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傳意向:為亞洲基督徒 

 

願亞洲基督徒以言以行為福音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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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11/5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常年期甲年第三十一主日                                                            

瑪 1:14-2:2,8-10; 撒前 2:7-9,13; 瑪 23:1-12 

大堂                                              

彌撒、午聚 

11/12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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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6:12-17; 撒前 4:13-18; 瑪 25:1-13  

大堂                                              

彌撒、午聚 

11/19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常年期甲年第三十三主日                                                            

箴 31:10-13,19-20,30-31; 撒前 5:1-6; 瑪 25:14-30 

大堂                                              

彌撒、午聚 

11/26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基督普世君王節                                                        

厄 34:11-12,15-17; 格前 15:20-26,28; 瑪 25:31-46 

大堂                                              

彌撒 、午聚 

11/1 Wed                      

12:00pm(中)   7:00pm(英)  
諸聖節                                                                      

默 7:2-4,9-14; 若一 3:1-3; 瑪 5:1-12 

小堂 

11/2 Thu                                    

12:00pm(中) 
追思亡者日                                                                    

智 3:1-6,9; 羅 6:3-9; 瑪 25:31-46 

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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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教

宗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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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十月公告總結 

(10/1)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在二子的比喻裡 ，那位說「我不願意」的兒子代表

罪人，稅吏和娼妓們。當他們過了一個有罪的生活，他們不願意奉行天主的旨

意；可是後來，當他們懺悔及跟隨基督，他們就好像是那位悔悟而去葡萄園工

作的兒子。另外一方面，那位說「主，我去」的兒子 代表那些認為他們沒有犯

罪的人 : 就是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們。他們好像遵守天主的旨意，不過跟那位沒去葡萄園工作的兒子一樣，

他們卻沒有做到他們所答應的事。 

比喻教我們要奉行天主的旨意是需要順從的行動，而不只是言語。我們應該做我們所答應的事。一般的問

題就是我們總是沒做我們所說我們要做的事。我們來討論那位說 「我去」而沒去葡萄園工作的兒子 ; 他提

醒我們那些朋友們 ，應許要打電話來，而沒有。或者是那位朋友，應許要永遠跟我們在一起而不在。其

實，有時候我們也是那樣的，以及藉口說：「教通不好，或者沒有時間，或者有客人來了，或者我覺得不

舒服，或者我忘記了，或者我有這樣說嗎？或者我明天一定去做 」！ 

有時候，明天還可以補救。不過有的時候非今天不可。如果我們今天去葡萄園的話，可能我們會幫一個

人，或者可能我們會防止一件意外。可能明天葡萄園就不在了，或者沒有明天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葡萄

園是什麼：是家庭與責任，是工作與社團，是友誼與忠誠，是天主與教會。主人叫他的兩個兒子去葡萄園

工作的時候，他並不只是請他們幫忙，而是命令他們的；工作是他們應該做的！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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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Tue 1:00pm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11/9 Thu 11:0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11/5,11/12,11/19,11/26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11/5,11/12,11/19,11/26 Sun 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11/6, 11/20 Mon 6:30pm                           
11/12, 11/26 Sun 4:0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11/1, 11/8,11/15,11/22, 11/29 Wed 10:00am                 
11/23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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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1:00pm 射箭協會活動 預約:404.500.8048                

altchinesearchery@gmail.com 

11/3, 11/17 7:30pm; 11/10, 11/24 1:30pm 福傳祈禱小組 教堂 Social Hall 

11/5,11/12,11/19,11/26 Sun 9:30am 兒童道理班 詳情請洽會長 

11/5,11/12,11/19,11/26 Sun  12:45pm 中文學習班班 詳情請洽會長 

11/26 Sun 12:00am 月底教堂一家一菜聚餐 教堂 Social Hall 

活動時間表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是一位基督徒，我們就應該時常做到耶穌所命令的：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

而愛近人如我們自己。愛就是一位基督徒的標誌。我們是不是像我們所說的呢？我們只可以

希望我們跟那個說「我不願意」，不過後來悔過而順從他的父親的兒子一樣。我們在葡萄園

的工作還在那裡等我們，如同愛天主和愛鄰人的命令還在。 

十月四日是阿西西的聖方濟節日。我们聖堂將有中午彌撒來慶祝聖方濟的紀念日。同時在十

月八日10:30 的中文彌撒結束後將有 物降福慶典，歡迎大家帶您的 物到聖堂來接受這個

特别的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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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在今天的比喻裡 , 家主打發自己的兒子到園戶那裡

去 , 甚至他所打發的僕人都被凶惡的園戶們鞭打了 , 或殺死了˙家主為什麼這樣

做呢? 難道他沒有想到園戶們也會一樣的鞭打或殺死他的兒子嗎? 根據比喻 , 家主

以為園戶們並不會這樣做 , 而會敬重他的兒子˙不過家主錯了˙園戶們殺死了他

的兒子 , 因為他們以為殺掉了家主的兒子以後 , 他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 , 就是葡萄

園˙當耶穌告訴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們這個比喻的時候 , 祂要他們知道家主是代表天父 , 兒子是代表自己 , 僕人

是代表先知們 , 以及凶惡的園戶們就是他們˙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們不只是不聽先知們的話 , 先知們都被司祭

長和民間長老們鞭打或殺死了˙同時 , 耶穌告訴他們 , 祂也會被他們鞭打和殺掉˙ 

天父跟比喻裡的家主有一點不一樣 , 就是天父完全都知道的 , 連祂自己的兒子 , 耶穌基督 , 會被司祭長和民間

長老們鞭打和殺掉˙那麼 , 祂為什麼還要派兒子去呢? 原因表明出天父對人類偉大的愛 , 使祂獨生子犧牲了自

己的生命˙天主是一位很慈愛的天主˙不過 ,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所有的罪過就永遠不會受審判˙比喻指出天

主是一位非常有耐心和寬恕心的天主 ˙但是 , 那些不願意報答給天主祂所應得的好果實的 , 最後會受到天主

的審判˙ 

今天的比喻不只是警告我們 , 而且也指導我們一位基督徒的生活是應該怎樣的˙如果我們要跟隨基督的話 , 

我們應該報答給天主好的果實 : 就是在我們的思 , 言和行為當中有一個潔淨的生活 ; 寬恕和愛我們的仇人 ; 以

及對待窮人和有需要的人有憐憫心˙有時候 , 問題是我們只是園戶們 , 不過我們的行動好像是家主的行動 : 在

我們的生活中 , 我們時常做我們喜愛的事 , 甚至這些事違反耶穌與教會的教導˙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別人的完

全的愛 , 他就有責任繳納出好的果實˙天主給了我們祂完全的愛 , 不過如果我們不接受祂的愛 , 或者濫用祂的

愛 , 一定會有悲劇的結果˙今天的福音告訴我們天主召叫我們作祂葡萄園的新園戶˙天主需要新的園戶的招

牌還在˙天主很慷慨地叫我們來祂的葡萄園工作˙做天主的新園戶以及把好的果實報答給天主是一個很大的

特權!  

今年春，秋两季的事庫鎖售非常成功，谢谢你們慷慨的

捐助及工作人员們的辛苦。下一次的車庫鎖售仍在明年

春秋二季。基于我們教堂儲藏位置的限制，請大家把家

中多餘而且情况良好的物品收集起来，等我們確定日期

之後再送到聖堂来。然而可以在禮品店出售的東西可以

随時送到教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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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今天福音裡的比喻叫做婚宴的比喻. 這個比喻是用婚宴

來描述天主的國, 因為它讓那些猶太人的基督徒聯想到默西亞的盛宴; 他們就是瑪竇福

音的主要聽眾所熟悉的概念. 你們聽過 “默西亞的盛宴” 這個名詞嗎? 今天的讀經一, 

依撒意亞先知書, 告訴我們有關於默西亞的盛宴. 在猶太教理, 它是一個重大的節慶, 慶

祝雅威戰勝猶太人的敵人. 它是末世論的事件, 意思是它在末世還要發生的. 那時, 和平

和正義將要建立, 而且不再有痛苦和死亡. 那裡將有豐富的食物和美酒, 以及所有的人都

將興旺和負足. 早期的基督徒也接受了默西亞的盛宴的觀念; 同樣的, 天國會像是盛大的

婚宴. 在那裡, 默西亞耶穌基督將會做主持. 有正確心態的人, 誰會願意錯過這樣的宴會

呢?  

然而, 就像婚宴比喻所說的, 會有那些錯過這個盛大的宴會的, 或者出於選擇, 或者由於沒有準備好. 在今天的

比喻裡, 國王代表天主, 他的兒子代表耶穌基督. 那些被國王派出去邀請人來參加婚宴的僕人代表先知們; 像

是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厄則克耳和洗者若翰. 那些最先被邀請去參加婚宴的人代表猶太人; 天國是最先宣佈

給他們的. 然而, 這些被邀請的客人拒絕去參加婚宴; 有的不理會這個邀請, 而另外有的抓住國王的僕人, 凌辱

並殺了他們. 同樣的, 人民對宣告要悔改以便準備進入天國的先知們, 也不理會; 他們也被人民凌辱, 拷打和殺

害. 因此, 國王派出他的僕人到街上去邀請他們所見到的每一個人. 這些被新邀請來的, 是代表外邦人. 好人壞

人都來參加婚宴, 他們填滿了整個婚宴大廳. 

在這個比喻裡, 許多人的心裡不安是關於那個在婚宴中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的事情. 國王為什麼要叫他的僕

役去捆起他的手腳, 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呢? 對於這個看起來是一件小事, 這樣的

懲罰是不是太過份了呢? 畢竟, 他不是被邀請來參加婚宴的嗎? 今天的福音告訴我們, “被召的人多, 被選的人

少.” 如果只要去參加婚宴是不夠的; 他也需要好好的準備去參加婚宴. 同樣的, 等到我們的時間到了, 我們也

該好好的準備跟上主相遇.   

不同宗教信仰團體共同的活動    在今年十月廿六日星期四 亞特蘭大主

教府及美国猶太人委员會亞特蘭大地區辦事處將主辦一个不同宗教信

仰團體共同的活動 以 “如何修復世界，了解我們共同的責任” 為主

題。這個活動將在 Midtown 的  Temple，地址是 1589 Peachtree 

Street NE, Atlanta GA 30309。届時穆斯林，猶太教，亞洲天主教和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團體都將以這個主题為主發表他們的看法意見。亞

特蘭大教區總主教  Gregory  希望我們的團體對以下幾个問題能够提

供一些見解與看法。(1) 在美国 華人團體面對的一般的誤解是什么？ 

(2) 什麼是你在美国所有的恐惧或予人刻版的印象？ (3) 你對美国人對我们華人團體的舉止與態度有什麼期

望？請填寫問卷交给劉神父。謝謝你的合作！  

諸聖節   諸聖節是教友们應遵守的聖日，這意味着教友們有義務去参加彌撒禮儀。下面是諸聖節的彌撒時

間： 11/1 日周三中午 12:00 中文彌撒 ，晚間 7:00 英文彌撒  。11/5 日周日請帶己故親友的相片來，在 上

午 10:30  的彌撒後將有特别的亡靈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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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在耶穌的時代，羅馬人戰據了巴勒斯坦；所以住在那

裡的猶太人都要納稅給羅馬的帝王。人民對於納稅的態度有很多種。很多人反對納

稅；有的人武裝起來去反抗，也有的人為了怕麻煩就照樣納稅。對於窮人，稅太高；

讓他們一直在恐懼中，怕他們會失去他們微薄的家當，而被賣去做奴隸。 

問耶穌基督說：「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是法利塞人想要祂失信於人。如果耶

穌主張納稅的話，祂就是好像跟敵人在合作；人民就不再相信祂了。如果耶穌說納稅

是非法的，那麼羅馬人就會把祂當做一個鬧事者。但是耶穌並沒有落入坑害祂的圈

套，耶穌反而說了一句最常為人引用的話：「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 

在那個時代，物主把他所有的東西用打標誌或印記來區別。甚至奴隸也被打上主人的印記。在這裡，很多人忽

略了今天福音裡的這個相互對應： 稅幣具有凱撒的印號; 因此，稅幣該還給凱撒，因為稅幣是他的。同時，我

們都具有天主的形象，因為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所以，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該歸於天主，因為我們都

是天主的。    

耶穌所說的話並不是有意的要在人的生命中製造兩種不同的境界： 物質的境界和天主的境界，兩者互不相關。

換句話說，我們不要以為天主和我們的金錢和財產無關，反之亦然。相反的，耶穌的話所暗示的是：我們所有

的一切都是從天主來的。如果我們還要再堅持我們所有的一切只是從工作努力或是幸運得來的，我們就應該放

棄這個狹窄的心態，而開始接受我們所有的幸運和做工的能力都是從天主的恩寵而來的。我們不該把自己當做

是「物主」，而是天主恩賜的「管家」。在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中，做為一個好的管家不是把我們的錢財用在自

己的身上；做為一個好的管家的意義就是把我們所有的一切 – 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才能，和我們的錢財 – 要

結出好的果實，借著在世界上成長天主的國。 

青年小組萬聖節派對 在十月二十八日晚上六點至八點，青年小組將要辦萬聖節派

對。希望每一個年青教友能來參加這個有趣的活動。請與孔德璇聯絡 706-201-

6128。  

 

(10/29)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大多數的人認為愛只是一種溫暖的感覺，不管這個感覺是跟丈夫，妻子，朋友或者寵

物。如果那個溫暖的感覺沒有了，他們就決定他們的愛也失掉了，他們就要疏遠，放棄，分離或離婚。有的人

認為愛天主也是這樣的，在祈禱中有了一個溫暖的感覺就算是愛天主了。 

今天的福音叫我們來反省關於愛更深的意義：為什麼我們有這一條愛的命令，以及我們要怎樣愛天主和鄰人。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出谷記，使我們能了解這一條愛的命令如何產生的：天主

立以色列為自己的子民，把他們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來 ; 天主與他們訂立了

西乃山盟約 , 並透過梅瑟給他們頒布自己的法律，好使他們明認及事奉祂為唯

一真實的天主。誡命和法律是天主與其子民所締結盟約的一部分，由於他們對

上主應許要聽從上主所吩咐的話。盟約說的是子民是歸屬於天主的，及他們的

道德生活其實就是回應天主主動的愛；尊崇及感謝的敬拜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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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與其子民以色列之間的婚姻盟約 ，是為那新而永久的盟約預作準備。在此新盟約中，天主子藉著降生成

人，犧牲性命，與祂所拯救的人類以某種方式結合在一起。基督的死亡是逾越祭獻，完成了人類決定性的救

贖，它又是使人與天主重新共融的新約祭獻，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的血，使人與天主重歸於好。在感恩

祭中，新盟約的紀念得以實現；基督在新盟約中永遠與祂鍾愛的淨配 — 就是教會 — 結合。我們已成為祂的

子民，從此以後，祂是我們的天主；我們應以愛情及忠誠，回應我們在基督內所得的恩寵和真理。 

注意聽耶穌建立聖體聖血的敘述所說的話：你們大家拿去吃，這是我的身體 — 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

是我的血 — 這句話叫我們來參與祂的愛，以及去愛別人如同祂愛我們一樣。愛不只是一種溫暖的感覺。如

果我們的愛能夠存在，能夠醫治，使人和好和給人平安，這是因為我們的愛效法了和參與了天主的愛，而且

祂在基督內先愛了我們。 

追思已亡諸信者彌撒    我們特別將于十一月二日，星期四，中午舉辦「追思

已亡諸信者」彌撒。請來參加，並攜帶裝框的已故親友像片，或是奉獻特別

的祈禱。那些不能在星期四來教堂的教友們，可帶裝框的已故親友像片于十

一月五日，星期日，帶到教堂，在十奌半彌撒後有特別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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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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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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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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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是星期五，身體覺得有點不舒服，後臀兩邊有些酸痛，想找平素為我檢

查健康的主治醫師，查個究竟，不遇，來了一位素未謀面的印度籍醫生，她依例為我檢查，沒說什

麼，同時要我去實驗室抽血檢查。事後還與內人去朋友家聊玩大半天才回家，不意在回家路上接到

醫生的緊急通知，要我馬上去另一家設備較完整的醫療中心再次檢查，內人直覺知道事情的緊張，

即電知在附近的一一年大 回家，同往該指定的醫療中心，在那裡呆了沒多久，就譲我們上了一座

救護車，緊急送往這裡有名的北邊醫院   [North Side  Hospitol ]' 

 

         老實說，醫生這樣緊急處理我的病情，我自己亦感到莫名。但我相信醫生的安排。既然是緊急

進院，醫院方面即刻依例對我全身作了一次從首至腳徹底的檢查，除了說我身上有一处發痰外，找

不到任何病因。醫生老是問我身上那 痛，我也無從答起。說真的，老軀雖然年纪九十，這还是我

六十多年來第一次進醫院治病，平素免不了有傷瘋感冒，也是一些無傷大雅之事。所以，我似乎有

一種旣來之則安之的心態盡觀病情的發展。 

 

          當醫院將我安置在一間非常安靜舒服的病房後，我體認到住進（加䕶病房），我亦了解我病

的非同小可。但我心情非常平靜。倒是在平時祈禱的時候，有想到有了這把年齡，一生遭遇困難的

時候上主都安排一位神父助我解決困難，所以祈望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亦有一位神父為我送行。這

是平時的心願。沒想到在我進院的第二天中午，上主再一次安排我的願望的實現。我躺在床上觀看

壁上電視播放德州休斯頓成為汪洋大海的災情，心中暗自為他們祈禱，效法聖女小徳勒撒將身上所

受的痛苦奉獻給聖母瑪利亞，求她轉求聖子耶穌協助那麼多受苦的人民，就在這一刹那，醫院服務

員電話通知，有位神父要來看我，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信，不一會，我們的耶穌聖名堂劉主任神父

笑微微進來我的病房。我很意外，他為什麼那麼快就知道我病了。閒聊幾句後，神父開始為我祈

禱，他给我送了聖體傅了聖油，當他的手按住我的前額祈

禱時我內心真是充滿喜悅和感動，感謝上主賜給我這樣大

的神恩。我突然體認到，在信仰生活中，信友病危時，領

受(終傅聖事)的最佳時機是在病者意識清醒之時，人生在

這時刻能有神父為他祝福是最幸福的事。亦有人領完終傅

聖事後，健康很快復原，亦曾發生過這樣奇跡。 

 

         在（加䕶病房）呆了六天，我的病情最危急是在第

三天，最辛苦的是在旁照顧我的三個人，我的太太，我的

大 ，還有專從芝加哥放下工作趕來照顧我的女兒，我小 

我要再次大聲歡呼：感謝上主謝謝神父   

一次大病沒死的經歷分享 
何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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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在德州達拉斯工作繁忙，一時不在身邊。大 為照

顧爸爸向公司請假一週在家工作，他那能做多少事

情。而我這個病人，從進院開始就给我打奌滴，二天

多下來，我的身體從頭至腳，已填滿了水，有如長江

某處的那座大佛像，實在可笑。手腳不見五指，形成

一塊。此種形像為一個有 Pham.d 藥劑科博士學位的女

兒看來，實在無法接受。她要求醫院醫護人員解決水

從我身上排出的問題，因為這會影響我的心臓及生命

的危險。醫護人員以週末，無醫生在院，他們只做醫

生吩咐的，不能加给什麼。但在我女兒繼續追問下，終於找到一位較有權威人士協助解決我呼

吸困難的問題。因爲在第三天醫生忽然發現我身上的二氧化碳氣體超量，要我大力呼出，我在

床上，大力掙扎，感到非常辛苦，我也不知甚麼時候，有人在我鼻上扣上一個盒子，我最後只

聽到我太太説一句話：要大力將身上的炭氣吐出來。自此之後我掙扎了多久，就無法記得，但

在我心中却很平靜。腦海中忽然出現 時常念的禱文。耶穌救我，耶穌救我，聖母瑪利亞可憐

我，護守天神扶助我，保護我平安過今夜，免得魔鬼昏迷我，耶稣基利斯督，常常受讚美，亞

孟。我念完三遍這些經文後，似乎就停止掙扎吐氣，腦裏浮現三件事，即基督服務團，耶稣聖

名堂的型像及我的家人，全數託付耶稣照顧，以後的事我就不知了。亦許這個時刻是我生命最

關鍵的時候，按照醫院規定，（加護病房）從下午六時至九時，不准任何外人進入。而在旁照

顧我的三位至親對我的呼吸問題及排水問題得不到答案，急如煱上螞蟻。據說，在談話中有醫

護人員提到，萬一我的呼吸突然停止，要不要用電壓打醒我或在喉嚨咐近揷嚾 以助呼吸，這一

想法馬上為我太太否決，她認為情願一個快樂生活一生的人平平安安的離世，亦不要見到一位

半生不死的植物人，受苦餘生。這真是一個勇敢的決定。在旁的 女當場支持媽媽的意見，但

這位愛惜弟弟的姐姐突然想到要弟弟回來見爸爸最後一面，表示如果需要，可以電壓一次，並

拿起電話呼叫弟弟馬上回來，幾個小時後小兒趕到醫院，那時我已平安入睡，尚在人間，次晨

他來看我，給我一個驚喜。 

            據事後我內人的回述，大家都很緊張度過這個週末，當晚醫院方面解除限制進入加護病

房前有人告訴她有好消息了。排水系統工作了。這譲大家都感興奮。為了不影響心臟的功能，

次日醫生就將接在下身的罐子拆除，讓我自然排出，可能較快些。但我自己每次醫生來巡查

時，我都會問他：你會不會把我雙腿截肢，他都滿嘴否認會有此事發生。就這樣呆至第六天醫

生告訴我要我搬往樓上的普通病房。 

 

        所謂(普通病房)不過是面積小些的單人房。亦很舒適。共在此小房呆了四天，首日白天平安

無事，但在那天晚上，整夜不停有人來找我的身體資料，最多的是抽血，打針，問東問西，眼

光光挨到天亮。這真是平生遇到最週全服務的一晚。照顧我的醫生可能因爲我們追問多次排解

我身上的水問題，第二天䕶士小姐特別為我播放一段 video 用中文向我解釋要如何治療我身上的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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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問題。她然後給我吞服一粒药員。白天無事。直到晚上十一點半

醫生來巡邏後，上午服用的那粿藥員開始發生作用了。我突然感到要

急速小便，在那第一個小時内，我連續小便了五次，真是破天荒的紀

錄。以後整夜每三十分鐘就來一次。直到天亮，沒有停過。但在速度

上天亮後就慢下來了。變成每小時一次，回到平常的狀態。這使我可

以有多些時間休息，補充兩亱來辛勞渡過的艱辛。可是回家。醫生並

沒有作如是想，早上來巡視時她告訴我，要我起床到外面走廊轉一

圈，她帶來一位會說中文的男士陪我同行。我不知道這是為甚麽。後

來醫生發現我步行得不錯，她於是和我太太及兒子談起我的病情可以

回家休養治療，不必繼續留在醫院，我太太則認為，我滿身的水沒有

消減，現在回家，如果發生問題又要回來，不是更麻煩嗎？醫生還是

認為不致發生什麼 意外，於是在普通病房住了四天，我縂算回到自

己的家。心中感到非常的高興。 

 

         回家是回家，並不等於病愉回家。那不過是轉移陣地治病，除了沒有醫生護士來為我服務

外，一切由我太太包辦。幸好白天沒有什麼麻煩之事，只有按時服藥，別無他事。晚間我仍如在醫

院一樣急時得趕往厠所小便，這是為解決我身上的積水有關，不過，諸事都能順利解決，我的手脚

指間的形象日見痊癒，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休養在家反省了很多這次的經歷，平素自認有這把年紀的體康尚可平安度日，五月間還勇氣

十足，隨團回去中國大江南北轉了一圈，實現夢想多年一遊西藏拉薩的願望。朋友間大家都以高原

缺氧的問題關心我的年紀去那個地方，事實上我還不是平安歸來。這次行程從北京到西安乘的是時

速三百零七公里的火車，非常舒服，經過河南鄭州望見了被中國人譽為母親河的黃河，心中卻浮現

那句被中國人常說的老話：不到黃河心不死。這次我望見了，順便 遊了長江三峽及大水壩，對於

這個古老的古國亦可死心了。可是真沒想到忽然間大病一場，幸好能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生命真

是碎弱的，突然間就可能變為烏有。這回我體會到每次去看醫生拿回來的醫療報告末端都有這句

話：別以為無消息就是好消息，要多留意你每天的生活。 

 

        大病沒死給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常對人說的那兩句話：感謝上主，

謝謝神父。病前，此間華人教會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刋主編推

稿，我將一篇寫好舊作即以前述兩句話為題，在八月份刋出來。沒想

到在同一月底突然大病，度過了難關，使我想到上主再給我機會要我

大聲疾呼感謝上主，謝謝神父了。我还要感謝诸位同道為我的平安祈

祷。我不知道上主的安排是甚麼，但我一定承行祂的旨意，去完成尚

未做完的補贖，以謝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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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傷痛 

 

不知何時開始，每每在唸玫瑰經痛苦奧蹟的日子中（星期二

和星期五），心情低落，情緒沉重，似乎我心隨着我主耶穌

基督的受難也跟著傷痛。這是個甚麼樣的感受呢？還真是不

太容易描述。 

 

首先在默想我主基督在橄欖園內祈禱的時候，想到萬籟俱

寂，隨從的宗徒們在憨睡，只有吾主獨自在園中祈禱，自知

次日就要承受被釘在十字架上，但又不能免於這個苦難，祂

曾說「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就是這種憂悶的心情，我也

感受到了，恰似憂鬱的波浪一陣陣的襲擊。 

 

似如沉重的壓力在心頭，縈繞著不去，越來越重，好似要倒下來。愁苦煩悶；是愀心，是傷心，是

痛心，是悲哀，是苦，是難。 

 

啊！我主基督，祢為了我們受的苦是多深？是多痛？我能夠感受到萬萬分之一的餘波就己不能承受

了。我問，有幾多人知曉祢的苦楚？ 

 

小德蘭説過「要瞭解痛苦就要體驗痛苦」，難道我心傷痛是主 給我的感受，要我去瞭解並體驗祂

的苦難？ 

李姥隨筆雜記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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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The Catholic Classics, by Dinesh D’Souza  此書於 1986 年，由 Our Sunday Visitor 出版，頗獲好評。此書由傅國

城介紹。 

 

 

 

 

 

 

 

 

 

 

 

 

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eman. 此書於 2013 年，由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本書上了紐

約時報暢消書表。是心理學上分析思維方式的書。此書由李秀萍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