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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王念祖王念祖王念祖王念祖    

如果我們做個問卷調查：「在過去三年中，除了『逾越

之音』音樂福傳會之外，你參加過幾次堂區的信仰見證分享

會？」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沒有參加過。」因為他們可

能完全不知道，過去兩三年內，堂區曾有過四次小型的見證

分享會。這真是令人十分遺憾與惋惜的事。 

這些分享會中沒有熱鬧的歌舞，沒有激昂的宣講，也沒

有高深奧妙的神學；只有生活在我們當中的兄弟姊妹，平實

的言語、真摯的情感，與他們信仰道路上的哀愁與喜樂。因

此本期葡萄藤特別以這幾次信仰分享的內容做為主題，以慶

祝基督以謙卑的身形，降生在我們中間，稱我們為兄弟。 

特別感謝雅芳。她在自己忙碌辛勤的工作外，任勞任

怨、費心盡力的推動這些活動。還有，每一次分享會後，那

些令人懷念的台灣小吃，也都是出於她的貼心與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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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職人員本身不會給人帶來些什

麼，決定不了自己的喜樂與不喜樂。但

一位有喜樂的神職人員，一定是活在愛

天主的世界裡。我自已感覺我是世上最

有福氣的人，因為我在生命過程中體驗

到天主無條件的愛了我，而我也能以愛

還愛，這是天主和人之間互通真正情意的接觸，這不但滋潤

了我的生命，更帶來了我的福氣。 

我老家的人都知道，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普通的老百姓，

我能成一位神父，就是天主對我最大的疼愛與恩惠的証明。

長達十年左右在菲律賓的修道生活，是容易的嗎？我面臨基

本的語言問題，文化背景的問題，不同生活環境的適應問

題，…等等，每一樣都能令人有舉步維艱的感受。但我常常

向上主吶喊，我相信天主的愛，我心裡始終對天主充滿痴情

與堅定。幸運的是，我從小到現在始終沒有想到要改變修道

的心。我細想這六十年的歲月，更對自己信心十足，決定要

一輩子奉獻與上主，我就是要在愛天主中掙扎著，用軟弱的

人向天主不停地發出心中願望，一心一意走在修道的路永不

回頭，爭取讓天主的聖名在我身上受到光榮。這就是我的福

氣。 

自從擔任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的本堂神父以來，在生活中

♦林育明神父 

神師的話：住在天主的殿

裡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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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體會到這美麗安靜的環境裡，我不能肆意浪費時間，

我認真每天朝拜聖體二個小時。因為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是天

主的殿宇，將稱為華人的祈禱聖所，在這裡萬民一律平等；

不論誰到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來祈禱我們都竭誠歡迎。我們要

愉快地進入上主的殿裡，朝拜天主、靜心祈禱與天主談心和

交朋友，祈求天主恩賜平安並祝福我們萬事如意；天主是

神，是我們在天上的父，真正朝拜天主的是以心神、以真理

來朝拜；我們不只進入聖殿祈禱，朝拜天主，更要使自己成

為一座屬神的聖殿。我們在朝拜耶穌聖體時，要進入心靈的

聖殿，以基督為基石。我們也能做些服務的工作，尤其是克

苦工作。現代科學進步生活富裕做些克苦的事，更能深刻體

會『克苦』的意義，凡事心甘情願的去做，這樣才能喜樂地

全心朝拜天主。也是因為會碰到困難，這樣才懂得自已的無

能與軟弱，讓自己學習全心依靠天主。在這裡我學習到欣賞

別人的才幹，謙誠地請求別人的幫助，讓自己有一顆包容的

心，不斷地將天主的愛分享出去，這是我來到耶穌聖心堂最

大的收獲。 

主耶穌，願我心中滿滿的福氣能與我們堂區教友們分

享，為袮的國來臨，為袮的旨意奉行在人間，讓我能嘔心瀝

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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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德蕾莎姆姆德蕾莎姆姆德蕾莎姆姆德蕾莎姆姆    

我們不該害怕死亡， 

因為死亡是回到天父的家鄉。 

為我，這是人生最大的榮冠： 

要是在主的陪伴中平安的離去‧‧‧ 

我們害怕死亡，祗在我們沒有清楚認知的時候， 

我們害怕面對自己， 

是一些人害怕死亡的原因； 

因為他們害怕面對真理， 

害怕在天主前面對自己， 

一顆純潔的心，看得見天主。 

我深信窮人總生活在天主的臨在當中， 

因此他們不畏懼死亡， 

興高釆烈的欣然赴約。 

我相信‧‧‧ 

在我們「垂死者之家」等待死亡的朋友， 

我們的麻瘋病友，還有其他的人們， 

回  家 

♦周道執事 



- 5 - 

 

他們會喜悅的迎接死亡。 

不是因為可以解除痛苦， 

而是經驗著這份平安， 

這份讓他們臉上發光的平安。 

雖然每年有幾千人從我們的家裏回到天鄉， 

我從未見過一張焦慮的臉龐， 

或是輕蔑的， 

或是恐懼‧‧‧ 

他們祗是回到父家。 

死亡是生命的延續， 

生命的完成。 

單純而快捷的回到主內‧‧‧ 

回到主內就是回家。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聖教會在每年的十一月特別為去世的親人訂定了「煉靈

月」的禮儀。讓我們紀念追思已亡親友的靈魂，並在彌撒中

將他們奉獻給天主，使他們得到天主的恩竉，不再害怕面對

真理，早日回到天鄉。 

提起「死亡」這兩個字是蠻令人討厭的，不受歡迎的。

為許多人而言是忌諱的，當我們跟死亡接觸的時候，總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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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跟畏縮的感覺。所以死亡在某些文化當中，它幾乎成了失

望或絕望的代名詞。雖然孔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然而不論我們有沒有信仰，我們每一個人終究都必須面對死

亡，所以死後有沒有生命，已經不光是宗教層面上的問題

了，它還涉及到了人的整體意義，因為如果死亡是所有一切

的終結，那麼人的倫理道德，法律公義，以及哲學信仰都將

會成為天大的笑話，而人的生命與死亡也將變得殘酷。但是

事實是這樣子的嗎？ 

主曆兩千年，我的母親在大病初癒之後，有一次我有機

會問她：「姆媽，人死了以後會到那裏去？」她想了很久，

最後終於說：「我不知道，也許什麼都沒有了吧！」這個問

題跟德蕾莎姆姆今天所寫的主題很有關係，因為今天的主題

碰觸到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當中最深層的問題，也是我們在生

活中不太去探討跟思考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死了以後是不

是就一了百了呢？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嗎？就再也沒有希

望了嗎？人死了以後，還會再有生命嗎？ 

感謝讚美天主，因為我母親在家人的陪伴下認識了天

主，後來她在去世前六個禮拜，終於願意領洗進入天主的大

家庭。最後她在跟我父親說了「我愛你」三個字之後，平安

的獲得善終，離開了塵世。 

我們都喜歡善終，而且多半的人都認為善終就是在子孫

的圍繞下，將後事交待清楚，沒有遺憾的含笑而逝。然而我

更喜歡這樣的道理，就是在天主的陪伴下，死在天主的恩寵

當中。所以我們的教會歷史中，有數不盡得到善終的殉道

者，有為天主所喜愛而被早早接去的聖人聖女，也有美好的

仗巳經打完了的眾多善男信女，更有以自己的芳表教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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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尊重生命，面對死亡的長者聖者。 

想到姆媽，再看看自己的皈依。1994 年是我信仰生命的

轉捩點，那年是我領洗入教五年之後，第一次在露德的山洞

前學會了怎麼唸玫瑰經，那年也是第一次去南斯拉夫的默主

歌耶，親身經歷了超性的經驗，啟發了我對信仰態度整個的

改變。1994 年的南斯拉夫正在內戰當中，敢去那裏朝聖的團

體不多，進到當地的外國團體除了我們教堂的成員及從愛爾

蘭去的教友團體和其他幾個零星的朝聖者之外，就屬聯合國

的軍隊了。記得那天中午，當地導遊臨時取消下午爬聖十字

山的活動，自己於是打定主意一個人去爬。決定之後就獨自

出發了。在槍聲和迫擊炮聲當中，摸索到山腳下，抬頭仰望

山頂時，不可思議的山頂上頭的一朵白雲居然開始旋轉放出

了彩色的光芒，中國人所說的五色祥雲大概就是這樣吧，當

時的我像三歲的小孩，高興得跳上跳下，心中自然而生的三

個念頭，二十年後一樣的清晰明朗。稀奇的是第一個念頭竟

是：主，要是祢現在要我死，我情願立刻就死在這裏，一點

也不會後悔。第二個念頭是：這朵雲的上端一定有什麼，奇

怪的是當時祗要把頭稍微抬高一些，一探究竟，就可以知道

雲端上有什麼了，可是自己卻完全沒有想要把頭再仰高一

些。第三個念頭是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爬到山頂去。當然

自己後來確實兌現了這個念頭。朝聖之後回到美國迫不及待

的把拍攝的照片沖洗出來，立刻搜尋彩雲的上端，果然發現

了耶穌的頭像。當然這份經驗純屬個人，對相片上雲彩的變

化及耶穌的圖像，有人會說這是白雲蒼狗，也有人會說這是

想像罷了。無論如何，為我而言是千真萬確的，仔細審慎的

回想自己當時第一個念頭，確實有在主的陪伴之下不再害怕

死亡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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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姆姆的仁愛修女會稟持著愛的服務精神，善待了

那些麻瘋病人，被遺棄的人，等待死亡的人，將人生最大的

榮冠放置在每個人的頭上，使他們克服死亡的恐懼，在平安

中回到天父的家鄉。 

德蕾莎姆姆從貧窮的人身上，從垂死的病人身上，她看

到了他們迎接死亡的尊嚴與平安。她這闕「死亡」，參透了 

生命的喜樂， 

死亡的尊嚴， 

和永恆的希望。 

德蕾莎姆姆，請為我等祈求。 

德蕾莎姆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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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飛翔 
♦雅  芳 

在陶成組的支持下，耶穌聖心堂在過去兩年多中，舉辦

了四次信仰見證分享會。第一次以紀念我的代母聞慧韻姊妹

為主，第二次以「向日葵在微笑」紀念楊若喬姊妹。我們這

二次都以臨終陪伴為信仰分享主題。 

第一次分享以「臨終陪伴」為主題，我們邀請了陶成組

組長王正弟兄、楊治財姊妹、許德箴姊妹、以及黃范迪姊妹

為我們分享。在這感人的時刻，我們也特別邀請了王國元弟

兄、詹玉蘭姊妹、陳立予弟兄、朱偉言弟兄、以及陳世清弟

兄為我們點燃燭光，並以溫馨的歌曲來紀念我們所思念的主

內朋友及家人。第二次分享也是以臨終陪伴為主題。我們特

別邀請了陳安娜姊妹、王正弟兄、及韓開元弟兄分享。我也

特別以「向日葵在微笑」為題分享，追念楊若喬姊妹。接

著，第三次見證分享，我們以「愛的天主」做主題，邀請了

黃見新姊妹、陳曉茗姊妹，以及剛領洗的郭淑貞姊妹、朱榕

華姊妹，為我們做愛的見證。 

十月，我們剛結束了第四次的信仰分享。這次我們以

「感謝天主，活出信仰」為主題，邀請了林旦大哥、朱映紅

姊妹，徐恆愛(Tina)姊妹，以及剛領洗的錢平一弟兄為我們

分享。小妹我在此深深地感謝受邀的各位，您們的願意支

持，讓我很受感動。你們每一位都是在第一時間就答應我，

讓我們有機會見證到天主是愛。在您們的身上，生活中，悲

傷中，尋找中，在信仰內，那希望、那祈禱、那回應，在每

一位的分享內使這刻共享也共融，這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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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最初的心來服務每一位願意分享的兄弟姊妹，也滿

心歡喜期待，由見證中感受那天主在她/他們身上的愛。從

他、她的口中，訴說著那至聖者、至愛者，讓我們此刻共融

著一同讃頌。每一次我以 10個月為準備期，以 4個月的自我

祈禱，來尋求天主帶領，告訴我如何準備？題目是什麼？邀

請誰來與我們分享？好天主一説，我就上門找人啦！謝謝親

愛的各位都沒拒絶我，我請大家準備半年，希望在祈禱中陪

伴您們，而每一位都能在不影響生活，不受干擾，不害怕，

在祈禱內更靠近天主。而我每個月電話探訪，鼓勵、安慰、

陪伴。哈哈！因為這樣，您們也跑不掉了。 

這兩年來，和每一位分享者及參與者，相處一起很輕鬆

很溫馨。大家像一家人，有說有笑。您們像天使一樣在我心

飛翔著：當我難過時陪伴我，在我想撒嬌時讓我依靠，在我

病痛時連補給品都為我準備好。您們怕我累、怕我痛。我的

天使們，謝謝您們！ 

分享的活動已經結束了，但是為了要使更多聖心堂的弟

兄姐妹得以分享您們的見證，我又來找各位麻煩了。以撒

嬌、以拜託，請你們交出稿子。辛苦您們了，因為您們又要

找稿子、寫稿子、改稿子。謝謝，這也是愛：愛我這撒嬌

鬼，愛聖心堂的每一個兄弟姊妹，愛天主。 

最後，來點幕後花絮： 

打電話。打電話給 xxx:「哈囉，我來査勤了。最近好不

好呀！有沒有乖乖祈禱呀？」天使們只能無奈啦！ 

打電話。打電話給 xxx ：「哈囉，我又來查勤啦！」天

使們，看您們往哪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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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點幕後花絮： 

這次是天使自己打來囉。天使訴說著⋯⋯ 「我要告訴妳；

我愛妳喔！我愛妳喔！」好的，害羞了，害羞了。「我也愛

您喔！我也愛您喔！」天使更大聲訴說⋯⋯我愛妳喔！我愛妳

喔！（這時聽到天使的老婆在旁大笑。） 

最後謝謝各位天使們。謝謝您們的飛翔，讓大家溫暖。

由於我工作的關係，現在無奈的，不能和您們一起共融，願

您們在主愛內自由的飛翔。 

 感謝無名氏捐感謝無名氏捐感謝無名氏捐感謝無名氏捐贈葡萄藤贈葡萄藤贈葡萄藤贈葡萄藤$$$$1,000.00 

銘銘銘銘    謝謝謝謝    啟啟啟啟    示示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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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下的時間我交托在您的手上，求您讓我所講的、

所寫的，都是您喜悅的，好讓我做您的工具，行在您的旨意

當中。 

主，謝謝您給我這麼多經歷，讓我從一個在苦難中常常

抱怨，到勉強接受，一直到現在，有一顆學會了珍惜所擁有

的和感恩的心。 

2007 年 1 月，醫生證實我懷孕了。我懷著喜悅、興奮的

心情接受新生命的到來。過了幾天，忽然我的下體流血，有

一塊血塊有五個手指頭那麼大。我當時害怕極了，不知道為

什麼會這樣流血。我當時沒有跌跤，也沒有做重活，更加沒

有吃任何藥物（只有吃孕婦吃的維他命）。我的身體從小到

大都很好，很強壯。我當時很害怕流產，因為流了那麼大塊

血塊，血還在流。我一直在祈禱，求天主不要讓我流產。去

到醫院，值班的醫生聽了我的講述和看了我的情況後，他說

我很可能流產了。我當時好難過。醫生立刻安排給我照 B

超。很奇怪，從 B 超可以看到我的子宮裡面有個生命在動，

醫生覺得很意外和驚訝。因為還在流血，所以醫生要我留下

來觀察。醫生要求我臥床，儘量不要動，這樣子宮才會關閉

起來，才不會流血。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熬過去了。

十個小時之後，血隔很久才流幾滴，醫生才讓我回家休養。

醫生要求我臥床休養，儘量不要動；就算走路、做事情，也

要很慢、很輕。感謝天主，血流那麼多，小生命還沒有流

走，連醫生都不相信。感謝天主，保守着這個小生命，天主

要賜給我這個小生命。從那時開始，每天都流二、三滴血，

感謝天主感謝天主感謝天主感謝天主（（（（上上上上）））） 

♦朱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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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時候四滴血。我整整臥床了六個星期，血才完全停止，

我才能過正常的生活。 

在 2007 年的 9月 17日，Justin順利地出生。護士給他

檢查後，告訴我們 Justin的兩個大拇指都有問題。左手大拇

指第二節沒有骨頭，跟手掌連接不上；右手的大拇指也特別

小。他還有黃疸的問題，他的聽力不通過測試，出院後要找

專科醫生檢查，確定情況。這些情況我沒有聽說過，所以我

廹不及待想去看他。醫生說：「Justin 現在必須留在一個特

別的房間做治療」，所以我只能走過去看他。在媽媽的陪同

下，我慢慢走去看他。他光著身子，全身插著管子，還照著

治療燈。我看到他的左手大拇指只是皮膚吊著一節手指，皮

膚裡面根本沒有骨頭。我當時難過得快暈倒，好在媽媽在旁

邊扶住我。我回到產房大哭，不停的問：「主，為什麼我的

兒子會有缺陷？我的親戚，朋友都沒有人這樣。」我打電話

給莊祖琪阿姨，她安慰我說：「天主的安排有祂的旨意，妳

要相信祂，我們會為你們祈禱。」後來醫生告訴我們 Justin

的肛門口特別小，不能排大便，只能通過管子讓他吸收營

養。他們先用一種特別的 Pump（泵），希望讓他的肛門口大

些可以排大便，這樣就不用做手術；如果拉不出大便還要做

手術。感謝天主，三天後他可以自己拉出大便來。因為是順

產，第二天醫生就讓我出院了。Justin 因為大便和黃疸的問

題，在醫院留了 14 天才能出院。那 12 天，我每天都要去醫

院給他餵母奶，因為醫生說他太虛弱了，只有母奶可以讓他

容易吸收，並增強他的抵抗能力。就算我在家，也要每 3 個

小時擠一次母奶，放在冰箱，早上去醫院拿給他吃。 

好不容易他出院了，我以為就不用那麼辛苦了，怎麼會

想到辛苦的日子才開始。因為他太虛弱了，連吸奶的力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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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所以他吃得很慢，每次餵奶都要餵一個小時。他一個

多小時或者二個多小時又要吃一頓奶，不給他吃就哭鬧不

停，我被折騰得很累。正常的 Baby白天睡 2-3 個小時，他白

天只睡 2 次，一次 15 分鐘。晚上差不多 12 點鐘才睡著，2

點半到 3 點鐘吃一次奶，5 點鐘到 5 點半鐘又吃一次奶，早

上 7 點鐘又準時醒來，每天的睡眠非常少。因為他不舒服常

常吵鬧、啼哭，因此我常常吃飯不定時而餓到胃痛；我的睡

眠也非常少，更加沒有娛樂的時間，因為我還要做很多家務

事。 

Justin 在兩、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就要帶他去看耳科

專科醫生，因為他出生的時候醫生就說他的聽力有問題。我

們帶著他跑了幾次診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診斷，確定他的左

耳聽力中等，右耳中下，然後幫他配上耳機。那時候每次給

他戴上耳機，他都會拿下來，因為有個東西戴在耳朵裡面覺

得不舒服。他不知道戴上耳機才聽得更清楚，但我還是不停

地給他戴上，不然他就不知道我們講什麼（除非靠近他講很

大聲）。 

Justin 七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帶他去 Scottish Rite Hospi-

tal For Children 檢查他的大拇指。Scottish Rite Hospital For 

Children 是一間慈善機構的醫院。看醫生、做手術、治療全

部都是免費的。專科醫生檢查後說他太小了，做大手術很危

險，等到他一歲半（18 個月）再來檢查。等到他 18 個月大

的時候，檢查後又說還是太小了，還是等到他滿了 2 歲再

做。 

Justin 九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帶他去做聽力的定期檢查

時，醫生發現他兩個耳朵裡面都有很多髒的 Fluid（液體）。

醫生要求我們給他找耳科醫生做手術，把液體清除再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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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管子)。管子是把髒的液體從耳朵裡面引流到外面，因

為髒的液體在耳朵裡面會發臭，也會影響他的聽力，讓他的

聽力更差。手術是早上 8點鐘，從前一晚 12點鐘以後就不能

吃，也不能喝東西。那時候 Justin還不能一覺睡到天亮，因

為他的胃口很小，必須要少吃多餐。半夜 2 點半和 5 點鐘必

須要喝一點果汁才能睡得着。那天晚上他半夜 2 點半醒來，

一直哭著要喝果汁，但是第二天早上要做手術不能喝東西，

醫生說連水也不能喝。他就一直哭，哭累了休息一會兒，再

哭，我被吵到整個晚上不能睡覺。看到他哭得這麼可憐，我

也哭著問天主：「天主，他這麼小，為什麼要受那麼多苦？

他從出生以來就有這麼多毛病，舊毛病還沒有看好，新毛病

又來了。天主，求袮和他一起背起他的十字架，熬過一個又

一個的難關。」第二天早上，他的兩個耳朵都裝上管子，手

術很順利，感謝天主。醫生說管子十個月到一年會自動掉出

來，到時候再檢查他耳朵裡面還有沒有液體；要是有，還要

再做手術和裝管子。我當時很擔心，怕以後又要做手術。 

Justin 二歲生日那天是在醫院做手術度過的。他左手的

大拇指第二節沒有骨頭，只有一層皮包著，抬不起來，也抓

不到、夾不到東西。他拿東西是用食指和中指一起併用，所

以有一點重量的東西他就夾不起來。醫生做手術時，要把他

的大拇指切斷，用食指移到大拇指的位置做大拇指，連著食

指的整條骨頭都要移動，一直到手臂上。 

手術後醫生給他裝上石膏，石膏一直裝到離肩膀只有三

吋的手臂上。石膏要戴六個星期，再到醫院拆除檢查傷口的

情況。六個星期後，醫生說他的傷口合起來了，我們每天要

幫大拇指按摩四次，連續按摩三個月，讓他的大拇指慢慢活

動自如。當他拿東西的時候，我就提醒他用大拇指和其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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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起拿。一年後他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一起就可以拿到一

些很輕的東西，二年後就可以拿到更多東西了。 

感謝天主，也感謝很多教友為我們祈禱。莊祖琪阿姨，

談希衛（Teresa Tan）阿姨，陳雅芳阿姨還專門到醫院和家裡

探訪我們。特別要感謝周漸群（Louisa）阿姨。當 Justin 吵鬧

很久又纏著我，我連飯也吃不到，餓到胃痛時，我常常請周

漸群幫我陪他玩一會兒，讓我能吃飯。因為我除了照顧

Justin，還要照顧他弟弟（Michael），還要做很多家務事，

所以我每天因睡眠太少而常常頭暈暈的，有時候我不能開

車。有幾次帶 Justin 去檢查聽力，我只好請談希衛幫我開車

一起帶他去。還有兩位基督教的朋友，雖然我不認識她們，

但是她們聽到一位教友的分享，知道 Justin 天生有缺陷，願

意幫忙帶他一起去看醫生。在此我衷心感謝所有為我們祈禱

的人，幫助過我們的人，沒有你們的祈禱和幫助，我們現在

就不會過得這麼好。感謝天主俯聽了我們的祈禱，也求好天

主降福所有為我們祈禱和幫助過我們的人，讓你（妳）們得

到平安、喜樂、健康。感謝，讚美主，阿門！ 

由于篇幅有限，欲知 Justin 2 歲以後到現在變成怎麼

樣？請留意

以後我跟大

家 分 享 的

【感謝天主

（下）】，

天主創造了

一個怎麼樣

特 別 的 小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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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為主作見證我都很高興，因為這是一件喜樂的

事。在見證中我享受聖神的同在和天主無條件的愛。今天要

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恩典」。這恩典，天主不但是給我

的，也是給每一位衪所創造的你和他/她。 

在我心中有一幅美麗的圖畫，那是很多大陸人在美國奮

鬥幾年後安定下來的一幅圖畫。夫妻倆人通過讀書，找到工

作，拿到綠卡，然後買下房子，添置了一切房屋中所需要的

家具用物等等，然後開始造人。當孩子們來到這個世上，他/

她們賴以生存的一切需要都在這個大房子裡面準備有序了。

這是一幅人世間最美的天倫之樂的圖畫。我們把這種夫妻倆

人對兒女的辛勤付出稱作「愛」。 

其實天主就是這樣愛了我們人類，愛了我們每一位，不

管你有沒有意識到。而且天主的愛比這個更大，是我們用人

類的智慧常常難以測度的。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在浩瀚無邊

的宇宙中，不偏不倚地圍著太陽轉，靠得太近會熱死，靠得

太遠會凍死，一切都剛剛好。我們呼吸的空氣，喝著的清

水，乃至踏著的這塊土地都是天主白白提供的。這是天主的

恩典。 

人世間最接近天父大愛的模板，就是父母對兒女的愛。

我們做父母的都知道，當一切準備就緒，兒女來到這個世界

上，父母不但要養，還要育。在育中就包含了管教。管教的

目的是為了孩子健康的成長，與幸福的生活。這辛勤管教中

凝聚了一個字「愛」。 

恩  典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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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也一樣，祂不但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地球，還為了

我們在永生裡和祂有份，竟犧牲祂的兒子、且不斷地管教我

們。在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始祖因為不聽從管教，或者說盲

用自由，被逐出樂園，從此和天主隔絕關係；死亡進入人

類。可是天主沒有忘記我們。 為了讓我們重新和天主恢復關

係，讓我們能在祂的愛、光、和有序中生活，祂派遣了自己

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讓我們得

以和天主重新和好，進入永恆。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在生命歷程中，我深深切切的經歷了衪的大愛和管教。

我成長在大陸的新中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我不

承認頭上有天主，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我的標準就是最

正確的，對人對事都用我的標準去卡。結果把自己的生活搞

得一片混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緊張，生活中充滿了痛

苦。我甚至認為生命中的一切不幸都是別人的錯，幻想著別

人只要按我的標準去做我的生活就幸福了。在我感受生命痛

苦的同時，其實自己就是生命痛苦的製造者。今天當我受洗

悔改進入天主的愛內、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才知道這是原罪帶

來的結果。如果不是仰賴天主的恩寵，相信聖神的時時臨

在，那麼內在的和諧、深層的喜樂、和時時的平安，將是可

望而不可及的了。這是天主的恩典。 

去年是我們結婚的 27週年，偶然間讀到一篇文章「擇一

城終老，遇一人白首」，被其中的文字深深的感動。我當時

覺得這篇文章是為我寫的，因為此時此刻它寫出了我的心

聲：「時光靜好，與君語；細水長流，與君同；繁華落盡，

與君老。想來這一生，總會有那麼一個人，牽著你的手，將

愛融入生命，傾一世溫柔，與你一起待霜染白髮，陪你看細

水長流…」 我一直認為婚姻和家庭是最考驗人品和智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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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們曾經走入婚姻的絕境，其實也是人生的絕境，但天

主沒有放棄我們。97 年我們參加了夫婦懇談會領受了婚姻聖

事的祝福，接下來對婚姻的神聖性和意義有了更進一步的學

習和操練，當然首先把天主的恩典引入婚姻生活中。今天再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其實婚姻帶給我們很多福氣。首先，它

讓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那就是男人的力量和理性，加上

女人的柔軟、感性和洞察力。第二，我們不再孤單，更有力

量面對人生的挑戰。第三，為兒子的成長提供一個安全和愛

的環境。我們可以不斷的加第四、五…等等。今天能在信仰

中領悟婚姻的意義和享受它的甜美，這是天主的恩典。 

說實在要訴說主的恩典實在講不完。我感謝祂在我生命

中的引領。曾在書中看到過一段話，我覺得它概括了天主的

恩典，我把它摘錄在這裡作為今天見證的結束。「以洗禮為

起點的基督信仰將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使人生不再是一

場荒謬的鬧劇，而能成為朝聖的旅途；宇宙的中心也不再是

虛無，而是有一個天主為我們做主。衪是了解、親近、關愛

我們的父。透過衪的聖子耶穌的死亡和復活，衪使得死亡不

再等於永恆的失落，而成為進入永生的祝福。」讓我們在衪

的愛中活出生命的神聖和美好。哈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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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執事，各位教友先進； 

雅芳姊妹邀請我向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信仰生活」。讓

我深深有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的感覺，因為事實上我的「信

仰生活」是那麼的泛善可陳。所以今天我無法和各位分享我

的「信仰生活」，只能就我自皈依天主成為基督徒以後，在

我的生活上與以往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與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舉兩個

例子來說一下：以

前當我去超級市場

時，如果我看到比

我年紀大或是行動

不便的人，我都會

主動的去幫他們把

東西放到車上去。

可是如今在停車場

上，看到有需要幫忙的人，即使我已經上車啟動閞車，我都

會把車子停下來，下車去幫助他們，我想如果是在以前，我

是做不到的。 

再說以前的我，如果是開車在人烟稀少或較為偏遠的地

方，我車上的垃圾必然隨風飄。雖然每次太座大人，一再的

勸吿，我依然我行我素，當做耳邊風，切實做到了「各人自

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但是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

我對自己說：天主為我們人類創造了如此美好的生活環境，

信仰生活 
♦錢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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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不能刻意的去加以美化，起碼也應該做到，不任意去

加以破壞污染才是。 

現今的我，成為一個基督徒之後，凡做每一件事情，我

都會將天主的旨意融入其中，考慮到我所做的是否是天主所

喜歡我們去做。 

其實我自認為我「信、望、愛」三德兼具，（哈！猶記

得當天我在分享的時候，說到這裡，當時在座的教友先進，

有許多都瞪大的眼睛，顯得非常驚訝！一付我們都不敢如此

狂言，豎子何人，居然敢如此的大言不慚，尤其是太座大人

先是瞪了我一眼，然後很不好意思的把頭垂的低低的，都不

敢抬起頭來。）但是我的「信徳」不夠堅定，我的「望德」

往往所求非天主所喜，我的「愛德」更是有階級之分而不夠

普及。這話怎麼説呢？以信德來看為什麼説不夠堅定，因為

在查經班，我常常自以為是，喜歡考考我們的執事周老師，

（這一段或許和我以前所言有所重複，但是我還是願意再提

一次，因為我覺得在信德上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在宗徒

大事錄中，我們看到宗徒們到外方傳教，因為行了許多的奇

蹟，而使眾多外邦人相信了天主，所以我問周執事最近是否

有什麼奇蹟發生？（各位教友何妨想一下，您的答案是什

麼？）而我們執事毫不考慮的給我一個答案，13 億的天主教

徒分佈在全球各個角落，意思是彌撒聖祭時時刻刻都有在舉

行，當神父舉揚「麥麵餅」和「葡萄酒」時祝聖成了基督的

「聖體」與「聖血」，用以洗滌我的罪惡，拯救我們的靈

魂。他不談奇蹟這是何等様的「信徳」！ 

說到了我的望德，聖經也常常教導我們，當你的信德與

愛德夠的時候，你就可以向天主要求你所要的，並要我們完

全的交付給天主。我呢？則是該學的不學，不好好的培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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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德與愛德，卻時常將我的難題交給天主幫我解決。真的

在很多的時候經過我衷心的祈求，天主都會幫我將一些困難

的問題解決的非常圓滿，讓我由衷的感謝天主的大德。我從

不諱言我喜歡打麻將，今天如果有朋友三缺一打電話找我，

而太座大人又不答應我去，那我在家中可是如坐針氈，坐立

難安；往往讓太座看得是又好氣又好笑，才勉强答應了我。

這時候我就像那衝出牢籠的飛鳥，快樂的不得了！（可見魔

鬼的誘惑力有多麼的強大。）尤其是在打牌時，有時候往往

會出現大牌的時候，我會暗中祈求天主，讓我自摸。然而，

事與願違，非但不會自摸，放炮都有份。嚇得我在打牌時，

只有忘了天主，（相信這時候魔鬼在我的心中，一定非常高

興。）因為我明明知道打牌固然是一種樂趣，但是因為我們

打牌有金錢上的輸贏，我應該是犯了十誡，不貪圖別人的財

物這一條誡命，這點不為天主所喜愛。所以每次打牌，我都

是自找理由：是因為避免過早犯老人痴呆症，而祈求天主的

原諒。（在此希望各位教友，為我祈禱能夠早日脫離魔鬼的

誘惑） 

至於說到我的「愛德」，為什麼有階級之分？因為對我

所認識的朋友甚或是家人，我一定愛他們比較多。對於那些

不認識的人，尤其是那些貧病交迫、乞丐、醉漢，要我對他

們像對我的親人一樣，我做不到。有時候我寧願花些錢，來

為他們解決部份的困難而已。我無法做到像德肋莎姆姆的仁

愛修女會那樣，越窮苦、可憐的人，才是他們越喜歡服務的

對象。不要說金錢是萬能的，往往適度的關懷可能比金錢的

效果來的更加偉大。這也是我希望聖神能夠降臨照看著我，

讓我的愛德能夠更加廣泛。 

前陣子在堂區图書館借了一本葛羅謝個神父所著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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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是「走出黑暗」，其中摘錄了一段讀者來函。信中是這

樣寫的：「很高興你提到生命及生命的意義，遺憾的是，世

人皆未看到這點。我非常相信生命。我有兩個癱瘓的兒子，

六年前失去其中一人，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另一個今年二

十九歲。而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感謝天主。醫生問我們要

醫治他們，還是讓他們死亡？因為我兒子必須仰賴機器維

生，完全是一個植物人。可是他們仍是生命，而我們世人無

權結束這個生命；幾時天主要他，自然會告訴他是回家的時

候了。當我聽到醫生說要放棄生命，就禁不住憤怒起來。因

為醫生並不需要照顧他們，而關心權術甚於關懷生命本身，

所以才會這麼問。明知他們對生命的看法不正確，但我怎能

去判斷呢？你知道嗎？我在家中照顧兒子，同時也照顧母

親。我願持之以恆，因為無論發生什麼事，「耶穌」始終在

我心靈中，�給我力量，做我該做的事。 

我先生一直在外州工作，雖然這兩個孩子都不是我親生

的，而是繼子，但我視他們為己出，也照顧他們十年了。在

天主的助佑下，我將再接再厲。雖然辛苦，但我絕不會將我

的母親和兒子送去安養中心。」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她的

「信、望、愛」三德是多麼的堅定！我知道在「信、望、

愛」三德的培養方面，我或許無法做到像神父或是執事一

樣。但起碼來說，這位平凡的婦女，所表現出來的「信、

望、愛」三徳，將是我學習的最佳榜樣。 

我不知道各位教友是否與我有同樣的感覺，當我們付出

的愈多，而我們從天主手中所得到將更豐厚。（感謝天主） 

P.S. 由於是事後邀稿，而我又沒有事先準備稿子，所以

本篇文章或許和當天的分享有些許出入，請各位多多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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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知我心 
♦黃見新 

    我出生在一個

老教友家庭，滿月

就受洗，從小也跟

著父母上教堂、聽

道理，每晚全家一

起唸玫瑰經。出了

社會，就變得貪玩

懶惰，成為一位聖

誕教友。1985 年，

我來到美國定居，

也 沒 有 好 好 上 教

堂。1989 年，我無意間發現有痔瘡，就緊張的去看醫師，順

便做子宮膜片。才發現卵巢出了問題，是第四期的 pre-cancer 

cell，我就決定拿掉卵巢和子宮。身體康復後，媽媽要我好好

的辦個告解；就這樣，我又回到了教會，並參與教會的一切

善功，一直做到現在。醫生開的痔瘡藥我也沒用，就都好

了。在這件事上，我了解到天主愛每一個人，用不同的方法

把迷失的羊領回羊棧。 

1995 年中達嚥下最後一口氣時，在醫院的加護病房，一

群教友圍在他身邊唸玫瑰經。當我在唸時，我看到一道彩

虹，一閃而過；我知道天主來接他了。舊約裡，天主常以彩

虹和人訂立盟約。在這件事上，我又了解到，只要我們按照

天主十誡生活，到終了，天主都會把我們帶回天鄉的。 

1999 年，父親過逝前一個月，打電話給我，說非常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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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掉到一個很深的黑洞裡，他

怎麼都拉不上來我。父親逝世後，我也很害怕，生活失去了

靠山。有一天，在望平日彌撒時，我非常非常想念父親。晚

上他來到我夢中，帶著我和范迪去露營，住在一個小木屋

裡。他告訴我，晚上會有狼來，不要怕，它只舔舔你們就會

走開。晚上狼真的來了，我很害怕，也不敢動。狼真的只是

舔舔我們就走了，然後父親開了小木屋的門。那時天還沒

亮，門口有一隻羊站在那裡。外面是森林，有很多火把。父

親就拿了一個火把，領我們出去；夢就醒了。在這件事上，

我又了解到，在我的身邊有那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陪伴我，

聖神的光帶領我，什麽都不要怕。 

1999 年，當我買第一棟公寓時，我選擇離公司和教堂都

近的買，因為每天要望平日彌撒。2005 年，教堂搬到 14 

街。這下，上教堂就要開 30分鐘車，我就開始想是不是須要

搬家，選擇離公司近的，還是離教堂近的買。經過祈禱，決

定買離教堂近的，也就買到 14 街上。交屋後，我去公司換

地址，才知道公司在 2 個星期後也要搬到我家附近。這樣，

我家在公司和教堂中間，來去只要 7 分鐘。感謝天主。在這

事上我又了解到，天主看人心，只要你的選擇是正確，天主

都會成全。 

2013 年 9 月做身體檢查時，發現肝出了問題。我很害

怕，整天在想怎麼會呢？第二天要做掃描檢查。聖母軍團

員，袁姐、林大哥、沈媛宜、和我妹妹范迪來我家唸玫瑰

經。在祈禱中，我得到一個訊息，要我不要想「為什麽」？

去治療，掃描報告沒有黑點，也沒有硬塊。感謝天主我遇到

一位好醫生，他說不是很嚴重，要我等到第二年，新藥出來

時，吃三個月的藥就好了。但是我還是很害怕，怕等不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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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出來，我的肝就更壞了，就要求醫生早點治療，就用打針

的。但打針非常貴，況且會有很多的不適，只好放棄。我每

天祈禱，乞求天主快點讓新藥出來。2014 年一月，醫生要我

去看他。我心想又沒吃藥、打針，有什麼好檢查的？但是我

還是去了。醫生見了我，說我很幸運，新藥出來了。我說不

是我幸運，是我每天祈禱，求天主可憐我、憐憫我。在這件

事上，我又了解到天主的仁慈；只要信靠他，天主都會垂

憐。 

主耶穌，祢知道我的心；我也答應祢，一直為教會服

務，不會受外來的影響打倒，做到不能做為止。主我將這一

切光榮、讚頌，永歸於祢。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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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我是 Tina Tu，是來自越南的廣東

人。我的父母都是很虔誠的老教友。我出生在 1966 到 1975

年間的越戰時期。在戰亂中，我父母的生活很辛苦；隨著戰

局的惡化，更是日益艱難，有時家中甚至斷炊。這不只是我

們一家的情形，很多親戚與教會裡的朋友，也都是如此。(順

便告訴大家，越南是亞洲第二大的天主教國家)。我的父母雖

然貧困，但他們總是帶著一幅「永援聖母」的聖像，以便不

時的祈禱。我媽媽常常提醒我們，不論處在何種境遇下，都

要時時祈禱。我們從沒錯過一次主日彌撒，我媽媽更是盡可

能的每天都去望平日彌撒。 

一九七五年，戰爭結束；但是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後，我

們不再享有宗教自由了。我們教堂僅有的一位華人神父，也

被逮捕入獄。絕大部分教友仍然常常進堂，大家時常互相鼓

勵，要同心協力的護衛我們的教堂。我很羨慕你們的幸福，

擁有這麼多被保障的自由與權力；尤其珍貴的是信仰的自

由。到了一九七八年，很多華人天主教友，包括我的家人，

無法忍受再在共黨政權下生活，被迫逃離家園。很多人葬身

在汪洋大海，因為偷渡的船載不動過多的人。有些人逃到加

拿大。也因此，三十五年前，美國的越南天主教友激增。從

那時開始，在美國，我們有超過九百位越南神父。在德州達

拉斯地區，我們有很多越南天主教堂，在 Duncanville 還有一

所培育神父的越南修院。在達拉斯的大修院，現在至少有二

生活中的天主生活中的天主生活中的天主生活中的天主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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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位越南修生。越南僑界的天主教友人數，也穩定的成

長。 

我曾在阿靈頓那邊，參加過一位主內姊妹的先生的領洗

聖事。在我們堂區，我是唯一的來自越南的廣東教友。我見

證了這個堂區的歷史，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些故事。大約八年

前，我們家第一次來到這個教堂望彌撒。我很驚訝地看到﹑

聖堂內坐的教友不是很多 -- 因為大部分越南堂的彌撒總是

滿座，也很難找到停車位。我告訴自己，我是華人教友，我

要我的家人留在這個堂區，無論如何，也不離去；我要盡我

所能地為這個堂區服務。每天我們家人都為林神父、陳神

父、以及這個堂區的繼續成長祈禱。我的國語說得不好，但

我願意以微笑把我的愛傳遞給每一個人；我也決心要盡我所

能為這堂區服務，不論是收拾垃圾，清理廚房，或是為大家

準備食物。當林神父、張新泰、或周漸群為了堂區事務需要

徵召我時，只要能力所及，我都盡可能地說:「我願意。」我

總是鼓勵我的孩子們，要多參與教堂的活動，因此我敦促他

們去做輔祭，參加合唱團，甚至去做讀經員。我相信，如果

我們彼此扶持，相親相愛，這個團體必會在主內不斷地茁壯

成長，成為一個聖潔光輝的堂區。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來分享我的信仰旅程。因為這是

我平生第一次上台在眾

人面前宣講，我講得不

對的地方，請大家包容

原諒。再次謝謝大家。

願天主祝福大家。讓我

們在這美好的信仰的旅

途中攜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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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的 愛 到 處 可

見，而我處處經驗著，

天主就是愛。在若望福

音 3:16，「天主竟這樣

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

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

祂的人，不至喪亡，反

而獲得永生。」我感謝

天主，揀選了我，讓我

能夠認識祂，信靠祂。

而我的先生 Frank 更是帶

著我、陪伴我，使我能夠在這屬靈的大家庭中得著豐盛的完

滿。 

上了二年的慕道班課程，終於在 2013 年 3月 30日復活

節前夕這天在聖心堂領洗，在主愛內享受滿滿恩典。主說：

祂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在這愛的召喚中與主同行永遠屬於

祂。就在這二年的慕道課程中，認識了許多兄弟姊妹，看到

天主的愛在他、她們身上，而散發著來自天上的智識及恩

典，更表示了愛的天主，就與我們同在。聖心堂內共融的活

動有許多，使我能在主愛內和大家一起學習。聖心堂舉辦了

四場個人分享見證，我也受邀分享了天主是愛。這當中也參

加了「人格九型性格型態研習會」，也得到很大益處，認識

自己也了解其他不同性格的人，對我有著極大的幫助。在神

操小組的薰陶下，使個人成長。 

天主是愛 
♦郭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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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堂內只要是有活動有避靜有分享，而我的先生

Frank 就一定鼓勵我去參加，使我在信仰內得著益處及成

長，感謝天主。 

10 月 18 日這天，馬來西亞的謝太太來訪，講述著「玫

瑰經的奧蹟」更讓自己親身體驗到彌撒的神聖，天主的真實

臨在。謝太太的分享中提到，當神父舉揚聖體聖血時，也就

是天主降臨祝聖的時刻，這時三位一體的天主合而為一，而

聖母及聖人們也在此光中共融合一。此刻射出美麗的光彩，

灑在我們參予彌撒的每一人身上。就在這時刻我們也將我們

一切需要奉獻。如果你有困難或不能負擔的事情就可在此奉

獻。 

大約一個多月前，我的手背上出現了二顆突出物；一顆

小一點一顆有彈珠般大。這異常的突出物讓我心感不安，對

這異物我不知所措。然而我就在 10 月 26 日的那個主日彌撒

中，把這手背上突出物奉獻給了天主，請天主憐憫，醫治。

不知不覺在 5 天後做家事的時候，發現這二顆突出物不見

了。見到自己平滑的手背時，才意識到：主，禰醫治了我！

我當下跪在家中的十字聖架前，感謝天主，讚美天主。祂真

是全能的真神，祂是活生生的與我們同在；祂真的臨在那神

聖的彌撒聖祭中。我心中充滿感恩及讚頌。 

這次慕道班舉辦了聚餐，主題是「認識你真好」。除了

歡迎新的慕道友及新朋友，也有許多的教友參加。聚會中播

放著這一首歌「主，禰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句句扣住了我

的心弦，尤其是「告訴我當走的路，沒有滑向死亡線，袮愛

何等長闊深高，我心發出驚嘆」。這使得我回顧，今年暑

假，大約 7 月底的某一個週末，利用二天的假期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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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在休士頓的姊姊及女兒。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與她們

相聚，第二天從休士頓沿途去了 Port Lavaca, Arkansas海邊

玩；出發去 Victoria 的方向，再回到 Plano。而 Frank說我們

可以順道去拜訪 Meyers 的家庭。我們所拿到的地址，因為是

新開發的社區，Google Map 都找不到。當我們想停下來問路

時，剛好有一部警車在那。真是感謝天主，終於在天黑前找

到了他們，也給了他們一個大大的驚喜。大約晚上九點多就

告別，他們也為我們回家的一路平安共同祈禱。沿途，又是

炸雞又是熱騰騰的提神可可奶茶，一路餵食給 Frank，我也

都保持著清醒為陪著他。想大概 5 小時就可以回到家了。這

之間，我們停了二次，在第二次加油時，Frank 希望我開

車，他說他累了，想睡一下，等到了 Hillsboro 時再叫醒他。

我當時精神尚好，並告訴他我會一路開回家，但同時我也跟

自己說；我不急，我會慢慢開。 

我記得這高速公路時限 75 英里，而我只開 65 不到的速

度。才開二十分鐘，就看到前面有熊熊大火，我就又減速。

就在 Waco 及 Hillsboro 的地方剛才發生大車禍，且非常嚴

重。從北往南的大連結車司機開車睡著了，撞到中間障礙物

後，跨越到由南上北的另外一輛大連結車及一輛大卡車，車

身著火全毀了。感謝天主，沒有人死亡。見到有直昇機將傷

者送往醫院。這真是一個恐怖經驗。回想起，如果是 Frank 

開車或是我以平常速度 75英里，不就有可能碰上了這可怕的

車禍嗎？感謝天主一路的保守，且與我們同在。所以這首

「主，禰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深深印在我心。我們誠心的祈

禱，並在每件事上得享平安。所以，我要分享的是「天主是

愛」。祂如此的愛了我們，賜給我們平安、喜樂、健康；帶

領我們進入這豐盛的草原，澆灌我們使之成長，時時刻刻都

在主恩內。天主之愛分享與您，主愛的每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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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我主 

首先自我介紹，我的名字叫林旦。先父有先見之明，將

我的名字取「零蛋」，即一無是處。八十歲，坐八望九的老

頭。大家都稱呼我林大哥，但自覺是林小弟。 

    我來分享一下自己信仰的

過程。幼年跟著祖父去基督

教。成年後成了天主教教徒迄

今。為什麼成天主教徒？因為

要追女朋友要結婚。結婚之後

領洗成為天主教教徒；但是，

凡遇星期日生病就不去教堂。

耶穌是誰？我不知道。耶穌在哪裡？我也不知道。耶穌長什

麼様子？我不知道。自己問自己，是天主教徒嗎？我也不知

道。只是確實知道，林小弟我己經領過洗，其他的是一張白

紙。對熱心的教友們，會有許多的想法。如：神視的教友可

以看見耶穌，但林小弟我沒有。有熱心的教友他們在祈禱時

可感受到耶穌的臨在，林小弟我也沒有。在困惑時聆聽到耶

穌的訓誨，林小弟我也沒有。而感受到耶穌的祝福，林小弟

我也沒有。雖然自己是領過洗的教友，所有的一切，林小弟

我的答案不是「不知道」，就是「林小弟我沒有」。對形將

就木的老朽，不但是諷刺更是慚愧。想到將來的靈魂何去何

從都不知道，更覺惶恐。於是我就找教友們分享，而熱心的

教友告訴我，只要心中有主，就得著平安；耶穌處處都在，

心誠自然靈；時時祈禱，並親近主的心，一切問題困擾都能

迎刃而解。 

對於耶穌的長像？我沒看過所以不知道。別人都看得

♦林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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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我卻看不到，我就去請教一位教友。她告訴我，如何

想像記憶耶穌的形象、心像圖片的祈禱。這雖不等同神視，

但是是一項能學習的祈禱方式。她問我，例如當我在打電話

給朋友時，會想起朋友的形象吧？用這個方式，祈禱時就這

樣想著耶穌的形象。再來也可以找一張耶穌的照片，我喜歡

的；祈禱時就拿著祂看，並將祂印在心底。所以我請了我的

兒子，之鼎神父幇我找了一張耶穌的照片。這是一張主耶穌

抱著羊的照片，我好喜歡。我就天天看，把祂記在我腦海。

而有個機會，這教友陪伴我和幾個教友一起祈禱。她以祈禱

帶領我們，邀請耶穌來我們家中作主。這經驗是這樣的：在

祈禱中，我看到我在自己的家中。我聽到有人按門鈴，我坐

在沙發上，起來去開門。我看到了和那個照片一樣的耶穌，

我開心的快請祂進來我家坐坐，我帶祂參觀我的家。我請祂

坐下，祂就坐在那沙發上；我就坐在我每天習慣坐的這個沙

發的位置。我們一開始有點距離，我們聊著聊著，奇怪，我

們愈來愈靠近，不知不覺耶穌坐在我旁邊了。當這位教友告

訴我，我們要跟耶穌道謝，感謝祂來我家中，因為祈禱要結

束了。這一刻，我結束了與主的經驗。但是，我突然想到，

我請衪進門，沒送衪出門吔，怎麼就自然而然的結束了？這

讓我想起，聽歌時要按 PLAY 它就開始；不聽了，要按

「關」，它才會 off。但是，我請耶穌來了呀，我沒有 off。

原來，耶穌就真住在我心靈，真與我同在，而我總在外面找

祂。此刻，我完全知道、相信，祂是我生命的主，我家的

主。 

過去我不知耶穌是誰？現在我知道了。我們來打開聖

經； 

西滿伯多祿説；禰是默西亞，永生天主子（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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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生命之糧（若 6:48） 

耶穌是善牧（若 10～ 1） 

耶穌是天主子（若 10:27～ 28） 

耶穌是愛。耶穌的教導：誡命第一條，愛天主於萬有之

上。第二條愛人如己。新的誡命﹕彼此相愛（若 13 ；

34），以愛還愛（若一 4:8 ～ 16）愛是諸德的靈魂（愛的真

諦） 

耶穌是光（若 9:4 ～ 5）。除了聖經之外，我自已的見

解：光（太陽）—接受天主；陰影—不接受天主；黑暗—完

全不接受天主。 

耶穌是道路⋯（若 14:6） 

耶穌在哪裏？耶穌和天主當然在一起（若 14:3） 

之前我說我感受不到耶穌的祝福。現在，我仔細想想，

我是真的有受到祝福的。你們看，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

孫子們，全家 14人，大家都平安健康。去年九月，夫婦倆有

著不同意見風波，不以對方的立場看自己，覺得自己很理

虧。經過反省，也藉由執事和教友的陪伴，我們在主內認真

學習。執事的分享，當一個人指著對方時，手指只有一支是

向對方，而其他四指都是指向自己。我也自己反省，在讀聖

經時省察了自己。經上教導； 

不可判斷人（瑪 7:1～ 6） 

朝拜天主，先去跟兄弟和好（瑪 5: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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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問自己是天主教教徒嗎？在這教會的大家庭中，

感到被愛、提攜、鼓勵，我領洗成為這一份子。現在很自豪

的大聲說；我是天主教徒。將來的命運：天堂、煉獄、地

獄。我就在信仰內跟隨基督，也實行祂的教導，愛天主在萬

有之上，也愛人如己。我學習聆聽耶穌的教導，訓誨和自我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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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這場好仗 
♦羅貞德 

我曾經分享了我父親在信仰上為我們立下的典範，及他

怎樣堅定的在天主的真理上，撫養教導我們長大。今天在讀

弟後這段經文時，我同時也想到了我的母親。她在父親身

旁，默默地支持著我父親的理念，配合著他的做法。雖然她

除了去望彌撒外，好像很少去教堂，但若不是她在家裡照顧

好七個小孩，理好家務，讓爸爸沒有後顧之憂，爸爸也很難

可以那樣全心的服事。因此可以說，媽媽是爸爸的同工，只

是職份不同而已，在天主那裡是一樣有功勞的和被紀念的。 

作了母親後，我比較會用一個母親的角度去看以前小時

候的一些事，發現媽媽對天主是非常熱誠的。記得小時候的

暑假，爸爸要我們去上要理班，從我們家去教堂，在南部的

烈陽下，走路要三十分鐘，二妹美麗還因此頭上長了好多膿

瘡。以一般做媽媽的心，看到孩子這麼辛苦，很可以反對

的，但媽媽沒有，她幫妹妹剪掉頭髮，貼上膏藥，戴上帽

子，道理班的課仍是要去。另外，記得的一件事是小時候有

一個乞丐，常會到我們住的宿舍乞食，我們那時的生活也是

很苦的，爸爸一個公務員微薄的薪水，要養活一大家人，但

每次爸爸看到乞丐來，都會盛一大碗飯，從没什麼莱的盤子

“這場好仗，我巳打完；這場賽跑，我巳跑到終

點；這信仰，我巳保持了。從此以後，正義的冠冕

巳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

日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

慕他顯現的人。”(弟茂德後書 第四章 7-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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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夾起一大筷子的菜舖在飯上，拿去給乞丐吃。常理來

想，媽媽可以很不髙興，家裡人都沒得吃了，你還拿這麼多

去給乞丐吃，但我的記憶裡，媽媽從沒說過一句話，她黙默

支持著爸爸愛德的行動。 

媽媽生了七個小孩，卻從來沒有坐過一個月子。月子裡

還是要打點一家人的餐食，那時我們都小，幫不了什麼。我

們小時候的衣服都是媽媽忙完家事後，晚上坐在燈下，一針

一線縫出來的，毛衣也是一針一針織成的。我到現在都還記

得，我晚上睡覺前，從蚊帳裡看到媽媽坐在燈下織毛衣時的

專注和努力。 

媽媽在晩年時，面容愈發慈祥。我們七個孩子加上媳婦

和女婿，每天都有人去陪伴她，陪她聊天，陪她唱她記得

的、喜歡的老歌，媽媽開心的笑容，像個小 baby。她在醫院

彌留時，所有的兒女、媳婦、女婿圍繞在她床前，我們每個

人依次在她的耳邊，說出我們的感謝。謝謝她當我們的媽

媽，謝謝她孕育撫養我們長大，請她原諒我們不乖、做得不

好的地方。我們一起唸玫瑰經、慈悲串經、唱聖歌，她平靜

祥和而逝，那是去年十月，她享年 95歲。 

媽媽的一生教會我們：勤勞節儉、平實過生活、不愛慕

虛榮、要誠實待人、要慷慨、兄弟姐妹要彼此關懷照顧，完

全符合了聖經的教導。弟前 六章 11-

12 ："至於你，天主的人啊！.....要追求

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良善，要

奮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要爭取永生：

你正是為此而蒙召，並為此在許多証人前宣

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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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聖誕節即將來臨。筆者願向讀者介紹一下各國對此

節日的反應。 

公元前六年左右：耶穌基督誕生在猶太的白冷城。 

公元 258 年，聖尼各老誕生在米拉城(Myra)。 

公元 320 年，儒略一世教宗(Julius I)宣佈十二月二十五

日為耶穌聖誕節。 

公元 567 年，法國的土爾會議(Council of Tours)成立為

準備耶穌聖誕節前的將臨期，且定為它是一個守齋期。 

公元 1492 年，哥倫布的聖瑪利亜船在聖誕節前夕於希班

尼奥拉島上擱淺。此島被稱為聖誕島(La Navidad)。 

公元 1561 年，徳國首先有聖誕樹的出现。 

公元 1643 年，英國國會廢除耶穌聖誕節。 

公元 1 8 1 8 年，平安夜歌曲始於奥國的奥本多夫

(Obendorf) 鎮。 

公元 1828 年，格來孟莫爾博士(Dr。Clement Moore) 寫

了一首《聖尼各老的探訪》(A visit from St。Nicholas) 歌

曲，第一句話是：「這是聖誕前夕」(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全球慶祝耶穌聖誕節 
♦鄒保祿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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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836 年，美國的阿拉巴馬州是第一個宣佈聖誕節為

合法的節日。 

公元 1843 年，第一張聖誕卞片由英國寄出。同年，大文

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了一本《聖誕歌曲》(Christmas 

Carol) 名著。 

公元 1856 年，美國第十四任總統法蘭克林皮爾斯

(Franklin Pierce 1853-57) 首次在白宮装飾了聖誕樹。 

公元 1857 年，學者皮也邦(J。Pierpont)寫了《Jingle 

Bell》(雪橇的鈴)一首歌。 

公元 1890 年，奥克拉荷馬州是美國最後要在一九零七

年，宣佈聖誕節為合法的節日。 

公元 1920年，美國在加州的公園(King”s Canyon Nation-

al Park) 奠定一棵杉木為聖誕樹。 

公元 1937 年，奥地利首次為聖誕節印出郵票。 

公元 1949年，美國女明星珍奧迪利(Gene Autry)寫了一

首《紅鼻鹿盧道

夫 》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歌曲。 

公元 1 9 6 2

年，美國首次刊

出聖誕節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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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4100 Spring Valley Rd., #202 

Dallas, TX 75244 

Tel: 972-960-2000                 1111----800800800800----878878878878----28282828282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牙醫診所牙醫診所牙醫診所    Christie S.Lee D.D.S.Christie S.Lee D.D.S.Christie S.Lee D.D.S.Christie S.Lee D.D.S. 

General Dentistry 
1729 Analog Dr.，，，，Richardson  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預約電話    ((((972)437972)437972)437972)437----020002000200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Maria L Chen Maria L Chen Maria L Chen  CPA，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972)699972)699972)699----0986098609860986    
31313131 冰淇淋店冰淇淋店冰淇淋店冰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6025 Royal lane  Suite 105 

Dallas ，，，，TX 75230  

Tel: (214)368-3311 

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    專門接送機場及其他服務專門接送機場及其他服務專門接送機場及其他服務專門接送機場及其他服務：：：：    (24 24 24 2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1.中、英、越、粵口語傳譯 2.達拉斯市區及郊區觀光服務 3.出差開會接送服務  Tina 徐： 972-740-5616 Tony   ： 972-740-6543 
Lion City Chinese Café 獅 城 小 吃獅 城 小 吃獅 城 小 吃獅 城 小 吃    

2100 W Parker Road, Suit 210 

    Plano, TX 75023 

    Tel: (972)867-8803 

TOKYO ONE 
Sushi and Grill 

WWW.TOKYO-ONE.COM 

4350 Belt Line Rd. , Addison, TX 75001 

Midway & Beltline SE Conner 

TEL: 972-386-8899   FAX:972-38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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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藤宗旨葡萄藤宗旨葡萄藤宗旨葡萄藤宗旨、、、、內容及投稿方式內容及投稿方式內容及投稿方式內容及投稿方式：：：：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以福傳、靈修、教友生活分享為宗旨。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包括個人信仰生活、讀書心得分享、家庭

生活見證、祈禱、聖人（傳記）介紹、應

時節慶緣由及意義、笑話分享。 

投稿方式投稿方式投稿方式投稿方式：：：：    

投稿可用筆名，但須具真實姓名及電話以便聯絡。 

由於篇幅有限，投稿文章以三千字以內為原則。如不
願被其他刊物轉載，請註明於稿後。 

投稿可逕向編輯群之任一編輯投稿。 

主編小啟主編小啟主編小啟主編小啟：：：：    

葡萄藤為免費贈閱之教會刊物，歡迎並感謝您贊助印

製費。來款支票請寄本堂地址，並註明葡萄藤之用。

為減少不必要的浪費，若您地址遷移，也請告知。葡

萄藤每期內容亦刊載於本堂網站，歡迎多多利用。 

網址： 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主    編：王念祖 

編 輯 群：陳美卿、鄭懿興、甘智岡、葛惠瑛 

新 聞 組：楊治財、楊漪婷、陳美卿 

網站設計及維護：楊漪婷、甘智岡 

校    對：萬建心、朱嘉玲 

打    字：陳美卿、許德立、黃發芳 

刊物分發：李  娜、楊韓琦 

葡萄藤稿庫管理: 黃發芳    排    版：徐  偉 

廣告刊登：楊治財(代) 郵寄分發：張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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