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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6/4 Sun  

10:30am(中)   2:00pm(英) 
聖神降臨五旬節                                                    

宗 2:1-11; 格前 12:3-7,12-13; 若 20:19-23 

大堂                                              

彌撒、午聚 

6/11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天主聖 三節                                                              

出 34:4-6,8-9; 格後 13:11-13; 若 3:16-18  

大堂                                              

彌撒、聚餐 

6/18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基督聖體聖血節                                                            

申 8:2-3,14-16; 格前 10:16-17; 若 6:51-58 

大堂                                              

彌撒、午聚 

6/25 Sun                 

10:30am(中)   2:00pm(英) 
常年期甲年第十二主日                                                     

耶 20:10-13; 羅 5:12-15; 瑪 10:26-33 

大堂                                              

彌撒 、午聚 

 

6/16 Fri 9:00am -  11:00pm 
6/17 Sat  7:30am -  6:30pm  

聖體遊行大會                                                   

6/17 Sat 8:30am 遊行開始                                        

6/17 Sat 5:00pm 閉幕彌撒 

GICC (Georgi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2000 Convention Center Con-
course, Atlanta, GA 30337 

Every Mon,Tue, Wed , Fri  

12:00pm(中)    
每週一、二、三 、五 12:00pm 彌撒                            

                                            

小堂 

六月份教宗

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聖堂五月公告總結 

(5/7) 預備母親節   下周日是母親節，在這個特别的節日里我們將褒揚每一位母親們，

小孩子們也將遊行來褒揚我們在天之母。請大家不要忘記把家裏花園中的花帶來給孩子

們在遊行中携带！在當天彌撒結束後所有遊行用的花將放在聖堂裏的聖母聖像前。謝

謝！  

至聖奉獻於中華聖母   五月十四日母親節我们團體將以特别的祷詞把我們的團體及聖堂奉

獻给無玷中華聖母聖心及中華聖母。中華聖母之名是在1900年聖母在中國東閭顕現给她

所喜愛的子女們後而訂定的。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出現在村里的上空，一群暴徒向她開

槍，而這個影象一直没有消失，那些攻擊的人還來不及看清時，叧一個神奇的騎馬戰士

影像又出現在天上，立即那些暴徒們都嚇跑了。基督之母顯現在中國，以一個保護及捍

衛者的姿態為無助的人及正義而顯現。聖母瑪琍亞希望中國成为一個閃爍的信標之光，一個重視家庭觀念

的國度，所有的生命都是受保護的，人人都有權利自由的敬拜大能的天主！  

夏天成人慕道班今天開始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 5395 Light Circle NW, Norcross GA 30071 

成人慕道班工作坊    2017 七月二十九日，成人慕道班工作坊將於上午 9:00 至下午 2:30 在亞特

蘭大教區舉行。地址是  2401 Lake Park Dr. SE, Smyrna 30080。這個工作坊是為所有的 RCIA 

教師所舉辦的，請您務必出席！ 

聖體遊行大會 2017 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June 17 to 18   GICC Georgi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ollege 

Park GA 30337  

亞特蘭大教理問答教師會議 2017 八月五日在 Marist High School 將有一個教理問答教師會議。地址是 

3790 Ashford Dunwoody Rd NE, Atlanta, GA 30319。这是一個全天的活動，有來賓演講，並頒發教理問

答教師証書。这個討論會是為所有教授信仰課程人員所準備的。故請務必出席！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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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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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8,6/25 Sun12:3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6/4,6/18,6/25 Sun 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6/5, 6/19 Mon 7:0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6/7, 6/21 Wed 10:00am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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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11:30am BB&T 分行經理講解如何安排預算 Mr. Vincent Cain 

活動時間表 



法蒂瑪聖母顕現 100 周年  1917 年 5 月 13 日，在葡萄牙的法蒂瑪，聖母瑪利亞向三

個小孩子顯現，前後共顕現五次，最後一次是在 10 月 13 日。在這種特異景象中萬福

童貞瑪利亞要孩子们每天誦唸玫瑰経，懺悔並為罪人的悔改做祭献。法蒂瑪聖母的信

息是要信徒們對聖母無玷之心的忠誠熱愛，就是母親的愛的避難所，及一條確定的帶

领我們走向天主的道路。最终，聖母瑪利亞的無玷之心將會得勝，因为瑪利亞充满了

天主的恩寵而是純潔無暇的。她有一颗母親般的心照料她的孩子並願她所有的孩子都

被她的聖子耶稣基督拯救。今年 5 月 13 日周六，我們將舉行一个治癒的祈禱以慶祝

法蒂瑪聖母顕現 100 周年。當天下午 3:00 誦唸慈悲串經 (Divine Mercy Chaplet) ，

3:30 誦唸玫瑰経，4:00 舉行彌撒聖祭，5:00 有治癒的祈禱。  

五十年和六十年结婚纪念日  2017 十月七日，亞特蘭大教區總主教  Wilton 

Gregory ， 請在  1967  及  1957  年结婚 在今年將慶祝金婚及銀婚的夫

婦們在星期六中午  12:00  時參加在  Saint Brigid  天主堂舉行的彌撒，彌

撤後將有茶點招待！假如你能參加的話請您上網訂位 http://tiny.cc/

anniversarymass.  

(5/14) 厄里亞柸  我們的團社為了要增強聖召尤其是對華人的聖召，要開始「厄里亞柸」

節目。「厄里亞柸」是一個在彌撒中用的至聖的柸爵。在每個主日彌撒中領了聖事後，由

某位教友或家庭帶著此柸回去供奉於家中。每日他們以自己的心意祈禱，並且訟誦聖召禱

文及玫瑰經。然後把此柸在下一個主日帶回教堂以輪給下一個教友或家庭。 

為什麼這個節目稱為「厄里亞柸」呢？在列王記上第十七章紀載，在荒災時期，厄里亞先知告訴漆冬匝爾法

特一個窮苦的寡婦用她最後的一點麵粉及油做成了麵包。他說直到荒災渡過，她的裝麵粉的瓦罐及裝油的瓶

就不再空了。次年她及她的兒子和厄里亞以這個麵包渡日。如果我們以漆冬匝爾法特寡婦那樣的信德來祈

求，我們的柸就永不乾了。我們總會有神父給予我們基督聖事的。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資金籌募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已推展了資金籌募！這個籌募主

要的目地是償還我們建堂時所貸的八十萬元。支持這個籌募有多種方式。目前，除

了指定特為建堂的捐款以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活動，車庫銷售，禮品店，以及售賣

食物等的收入，都規納入建堂資金。此外有個很好的方式就是參與貴公司的慈善基

金互配節目，或是聯系你們的親友。不論捐獻的資金多少都很感激。謝謝！  

至聖奉獻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於無玷瑪利亞聖心及中華聖母之祈禱文 聖母無玷聖心，

天地母后，中華聖母，及人類至慈之母，我們依照妳在法蒂瑪所宣告的熱切願望，將耶

穌聖名華人天主堂及我們全體教友奉獻給您聖潔聖心。 至聖的母親請引領我們，並教

我們遵行您親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讓耶穌的聖心引領我等，如同祂引領了您的

心。萬福瑪利亞，請指引我們，使我們無論環境順逆，喜樂或悲傷，健康或疾病，生活

或死亡都與您同在。至愛之心瑪利亞，天上的母后，請看顧我們的心思意念，以免於陷

入不潔而傷害法蒂瑪聖心。協助我們學習您的一切，特別是心思純潔。幫助我們使國家

和世界都在天主內的正義和慈善中得到平安。因此，萬福童貞聖母瑪利亞，我承諾追隨

您的善度，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來實踐及跟隨您的美德。我決心以奉獻和懺悔的精神定期領受聖體，並每天

為您獻上完整五串玫瑰經，和我的犧牲。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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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祝福畢家好運！ 我們團體裏的畢保羅一家人將於五月底舉家遷回台灣台南。過

去三年多來他們一家人和我們團體相處的非常愉快，融冾！保羅願意把他的 email 放

在公告欄裏，歡迎大家與他們聯系： paul.prebe@gmail.com 願保罗，欣怡及他們的

二個寶貝好運，美滿！並祈上主降福！  

歡迎 BB&T 銀行！ BB&T 銀行將為我们團體舉辦三次的銀行服

務業務介绍與説明。第一次是本周日上午 10:30 分彌撒後，由

Regional Multicultural 銀行總裁副，分行經理 Vincent Cain 為我

們講解銀行基本業務。第二次是在 6/11/17 周日上午 10:30 分彌

撒後，講解如何安排預算。第三次是在 8/20/17 周日上午 10:30 分彌撒後，介绍有關房屋所有權事宜。  

下周日弥撒中有為六月份圣体遊行募款的第二次奉献  

亞特蘭大主教府將于今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二天在 

College Park 的 喬治亞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聖體大會。

今年的主题是以若蘇厄書 24:15 為中心：「至於我和我

的家族，我們一定要事奉上主。」和往年一样我们的團體會參加 6/17 周六上午 8:30 分的聖體大會遊行及下

午 5:00 的閉幕彌撒。有關詳情可參考網站 http://congress.archatl.com. 總主教 Wilton Gregory  懇請教區内

各個堂區，福傳團體以及個人踴躍贊助今年的聖體大會。在今年五月七日彌撒的正常奉獻之後有第二次的

為贊助聖體大會的奉獻。所有的奉獻都是可以申報免税的。  

(5/28) 耶穌升天節 在今天的福音裏，耶穌對十一個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

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瑪28:19-

20)」。耶穌所說的這些話，往往被稱為「偉大的使命」，以及它成為了不只是宗徒們

的使命，也是整個教會的使命。那些自認為是基督的追隨者的，也應該去使萬民成為門

徒；他們必須負起福傳的事工。 

福傳的信息永遠不變的：天主把祂對我們偉大的愛顯示在被釘死與復活的基督的身上。

耶穌基督是「永生的福音」；祂是「昨天，今天，直到永遠, 常是一 樣」的 (希伯來書

13:8)。祂的豐富與美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祂是新奇不斷的根源。耶穌神聖的創造力永遠會使我們驚

訝。總而言之，耶穌說過：「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默示錄21:5) 

福傳的事工不完全只是我們的；我們被天主召叫跟祂配合，祂用了聖神的力量來引導我們。天主主動的給

我們力量去傳福音，因為「祂先愛了我們」(若望一書 4:19)。其實我們栽種與澆灌，但是只有天主能夠「使

之生長的」(格林多前書 3:7)。這個確證使我們在一個有很多要求和挑戰的事工中，保持一種喜樂的精神。

天主要求我們一切，可是祂同時也賜給我們一切。 

聖経硏習夏令營  耶稣聖名華人天主堂很欣悅的宣布將于七月一日從上午十點至下午三

點舉辦聖經硏習夏令營。孩子们將學習如何祈禱，聆聽聖經故事，還有手工兿 制作及

遊戲比赛。同時還有午餐提供。歡迎来加入我們！  

國慶日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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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的：有尋寶，二人三足競走，吃热狗比賽，吃西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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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來慶祝七月四

日。保證不會讓你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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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 

傅燕萍 

Atlanta 華人天主教會多年來在劉兆偉神父、購堂委員會以及教友們的努力下，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

購下我們現在的聖堂，取名[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 ，英文為[The Holy Name of Jesus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簡稱 HNOJ。說起來像一件件的奇蹟發生似的，當初購堂委員只計劃購買能容納一百多人的

教堂或辦公樓就心滿意足了。沒想到我們能以極合理的價錢，而且在好幾個其他團體也有意購買的情

况下，劉神父和購堂委員當機立斷買下這座大教堂，遲一步可能就落空了。這也是繼 Houston 與 Dallas

之後，全美第三座由敎友集資購買的華人天主教堂。 

    在會長蔡智明、副會長劉國建的號召下，多位教友於 9 月 1 日開始教堂大掃除、油漆等工作。其中

幾位教友很有工匠手藝的天份，把我們教堂裝修得極有特色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在同年 10

月 15 日遷入新教堂；次日也是主日，劉神父帶領 教友及其親友舉行首祭彌撒。10 月 19 日，教堂光鲜

亮麗的招牌矗立在街角的草地上，非常吸睛。有今天的成果，要感謝一批無私的教友，奉獻自己的時

間和精力，為整修與美化教堂而努力，他們是天主賜給 Atlanta 華人教會的無價之寶。 

 教堂本身樓下面積有兩萬平方英尺，連同教堂外面的停車場，草地，與兒童室外園地，縂共约有六

英畝地。建築物裡面除了大教堂與餐廳(必要時可作演藝廳) ， 還有小教堂(Chapel) ，辦公室，會議

室，圖書室，電腦室，青少年活動室，兒童遊嬉室，聖物禮品店，厨房，以及五間空教室 。建築物左

側的二樓有未完成的教室或辦公室，由於樓下已夠用，目前教會無意裝修二楼。 

教會每個星期日上午有一台中文彌撒(主日崇拜 ) ，下午一台英文彌撒。其他活動有中、英文查經

班，讀書會，教友聯誼會，太極拳班，民族舞蹈班等。現在有了自己的地方，成立中文班 ，傳承中華

文化，應該是為時不遠。 

     接着正、副會長召集幾位教友開始籌備 12 月 10 日的開堂慶典，其中伙食組是最繁重的工作，要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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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三百多人食物不是簡單的工作，堂慶那天好多來賓說食物即豐富又美味。另外是要製作飯後的

餘表演節目，了解正、副會長及數位教友都有其他繁重工作在身，於是我義不容辭地接下這份任

務。 

    由於我們是華人天主堂，會長强調節目要具有民族特色，例如中國民族舞蹈、吉筝、扯鈴等。

我們教會有唱歌與才藝表演的人才，但要表演具有規模的民族舞蹈，就沒有人可以教了。這時我

立刻想到認識多年的舞蹈老師安方，她熱心公益，教學認真。她一口答應每個主日來教我們民族

舞蹈，她的夫婿秦漳還為教友向辦事處借舞衣，借回來後安方還親自一件件熨平整理好。她稱職

盡心、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的確令我們敬佩。 

然而萬事起頭難，起初教友們都說沒有舞蹈經驗而不大想學，我請她們到教堂另一端有鏡子的

教室，安方已在那裏等候，經過她真誠感人的鼓勵，大家都非常感動而認真的習舞。果然名師出

高足，  不到兩個月的訓練，我們教友表演的民族舞蹈[彩雲羽飛] 在晚會上大放異彩，讓好多

觀眾称讚不已。由於那一段時間有兩、三個主日我已計畫好出城，因此沒有參加舞蹈演出。 

十二月十日開幕典禮上午十時，由劉神父和其他幾位司鐸們共同舉行開堂彌撒，接着是

Norcross 市市長 、Gwinnett 郡委員會主席 、以及 Atlanta 天主教教區代表 致祝賀詞。中午剪

綵儀式完畢，炮竹聲隆隆响起，掀起 Atlanta 華人天主教會的新一頁。 

吃過中飯有資深教友沈安行、 古偉政、 鄭治明講述 Atlanta 華人教會 25 年的歷史與感想，

感謝天主多年來對我們華人教會的眷顧與降福。接着就是堂慶表演節目了，由兩位節目主持人蕭

柏恩、 周夢雅 拉開序幕，那天的節目有教友們表演民族舞蹈、太極功夫扇、古箏、扯鈴、合

唱、獨唱等。由於自己人的節目太少，不得已只好借助外面社團。例如旗袍協會成员表演舞蹈

[玟瑰人生] ，重陽會的朋友們也貢献一支舞[我的快樂是因為有你]，縂算凑足十個節目。最後

由安方及我們教友演員帶領大家跳原住民舞蹈 [我們都是一家人] 、[高山青] ，慶典在歡樂氣

氛中圓滿結束，這次參加表演的教友和教外朋友縂共有 32 人。 

另外一個 HNOJ 的大節日就是 2017 年 2 月 4 日慶祝春節的節目了，當天上午十點三十分劉神

父、正副會長帶領教友和來賓在教堂外面以炮竹迎新春，接着有專業舞獅表演，鑼鼓喧天，把現

場歡樂氣氛帶到最高點。當天來參加的來賓尚有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劉經巖處長、僑教中心傅瑾

玲主任、以及 Atlanta 眷村聯誼會執行長葉竣圖先生等多人 ，大家互祝新春佳節愉快，萬事如

意。 

餘興節目除了教友精釆的民族舞蹈[彩雲羽飛] 外，還有我們教會太極拳班導師劉天錫帶領幾

位教友首次在舞台亮相，嫻熟的動作贏得全場熱烈掌聲。其他節目有太極功夫扇、太極劍、獨

唱、雙人合唱，還有我們青少年的大小提琴演奏、扯鈴等，由於篇幅關係，就不在此一一列出大

名了。 

這次也是由於自己教友的節目不夠，只好再次借助於外面團體，例如彩虹老人康樂中心表演的

舞蹈[誰不說俺家鄉好] ，八位老人神采奕奕的舞姿，表現出她們不服老的精神；旗袍協會婀娜

多姿的[玟瑰人生] ；台美學校排舞社的[主賜福如春雨] ，是一支很具有代表性的讚頌舞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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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會七位成员的[贺新年] ，跳出濃濃的過年味。這次參加表演的教友及非教友人數達 42 人之

多。邀請教外人士來表演，也等於是向他們介紹我們華人天主堂，我們也真誠感謝他們對教會

的支持。 

經過這兩次慶典節目的編排，我深深體會到[平時有積糧，荒年餓不倒] 的教訓。假如我們教

會平時就練好一些節目，有慶典時就不愁沒節目了。目前我們下一代的青少年與孩童們也已積

極參與表演，貢獻他們的才藝，給我們華人天主教注入一股新的生命活力。希望不久的將來，

透過我們教會各種的活動，能吸引更多人來敬仰我們的天父。(2017-5-13)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堂     慶     節    目     單   (含表演者名單)       

 (  Chinese  Cultural/Ethnic Dance Program  2:00pm-3:00pm  ) 

                                           

1.民族舞蹈 “彩雲羽飛”  安方(導師)  蔣小玲  張翠媚  徐冰瑩  陳秀紅  姜敏   蔣雪瓊   

     劉偉郁  Mary Austin Angela Chiang 張瑩  游嘉  金秋                                                                                                                                                                                                

2.太極功夫扇    何鴻耀   黃森勇 

3.古筝  “我只在乎你”  丘晞澄  (Evonne Iau) 

  “戰颱風” 

4.廣場舞  “我的快樂是因為有祢” 江愛金  陳耀玲   徐家珍  盧淑蕙  楊玉靖   許秀蓮  鄧瓊仙 

5.兩人合唱 “美麗的神話”  陳崇賢  梁文鳳 

6.中國 Yo Yo     吳宗翰  (Stephen Wu) 

7.舞蹈  “玫瑰人生”  安方  游嘉  金秋  姚耀  顧卓琳 陳小玲  張瑩  宋敏  管麗萍 

8. 彈吉他、唱歌    古天心( Francis Ku) 

9.獨唱  “九月九的酒 “  何鴻耀 

10.團體舞 “我們都是一家人” [彩雲羽飛]  全體舞者帶领                                                         

用餐其間若有時間:  Megan, Calvin, and Jerry Liu  彈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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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來了？ 

 

 我們既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是絕對照顧並臨在每個人的。只是每一個人感受到祂的恩寵，

在程度及方式都不一樣；在這裏老身只能談談自身的感受及經驗。 

 

 我是在高中時受洗的，那時心境如何已經記不清了，而且那時候並不甚瞭解天主恩寵的意

義。多年過去了，出國深造，成家立業，每日都為生活忙碌，又因為語言習俗上的隔閡，很少進

教堂，心靈上早就荒蕪了，但內心深處却相信天主不會放棄對迷途羔羊的召叫的。後來有一次在

意外的機會，有位朋友請我去她家會見由外州來訪的一位中國神父。在美國多年能與他用國語談

話，很是親切感動，也向他訴說我的心中痛悔懊惱及苦楚，只記得當他安慰我時，他手上的一股

熱流直上我身，我全身像是被電震動了，我立刻就知道那是聖神觸及，心中感受就像是久旱逢甘

霖，震盪了久久才平靜下來。此後幾年就慢慢的回到主內，偶爾也有些特別的感受，但沒有像那

次那樣深刻。 

 

 最近幾年來也有些聖神觸及的經驗；有時是在彌撒中，或是祈禱時，或是獨自在教堂默思

時，心中不知不覺的感到很強烈，這種心情不是平常能夠體會清楚的的喜怒哀樂心境，只是一股

強烈的感受；也有時身體不盡自主的搖動，想停下來都不易，不知有沒有人也經歷過同樣的情

況？我知道我的經歷對 有些人來説是微不足道，也

只有請你姑且讀之。無 論如何，只要知道天主對你

是不離不棄的，所以一 定要堅信天主會派聖神照顧

你的。 

網頁: HTTP://WWW.ATLANTACHINESECATHOLIC.ORG 

李姥隨筆雜記  

2017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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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在靈魂上加翅膀，作者簡宛。 

散文集；人生經驗，哲理，宗教，道

德，教育...等。人生加上趐膀，自己

去創新才有彩色，比方說信仰是心中

的愛，生活才有意義。此書是讀書會

初期由梁金鳳介紹。現已絶版，新版

改名為「用真愛說故事」。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By Rick Warren.  

Rick Warren 是現今美國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的牧

師，1980 年他在這個教堂工作時只有兩百人左右參

加，到了 2015 年時，己發展了八十多個地方，每週

有兩萬以上信徒參加。三十多年內他也著作文章及

寫書，他的最有名的書是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在紐約時報暢銷書上歷時許久，銷售至三千萬本以

上，世界各地許多教堂都採用他的建議發展教會。

作者經常到世界各地演講，並在媒體界上宣傳福

音。 

這本書也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內容也很有意義；

他用四十天的練習式每日都先講要點，再分析，以

及反覆以聖經或聖人言語討論，最後指點天主的恩

寵以及讀者需要靜思的題目。這本書由李述萱幾個

月前介紹。本書可在 Amazon 直接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