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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8/6Sun  

10:30am(中)   2:00pm(英) 
主顯聖容                                                             

達 7:9-10,13-14; 伯後 1:16-19; 瑪 17:1-9 

大堂                                              

彌撒、午聚 

8/13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十九主日                                                              

列上 19:9,11-13; 羅 9:1-5; 瑪 14:22-33  

大堂                                              

彌撒、午聚 

8/20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主日                                                            

依 56:1,6-7; 羅 11:13-15,29-32; 瑪 15:21-28 

大堂                                              

彌撒、午聚 

8/27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二十一主日                                                     

依 22:19-23; 羅 11:33-36; 瑪 16:13-20 

大堂                                              

彌撒 、午聚 

8/15 Tue                        

7:00pm(中)  
聖母蒙召升天                                                      

默 11:19,12:1-6,10; 格前 15:20-26; 路 1: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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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聖堂七月公告總結 

(7/2)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在今天的福音裏，耶稣對祂的門徒們説：「誰獲得自己的性

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 10:39) 

耶稣在説一個悖論，一个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説法。畢竟，一個人怎麼會失去他剛找到

的生命，又怎麼會找到他剛失去的生命呢？瑪竇福音16:25-26 或許能幫助我們暸解這個悖論。耶稣説：

「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 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人縱然

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在這裏耶稣説的是兩种不同的生命，在地上的

生命和在天國裏永恒的生命。当我們理解这段經文是對那些把地上的財産和世俗的權勢慾望看得比天主還

要重要的人的一個警示時，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在福音裏有許多時候，耶稣都講到了對地上物質太過於重視的危险性，比如說對物質的佔有和權力及勢

力。人有時也會太過於重視他的工作。以前有一位方濟各神父講述了他如何努力的想成為德肋撒嬤嬤或是

阿西西的聖方濟各，以致訨讓他變得沮喪和抑郁，最终導致他掉進酗酒和濫交的痛苦中。後來他终於找到

了回頭路，他意識到他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赐。當他把耶稣基督做為他生命的中心時，他才找

到了生命裏真正的喜樂和内心的平安。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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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Wed 10:00am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8/3 Thu 11:0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8/6,8/13,8/20,8/27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8/6,8/13,8/20,8/27 Sun 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8/7, 8/21 Mon 7:00pm                           
8/13, 8/27 Sun 4:0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8/2, 8/9,8/16,8/23,8/30 Wed 10:00am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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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19 1:00pm 射箭協會活動 預約:404.500.8048                

altchinesearchery@gmail.com 

8/4, 8/18 7:30pm 一個帶一個福傳班 教堂 

8/12 Sat 9:30am 善意溝通工作坊 教堂(詳情請洽李秀萍姊妹) 

8/13 Sun 11:30am BB&T Home Ownership 教堂 

8/20 Sun 9:30am 兒童道理班開班 詳情請洽會長 

8/20 Sun  12:45pm 中文學習班開班 詳情請洽會長 

8/26 Sat 8:00am—3:00pm 秋季車庫銷售 教堂外停車場 

8/27 Sun 11:30am 月底教堂一家一菜聚餐 教堂 

9/2—9/4 Sat—Mon  夏令營 Lake Junaluska, NC 

活動時間表 



國慶燒烤   今年的國慶烤肉活動將在我們聖堂裏舉辦，而且是一個全天的活動。當天的活

動適合所有年齡的：有尋寶，二人三足競走，吃热狗比赛，吃西瓜比赛和急智問答比賽等

等。待節目單確定後會再公布。歡迎大家把時間留岀来，和我們一起來慶祝七月四日。保

證不会讓你失望的！  

 

 

 

 

 

 

 

(7/9) 七月九日是中華諸聖及真福的慶日 中華殉道者有一百二十人，其中一個是聖冀天祥

瑪谷，他是個有鴉片癮的人，不是只曾經吸過而是他臨死前還是個吸鴉片的人。冀天祥成

長於十九世紀的中國，多年來也是個可敬的教徒。他是教會社團中的一個領袖，也是位富

有的醫者也為許多窮人義診。但是他有次患了胃痛用了鴉片治療，雖是合情合理的治療但

他卻上了癮，在當時這是件羞恥的事。 

雖然他的身體情況惡化，他也想要戒除鴉片癮。他常去辨告解，也不想被毒癮控制。冀天

祥知道天父以及教會的慈愛。1900 年義和團攻擊外人及教友時，冀天祥及一些教友們及他

的兒子，六位孫子，兒媳被抓。有些人不肖與他為伍，以為他的毒癮會首先否認天主。雖

然冀天祥沒法戒癮，但是他堅持下去，不為任何威脅曲服，不為嚴刑拷打而改變他對上主的跟隨。 

當冀天祥及家人被關入監獄後等待執刑，他的孫子很害怕，問他：「爺爺，我們要去那裡？」他回答說：

「我們要回家了！」冀天祥求捉他的人留下他最後被執刑，他不願家人孤獨而終。在九位家人被砍頭時，他

就在旁，他死前一直唸聖母頌。 

聖冀天祥馬谷是位天主不斷以隠密方式賜於恩寵的見証人；這是對於一般不被認為可能做為聖人的人，但是

藉著天主的恩寵，封為了聖人。在七月九日，是中華諸聖及真福的慶日；讓我們來祈求聖冀天祥馬谷照顧那

些有毒癮的人，願他們堅定他們對教會的忠心，他們以對天主的愛及信德日益增長。中華諸聖，請為我等祈

求！ 

感謝 感謝各位義工們幫助我們在本堂所舉辦的七月一日兒童聖經研習夏令營及七月四日的國

慶燒烤活動。同時也感謝大家邀請你們的家人與朋友一起來參加活動；這兩個活動使更多的

亞城華人認識我們的團體！  

「一個帶一個」 的傳播福音的方法  傳播福音最困難的部分是如何吸引非天主教友來参加慕

道班的課程。中國傳教士基金會有一位服務於台灣省台中市的傳教士

在過去四年裏很成功的吸引了這些非天主教教友，她從三十個人，到四十個人，到五

十個人然後是五十九個人接受洗禮。她成功的原因是百分之七十的新教友是被教友們

的祈禱會裏的教友以「一個帶一個」的方法吸引來的。過去九個月裏艾神父在台灣台

南和當地的傳教士們一共组織了四个這樣的團體。在七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兩天有一

個講習會，艾神父會向我們解释在台中成功的方法及分享他在台南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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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撒種者和種子的比喻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 比喻告訴我們那一位撒種者，他在撒種的

時候，非常隨意。他把種子撒到許多種的土地裡；有的好，有的壞。如果我們來想耶穌是

那位撒種者，以及天國是種子，我們就可以看出耶穌非常寬大的在祂的言語和事工宣告天

國。祂要大家來聽祂的話，不管他們是富人或是窮人，聰明或是無知的，受人尊敬者或是

不受人尊敬者。好像比喻中的一些不好的土地，很多人忽略耶穌的話，而且有人不斷拒絕

祂。不過像好土地一樣，也有人去聽耶穌與接受祂的話，定能在他們的生活中結了豐富的

果實。   

在一個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來想天主是那位撒種者，以及恩寵是種子。根據比喻來說，天主並不吝嗇撒

祂恩寵的種子。祂很寬大地把祂的恩寵送給大家。不過，如果天主的恩寵給了大家，為什麼在世界上還有

很多人在欺騙與撒謊，貧窮與不公義，暴力與憎恨呢？   

這些並不是撒種者或是種子的問題，或是天主及祂的恩寵的問題。這是壞土地的問題 — 就是那些不斷拒絕

天主及祂的恩寵。耶穌警告我們：「有耳的，聽吧！」   

有時候，我們會被耶穌的教訓吸引；但是有時候，為了我們自己的眼瞎和耳聾，我們還不能接受耶穌教訓

真正的意義。好像那些落在石頭地裡和落在荊棘中的種子，我們太注重喜樂，舒適和方便使我們很快的從

正直的道路跌倒，以及阻止我們結了好的果實。 

撒種者和種子的比喻邀請我們來誠實的考察自己，以及全心的改變我們的生活，使我們能夠成為真正的基

督徒。我們應該跨越心靈上的懶散以及不足夠的祈禱生活，使我們增進我們跟耶穌的關係。有耳朵的，就

聽吧！ 

主教府晉升為副主教典禮 主教府宣佈被任命的 Bernard E. (Ned) Shlesinger 晉升為副

主教典禮訂於七月十八日，星期二晚上七時開始莊嚴晚禱儀式。正式晉升彌撒訂於七

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地點為 The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King, 地址是 2699 

Peachtree Road Northeast, Atlanta, GA 30305.  

 

「男子的道途」(The Way for Men), 是亞特蘭大主教府輔助受害者部門為受害成年的

男子主辦的一個三天避靜；訂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至十七日，在喬州赫辛頓的卡米爾

退省中心舉辨。Carmel Retreat Center in Hoschton, GA). 報名截止日期是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日。詳情請聯絡司徒布（Sue Stubbs），404-920-7550， 或是電郵

sstubbs@archatl.com .  

(7/23) 麥子和莠子的比喻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比喻表示出麥子的寶貴。為了

除去莠子，家主不願意失掉任何麥子。所以，家主命令他的僕人要等到收割

時才把莠子拉出來。跟亡羊的比喻和失錢的比喻一樣，麥子和莠子的比喻有

同樣的意思：就是在天主的計劃裡，任何好的東西不能浪費，及不需要免

除。這件事我們應該記注，特別是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不好的經驗，使我

們覺得心煩。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常常注意惡事的經久存在，不過我們應

該更注意生活中慢慢引出來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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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了在世上與我們的生活中有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使我們不耐煩天主，我們應該提醒自己每一個靈魂都是

寶貴的，及藉著天主無盡的愛與憐憫，悔過和改進是可能的。在人類的社會中，我們要保持不好的經驗是有些

益處，因為它可以使我們在德行中成長。如果我們武斷別人的錯，甚至要立刻有效果，就可能把有能變好的潛

能性失掉了。 

家主不答應讓他的僕人在收割以前把麥子和莠子分開，可以說是一個警告要使所有的教友不要從教會中過早的

排除罪人，因為這樣做好像是把天主的最後審判放在自己的手裡。聖瑪竇福音第十八章主張這個警告。在亡羊

的比喻裡，教會應該照顧每個教友的福利。在無情的僕人的比喻裡，所有的教友不只要寬恕七次，而要寬恕七

十七次， 以及要跟天主一樣的有憐憫心。在福音裡有一個很強而有力的誡命要教友跟罪人和好，讓他們回歸。

只有天主可以審判罪人。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世上善惡共存的道理中學到很多。 

 

夏令營 今年的夏令營將於九月二日到九月四日在北卡洛萊那州的 Lake Junaluska 

Conference Center。地址是 91 N. Lakeshore Dr., Lake Junaluska, NC。歡迎大家

带親朋好友一同來享受在湖邊的輕鬆寧靜及有趣的各種活動。有意参加的请向

LilianChai 或 Angela Lau 報名。也請大家注意九月三日星期日在耶稣聖名天主堂上

午十點半的中文彌撒及下午二點的英文彌撒都將照常舉行。  

 

(7/30) 福傳與祈禱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我們現在正在開始我們教會團體下一個重

要的階段。就是把傳揚福音作為我們團體信仰的宗旨。傳揚福音不只是吸收新教

友，不僅僅只是 請一個家庭，朋友和其他人加入教会。傳揚福音是要把耶稣基督

的好消息帶到每个人的生命里，並藉聖神的力量尋求個人及團體的皈依。福傳最重

要的核心是明確清晰的宣揚耶稣基督，以祂的名傳揚福音，以祂的教導傳揚福音，

以祂的生命及祂許諾的天国，那個祂以苦難，死亡和復活的奥蹟為我们赢得的天国傳揚福音。信友們，身為教

会的一員，有宣揚福音的使命。他們因基督聖體聖事及聖神的果實而預備好做這個工作。他們已經分享了基督

的祭司，先知與君王的功能。必然的，信友們被激勵去宣揚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在傳揚福音裏，我們必须先從我們自己内心的皈依開始。皈依是靠聖神的力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改變。這種

改變是我們拒绝犯罪而成為更有信德的人。福音是對每個人，每個心與靈的話語；它迫使我們思考我們的生

活，怎樣希望，我們怎樣去爱，以及我們為什麼而活。當我們努力的改變我們的内心時，我們也該同時分享我

們的經驗，我們的喜樂，以及我們對其他人的慈悲與愛心。福傳的果實是改變我們的生命及改變世界；使有一

個聖潔正義。屬靈及和平的世界。 

我們的第一步是什麼呢？我們必须要有個人及團體的祈禱。只有當我們找到祈禱的時間，與主交談，我們才能

了解「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 (瑪 6:33)  作為一個祈禱的團體，我們才會

了解及感謝天主的時間，天主的旨意並全心信賴上主！  

秋季車庫銷售  FALL GARAGE SALE 八月二十六日 (August 26, 2017) 從上午八點开始至下午

三點 (8am to 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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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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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蒙召升天的歷史，來源起自宗徒時代，據聖傳的記載，是

在聖母逝世之後，宗徒們埋葬了聖母在墳墓中，當時多默宗徒未

趕到現場，不能見到聖母最後一面。因為他到了印度傳教，離耶

路撒冷最遠；當他趕到之後，很不甘心，一定要見聖母最後一

面，宗徒們只有帶他到聖母墓前，打開墳墓，但墳墓已空，從那

時開始，宗徒們已經相信聖母的肉身與靈魂同時被接升了天堂，

這端道理，一直在教會中得到承認，而被教友紀念。 

 

     聖母蒙召升天的意義，不單只指聖母的靈魂升了天堂，更是指

出聖母的肉身也同時升到天國，與天主及天使聖人聖女的靈魂享

受天主的榮耀福樂與美善，在天主的愛中永遠與耶穌基督、她的

愛子享受最崇高尊敬的福樂！雖然這是教會從宗徒時代已經相信的道理，但是這端道理到一九五零

年，才被教宗庇護十二世定為信德的道理。在教宗的詔書中說：「教會的教父和偉大聖師們，在聖

母升天慶節向信眾講道時，都以教友們已知和已接受的真理為主題。他們只是把這道理的意義和事

實，予以更明確的解釋；他們特別清晰地指出本慶節不僅是為紀念聖母的肉身死後從未腐朽，而且

是為慶祝她戰勝死亡，和在天上所受的榮耀，一如她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那樣。 

  

     在聖教會中，有關聖母的道理非常豐富，因此設有一種專門的學科讓我們研究，它叫做“聖母神

學”(Marialogy)。我們所知道的最重要有關的聖母信德的道理共有四端：即一，聖母始胎無染原罪

(十二月八日)。二，聖母天主之母(每年元旦日)。三，聖母卒世童貞。四，聖母靈魂肉身蒙召升天

(八月十五)。作為天主教教友，這四端有關聖母的道理，稱為當信的道理，亦即是說，如果不信這

四端道理，也就不是純正的天主教徒。 

  

     從此可以知道，聖母在我們教會中有多麼崇高的地位，因為天主藉著她的合作，使天主第二位降

生成人，由聖母胎中取了人性與祂的天主性合為一體，使耶穌同時有天主性又有人性，所謂道成肉

身。聖若望福音說：「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因此我們更從此得知聖母就是創世紀中

那位女人，她的後裔要踏碎魔鬼的頭顱。(創 3:15) 

聖母蒙召升天慶節的歷史 

尹雅白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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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個人來說，我能活到今天，真是上主賜我最大的恩典。我何德何能，接受上主如此厚愛。 

 

        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我是個九十歲的老人。我所經歷的歲月，大部份是在上個世紀，我常對

人說：我是廿世紀的人，請大家不要見笑，我只想在信仰的角度，談些生活上遭遇的事，和大家分

享。 

 

       上個世紀發生的大事，我不敢說，全都見過。但多少都聽聞過，當然很多我都親身經歷過。幸

運方面，當年整個國家風雨飄搖，戰亂䖏處之時，由於我生長在窮鄉僻壤之農村，遠離城市，没受

戰火波及，算是萬幸，但亦因為有機會升學，接受教育，有各式各樣的老師，傳播各種的思想，認

識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體認到現實社會潮流中，如何給自己定位，應付面臨的思想鬥爭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 知識份子的生活， 不只是為斗米折腰，更重要的還要為意識形態的問題求自保，人與

人之間，互相猜疑，彼此之間難於溝通，實在非常苦悶，所以在當年我沒有被左右派的份子拉籠

去，自己維持住做個教友的立場，生活下去，我之有這樣的態度，正是天主讓我出生在一個有信仰

的家庭，從小到大，朝朝暮暮沉浸在家中早晚的通功祈禱聲中，接受我的信仰生活。生活在那個只

有幾家人的小鄉村，沒有學校，更勿論教堂了。平時我們是無機會去教堂的，逢年過節的大日子，

才會全家人去聖堂參與彌撒，我只在十歳那一年，因為主教出巡各堂區.  要為適齡兒童施放堅振聖

事，本堂神父要求各家教友送孩子前往學習要理，主教來了，聖事領完了，留給我腦中的是領完聖

事後要作耶穌的勇兵。這一點令我永記不忘，是我一生生活的指針。因為有了這一基本認識. 使我

在長大後面臨決定性挑戰時，我知道要如何作決定。  

 

       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中國發生的變化，可謂是空前的，可以說，那是中國從九一八事變後

包括八年的對日抗戰在內，中國人民受到戰爭的災害，在整個大陸到處逃亡之後，再一次的大逃亡

潮，奔向世界各方，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時必然發生的悲劇，但這次的現象與歷史上

發生的逃亡潮，其最大的分別，不僅僅為逃避戰火或飢餓而逃

亡，而是因為一場空前的思想鬦爭而逃命。所有不願接受那套唯

物意識形態的人，情願離鄉背井奔向海外，落腳他邦，以求生

存。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現象。 

 

       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承接中國百年戰亂的環境長大

的，據我母親告訴我我出世的那天晩上，家裡只有我祖母一人在

旁，所有男人都避到山莊祕密地方過夜，因為地方上惡勢力常在

夜間包圍村莊抓男丁去當兵，可幸，我家在我曾祖父時已信仰上

主，距今亦有一百五十年了。全家老幼幾代人都篤信上主救恩， 

我為什麼常說: 謝謝天主、感謝神父  
何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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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間斷，深信神父或傳教先生告訴我們的，信就得救的道

理，我常慶幸自己有機會上學讀書，這在當年在我所處的環境

確是很特別的事，亦因為如此，常有機會接觸一些受過更高教

育的師友，聽他們談論一些思想問題，知道了我們的信仰與當

年風行的唯物主義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思想，使我認知如何應對

那時常有一對年齡與我相近的青年男女常來我家，想說服我去

參加他們所做的[革命工作]，初時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去堂區

請教一位神父，他告訴我說：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通諭，教友

不能參加共產黨，參加了就自動開除教籍，不能領聖體。這使

我肯定不能同意那対青年男女的邀請，於是他們在其他村落召

開農會時，當眾宣佈我是一個[反動份子]。這一罪名傳到我耳

中令我自覺問題的嚴重。但要如何解決，確實難得答案。  

 

       但是，世事真難逆料 ，國共之間內戰. 共軍的節節勝利 .整個國家 貨幣眨值，學潮四起，通

貨膨脹， 這種亂象，實在不堪設想，關連民生的交易 ，貨幣已完全失信於人，怎麼辦呢？小生

意的恢復以物易物，大商家交易來往的多數以外幣申算，國家至此，既無法律系統可言 真是不

堪回首。在這時刻，為我個人而言，亦是禍不單行之年。1949 年的新春元旦. 全家喜氣洋洋時

刻，突然有人來報喪，說我外婆於除夕晚過世，我陪媽媽奔喪去，事畢回家，見我伯父病重在

床，醫生無法挽救，突然逝世，全家傷心異常，春節後我回校上課，那是我高中最後一年，可

以說心情是在非常煩悶的情況下回校的，自身唯一知道的就是要特別為去世的親人的靈魂祈

禱，這是一個教友家庭必做的功課，可是更不幸的事突如春雷罐耳，.我突然接到電報說：母親

病重，要我回家服侍左右，我媽只生我一人，我只有火速回家，可惜同樣是無藥可救之病，在

家拖延了一個月，我又送走一位至親，我要怎樣接受這一連串的不幸之災 ，實在非常痛苦，一

個人䖏於國事混亂及家禍接二連三之情況下將如何去面對現實的生活，真的不知如何是好。雖

然依然回校上課，但是，老實說：正個心理是完全崩潰了，天天都是過著垂頭喪氣的生活。然

而，什麼力量使我勇敢站起來接受生活的挑戰呢？沉思之後使我想起，平素在聖堂唸經時那段

短短的經文：耶穌救我，耶穌救我 聖母瑪利亞可憐我，䕶守天神互助我，保佑我平安過今夜 

「 日」，免得魔鬼昏迷我，耶穌基督常受讚美，亞孟。做為我每天祈禱的經文。 

 

       就在國難家災重重壓力下的我，一件很特別的事發生在我的生命中，那是我因丁母憂回校上

課後的一個週末 ，我無意中遇見一位同郷學長從上海回來，我沒問明所以，次日，我依例前往

巿內主教座堂參與主日聖祭，意外在聖堂外遇見一群外地來的青年，好奇心使我看個究竟，忽

然間一位穿著淺奶油色長衫，頗有仙風道骨的神父問我：你就是何文友嗎？ 我被這突然一問有

點意外，不知所措，站在身傍的同鄉學長告訴我，他就是我信中提過的鄭爵銘神父，說來奇

怪，我們雖是首次見面，好似一見如故 ，同時約我談話，他住在主教府樓上，我依時抵步，神

父的談話鏗鏘有力，層次分明，他給我分析國家當前的形勢，共產黨很快就會統治整個大陸，

教會必將遭受災難，身為教友的你將作如何打算？我無言以對。我雖然知道在蘇聯和東歐教會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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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遭遇，但從未為自己的處境作過任何打算，理由很簡

單，生來就是一個農村的孩子，既無財力亦無人脈，怎知

去那裡呢？但是鄭神父告訴我，其之專程從香港飛來探望

那八位自上海逃亡出來的青年就是為了保存信仰，情願離

鄉別井，為國為教保存點實力，以備將來之用，你有勇氣

加入逃亡嗎？我被神父這樣一問，腦海頓時一亮想到聖經

上耶穌說的：誰願跟隨我，該離開他的家人，這一剎那，

使我下定決心，追隨鄭神父的號召，逃亡天涯，但是去那

裡呢？神父說：不知道，可能是西班牙，因為神父途次香港，本來就是奉命前往西班牙避難的。 

 

        對於這個前所未有的決定，我在暑假回家後，曾經在老祖母，家父和我的一位堂兄面前有透

露過，由於他們素來不問政治，事實上對我所提的遠行計劃，亦不是很清楚為的是甚麼，直到共

黨來後才明白真正的原因，這一點是我的大舅父給我的回信中提示我，只要我在香港外地可以站

得住腳，就不要回來，因為有很多位我的同學來查問，我人在那裡。只此一奌，當我回顧一生的

經歷時，如果沒有遇見鄭神父，讓我有機會離開共黨的統治，我的命運一定不是今天的樣子，這

就是我常說：謝謝天主，感謝神父的原因之一。 

 

        一個人的一生遭遇的事情常常是不由自主的，有的來得很突然，好像我的遇見鄭神父，沒有

與他相遇，我一定不會離家出走，躲過共黨統治初期的惡劣歳月，當然，逃亡的歳月不能說很是

快樂，所經歷的困難都能迎刃而解，並能在西班牙政府協助下，把書唸完，可謂萬幸。然而，一

個特別的機遇又來找到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的學生，這位有先知性的神父告訴我們，值此國難教

災的歷史性時刻，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為國家與教會做些事，做甚麼呢，一

切聽上主的安排。 

 

        機會真的來了，這話要從一九五四年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的印支和平會議結束說起。該協議

將越南從北緯十七度分為南北兩部，北部由越共統治，而南方則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但是由誰

來領導呢？支持這個新共和國的美國政府沒有適當的人選，住在紐約的于斌縂主教，（後榮陞為

樞機主教）聞知此事，就命其得力助手雷震遠神父介紹其執友越南人吳廷琰給美國國務院，很快

就得到同意，吳氏於是單槍匹馬前往南越以民主選舉方式登上這個新生共和國縂統寳座。此君突

然於失意中得此夢寐以求的機會，上任後即著手雷厲風行越化政策. 強迫數以百萬計在越南的華人

入籍，沒收華人幫產，不准華校教中文，甚至要關閉所有中文報社等等，不一而足，弄得整個僑

社，惶惶不可終日，當時承認這個新政權的台北政府，自身難保而無能為力給予協助，這些不幸

消息傳到住在紐約的于斌縂主教耳中，老人家急如鍋上螞蟻，匆匆從紐約飛來西班牙瑪德里尋求

協助。促使他老人家此行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鄭爵銘神父帶領出來的學生. 有一批曾經過越南，熟

悉當地情況，所以在其抵步後即召見我們，說明來意，說吳某不能殺雞取卵，他希望我們有人願

去越南協助僑胞解決困難.  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挑戰，一位德高望重的縂主教不遠千里而來提

出這樣的要求，我們要如何面對呢？實在不是輕易應對的事，我們經過祈禱和討論後想到鄭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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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悔我們愛國愛教的精神後，認定雖然那裡仍是與共黨鬥爭的環境，我們仍應前往協助僑胞解決

困難。 

 

         事情的演變有時很是突然，我們的逃亡發生得很突然，於今要走回頭路又是很突然，既然決

定去，又要由誰去呢？正好此時我們中有一位在瑪德里國家新聞學院結業，表示他願意一試，所

以，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的學生，在于縂主教的䕶僑精神感召

下，前後有半數的回去，既為越南華僑協助助解決困難，並在傳播中華文化，盡了棉薄之力。 

 

        總括在這廿年間.我們在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做了多少事，我無意在此嚕叨，但對當地華人與越

南政府間我們確實疏通了他們的関係，最重要的是我們促成當時越南縂統吳廷琰接見僑社十幫的

幫長，從而得准華人投資建立南越當時最新的工業，越南紗廠，華文教育得以繼續彂揚，特別為

當地的華文報章，做了決定性的幫忙，當年越南

政府新闻部藉口帕這些中文報紙宣傳有利共黨消

息，一紙通知，要全部關閉，這是一個非常嚴重

的問題，報舘關門，不單令當地華人沒有中文報

張可讀，連帶在這十家華文報工作的排字工人，

記者，編輯，營業，派報人員，包括這些工作人

員的家屬，隨即面臨失業及飢餓的問題，其人數

在千人之上，對於這個突然發生的問題，如果得

不到妥善解決，那就非常麻煩了，我們為此事向

當時的越南政府新聞部交渉，提出解決辦法，為保證這些報紙不刋登左傾消息，我們以于總主教

提唱的自由太平洋協會名義，負責與越南新聞社合作，以[自由太平洋通訉社]名義，每天給這些報

社提供所需國際新聞，自由採用，這就是為甚麼我會回去越南工作的原因，因為需要能負責任的

人管理此事，在當時的實際情況，南越地區正是和共黨進行文攻武閗的戰場，共黨當然虎視眈眈

我們所做的一切，他們亦清楚我們做的完全是文化工作，沒有任何特別政治色彩，我們的工作人

員，倖能逃過共特槍下一關，沒有遭遇到如同其他的文教人士滅頂之災，當時我是這項工作的負

責人，南越被越共控制後，不但工作結束，我的一家沒法及時逃出，還有三名全副武裝的共軍住

進我的小家，隔壁有座新建的五層大廈他們不用，其用意非常明顯，我是被監視的人物，在台灣

的親朋好友們，都傳說我已沒命。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我能帶著一家五口回去台灣，很多朋友都

為我慶幸. 連我自己都認定，這是上主賜我的特殊恩惠，正如常人所說：魔鬼把門關閉，上主給人

留下一個窗 口，讓我出來. 為甚麼呢？此事我一直在四十年後得到証實，在一個非常隅然的機

會，我得知當時在我手下工作的一位同事，他亦逃難來到美國，彼此聯絡上後，䝉其贈我一書，

紀述當年在南越工作的共幹，數次計劃要刺殺我，他們沒有動手，他們說我有保鏢，這真是很出

我意外的說法，我從來沒僱用任何保鏢，亦沒有這種能力，只知每天把工作做好，從未考慮過生

死的問題，如果他們要殺我，任何時候都有機會下手，好似其他被殺害的文教人士，同業中有數

位社長和縂編輯，一槍之下，死於非命，一個文化工作者，我們手上除了一支筆外，真是手無寸

鐵，當時台北派駐南越大使胡連將軍，確曾建議我們佩帶手槍自衛，為各同仁拒絕，但是所謂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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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保鏢一事從何而來思索了很久，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幼時學習教理時，修女們告訴我們，人在

領受聖洗後，就有一位䕶守天使追隨左右，保護每一位教友生命的安全。所以他們說我有保鏢，

亦許就是這位天使做的奇蹟，當然，教會還有這樣的信息，耶穌聖心曾顯示給一位名瑪格麗特的

修女，要她告訴世人，凡連續在九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㳟領聖體的人，他會在其生命有危險時，

給予䕶佑，我實行過這樣的信仰.  但不敢說能離開共黨的逼害，應染了前述的信仰，亞肋路亞。 

 

         總之，綜觀信仰生活在我一生的過程中. 確實給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了它使我対生活常

保持著信心，遭遇困難的時候，不為煩惱所困惑，保持著楽觀的態度，繼續向前走。很多朋友問

過我，兩手空空逃難有無為明天沒飯吃而擔心，老實說，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 ，一直就是一天

過一天走完這幾十年。聖經上耶穌不是說過天空的飛鳥從不為糧食愁，何況我們是有智慧的人，

我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一家五口，一時沒有工作，有位好心的美國太太願意為我們申請社會救

済金，我很謝謝她的雅意而惋拒，我們自信有雙手必能解決生活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敢面對現

實，接受生活的挑戰，知道自助天助的道理，包括告訴我們的孩子們，生活在美國這個國家，除

了無法競選正副縂統外，只要你們有能力，任何高官，富商大位，你們都可以去爭取，同時，在

求學方面，我不擔心他們沒有機會升學，我只擔心他們的能力不夠去爭取升學的機會，讀完想學

的課程。 可幸，他們亦在充滿信心的推動下，把應修的功課修完，進一歩得到碩士博士的學位，

有能力自立和成家立業。身為人父母的我倆老，亦算盡了人生的責任。謝謝天主鴻恩。所以回想

起來，忙忙碌碌過了一生，可以安身立命，我可肯定告訴大家，是信，望，愛三德使我們有勇氣

克服所遇見的困難，度此一生，所以我常說：謝謝天主，感謝神父兩句話，絕對不是無的放矢。

亦願以此與同道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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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苦了。 

 

捨得 

捨得，捨得，要捨才有得！ 

不捨那能得 

難捨也難得 

少捨也少得 

多捨會多得 

能捨也能得 

要捨也要得 

有捨就有得 

越捨是越得 

是捨也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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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American Dreamer: stories from the heart of our nation. By Dan 

Rather. Dan Rather 是位原 CBS 的名記者。此書由傅國城介紹分享，包

括三十人傳記，但非全是名人，是些常人尋求夢想者。此書仍可在 Amazon 

購買。 

 

 

 

 

 

 

紅高粱. 莫言著。是本長篇小說，共有五章，其中「紅高粱」被拍成電影

獲得好評，此書由李述萱介紹，可上網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