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意向:為非洲的年輕人 

願非洲的年輕人能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享

有受教育與工作的權利。 

 

指導司鐸： 
劉兆偉神父 678.691.3261 
The Holy Name of Jesus Catholic 
Church 
5395 Light Circle NW,  
Norcross, GA 30071 
彌撒時間：每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下午二時(英文) 每週
一(英),二(中),三(中),五(英)中午十二時 
國語組聯絡人：馬汀蘭 770.517.4851 
粵語組聯絡人：徐冰瑩 770.309.6608 
福建組聯絡人：魏存春 917.250.9822 
教堂網址: https://hnojat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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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9/2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及彌撒後有傅油聖事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申 4:1-2,6-8; 雅 1:17-18,21-22,27; 馬 7:1-8,14-15,21-23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小堂傅油聖事             

9/9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依 35:4-7; 雅 2:1-5; 馬 7:31-37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9/16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依 50:5-9; 雅 2:14-18; 馬 8:27-35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9/23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智 2:12,17-21; 雅 3:16-4:3; 馬 9:30-37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聚餐                

9/30 Wed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戶 11:25-29; 雅 5:1-6; 馬 9:38-43,45,47-48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聚餐                

9/5 - 9/7 (Wed - Fri) Fr. Bill out of 

town No 12:00pm mass 
劉神父 9/5—9/7 出城，沒有中午 12:00pm 中文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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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Sun 9:30-10:15am                                

Every Tue 2:00-3:00pm 
每周日 9:30-10:15am 告解                                                              

每周二 2:00-3:00pm 告解 

告解室 

2018 年 9 月教

宗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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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八月公告總結 

(8/5) 永恆的食物      在今天的福音裏，耶穌説：「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而要

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普通一般的經驗都告诉我們，食物是會壞的。即使是罐裝

食品或經過防腐處理並有保存期限的，都也會壞的。但是，耶稣所説的食物是為永恆生命

的食物。這食物只有祂才能给我們；這個食物就是祂會在後來所揭示的「祂的血和肉」。 

耶稣説過：「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的，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有些人理解耶稣

基督的這句话，以為好像説假如這個人信祂，這個人一生就不會有飢渴了，換句话說，這個人一生都是吃

喝不盡！然而，在這裏，耶稣所説的飢渇是靈魂上的飢渴而不是身體上的飢渴。就像我們的身體需要食物

一樣，我們的靈魂也需要食物來滋養。就比如説我們吃營養的食物以滋養我們的身體一樣，我們也同樣需

要食物來滋養我們的靈魂。這滋養我們靈魂的食物就是「聖體聖事」—  耶稣基督的「血與肉」。 

有一件事是我們要期待的就是當我們參與彌撒時是為了滋養我們的靈魂。彌撒時我們領受了基督的「血與

肉」。 彌撒不僅僅只是為了團體友誼；也不只是一個天主教徒應該參與的活動而己。真正的彌撒價值不在

教堂的華麗和聖樂及講道的優美。如果我們能了解「聖體聖事」在基本上是天主愛的行動及它是來自天主

的禮物，我們的角色就是領受它並被它滋養。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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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Tue 1:00pm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9/6 Thu 11:0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9/2,9/9,9/16,9/23,9/30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9/2,9/9,9/16,9/23,9/30 Sun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9/3, 9/17 Mon 6:3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9/5, 9/12,9/19 ,9/26 Wed 10:00am                 
9/21 Sat 7:30pm 

教堂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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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9/29 Sat 1:00pm-3:00pm 射箭協會活動  (預約:404.500.8048) altchinesearchery@gmail.com 

9/14, 9/28 Fri 1:30pm, 7:30pm 福傳祈禱小組 教堂 meeting room 

9/2,9/9,9/16,9/23,9/30 Sun 9:30am 兒童道理班 詳情請洽會長 

9/2,9/9,9/16,9/23,9/30 Sun12:45pm 兒童中文課 詳情請洽會長 

9/30 Sun 1:30pm  兒童合唱團練習 詳情請洽會長 

9/30 Sun 12:00pm 月底教堂聚餐 一家 一菜 

9/8 Sat 5:00pm—8:00pm  St. Benedict 天主堂國際文化日 St. Benedict 天主堂 

9/15 Sat 3:00pm—7:00pm Norcross Festival Lilian Webb Park  

9/22 Sat 3:00pm—7:00pm 福傳大會 一家 一菜 

活動時間表 



下個學期即將開始，故報名參與宗教教育課程（幼兒園至高中）已開始。今天請您填寫

2018-2019年度的表格，這樣，我們的老師們可以為不同级別的班级安排計畫課程。  

成人慕道班課程報名已開始了，中文課在周日上午9:30-10:30，英文課在

周日下午1:00-2:00。假如您知道有朋友或親人想要認識天主教信仰的話，

請他們來參觀我們的聖堂並加入。我们歡迎每一個人！  

八月十五日是聖母蒙召升天節，是我们教友必遵守的節慶日。這一天

是一個非常特别的日子，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邀请您來參加八月十四日晚上七点的

守夜彌撒與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的當日彌撒。萬福瑪利亞蒙召升天及Dormitio (安

眠) 是從第五世紀開始即被羅馬天主教及東正教所慶祝。在她世上生命结束時，無玷童貞聖母瑪利亞即分享了

她聖子的復活與升天而肉身及靈魂一起直升天堂，這為那信仰並相信她的兒子主耶稣基督的信友們是一個偉

大的標志！  

夏季大賤賣開始了！在七至八月礼品店購買價值 $10.00以上的可享8折优惠。 

 Norcross 市將在 9/15 日下午三點至七點在 Norcross 市區中心的 Lilian Webb Park 

公園内主辦一個國际美食及音樂節慶活動。這個節慶的特色是透過美食及音樂展示出

該市多樣文化的傳承。世界各地及本地的食品廠商將提供可口的家鄕味美食。我們聖堂也將不落人後参與盛

会，有我們自己的攤位出售食品及民族舞蹈演出！歡迎大家來贊助支持我們團體的活動，以向 Norcross 市民

展示我們華人天主堂！請與Lillian Chai 聯絡。  

(8/12) 生命的食糧  在今天的福音裡，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

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為使世界獲得生

命。」(若6:51) 耶穌基督所說的食糧就是聖體聖事。很多人在相信耶穌在聖體聖事內真實

的臨在的信仰中掙扎着。對於一些人，他們只能相信他們所看到，聽到與摸到的東西是真

的。但是信仰並不是關於看到，聽到與摸到的；信仰是關於那些我們的感官察覺不到的東

西和那些不能被人解釋的事情。 

另一方面，許多人不再懷疑聖體聖事的信仰。他們相信了基督在聖體聖事內的臨在，因為

他們經驗過領聖體後對於他們的生活的影響。經常領聖體的人有感覺到一種長駐的內在的喜樂和平安，使他

們能夠持續的過一種良善和正直的生活。經常領聖體聖事的另外一種恩寵是它給了我們力量；在信，望和愛

中有毅力，特別是在苦難的時候。當事情不順利的時候；因上主的良善，祂要為我們的旅程賜給我們力量。

好像在讀經一的先知厄里亞一樣 (列王紀 (上) 19:4-8)；他求了死，但是天主卻給了他食糧和飲料，使他能夠有

力量完成天主召叫他的使命。同樣的，耶穌給了我們祂的聖體聖血做為我們生命的旅程最終的食糧；相信這

件事是對我們的信仰最強而有力的表白。當我們領聖體的時候，我們所說的｢阿門｣是肯定我們相信基督在聖

體內的臨在。我們說「阿門」的時候，我們是在對基督說：｢我相信祢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 

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中文學校  秋季班：8月19日開始; 招生對象：四歲以上及成人; 班

級：四歲到六歲唱遊班，一般中文班及成人班。每週日下午12:30到1:30，每期約14到

15週。 學期收費：每個學生 $120; 教友家庭：每個學生 $30，每加一個孩子 $20; 老

師：曾慧中 Michelle Tsai，馬汀蘭 Tina Yang，汪德昭 Judy Tsao，郭慧慈 Ann Hsu，Joanna 

Smirl; 使用教材：500字學中文，嘻哈華語和兒童華語華語本，使用漢語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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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真實 的食品與飲料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

沒有生命… 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 (若6:53；55)。」那

些聽到耶穌基督的教導都誤解了祂的意思而覺得很厭惡；因為他們認為耶穌教

他們做為食人者。但是，如果他們只要肯留下跟隨耶穌的話，以後他們就會發

現耶穌怎樣給眾人吃祂的肉和喝祂的血。像那些當耶穌復活顯現給門徒們分餅

的時候，啟開了門徒們的心靈一樣，他們也會發現耶穌基督是在感恩祭中給了眾人祂的肉和血。 

聖若望的福音寫完後十年，安提約基亞的聖依納爵，他是一位主教也是一位殉道者，他批判那些不願意相

信感恩祭就是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根據聖依納爵的說法，感恩祭是「一種藥使我們能夠獲得永生而

活在耶穌基督內。」耶穌基督是生命的食糧。我們吃祂的聖體，喝祂的聖血，它能夠轉變我們的生命。梵

二大公會議訓導說：感恩祭是「愛的聖事，合一的標記，愛德的結合，領基督的逾越宴會，靈魂充滿了恩

寵，給我們祂所應許的天國的榮光。」 

在聖瑪竇，聖馬爾谷和聖路加的福音裡，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說的言語和行動有記下來。在聖若望的福音

裡，在耶穌基督愛的遺言裡，祂給了我們祂的聖體聖血。前面三部福音所敘述的是升天的基督能夠臨在祂

的門徒們當中。而若望福音解釋給我們耶穌基督最後晚餐的意義 — 就 是祂對教會有自我交付的愛；使跟隨

祂的人也該效法而愛他們的鄰人。 

苦難與疾病一直是人類精神上最大的困擾。基督徒也和其他人一樣經歷同樣的痛苦，但是基督

徒的信仰幫助他們了解痛苦的奧祕，並且能更堅強的承受苦痛。通過病人的傅油聖事，基督堅

强了受疾病痛苦煎熬的信友並給予他們最強的支助。行聖事的方法包括付手禮，信友祈祷及病

人傅油聖事。雅各伯曾説「你們中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他們該為他祈禱，

因主的名給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

得蒙赦免。」（雅各伯書 5:14-15）因此，在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10:30分的中文彌撒後有傅油

聖事。病人傅油聖事是為那些因疾病或年長而健康嚴重受損的人而做的。    

中文學校，秋季班 2018 八月十九日開課。詳情可看 HNOJ 網址在 活動/中文學校可查到。  

信仰行動  (FAITH IN ACTION) 非常高興將於 8/30/18 星期四晚間 7-9pm 在諸聖堂 ALL SAINTS CATHO-

LIC CHURCH 的大堂 SOCIAL HALL。舉辦「美国穆斯林教的根源與歷史」講座，以去除對穆斯林教的迷

思及誤解。主講者乃亞特蘭大伊斯蘭教發言部的 Mr.Tariq Abdul-Haqq。在亞特蘭大主教府和平及公義部支

持下，與會人員在九月份可以去参觀北亞特蘭大區的清真寺。過去五十年來，教會曾鼓勵基督徒們與穆斯

林敎弟兄姊妹們對話及相互了解。教宗方濟説過，世界越來越小，更重要的是去增加了解那些不相信基督

信仰但卻敬拜亞伯拉罕之神的人。不要錯過這個大好的機會！  

(8/26) 對信仰的考驗   在聖若望的福音裡，耶穌受苦難以外，最大的挑戰就是試探門徒

們的信仰，就是耶穌告訴他們祂就是生命的食糧；祂說：「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

祂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若6:53) 許多門徒們不能相信基督所說的話而說：

「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若6:60) 在讀經一裡面，若蘇厄挑戰以色列人，叫他

們要想想看他們要事奉誰： 他們以前的假神，或是唯一真正的天主。同樣的，在今天

的福音裡，耶穌也挑戰祂的門徒們，叫他們選擇而問他們說：「難道你們也要走嗎？」(若6:67) 

今天，耶穌基督還是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叫我們選擇；我們要不要事奉天主呢？我們要不要跟隨耶穌基督

呢？我們的回答已經從我們過生活的方式裡看出來了。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全家兄弟姐妹每個星

期天都要去望彌撒。那時候，我們不必選擇，因為在星期天，去望彌撒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幾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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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長大了，哥哥和姐姐一個一個的都不去望彌撒了。最後，八個兄弟姊妹中只有三個定期去星期日彌

撒。跟那些不想去望彌撒的教友們一樣，我的哥哥和姐姐們可能在星期天 找到了更有趣的事去做，或者是

他們不再相信在彌撒裡面的感恩祭中有耶穌基督的臨在。如果我們真正的相信在每一個彌撒，我們在手上

接受了而吃耶穌基督的身體，那麼我們就會努力的去望彌撒，而不只是在有空的時間才來的。實在說，當

我看到哥哥和姐姐們開始不去望彌撒的時候，我就在心裡想：「在星期天，除了去望彌撒之外，我還要去

那裡呢？」 

感謝 Johns Creek 的 St. Brigid 天主教堂捐贈給我們的三張 20呎長的長跪凳！

特别感谢 Mr. Jonathan Eason 幫助運送長凳到我們聖堂，同時也感謝車老師 在

聖堂幫助 Jonathan 組合長凳。願天主降福你們！  

我們是不是常常忘記了在領完聖體後感謝天主呢？在 「聖體內的治愈力量」 這本書裏説到，在所有的祈

祷時間裏，領聖體後的時間是最珍贵的祈禱時間。因为我們剛剛領受了耶稣基督，祂就在我們内。不論是

一個感恩的祈禱，還是一個讚美的祈禱，或是一個請求的祈禱，這時的祈禱是最特殊的，因為就在那時

刻，我們因聖餐而與天主结合在一起。從這個周日開始，在中文彌撒領聖體後，合唱團將以冥想聖歌帶領

大家一起唱「稱謝上主」。願對天主感恩及讚美之歌能使我們更接近天主，並使我們彼此更接近！  

八月二十八日是聖奧古斯丁的紀念日。聖奧古斯丁回想與天主相遇，被天主看見的經驗，

他不由自主的向天主說：「我愛祢已經太晚了，祢是萬古常新的美善，我愛祢已經太晚

了！」「我愛祢太遲」表達出聖奧古斯丁恨不得早些愛上天主，心便可以早一些存在天主

的愛裏，不用一直被煩躁與不安纏繞著。「我愛祢太遲」是人祈禱後的呼喊，這呼喊也叫

我們要常常祈禱，在禱告中再點燃起愛的火，超越時間並永不止息的愛著天主。  

 

福傳大會 

各位教友： 

耶穌聖名堂在所有教友的支持下，教堂大部分的設備都已完成，並隨著跪

凳的來到，我們的教堂已是所有華人教友的主內之家了。但是這是不夠

的。每次彌撒中，我們頌念的福傳禱文，再再提醒我們，耶穌賦予我們的

使命：要我們向一切受造物傳播福音。因此我們將在9月22日(週六)舉辦一

場福傳大會，如同耶穌所說的：「你們來看看吧。」請所有的教友，邀請

您身邊的親友到我們的教堂來看看，坐坐，聊聊。在這場福傳會中，我們

會有教友的信仰見證，心路歷程及什麼是教友生活，並有小組分享，讓所

有受邀的人感受我們華人的好客及溫暖的基督徒心懷。 

為了準備這場盛宴，在此之前，我們會先舉辦一些課程，讓大家一起學習如何有計畫和步驟的邀請朋友參

與，如何在當天接待，及事後有效的聯絡方法。不過，最重要的不僅是我們如何運用各種方法辦好這場大

會，而是要祈求天主助佑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將主的福音傳播給所有的華人。讓我們所有教友為這項系

列活動祈禱，並邀請身邊的非教友，一同來參加這場盛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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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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網頁: HTTPS://HNOJATL.ORG 

聖母瑪利亞介紹 

 聖母瑪利亞出身達味王族，父親是聖

若亞敬，母親是聖婦亞納。 

 聖母在母胎受孕時，靈魂上沒有原罪

（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十二月八

日）。聖教會九月 八日慶祝聖母聖

誕。聖母童年時代，她的父母將她呈

獻給天主，聖教會特在十一月廿一日舉行聖母獻堂瞻禮。聖子降生聖母童貞淨

胎，完成降生的奧蹟，聖教會在三 月廿五日舉行聖母領報瞻禮。聖母探訪表姐依

撒伯爾，這是七月二日的聖母往見瞻禮。 

 耶穌公開傳教前，三十年內，聖母瑪利亞的生活，與當時一般猶太婦女，在外表

上，毫無 不同之處。聖母是天地之元后，她的靈魂未受原罪的玷污。她有一切殊

恩異寵，地位在眾天神聖人之上。她是天主的母親。可是她在世的時候，外表的

日常生活是多 麼平淡，她同一般貧家婦女一般，料理家務，汲水，煮飯，洗衣，

打掃屋宇。耶穌公開傳教期內，聖母追隨聖子，同甘共苦，由加納的婚筵，到加

爾瓦略山的受難， 應驗了西默盎「一把利劍將刺透你的心」的預言。 

 聖子身懸苦架，將慈母托給愛徒若望撫養照

顧。五旬節一天，聖母和宗徒、門徒們一同在

耶路撒冷的「樓上大廳」祈禱，這時聖神降

臨。聖母暮年，住在耶路撒冷和厄弗所，她可

能也跟隨聖若望到別的城市。 

 聖子身懸苦架，將慈母托給愛徒若望撫養照

顧。五旬節一天，聖母和宗徒、門徒們一同在

耶路撒冷的「樓上大廳」祈禱，這時聖神降

臨。聖母暮年，住在耶路撒冷和厄弗所，她可

能也跟隨聖若望到別的城市。 

聖母升天節 （八月十五日） 

禮儀組（二零一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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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蒙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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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1950 年 11 月 1 日，教宗庇護十二世頒佈《廣賜恩寵的天主》憲章，正式確

立聖母蒙召升天的信理：「無原罪的天主之母，卒世童貞瑪利亞，在完成她的塵

世之旅後，靈魂肉身一起被提昇至天國的光榮裡。」 

 東正教很早（第六世紀）就開始慶祝聖母蒙召升天（東方正教會相信聖母瑪利亞

如常人般經歷了死亡，之後靈魂立即升天，而肉身於三日後復活升天）。 

 不少外教徒或新教徒，對聖母升天不時作出質疑。對此，我們需要清楚分辨出，

耶穌升天 (Ascension)與聖母升天(Assumption)之間的分別。我主耶穌基督升天，是

以他天主性的能力，升到天上，抵達他的光榮寶座、坐在天主之右。而聖母升

天，正確應為聖母「蒙召」升天，因為她作為人類，她升到天上並非以自己的能

力。她升到天上，全因她的至愛聖子及她的淨配的能力，召她升到天上，以致她

靈魂與肉身都在光榮的國度裡。 

 

天主教徒有關的聖母信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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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升天瞻禮是聖母瞻禮中最大的一個瞻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6%B9%E6%AD%A3%E6%95%99%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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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在教會中的地位 

 敬禮不是崇拜(崇拜耶穌和天主) 敬禮聖母就是源自這份對基督 的信仰，不能本末

倒置。 

 耶穌的母親，教會的母親 

 我們天上靈性的母親 （若望 19: 26-27）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聖母是我們的最有效的轉求者（中保）（迦納婚宴：若望 2:1-5） 

 最偉大的聖人，顯現最多次的聖人（1531 墨西哥 Guadalupa/1858 法國 Lourdes/1917 

葡萄牙 Fatima） 

 聖母治癒無數病人 

 聖母是天主特別撿選的（創： 3:15）(路加： 1:43,默： 12,宗： 1:14) 

 聖母是無染原罪 

 聖母在救恩計劃中的母職身份與 使命，這個母職主要在於她的轉求 

 

效法聖母 

聖母帶給我們三個核心價值 

 謙卑和信賴天主: 基督徒最基本的價值觀 

 簡樸：接受天主給的一切; 心中被物質佔滿會讓我們遠離天主 

 善良助人：善良助人是愛, 滋養靈性的生命 

聖經中描述聖母的詞句都是「聽話」、「沉默」、「默存在心」等，聖母瑪利亞一生聽從

天主的話， 「看!上主的婢女，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對天主的邀請永遠答「是！」這不只是謙卑而已，而

是完全地信賴天主，還有她的上智，和她那超性的活

力泉源，讓她終其一生在受苦中奉獻卻別無怨尤，她

從不顯示自己是天主的母親，只將一切默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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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敬禮聖母呢？ 

 以感恩的心勤領聖體與和好聖事；  

 照耶穌說的話去做，在生活中為耶穌作見證；  

 每天與聖母一齊讚美並感謝天主； 

 與聖母一同陪伴十字架上的耶穌，接納生活中的苦難;  

 唸玫瑰經(個人、家庭、團體)，為罪人、為自己的悔改祈禱; 

 去聖母朝聖地祈禱、參與彌撒； 

  加入堂區的聖母軍； 

 

善良是我們為自己留下的路標 

 撒哈拉沙漠，又被稱為“死亡之海”。進入沙漠者的命運只有一個：有去無回。直

到 1814 年，一支考古隊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死亡魔咒。 

  

 當時，荒漠中隨處可見逝者的骸骨，隊長總讓大家停下來，選擇高地挖坑，把骸骨

掩埋起來，還用樹枝或石塊為他們樹個簡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中骸骨實在太多 ，掩埋工

作占用了大量時間。隊員們抱怨：“我們是來考古的，不是來替死人收屍的。”但隊長固

執地說：“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們的同行，怎能忍心讓他們陳屍荒野呢？”約一個星期

後，考古隊在沙漠中心發現了許多古人遺跡和足以震驚世界的文物。 

 

 但當他們離開時，突然刮起風暴，幾天幾夜不見天日。接著，指南針都失靈了，考

古隊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開始匱乏，他們這才明白了為什麼從前那些同行沒能走出

來。 

 危難之時，隊長突然說：“不要絕望，我們來時在路上留下了路標！”他們沿著來

時一路掩埋骸骨樹起的墓碑，最終走出了死亡之海。 

 

 在接受《泰晤士報》記者的采訪時，考古隊的隊員們都感慨：“善良是我們為自己

留下的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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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聖號在今天已經是一種識別基督徒的記號。像我

們在路上看到車禍，很自然的會劃一個十字聖號為受傷的人祈

禱。常常在球場或運動場上我們也會看到那些運動員在比賽以

前劃上十字聖號。看到他們劃十字聖號我們很快就能斷定他們

是基督徒，在這裏我想打個岔問問大家，我們有多少人在吃飯

的時候會劃十字聖號作飯前禱的？(停頓)很好，謝謝。 

 

 另外，市場上也有不少用十字架作為主題的裝飾品成

為流行的時尚，像是耳環啦，胸針啦，項鍊啦等等不一而足。

我再問問大家，有多少人現在在身上配戴的飾物有十字架的，

請舉一下手好嗎？(停頓)好，謝謝。 

 

 十字苦像是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在家裏，學校，教堂裏的十字苦像更是我們對耶穌苦

難的見証，因為默西亞必須經過這些苦難才能進入祂的光榮。這些都一一的宣告那位被高舉在十字

架上的耶穌，因著衪的受難，痛苦，死亡，與復活的奧跡拯救我們。 

 

 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讓我們理解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打斷常年期的禮儀週期而在今天 9 月

14 日加進來一個這麼特別的慶日 – 光榮十字聖架？ 

 

 跟據聖若望.克里索斯冬所說的，釘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在主曆 326 年被挖掘出來。那一年聖

海倫，也就是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想要尋找耶穌基督的十字苦架，來到了耶路撒冷，她

派人在加爾瓦略山上挖掘，後來工人們挖出了三個十字架，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判定倒底那一個才是

釘死耶穌的苦架，於是他們找來了一個病得奄奄一息的婦女和一個已經去世正要出殯的男人然後用

這三個十字架分別碰觸病人及死人，結果其中的一個十字架，立刻讓病人痊癒，死人復活了，這個

消息立刻傳出，整個耶路撒冷全城都轟動起來，相信的人集合起來爭相目睹這個找到的十字聖架，

在場所有的人都屈膝跪拜口中不停的說：「上主求袮垂憐。」聖海倫於是委託當地的教會在加爾瓦

略山上蓋了一座大教堂， 費時九年，終於在主曆 335 年 9 日 13 日完成並且祝聖啟用。它就是現在

我們所稱的聖墓大殿，目前由羅馬天主教會、亞美尼亞使徒教會、和希臘正教會負責主要的行政及

管理。隔天 9 月 14 日耶路撒冷的主教把找到的十字架拿出來放在廣場上讓所有的人在那裏瞻仰祈禱 

光榮十字聖架節 

https://www.facebook.com/katalina073827730/posts/%E5%85%89%E6%A6%AE%E5%8D%81%E5%AD%97%E8%

81%96%E6%9E%B6%E7%AF%80-%E5%8D%81%E5%AD%97%E8%81%96%E8%99%9F%E5%9C%A8%E4%

BB%8A%E5%A4%A9%E5%B7%B2%E7%B6%93%EF%BF%BD/81704921498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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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這就是光榮十字聖架慶日的由來。 

 

 今天的讀經我們看到梅瑟帶領以色列人脫離被奴役的地方-埃及，進入自由的福地，但這是

一個過程，曠野是過程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改變與轉換的過程永遠連帶著某種程度的痛苦與

困難。它必須是一步一脚印的經歷。以色列子民發現在流浪的過程中什麼都缺。他們缺乏飲水和食

物，於是變得不耐煩起來。他們抱怨天主和梅瑟。結果遭致天主的懲罰，打發火蛇，到人民當中，

咬死了許多以色列人。梅瑟替人民向天主求情。於是天主要梅瑟做一條火蛇，掛在木竿上；讓那些

被咬的，一瞻仰牠，就能活下來。今天的福音把耶穌基督與高舉的銅蛇連結起來。就像梅瑟高舉銅

蛇一樣，人子也要被舉起來，因此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因為耶穌降生成人，取

了奴僕的形體，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穌說：「當我被舉起來的時

候，我將吸引萬民歸向我。」這讓十字架有了驚人的轉變，因為耶穌的犧牲，十字架從原來殘酷的

刑具轉變成為救贖人類的工具。這正應驗了祂自己所說的：「我來，不是來審判世界，而是為了叫

世界，藉著我而得救。」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認識一位執事，不知道衪會不會認識我，希望他會。因為我以

他為榮。他就在光榮十字聖架節的時候有過一種特殊的經驗。他就是阿西西的聖方濟各。主曆

1224 年的八月，方濟各和他三個同伴開始長達四十天的守齋避靜來準備 9 月 29 日聖彌額爾總領天

使的慶日。在避靜當中，受苦的耶穌成為他默想的中心，引發他極大的感同身受，就在 1224 年 9

月 14 日這一天，當他在山脚下祈禱進入極度深刻默想體會耶穌苦難的時候，色拉芬天使顯現給

他，給他帶來了一份深沉的禮物 - 耶穌的五傷。就在那一天，五傷方濟各成為歷史上第一位正式被

記載下來獲得耶穌五傷的門徒。天主是這麼的愛我們，衪願意救贖我們，因此心甘情願的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而方濟各的祈禱與他擁抱十字聖架的心意，也反應出他是我們追隨耶穌願意成為他忠實

門徒的榜樣，因為耶穌說過：「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比戴十字耳環或十字項鍊所表達的涵意深刻的多。它是耶穌所期待的，也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在生活中棄絕自己，高舉自己的十字架過日子，就像耶穌一樣的以犧性的精神活出愛

的生活。所謂犧牲，就是為了天主和別人的好處放棄自已的喜好與個人價值的追求。換句話說，就

是為了愛，也就是一種犧牲的愛，那種給到心痛的給，愛到心痛的愛。因為愛的多給的也多，犧牲

的也多。然而奇怪的是，它卻使我們更

充實更富裕，這是我們在基督內看到

的，這也是我們蒙召的使命，這更是我

們為什麼要慶祝光榮十字聖架的原因所

在。---以上感謝周道弟兄手札，與天主

教高雄聖加大利納堂神父道理相同 

https://www.facebook.com/katalina073827730/?hc_ref=ARQO0fuKndF8dUutJPZZ3H_8qP8GWLqqK6iSeAq8pp3xesphKwzwxIq3yZYG7_JAnSM&fref=nf&__xts__%5B0%5D=68.ARD8WIPnAMVdBOmfSmDZLuE_LCqds1mbi1LrwQWX8tJnvuQkf1zzBomabn5tphmBVlrS36DVclpihKezts5obdxd8v1bjYrhCWDT3j8gCFT13ZxHTA
https://www.facebook.com/katalina073827730/?hc_ref=ARQO0fuKndF8dUutJPZZ3H_8qP8GWLqqK6iSeAq8pp3xesphKwzwxIq3yZYG7_JAnSM&fref=nf&__xts__%5B0%5D=68.ARD8WIPnAMVdBOmfSmDZLuE_LCqds1mbi1LrwQWX8tJnvuQkf1zzBomabn5tphmBVlrS36DVclpihKezts5obdxd8v1bjYrhCWDT3j8gCFT13Zx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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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耶穌對尼苛德摩說：「沒有人上過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曠野裏高

舉了蛇，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他內得永生。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

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

著他而獲救。」若望福音 3:13-17 

雖然銅蛇有獸的形貌，卻沒有毒；同樣，雖然耶穌基督擁有與罪人

相同的血肉之軀，祂卻非帶罪之身。當祂被高舉在半空，祂聖化了

空氣，而事實上，當祂來到陸地上行走，已經聖化了這世界。 

耶穌對尼苛德摩說的話，顯示了祂的光榮：十字聖架被高舉是為彰

顯祂的光榮，要知道亞當死了，是為公義，因為他犯了罪；但主耶

穌的死卻不公義，因為他沒有犯過罪，所以當祂願意接受審判時，

祂已經審判了這世界的元首，戰勝了把祂送往死刑的撒旦，同時亦

救信他的人免於死亡。魔鬼雖在十字架上折磨耶穌，卻不能令祂恨

祂的兇手，反而令祂更愛世人及為他們祈禱。由此可見魔鬼已被徹

底擊敗。 

耶穌基督來世上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拯救世界，叫世人藉著祂獲得永生。天主沒有派遣人子到

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獲得救恩。然而，懶惰的人陷於罪惡和疏忽中，濫用天主

的憐憫，並說：「不會有地獄，也沒有處罰；天主會原諒我們所有的罪。」那我們必須記住，基督

有兩次來臨：一次已成過去，還有一次在未來。祂的第一次來臨，並非為審判，而是為赦免我們的

罪；但第二次來臨將為審判。 

基於天主的慈愛，祂容許我們藉著領洗得到一切罪惡的赦免，在領洗後也給我們悔改的修和聖事；

否則事實上無人能獲救，因「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羅3:23） 

耶穌警告我們不要自以為可以肆無忌憚地犯罪，雖然祂說：「那不信的，已受了審判」，「那信從

衪的，不受審判」。可是如果信徒的生活不潔淨呢？聖保祿強烈聲明，這樣的人不是信徒，因為他

們「自稱認識天主，但在行為上卻否認天主。」(弟 1:16) 那就是說雖然他們不會在不信上受到處

罰，卻會因他們的行為得到重罰。醫生來，是根據自己的意願醫治病者，但如果病者鄙視或不遵守

醫生的指示，便是自取滅亡。 

十字聖架節（慶日） 

https://fll.cc/inspire/feast-of-the-exaltation-of-the-holy-cross/ 

http://catholic-dlc.org.hk/lk130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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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姥隨筆雜記  

2018 年 9 月 

 

 

 

 

 

 

 

 

眾云亦云：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李姥曰：云可云，非常云。是可是，非常是，非可非，非常非。 

是是非非，直言所云。 

 

但見有人愛表達，卻是不知所云： 

 

是非是，非亦非，曲折莫測非常是 

黑似黑，白若白，眼花撩亂黑蓋白 

直也彎，短比長，上天下地道假真 

啞能言，瞽見光，眼瞎心盲奈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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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走過人生低潮的七十故事，彭一昌著。 

是介紹成功的人受到挫折，再接再厲的努力克服困難的

書：最適於年青人閲讀，此書由梁金鳳介紹。  

 

 

 

 

 

 

 

 

 

 

Full of Grace : miraculous stories of healing and conver-

sion through Mary’s intercession. By Christine Watkins.  

描述許多奇蹟及治癒的例子是經過聖母的轉求。 此書由李

述萱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