命的末期

才被他自己寫出來的：「那（指該事件）為我看似酸苦，但後來卻

在我的肉身與靈魂中轉為甘美。」方濟在那條路上戰勝了自己的軟

弱，並更加增了隨時為貧苦者服務的熱望。  

     方濟的善行很快地就吸引了許多願意來跟隨他的人。1209

年，他為了眾多的跟隨弟兄來到了羅馬，欲尋求教宗依諾森三

世（Pope Inncent III）對這新成立團體的批准。最初，這個團

體被稱做「來自亞西西的補贖者」，他們致力於祈禱、勞力工

作與宣講福音；他們的生活方式則與他們所堅持的貧窮完全一

致。 

10月 4日聖方濟亞西西慶日 

http://epaper.ccreadbible.org/epaper/page/123/Francis_of_Assis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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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那一時代，早有許多團體是為追隨福音中的貧窮

與簡樸理想而建立的。然而，有些團體卻因為拒絕接受主教在

所屬轄區中有些團體卻因為拒絕接受主教在所屬轄區中，擁有

能否宣講的管理權柄，因此而與慈母教會決裂；同時，這些少

數團體還以自己的方式，將自己定調為靈性教會的成員

（members of the spiritual Church），而與他們所謂的俗世教會

（carnal Church）有所區隔；其中有些團體甚至拒絕領受教會的聖事。  

與這些「特異」團體不同的是，方濟從一開始便願意表達對慈母教會的忠誠，因為他

視自己與所建立的團體為教會內的一份子，與教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於是，儘管許多

樞機主教都質疑這種跟隨耶穌方式的可行性，教宗還是給了方濟口頭上的允准。當時，方

濟就稱自己的團體為「小弟兄」（Friars Minor）。隨著時間的遞轉，這

個小團體的成員越來越多，方濟便派遣這些小弟兄去四處宣講，範圍

遍及整個歐洲。1219 年的 1 月 16 日，方濟指派伯納德（Berard）弟兄

與其同伴前往摩洛哥宣講福音；同年，方濟自己則前往埃及與聖地。  

1220 年，方濟回到亞西西後，開始臥病在床；同時，他也開始意識

到：需要更有能力的人來管理這個愈加龐大的團體，而這正是他自認

力有未逮的部份。稍後，他便辭去了總會長的職務，且在往後的二年

致力於會規的撰寫，因為他希望藉此獲得教宗正式的許可。果然，在方濟的努力下，最後

定稿的會規，於 1223 年獲得教宗的官方認可。事實上，1209 年時，教宗口頭所允准的是

初始會規，那僅是一些福音文字的集成；而 1215 年所召開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卻決議不再給予任何新會規官方的允准。因此，方濟順利地避開了這

項大公會議的決議。  

為了回應聖女佳蘭（St. Clare）追隨福音生活的渴望，方濟

協助聖女組織了一個女性的團體，她們就生活在聖達勉堂裡，

因此被稱為「聖達勉堂的貧窮女士」（Poor Ladies of San 

Damiano）；也就是後來「貧窮佳蘭隱修會」（The Poor Clares）

的前身（又稱為「方濟第二會」）。漸漸地，方濟運動成為一股熱潮，連一般教友都要求

聖人為他們建立在俗修道的團體，於是便成立了「在俗方濟會」（the Secular Francisan Order--

亦即「方濟第三會」）。 

關於方濟所謂的「滿全喜樂」，他曾說過最精采的一段，是在一次與良弟兄（Brother 

Leo）的對話中說明的。某日，方濟對他的秘書良弟兄說：「最令我欣喜的消息，不是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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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偉大的神學家，或是全歐洲的主教，或是英、法二國的國王

都加入了我們小弟兄的團體；也不是小弟兄們皈依了所有的非

基督徒；更不是方濟我領受了什麼神蹟。不，這些為方濟來說

都不是滿全的喜樂。」「而是，當我在旅途的疲憊中，來到小

弟兄的住處尋求落腳，但卻因未被辨識出來而遭到拒絕時。若

我還能保持耐性，那就是我最滿全的喜樂了。」   

1224 年的 9 月，方濟正在拉維納山（Mt. La Verna）上祈禱

時，他領受了五傷的恩寵，因為從那刻起，在他的手、足與肋

旁都出現了基督苦難的標記；然而，方濟越是努力地在眾人面前隱藏，反而越是吸引周

圍的人對此傷口的注意。1225 年，聖人的視力與健康

都每況愈下，也就是在此時，他撰寫了著名的「太陽

兄弟之歌」（Canticle of Brother Sun）。最後，方濟在

1226 年的 10 月 3 日傍晚與世長辭，享年 45 歲。  

早先給予方濟甚多協助的胡高林樞機（Cardinal Hugo-

lino），當時已是教宗額我略九世（Pope Gregory IX），

便在 1228 年時，以教宗兼方濟好友的身分，親自主

持了聖人列品的大典。  

「我們應結出相稱的痛悔果實來。」我們要愛人如己；我們要有愛德和謙遜：我們要施

捨，因為施捨能洗淨我們靈魂的罪污。事實上，人們留在世上的一切都要喪失；只能帶

走他們的愛德和施捨的代價：他們將從天主那裡領取這代價的酬報與相稱的獎賞。  

我們不該按血肉之見，去做聰敏與明智的人；而要作一個誠樸、謙遜、純潔的人。我們

總不該想在他人之上，反而該為了天主的緣故，作眾人的僕

役、並隸屬於人。  

凡是如此行事，而又堅持到底的人，主的聖神將安息在他們

身上，並在他們內做住所而居留其中。如此，他們將成為天

父的子女，從事祂的事業：他們將是吾主耶穌的淨配、弟兄

和母親。  

－節錄自＜每日誦禱＞ 10 月 4 日誦讀—選讀聖方濟致眾信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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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渡風雨夜  （9/11/17 厄瑪過境） 

 

黑漆漆不見手指 

烏鴉鴉默待暗室 

蕩漾陣雨打天窗 

怒颷嘯風斷樹枝 

 

秉燭漫步至書房 

尋覓精裝渡時光 

感嘆已慣用明電 

無奈蠟下閲文章 

 

窗外一片似撥墨 

風林搖曳舞婆娑 

戶戶鄰家皆曲黑 

對街偶露細瑩火 

李姥隨筆雜記  

2017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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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近年來傳教士與西畫東漸評述」，莫小也著。介紹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耶穌會神父介紹西畫並在清

宮廷內傳教的活動。此評論由鄭治明教授在 2013 年一月介绍。  

中國社科院《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 年 11 期 

 

 

 

 

 

 

 

 

 

「黄帝内經，養生智慧篇」，曲黎敏著。由劉天鍚在 2013 年一月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