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意向:為陷入困境的家庭 

願陷入困境中的家庭能獲得所需的支持，願

他們的孩子能在健康與平安的環境中成長。 

福傳意向:為受迫害的基督徒 

願那些因他們的信仰而受歧視或迫害的基督

徒，仍能堅強地忠實于福音，並感謝教會持

續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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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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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un 2:30pm 

四旬期第四主日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3/13 Sun 2:30pm 

( 夏令時間開始 ) 

四旬期第五主日 

依 43:16-21; 保 3:8-14; 若 8:1-11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Kiernan Hall 茶聚 

 
3/20 Sun 1:30pm 

聖枝主日 

依 50:4-7; 斐 2:6-11; 路 22:14-23, 56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Kiernan Hall 茶聚 

 
3/27 Sun 2:30pm 

復活主日 

宗 10:34, 37-43; 保 3:1-4; 若 20:1-9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彌撒 

撿蛋，16:30 Social Hall 聚餐 

3/4, 3/11, 3/18, 
3/25 Friday 

3/4,3/11, 3/18 周五守小齋 3/25 周五守大小齋 

Every Tuesday 
3:00pm 

每週二 3:00pm 彌撒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3/5 Saturday 
9:00am - 5:00pm 

3/5 週六避靜 9:00am - 5:00pm 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 Social 
Hall 

3/3 Thursday 
10:00am 

讀書會 每月第一個周四 10:00am 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3/24 Thursday 
11:3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3/24 週四 11:30am 煲煲好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2nd&4th Sat  
 
4th Sat 

詳情請洽張翠媚/李述萱姊妹 

詳情請洽沈安行弟兄 

Marietta/Dunwoody 讀經班 7:30pm 

Alpharetta 讀經班 7:30pm 

三月份教

宗祈禱意



 溫天錫大哥的離開我們, 對我來説是悲傷而不是意外, 同時他能蒙主恩召

回歸天鄉, 脫離苦世是值得安慰之事, 為甚麼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健康情況

自數年前得知他患過輕微中瘋後就一真處於不正常狀態, 初時電話聯络, 吱唔還

可說幾句話, 後來聽說連話都說不岀來, 我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於是決定於

2014 年春天與內子專程回台灣去探望他們夫婦及張宇恭神父, 兩人都是我生命中

有關建性關係的人物.我與天錫兄幸得還有缘見最後一面, 可惜他只會笑, 不能

説一句話, 雖能說相見歡, 但他是否還記得我是誰, 真是只有天曉得了, 我是很

傷心的離開他們, 只是衷心為他祈禱, 不要受更多痛楚, 平安的回歸天鄉. 所

以, 2015 年 12 月 17 日晨接到本團發來消息説他離世了, 心痛之餘, 亦感謝上主

解除了他的痛苦. 

 

 我與溫天錫兄的認識説來話長, 但也可以用六個字總括起來 那就是:同鄉 

同學 同道.我們雖不是住同一個鄉村, 但很接近故可謂為小同鄉, 當我昇上中學

時, 我們同在一間因戰爭遷來的中學讀書, 他高我二年級, 所以他是學長, 在信

仰生活方面, 我們是同一堂區的教友, 由於有這些因素, 當抗日戰爭勝利後, 我

們都同樣隨校前往廣東汕頭市, 繼續我們的學業,我們之間才有真正的接觸. 

  

 由於當時有不少公教學生在汕頭各家中學升學, 汕頭教區的法籍神父常要

求大家回來教會中學讀書, 由於只是初中没法滿足大家的要求, 反而因此促成我

們組織了汕頭教區公教同學會. 這樣一來各种活動就多了起來, 在當時的社會情

況, 意識形態問题常令大家擔心,保守的法籍神父不時限制我們的活動, 我們還

是我行我素, 天錫兄就是其中一位活躍的人物.不過時間過得真快, 天錫兄高中

畢業後就前往上海震旦大學升學, 我們之間僅保持書信聯系他很關心時事及我教

會的問题. 

  

 1949 年的上半年, 整個中國大陸國共之間的内戰, 如火如荼, 共軍的勝利

節節南下, 那年四月我因丁母憂回汕頭復課, 我突然在汕頭的主教座堂遇見天錫

兄, 我很意外, 但他沒有説明原委, 這個問题幾天後我就得到答案. 原來他是為

安排八位追隨鄭爵銘神父的愛國謢教精神的同學途次汕頭的落腳問题, 這是天錫

兄不帕辛勞打前鋒的獨特表現, 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這种獨特行動的精神當

他還在高中時, 当年政府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 他也不甘後人前往報名從軍救

悼念一名基督的勇兵  溫天锡大哥離我們遠去了  

         何文友敬悼 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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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身高不合要求而回來, 另外隨校回汕頭復課 新任代理校長要求學生主日回校

參加基督教的主日崇拜, 我們這群公教學生没去參加, 這位穿著陸軍上校服裝的

代理校長召見我們問明原委, 並説我們都是崇拜基督的為甚麼不行呢, 天錫兄此

時很客氣的反問校長說: 那我們也請校長來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如何, 把這位校

長氣得面紅耳赤. 

 

 天錫兄做事勇往直前的個性, 前面所述, 僅是零星點滴, 他在这方面最獨

特的表現, 應是他奉命前往南越發展自由太平洋協會的工作最為值得回憶, 事情

要從 1954 年根據日內瓦印支和平協定把越南分成南北兩部説起, 南越共和國需要

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前往主持這個新生的共和國, 住在紐約中美聯誼會的于斌總主

教, 把老友吳廷琰介紹給美國國務院 得到同意, 旋即回去組織新政府, 不意這個

新政府組成後立刻対在南越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實施越化政策, 限令華人入籍, 没

收幫產, 學校取消華文教學, 甚至關閉中文報張雜誌, 不一而足, 此事傳闻至于

縂主教耳中令他老人家憂心忡忡, 不知所措, 於是特別從紐約飛來西班牙首都瑪

德理, 召見我們這批從顛波中逃亡至此的學生, 他希望有人願意回去南越協助僑

胞解決困難, 那時在瑪德理的中國留學生, 除神父修女外, 一部份是從安慶來的, 

據説他們是乘飛机來的. 只有我們這群是自力更生坐船來的, 亦是唯一的一群有

在越南生活過的經驗,所以于總主教的來意非常清楚, 他的主意力是看在我們這群

人中, 當其時我們這群人的思想情感仍然因著鄭神父的精神鼓勵,亦認為這是實踐

鄭神父思想的機會, 我們開會討論,看誰願意及有能力勝任此事, 恰好此時天錫兄

在瑪城國立新闻學院修完他的課程, 他表示願意前往, 就是這樣他重作馮婦空手

回去越南展開工作, 又一次展示他特立獨行的個性. 

 

 老實說, 天錫兄掛著發展 [自由太平洋協會] 的名銜在華人的商業社會是

不受歡迎的, 首先他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题, 他在一家華文中學任教, 然後與僑

社領袖接觸, 說明來意,尋找場地, 展開工作, 真是兩手空空, 談何容易, 在紐約

的于總主教派來他的得力助手雷震遠神父來協助工作, 雷神父與當上南越總統的

吳廷琰亦是好朋友, 溫兄進行的事情與行政有關時, 雷神父從旁可以幫忙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座成為自由太平洋協會活動中心的大廈能夠租成, 對整個協

會的展開, 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座大廈原屬謝姓華僑所有, 是当年堤岸中國城

最大的建築物, 法治時代被法國殖民者徵用, 二戰期間日軍佔頜越南繼續成為軍

方司令部, 二戰结朿後屋主一直無法收回, 天錫兄得知此事後與屋主家人商量, 

如能收回,屋主願以一年一元象徵性租金讓協會使用, 夢想成真, 這真是自助天

助. 



 協會的工作有了這座大廈開始向前展開 首先天錫兄啟辦[自由太平洋英文書

院], 是完整的高級中學課程, 這是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而辦, 確實培植了不少英文

人才, 為後來美國解入越戰所用, 為宣揚自由太平洋時代的意義和配合以傳揚中華

文化的反共精神, 天錫兄就以出版[自由太平洋月刊]摧展這一工作, 但這不是件輕

而易舉的事, 於是又從西班牙畢堡把我們的伙伴劉前沐拉來籌備月刊的出版事宜, 

前沐兄確實做得非常充分設計, 但不久他又因女朋友的問题, 回去西班牙, 月刊工

作由我教會的新闻界前輩牛若望副主教負責, 継續發行, 傳遍台灣及東南亞如印度

尼西亞, 這份刊物曾被某東南亞國家懂得中文的官員引用, 該官員有一次與當時南

越總統吳廷琰談話時, 引用此刊物資料詪吳氏驚奇, 這是意外的收穫.然而, 一些意

外的事情接踵而來, 当時南越政府的新闻部忽然通知在堤岸中國城岀版的中文報關

闭之令, 此事引起非常大的恐慌 ,報館關門, 僑社没有中文報紙可讀之外, 連帶在

各報社工作人員失業, 更是嚴重問题, 政府方面要報社關門的藉口是帕他們宣傳親

共的消息, 於是這十家左右的報社負责人要求協會給予幫忙, 經過協商得到解決之

道, 由協會負責收發消息供應各報社使用, 同時要求越南新闻社與協會合作以自由

太平洋通訊社名義轉發各消息保證沒有親共新聞發佈, 可是問题又來了, 天錫兄分

身乏術, 於是要求在歐洲比利時的我火速回去越南主持此事, 這就是我半路岀家趕

起新闻工作來的原因, 協會的工作事實上是天錫兄在處理, 書院的發展忙碌之餘, 

他還開辦越文夜學, 並予家境貧困子弟免費入學. 一時風起云湧, 最興盛時夜學部

有三千多學生, 人数如此眾多, 原因是天錫兄見及清貧學生家景確實困難, 於是得

到美國天主教福利會辦事處的同意, 每週提供多少麵包, 菜油, 奶酪, 免費贈送清

貪學生, 這种興學済貧的做法,確實得到很多人的讚賞, 可是天錫兄並不以此為滿

足, 他除了組織學生籃球隊外, 更在辦學方面做更大的發展, 他知道僑社青年學梓

渴望更好的教育, 又以[自由太平洋高級中學]名義成功辦好另外一間完全照當時越

南政府規定課程之學校, 學生人数超過三千多人, 於是又發生誰來主持校務問题, 

說也奇怪, 恰好此時, 我們之間的真正老大哥張必剛神父返台途次越南, 在大家的

盛情懇請下, 留下主持該校校務兩年多,  至此, 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精神的人, 走

回頭路回去越南為僑社多多少少亦做了一些事, 帶頭羊卻是最近蒙主恩召的溫天錫

大哥, 他除了為協會完成任務外, 最後我還要提及一件事, 当時吳廷琰回越執政後, 

僑社中領導者一直無法與政府當局取得聯系, 此事為溫兄所闻, 乃建議雷神父将此

意願反映給吳氏周圍之人知道, 很快就得回音, 吳氏願意接見僑社十幫幫長, 這是

一件大事, 吳氏在接見時问大家有何要求, 大家希望吳氏允准建立一家紡織廠, 這

就是後來在西貢出現的[越南紗廠]的由來, 那位派他去越南工作的于總主教有一次

說: 這是他想做的許多事之中唯一他不用出錢的一個,好幾次我曾闻天錫兄説, 總主

教需要錢買機票的事, 可見他也需要幫忙 1964 年元月鄭神父從印尼回台途次西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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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憂, 一切都如曇花一現, 不岀所料,  再次化作烏有. 

 

 往事已矣, 天錫兄以九二高齡勝利走完他的一生, 2015 年 12 月 17 日服務團

為他傳來他逝世的消息, 闻之令我傷心, 但亦為他安心, 他再也不用忍受世間之苦

了, 我與他確是風雨同舟的過來人, 首先一次能同時於最危急的最後時刻逃離赤潮

的淹没, 算是僥倖. 但在三十多年後的第二次, 他能先我一步避免被赤潮淹沒之災, 

可是妻兒就没那麼幸運了, 當然很多事正如俗語所言: 魔鬼把門關了, 上帝卻留下

窗口, 讓人逃出生天,  當時我的一家在共黨控制下度過十八個月後能顺利回到自由

天地 ,真是幸運, 而溫兄的家人因我有机會在國際红十字會駐西貢辦事處協助工作, 

就近把他們家小回台灣的手續理妥, 顺利回台與天鍚兄團聚, 重享天倫之楽, 亦算

是我對天錫兄一生對我的厚愛之回報, 人生相聚的盛宴, 始终是要结朿的. 然而我

覺得溫兄在臨終時刻得到本服務團在台北的團員們為他送最後一程, 感到最意外的

安慰.據悉, 在他彌留之時, 本團的最高總監繞志成神父, 歐晉德夫婦, 胡僑榮, 宋

祖思等等在場為他唱歌祈禱,讓他安靜回歸天鄉, 以及在出殯之日, 饒神父親臨主持

安所聖祭, 真是對天錫兄最大的祝褔, 在這裡我要向各位家人們致最誠執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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