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意向:為非洲的年輕人 

願度奉獻生活的男女修道者能自我激勵，臨

在於窮人、邊緣人和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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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LY NAME OF JESUS 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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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曙光月刊 

10/7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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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創 2:18-24; 希 2:9-11; 馬 10:2-16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小堂傅油聖事             

10/14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智 7:7-11; 希 4:12-13; 馬 10:17-30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10/21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耶 53:10-11; 希 4:14-16; 馬 10:35-45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午聚                

10/28 Sun  10:30am(中)   2:00pm(英)           

9:30am 彌撒前朝拜聖體        

乙年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耶 31:7-9; 希 5:1-6; 馬 10:46-52 

小堂 朝拜聖體                     

大堂彌撒、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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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教

宗祈禱意向 

禮儀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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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九月公告總結 

(9/2) 用不潔的手進食    今天馬爾谷福音裏説：「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猶太人，都拘守先人的傳授：若不仔细

洗手，就不吃饭。」（馬爾谷福音7:3）為什麼福音裏要説猶太人進食前洗

手? 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衞生，而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義意，那是一種潔

淨的儀式，要回朔到舊約的出谷紀，當天主告訴梅瑟，要用銅制的容器裝

水给司祭們進會幕，或走近祭壇行禮前要先洗手，洗腳（c.f. 出谷紀 30:17-

21）。猶太人的傳統把潔淨的儀式擴伸到每進食前都要遵守。 

當經師和法利赛人質問耶稣為什麼祂的門徒們不遵守先人的這個特殊的傳

授，耶稣以依撒意亞先知論你們這些假善人的預言答覆，耶稣用依撒意亞的話，耶稣說：「這民族只在口

頭上親近我，嘴唇上尊崇我，他們的心却遠離我，他們對我的敬畏僅是人們所傳習的訓誡。」（依撒意亞

先知書29:13）耶稣對經師及法利賽人説：「你們離棄天主的誡命，而只拘守人的傳授。」（馬爾谷福音

7:8） 

耶稣繼續用一個例子，祂説：『梅瑟説「孝敬你的父母。」（申命纪5:16）和「凡咒罵父親或母親的，應

受死刑。」（出谷纪21:17；肋未纪20:9）你們却說：人若對父親或母親說：我所能供養你的，已成了「科

爾班」，即「獻儀」，那麼就許那人不必再為父母做什麼了：這樣你們便為了你們所傳授的遺教，廢棄了

天主的話；並且你們還行了許多其他諸如此類的事。』（馬爾谷福音7:11-13）在這裡，「科爾班」的意義

是獻儀；據此，奉献是專門給聖殿的，那麼奉獻的人就可以不幫助其它的人，即使是他有所需要幫助的父 

堂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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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Tue 1:00pm 讀書會 教堂(詳情請洽李述萱姊妹) 

10/4 Thu 11:00am 關懷組教友聚會  詳情請洽傅燕萍/馬宜蘭姊妹 

10/7,10/14,10/21,10/28 Sun1:00pm 太極拳班  詳情請洽劉天錫 弟兄 

10/7,10/14,10/21,10/28 Sun1:30pm 讚頌舞蹈班 詳情請洽傅燕萍 

10/1,10/15 Mon 6:30pm  中英雙語查經班 詳情請洽劉神父 

10/3,10/10,10/17,10/24,10/31 Wed 10:00am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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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10/27 Sat 1:00pm-3:00pm 射箭協會活動  (預約:404.500.8048) altchinesearchery@gmail.com 

10/12,10/26 Fri 1:30pm, 7:30pm 福傳祈禱小組 教堂 meeting room 

10/7,10/14,10/21,10/28 Sun 9:30am 兒童道理班 詳情請洽會長 

10/7,10/14,10/21,10/28 Sun12:45pm 兒童中文課 詳情請洽會長 

10/28 Sun 1:30pm  兒童合唱團練習 詳情請洽會長 

10/28 Sun 12:00pm 月底教堂聚餐 一家 一菜 

10/20 Sat 9:00am—3:00pm  秋季車庫二手貨銷售活動 教堂前停車場 

活動時間表 



母親。 

轉向群眾，耶稣説：「你們都要聽我，且要明白！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内的，能污穢人，而是從人裡面出來

的，才污穢人。凡有耳聽的，聽吧！」（馬爾谷福音7:14-15）一個人的心是一個人的思想，言語和行為的最

根本的來源。同時耶稣例舉了人心中那些會玷汚人的事：惡念，邪淫，盗窃，凶殺，奸淫，貪吝，毒辣，诡

诈，放蕩，嫉妒，毁謗，驕傲，愚妄。（馬爾谷福音7:21-22）這些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避免的事情。甚而，

我們應該嘗試去清除心中那些惡事而取代之以潔靜的心。潔淨的心，善意待人，敬畏天主，有尊嚴，榮譽，

寬大，誠實，穏重節制和謙遜！ 

2018-2019 學年已经開始了。今天彌撒後我們要给所有的老師和學生們降福，祝福所有的老

師和學生們在這一年裏充满恩寵並祈求我們的主 ，天主引領他們，降福他們並保䕶他們！  

請記下這兩個日期：(1)  9/9/2018 中午12:30pm 送聖體聖血人員培訓。(2) 9/16/2018 中午

12:30pm 讀經員培训。目前担任聀務者必须參加。目前没有担任聀務者若有意加入服務的請和畢無懼弟兄 

Tommy Puk 連络。  

基督聖名華人天主堂的秋季車庫銷售將在十月二十日周六舉行。請您將所有物品在十月十

二日周五之前帶到聖堂來。所有物品必湏都是好的並能出售的。以我們過去的經驗，最好

銷售的是：衣服，装飾品，厨房用具，餐㕔用品，小型家電，小型傢俱，辦公室用品及家

庭裝飾等等。請不要將舊書，雜誌，卡帶，VCR，舊式的電視機，收音機及舊電子産品

來。我們只接受可出售的新型的或電子產品。  

劉神父將下周三至周五（九月五日至九月七日）出城，故而下周三和五午間彌撒都將取消。不過，首星期五

的彌撒將在九月七日晚間七時舉行。  

Norcross 市將在 9/15 日下午三點至七點在 Norcross 市区中心的 Lilian Webb Park 公園

内主辦一个國際美食及音樂節慶活動。我們聖堂也將不落人後参與盛會，有我們自己的

攤位出售食品及民族舞蹈演出！請與Lillian Chai 聯絡。  

(9/9) 厄法達!     在今天的福音裡，耶穌治好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因此，當他的耳朵開

了，舌結也解了，他就清楚的說話了。耶穌說：「厄法達!」意思就是：「開了吧! 」在

小孩子領洗的儀式裡面，厄法達是一個祈禱經文，神父或是執事對小孩說：「主耶穌基

督使聾子聽見和啞巴說話。讓祂摸你的耳朵使你能夠接受祂的聖言及摸你的嘴巴使你能

夠宣揚祂的信仰，並為了讚美和光榮天父。」神父或是執事就摸了小孩的耳朵和嘴巴。

領過聖洗的基督徒都有天主給他們的恩賜用啟開的耳朵來聽福音和跟別人講天主的聖言。但是我們卻沒有注

意到這些天主給我們的恩賜。更糟糕的是我們有時評判別人不願意聽聖言或者是不願意按照福音過生活。但

是，實際上就是我們自己也沒有這樣做。 

當歡迎新教友的時候，聖雅各伯告訴他的基督徒同伴不該特別去照顧那些衣着(著)華麗的人，而不照顧那些貧

窮的人。聖雅各伯教基督徒們該要平等對待每一個人，不管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什麼。讓我們來問自己這

些問題：我們對不幸的人公平嗎? 我們有沒有歧視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呢? 我們有沒有排除那些跟我們有不

同喜好的人呢?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這些都是心裡又聾又啞的人的行為。我們被耶穌召

叫去聆聽聖言並過一個良善正直和有愛德的生活來宣揚它。 

恭喜亞特蘭大華人天主堂 赢得了“導星”（GuideStar）2018年透明度奨的銀質奨章！

“導星”是一家專門報導有關非營利性質组織的資訊服務業。目前，它的數據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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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萬個非營利組織的資訊。全世界各地的捐贈者使用“導星”提供的資料捜尋，决定他們的捐贈。我們

聖堂也在“導星”名單内。可能性的捐贈者可以看到我們的聖堂，或許可能做一些捐贈给我們的聖堂。  

(9/16)  人們說我是誰?  耶稣問自己的門徒說「人們說我是誰？」（馬爾谷福音

8:27）他們答覆以不同的回答；但是伯多祿回答祂說：「祢是默西亞。」（馬爾谷

福音8:29）。再一次，耶稣嚴禁門徒們不要向任何人談及祂。 

為什麼耶稣告訴祂的門徒們不要向任何人談及祂？有些聖經註釋者說耶稣要人們專

注在祂所宣揚的有關天主的國之事而不要談及關于祂自己的一切；有些聖經註釋者

解說耶稣是用「逆反心理學」，衪實在是要人們談論祂。到目前為止，我所讀過的最好的解釋是耶稣不想

讓人們把祂誤認為是「政治默西亞」。因此，耶稣開始教導祂的門徒們說：「人子必须受許多苦，被長

老，司祭長和經師棄绝，且要被殺害；但三天以後必要復活。」（c.f. 马爾谷福音8:31）耶稣啟示給祂的門

徒們，祂是怎樣的默西亞，祂將完成舊約裏的預言：「我將我的背轉给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给扯我胡

鬚的人；對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依撒意亞先知書50:6） 

當伯多祿諫責耶稣所說祂將受苦時，耶稣轉身對他說：「撒殫，退到我後面去！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

主的事，而是人的事。」（馬爾谷福音8:33）耶稣來到世上是為完成天主救贖人類的計劃；計劃裏涉及到天

主子，耶稣，必被人手所殺。撒殫不要讓耶稣完成天主救贖人類的的計劃；因此，耶稣斥責的不只是伯多

祿而己，還有藏在伯多祿身後的撒殫。 

耶稣並没有在這裏停住；祂繼續告诉祂的門徒們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

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救得性命。」（馬爾谷福音8:34-35）這裡耶稣所說變得非常清楚，基督的門徒們，那要想跟隨祂的人，

必要棄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祂。這個承諾是一生的承諾，那選擇在這個世界上喪失性命的，

通過天主的恩寵，必獲得生命而得到永生！ 

為了在教堂提供給孩子們一個安全的環境，VIRTUS 培訓 在下周日9/23日中午12:00

時提供給從幼稚園至12年级的孩子們一個培訓課程。在這個培訓當中，孩子們將

觀賞一段錄影帶，告訴孩子們什麼是不適當的行為和如何應對。父母親可以選擇

不要孩子接受這個培訓，但需填表「選擇退出」。  

2018 九月十六日是教理主日。教導孩子們，什麼是天主教會的信仰，是 每一

個堂區教堂最重要基本的事工。我們感激我們教堂的傳道員：幼稚園班的老师

師Long Che Chan ，4-5 年級班的老師 Michael Chan 和7-8 年級班的老師 Ky 

Phanhsavath。今天10:30 分的中文彌撒後，我們要給這幾位老師降福。  

請提交耶稣聖名華人天主堂堂區議會委員後選人的提名。你可以提名你自己或者可以最多提名其他九名教

區的活躍教友。堂區議會委員的目的是仔細審查，考量和提出堂區工作實際的需求和解决方案並本著相互

支持與合作的精神。下周日將公佈後選人名單。  

(9/23) 你們其中誰是最大的?   雅各伯書警惕我們要抗拒嫉妒和自私的心。根據聖雅

各伯所說的話：「那裡有嫉妒和紛爭，那裡就有擾亂，及種種惡行。」(聖雅各伯

書 3:16) 有嫉妒心的人想要他人失敗，自私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惜犧牲他

人。這些罪都是和公義對立的；甚至導致他人的受傷或挑起紛爭，它們一定會使

人不愉快。因為有嫉妒心的人是不會滿足的；而且有自私的心的人也不會內心的

平安，常常在懷疑別人在說他什麼。他們不會得到心裡的平安。相反的，聖雅各伯告訴我們從天上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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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寬仁的、柔順的、充滿仁慈，及善果豐碩的、不偏不倚的、沒有偽

善的。為締造和平的人，正義的果實，是在和平中種植的。」 (聖雅各伯書 3:17) 從天主而來的智慧能轉移

我們嫉妒和自私的心，而幫助我們在這個世上找到心裡的平安。 

智慧篇同樣的譴責嫉妒和自私的心的罪惡；它說惡人胡思亂想要陷害義人。他們非常嫉妒，因為義人太令

他們討厭，反對我們的作為；他們非常生氣，因為義人控訴他們的行為不檢。他們要用恥辱和酷刑試測義

人；或許他會不再控訴他們。但是，如果他繼續的控訴他們，他們就要判處他可恥的死刑。這些事發生在

耶穌身上。如果我們不管別人的批判，而繼續的做正當的事時，我們就是在跟随耶穌的腳步。 

在馬爾谷福音裡，耶穌的門徒在爭論他們其中誰是最大的。是不是因為他們有嫉妒和自私的心才會發生這

種的爭論呢？但是，耶穌馬上把他們的爭論中止下來；祂對門徒說：「誰如果想做最大的，就得做眾人中

最小的，並要做眾人的僕役。」(谷 9:35) 這個教導最本質的是在教我們該有謙虛的心。如果我們想要事奉

天主和他人，我們應該有謙虛的心來做。讓我們不要想我們在這個世上或在來世之中會得到什麼賞報或地

位。要有心裡平安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依賴天主，並懇求天主賜給我們智慧來幫助我們拒絕嫉妒和自私的

心。 

恭喜所有被提名為「堂區議會」委員的候選人，以下是被提名名單：林烈懷，張翠媚，Long Che Chan，田

偉珍，劉福英，黃麗君，車耀偉，李錦瓊，徐冰瑩，陳崇賢，蔡木良，蔡智明，曾慧中，蔣小玲，古偉

政，劉天錫，梁金鳳，李矗，裘國凯，沈安行，魏存春，陳秀红，鄭治明，徐春英。我們感谢所有被提名

的教友們，他們都是優秀及熱心的教友。為此，我們感谢天主！堂區議會委員须年满十八歲並與天主教教

會完满共融的人，而且在教會内積極並须在本教會内至少連續兩年以上的年資。前任委員們大力建議给尚

未在委員會服務過的教友們一個機會，這樣，我們將有新的聲音及理念，同時也會提高教友們在教會内服

務的精神。近期内，神父将接見所有被提名的委員並將有一個新委员集訓。谢谢所有熱心提名的教友們！  

截至 2012 年 7月1日，喬治亞州法律规定凡員工，義工及神職人員都是「強制性的舉報

者」。要求舉報任何涉嫌虐待兒童或忽視兒童事件。所有涉嫌虐待兒童及在合理的情况

下相信孩子受到虐待，事發24小時内應立即提出舉報。報告教區或學校的主管（神職人

員或校長）和「家庭兒童服務部」（DFCS)。  

我們願意倾聼，幫助。你很重要。你是一家人。 總主教管區24小時受虐舉

線 (Archdiocesan 24 hour Abuse Reporting Hotline) 1-888-437-0764  

(9/30) 罪惡的危险     馬爾谷福音告訴我們, 當我們跟隨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該有兩

件事情要做: 一個就是我們該體恤別人所做的善事, 以及該避免罪惡. 在户籍纪裡, 七

十位長老得到從梅瑟的身上來的神能, 就開始講預言.  若蘇厄看到了其他兩個人也在

講預言, 他就向梅瑟抱怨. 梅瑟就對他說: “你為我的原故, 嫉妒人麼? 巴不得上主的

人民, 都成為先知 (戶 11:29)!” 跟若蘇厄同樣的, 當基督的門徒們看到了一位以上主

之名驅魔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不高興, 很憤慨的向耶穌抱怨, 好像只有他們有權力以上

主之名驅魔. 因此, 耶穌馬上糾正他們的錯誤而告訴他們: “誰不反對我們, 就是傾向我們 (谷 9:40)!” 他們全

都是天國的一部分. 

關於避免罪惡的事情, 耶穌用了強而有力的話說: “誰如果使這些信者中的一個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塊驢

拉的磨石, 套在他的頸項, 投到海裡, 為他更好 (谷 9:42),” 和 “你瘸腿進入生命, 比有雙腳, 而被投入地獄裡

更好 (谷 9:45).”拒絕所有一切可以導致我們犯罪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那些會破壞別人的信仰的罪惡. 

 

Page 5 網頁: HTTPS://HNOJATL.ORG 



Page 6 

在現今的社會上, 很多人不願意承認罪惡這個事實; 他們的看法是罪惡只是宗教所發明的, 想使他們感到內疚. 

他們說: “我做了一件錯事, 但是這並不是罪. 因此, 我不必感到內疚.” 不過, 如果我們相信聖經是天主給我

們的啟示, 我們該承認有罪惡這個事實. 罪惡就是違反永恆法律的一句話, 或者一個行動, 或者一個渴望; 它是

一個得罪天主的行為, 亦即人在一個逆命的行為上, 起來反抗天主, 與基督的服從背道而馳 (教理1871). 

有些人喜歡想像耶穌並不重視罪惡; 但是在福音裡, 我們可以看出耶穌並不認為罪惡是小事情. 罪惡能夠把我

們套住而讓我們無法脫身. 讓我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聽吧. 以前有一隻驢背了兩個五十磅的袋子, 裡面全是鹽. 

當它經過一條窄窄的橋的時候, 意外的就掉進河裡去了. 那隻驢游到岸邊的時候, 一半的鹽在水裡融化了. 那

隻驢就想, “哇! 那麼好的辦法來減輕我的負擔!” 第二天, 那隻驢又背上了兩個五十磅的袋子, 裡面全是棉花. 

因為它想要減輕它的負擔, 那隻驢就故意掉進河裡去. 當棉花吸收了水分, 它背上的袋子就越來越重了; 那隻

驢就開始下沉了. 那時, 主人立刻跳進河裡去, 把袋子解開. 那隻驢才慶幸的活下來了. 

感謝天主！上周六的福傳大會辦的非常的成功。有超過七十多個第一次的

來賓，客人及我們本堂教友們來参加。沈安行弟兄是大會的主持人，四位

教友的見證分享：第一位是「台北經文處駐亞特蘭大處」劉處 長，第二位

是李小霞，第三位是李述萱，第四位是张蕙燕。音樂是由 HNOJ 合唱團演

出。四位小组長分别是：徐冰瀅，徐春英，張超和馬汀蘭。 大會结束後即

開始慶祝中秋佳節晚宴，晚餐有教友們的拿手好菜及中秋月餅。在這里，

我們要特别感謝辛勞的為我們準備食物及清理場地的教友們！我們親愛的天父又再一次的降福了我們！  

恭喜所有新培训的送聖體聖血員及讀經員們！我們期待你們在彌撒里的服務事工。在

最近剛结束的培训里希望能更加深你們為天主子民服務的熱誠；同時，也為慶祝彌撒

注入更深的敬意。基于便利您，請上我們的網站，參閱在信仰和禮儀内的注意事項。  

    曙光月刊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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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傳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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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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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常是有關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也是他們的信仰

史。經文使我們再次回想他們在梅瑟帶領下離開埃及的情

景，在荒漠裡一路上慢慢行走，他們的生活是起起伏伏的，

經常看見自己有時熱心，有時又沒信心，有時感受不到天主

在他們身邊，和自己的冷淡，因為他們的生活經歷那麼多考

驗。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也因為他們的軟弱和罪惡，受過

充軍之苦，國家滅亡，從人民到官員一個個被俘虜。 

以色列子民的經驗可作為我們信仰生活的反省，我們

像是他們的縮影。我們的信仰生活也是高低起伏，有時感覺天主的同在，有時又好像處在沙漠的乾旱

中，缺少水份。反省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的經驗是什麼。 

讀經一，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告訴以色列子民，「不要擔心、不要氣餧、不要失望，跌倒了，再

爬起來，因為天主一直看顧著我們。」天主當時如何對待以色列人民，現在也同樣對待我們。不論是

那個國家民族、甚至個人，天主都是一樣的。先知的話對我們很受用，只要我們相信，願意聆聽。 

讀經一和福音有共同的核心訊息：「天主永在，天主不會放棄祂的子民，天主將要照顧他們，特

別是對弱小者的協助。」天主治癒的手要開啟瞎子的眼睛、使聾子聽見、瘸子跳躍、啞吧開口歌唱。

以信仰的角度來說，這些身體上的缺陷，代表我們不能體會天主的救恩行動。 當我們看不見救恩的行

動，就像瞎子；不願意走天主指示的道路時，有如跛子；不懂得開口讚美天主，又像啞吧一樣。耶穌

藉救恩行動表達祂的愛，天主的救恩就在我們當中，我們該做的是什麼呢？ 

救恩在我們當中，若我們不專心、不努力、軟弱、偷懶，就會視而不見，聽不明白，或很快忘記。

不用心被蒙蔽了，看不到天主藉別人的作為帶給我們的啟示。 天主就在我們生命當中，祂希望我們會

發現而改變。 

在法蒂瑪、露德等有名的朝聖地所發生的奇蹟經驗，治癒奇蹟不僅是因為天主垂允了朝聖者的祈

禱，使他們的肉體被治癒了，天主也轉變了他們的心靈。在朝聖奇蹟經驗中，重要的是信德加深了。

朝聖的奇蹟經驗，使他們心靈上的軟弱、不安、恐懼、疑慮得到治癒，較以前更接近天主，愛天主。 

我們接受肉身疾病的治療，它是一個記號，要懷著感恩的心，不要只停留在外表的光榮奇蹟，天

主更希望改變的是我們的心，自私、驕傲，敗壞的心，天主渴望藉著人心的悔改，改善人與天主，以

及人彼此的關係。因人心的悔改而避免更多天災人禍，這是許多朝聖者內心經驗到的。 

另一種說法，朝聖不見得一定要到一些有名的朝聖地，每次到聖堂來朝拜就是朝聖。每一次用心

準備自己被提升、被聖化、被改變的心態；天主聖神一定會改變我們。這就是朝聖的心態。 

第二篇書信，作者雅各伯寫信的對象是當時較貧窮的人，是在社會中受歧視的一群，也有因基督

信仰而被人排斥的；更讓人驚訝的是，這現象也存在猶太會堂中。雅各伯認為基督徒團體不應以財富 

更大的奇蹟──心靈的轉變 
蘇崑勇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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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外貌取人，這不符合耶穌為我們所傾流的聖血，甘

願犧牲，祂特別關心貧窮弱小的人，把救恩許諾給他們。 

貧窮不限於物質方面，精神上自覺匱乏、孤獨、不平

安、感受不到愛的時候，這是精神上的貧窮。當年台灣正蓬

勃發展的時候，印度的德肋莎姆姆到訪台灣，記者採訪姆姆

時問道：「妳在台灣看到窮人嗎？」姆姆的回答：「如果你

指的是金錢物質上的貧窮，我的確沒有看到，但我倒是看到

不少精神上、心靈上貧窮的人。」 

人若蒙天主降福，在肉體上得到疾病的醫治，有深一層的意義，天主也要醫治我們的心靈；但我

若不打開心門，雖然身體被治療，但看不到、聽不到天主的記號和救恩，身體康復後也容易和天主疏

遠。 

天主子女之間互敬互愛是教會的基本法律，使教會中無論貧窮或富有，已經受洗或尚未皈依，受

過教育或不識字的，都能生活在一起，相處共融，這份互敬互愛的力量，來自耶穌，形成團體的價值

觀，以這個價值觀對社會產生影響，改造世界，這才是天主的旨意。 

科學醫藥發達的今天，仍有許多疾病無法解決，渴望天主的奇蹟出現。然而，讓我們想想，天主

治癒我們疾病之後，我們的心是否更接近天主，還是遠離天主？所以，在人間最需要、最大的奇蹟是：

人心的改變向善，彼此的互敬互愛，合一與和平的精神，不斷地成聖成賢，這才是人間最大的奇蹟！ 

【乙年常年期第 23 主日證道 依卅五 4-7; 雅二 1-5; 谷七 31-3】 

護守天使（紀念）The Guardian Angels 
http://catholic-dlc.org.hk/st/Oct/2/2.htm 

 天使是天主的使者，執行天主委派的工作。聖經記載了

很多有關天使向世人傳達天主訊息的故事，天使也受天主派遣保

護及引導人。 

  

「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紮營護守。」（詠

34:8） 

「他必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條道路上保護你。」

（詠 91:11） 

「你們小心，不要輕視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因為我告訴你們：他

們的天使在天上，常見我在天之父的面。」（瑪 18:10） 

  

護守天使節在十七世紀列入羅馬禮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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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 人人都有一位護守天使 , 應順從他的規勸 
鹽與光 2015年 10月 2日 

http://saltandlighttv.org/blogfeed/getpost.php?language=ch&id=11043 

 10 月 2 日，教宗方濟各在聖瑪爾大之家主持清晨彌撒。教會

當天慶祝護守天使慶日。教宗表示：天主為我們每個人安排了一位

天使「同伴」，叫他規勸和保護我們；我們應當順從地聆聽這位天

使。 

 天主喜愛並保護每個人的證據可以在《聖經》最初幾章中找

到。當天主把亞當趕出樂園時，並沒有棄之不顧，沒有對他說：

「你自已看著辦吧！」教宗引用集禱經和聖詠中的話指出，護守天

使始終臨在於人與上天的每個事件中。《出谷記》記載：「看，我

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為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所準備的地

方。」（出 23:20）。這篇禮儀讀經談到一種特殊的神聖臨在；教宗

強調，上主將這種臨在賜予眾人，人人都有一位陪伴自己的護守天

使。 

 「他常與我們同在！這是事實。他如同是天主派駐在我們身

邊的大使。上主勸誡我們：『要尊重他的臨在！』比方說，當我們

做壞事或者認為自己的行為不被人所知時突然想到：不，有他在。這就是尊重了他的臨在。我們要

聆聽他的聲音，因為他在規勸我們。當我們感受到『做這事較好，不應該做那事』的啟發時，我們

『要聽他的話，不可違背他』（出 23:21）」。 

護守天使常常保護我們，特別保護我們不受罪惡侵擾。有時候，我們認為自己可以隱藏很多事，醜

陋的事，但這些事最終將大白於天下。 

 教宗說:「天使在我們身邊，是為了規勸我們，保護我們，就像是一位朋友所做的那樣。這

位朋友我們看不見，卻感受得到。這位朋友終有一天“將與我們在天上一起享受永久福樂。」 

教宗說：「我們需要聆聽他，尊重他。聆聽和尊重這位旅伴叫做順從。基督徒應該順從聖神；順從

聖神應當從順從這位旅伴的規勸開始。」 

 教宗指明:「為了做個順從者，我們應該成為像小孩子那樣的弱小者，也就是耶穌所說的在

祂天父的國中最大的人。因此，護守天使是一位旅伴，他教導我們自謙自卑，甘願做小孩子；我們

應當聽從他的教導。」 

 教宗最後說：「今天讓我們向上主祈求恩寵，使我們順從、聆聽這位同伴的聲音，這位以天

主之名常駐我們身邊的天主使者的聲音，從而得到他的幫助。我們也藉著這台彌撒讚美上主，並牢

記上主的慈愛：祂在我們背棄祂後沒有丟下我們獨自一人，沒有遺棄我們。」 

 

來源: 梵蒂岡電台 

http://saltandlighttv.org/b/?aid=1&an=%E9%B9%BD%E8%88%87%E5%85%89&language=ch
http://zh.radiovaticana.va/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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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日：十月十五日 頭痛患者的主保 （生於 1515 年，歿於 1582 年） 

聖女誕生（主後 1515 年）前的不到二十年，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為歐洲人開啟了向西半球殖民的風潮；聖女誕生後二年，馬丁

路德開始了新教的革新。這些巨大的變動，使得聖女從外在的騷動

中指出一條走向內在平靜的道路。  

聖女的父親是一位非常嚴格、誠實而又虔敬的人，母親則偏愛

閱讀些浪漫的小說著作。由於聖女的父親非常厭惡這些不切實際的

文字，因此母親只好將它們藏了起來。聖女年幼時也愛閱讀這些浪

漫的著作，但父親與母親的立場卻讓聖女夾雜在左右為難之中──

聖女的父親要求她絕不要撒謊，而母親卻要求她別將書的事告訴父

親。她說：「當時，我很害怕我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  

聖女在自傳中寫道，她五歲時，曾說服兄長說：「讓我們出於

天主的愛，到摩爾人那去求他們將我們殺死吧！（聖女是想以自己

性命交換摩爾人軍營中的俘虜）」結果，她們出城走了好長的一段

路，才被叔父找回家中。這個事件之後，聖女度過了一段極其平凡的歲月，但她很清楚自

己是個罪人。聖女年輕時，就像其他同年紀的少女一樣，一心想的只是男孩子、華服、閒

談與叛逆； 16 歲時，聖女的父親認為她已難以管教，於是將她送到一座隱修院裡。起初，

聖女極為厭惡這樣的生活，後來因她對天主的愛與日俱增，並發現修院的規定比她的嚴父

輕鬆許多，因此便開始享受這種生活了。  

當聖女年紀漸長，必須面對婚姻與修道生活的抉擇時，她很認真地思考了一段時間；

心想母親的那段艱困婚姻並不吸引她，而做修女在她看來也不那麼有趣。但最後，她還是

選擇了修道生活，因為她認為像她這樣傾向於犯罪的人，修道院是唯一的安全所在。  

當聖女的修道生活植根於加爾默羅會時，她開始學習並操練心禱，她說道：「（在心禱

中）我儘可能地使耶穌臨在我內…我的想像力很駑鈍，以至於我一點也沒有圖像的天份或

偉大神學家的頭腦。」聖女以此法斷斷續續地祈禱了十八年，自己已有成果卻毫無所悉，

部分困擾她的原因是：修院並非如她原先所想，是一個安全的所在。許多無處可去的婦

女，無論有無聖召，都會為修院帶來經濟上的張力，她們會被鼓勵離開修院一段長時間，

以減低院內的開支；修女們還會自己點綴首帕，並帶上珠飾；在院內，修女的地位是以金

錢衡量，而非虔敬；院內的訪客常是絡繹不絕，接待室也常有包括男士在內的聚會；修院

內所謂的靈性生活指的是歇斯底里、哭泣、過度補贖與自我欺騙的神視等。  

聖女大德蘭（教會聖師）  

http://epaper.ccreadbible.org/epaper/page_99/73/teresaofavila.htm 

http://epaper.ccreadbible.org/epaper/page_99/73/teresaofavil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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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遭受的困擾與聖方濟亞西西一樣──非常有個人魅

力，每個人都喜歡她，而聖女也喜愛被人所愛。她發現，在

院內很容易墜入世俗的生活而忽略了天主；修院也鼓勵她多

接待訪客，因為藉著聖女所傳授的心禱，訪客們所帶來的禮

物，確實能改善修院內的經濟狀況。然而，聖女卻也因此更

陷於阿諛奉承與空洞的閒聊之中，而非她所渴望的靈性指

引；或許，這些不是什麼大罪，但卻會使她遠離天主。  

爾後，聖女患了嚴重的瘧疾，人們都以為她要死了，因

此早已為她掘好墳墓，但聖女卻在昏迷四天後清醒了過來；

這場重病使她癱瘓了三年，後來也從未完全好過。然而，這

病症不但未給聖女帶來任何靈性上的幫助，反而成了聖女完

全放下祈禱的一個藉口，例如：她需要被照顧而不能獨處、

她身體不夠健康以致於…等等。以後她說：「祈禱是一個愛的行動，不需任何言語；即便

生病會使我們從聖善的思想中分心，但祈禱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愛的意願而已。」  

在虛假的謙遜之下，聖女無法好好地祈禱有數年之久；她認為自己是個不配蒙受天主

垂顧的罪人。然而，一旦遠離了祈禱生活，那就好像是一個「遠離母親胸懷的嬰兒，除了

死亡之外還能期待什麼？」  

當聖女 41 歲時，一位司鐸勸告她回到自己的祈禱生活中，但她還是覺得困難。她說：

「祈禱時，我更渴望的是快些結束而非停留其間；為我來說，沒有一種補贖比操練祈禱來

得更加沉重。」聖女也常在祈禱中分心：「雜念如此地狂野，就好似一個難以被束縛的瘋

人一樣。」因此，聖女也非常同情那些在祈禱上遭遇困難的人們：「我們所忍受的試煉，

都無法與這種內在的爭戰相較量。」  

然而，聖女的經驗卻給了我們關於心禱的最好敘述：「在我看來，心禱就是與好友的

親密分享；這意謂著我們應常花時間與那愛我們的人獨處；重點不在想得多，而是愛得

多，且儘量去做那些能激發你去愛的事情；愛，不在於尋求歡愉，而是渴望在每一件事上

取悅天主。」  

當聖女再一次開始祈禱時，天主賞賜了她靈性上的愉悅：在靜默的祈禱中，天主的臨

在壓制了她活躍的感官；天主的愚妄擄獲了她的靈魂；結合的祈禱使她覺得靈魂已在義德

的太陽下融化了；有時候，她甚至會在祈禱中神魂超拔；若她感到天主正要將她的身體帶

離地面，那麼，她會緊緊抓住地板，並要求其他姐妹將她按住。聖女對此並不覺興奮，反

而「更加祈求天主別在眾目下賞她此般恩寵。」  

在聖女的書中，她以科學家的方式解析神祕經驗；她從不認為這些恩寵是來自天主的

賞報，而以為那是天主「責罰」她的方式；她感受到的愛越大，她就越難冒犯天主。她

說：「我們對天主垂顧的記憶，遠比懲罰的想像更能將人帶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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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有段時間相當依賴朋友，但直到有一次天主告訴她「不

要再與人們交談了，而應與天使交談。」於是剎那間，天主賞了

她數年努力都無法獲致的內在自由。以後，在聖女生命中，天主

總是佔有首要位置了。  

但是，聖女的一些朋友們卻不喜歡這樣的改變，他們聚集討

論一些「醫治」她的方法。他們的結論是：聖女被魔鬼矇騙了，

因此找了位耶穌會士來分析她。這位耶穌會士雖向聖女保證她的

經驗是來自於天主，但凡知道的人都以此來取笑她。  

另一位神師向聖女說：那神視必是來自魔鬼，於是命令她每

次在神視中見到耶穌時，要向其作一個所謂「無花果樹」的不雅

舉動。雖然聖女極不情願，但帶著對耶穌的歉意，她仍是遵照命

令如此行了。幸運的是，耶穌並不為此而憤怒，反而告訴她服從神師是對的。她在自傳中

說：「面對魔鬼不必懼怕，藉由多談論天主即可戰勝牠。」  

關於祈禱的愉悅經驗，聖女覺得平安、靈感與受到鼓舞的感受是來自天主經驗的最好

明證。她說：「若這些效果沒有臨現，我就會強烈地懷疑這種神魂超拔是否來自於天主

了；反之，我就會害怕它是否是由狂犬病所引起的。」  

有時，聖女很難不因周圍的敵意與流語而向她的「親密摯友」抱怨；當耶穌告訴聖女

說：「德蘭，那就是我對待朋友的方式。」時，聖女會回答說：「難怪祢的朋友這麼

少。」正因為耶穌的朋友很少，因此聖女覺得他們定是極聖善的一群，這也是為何聖女決

心改革她的加爾默羅修會。  

聖女 43 歲時，她決心革新修會制度，在既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回復到起初以默觀

為基礎的新會院，那是一種為善度祈禱生活而甘願貧窮、單純的生活方式。這聽起來好像

不太難。然而，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當新會院（聖若瑟隱院）的計劃被洩漏出去的時候，她被神長們斥責，同會姐妹也要

求她應為現在所住的會院籌款，並接受調查。聖女想要的只是一個祈禱的簡樸生活嘗試，

但整個城鎮卻為此而反對、訴訟她。儘管外頭已是滿城風雨，但聖女卻完全信賴天主，沉

著地繼續向改革之路邁進。  

聖女說：「願天主在那些昏愚的聖人前保護我。」這就是她繼續著手建立新會院時的態

度。為聖女而言，靈修生活是一個愛的態度，而非一些規則；儘管聖女宣稱貧窮，但生活

上她卻寄望於工作而非祈求哀矜；她寄望於對天主的服從更甚於補贖；她說：「若你做錯

了什麼事，不要懲罰自己，改變就好。」若有人覺得沮喪，聖女的建議是：去可以看到天

空的地方散步走走；若有人驚訝聖女吃些好的食物，她會回答說：「吃鷓鴣有時，補贖有

時。」對那些願意默想地獄的弟兄，她會回答說：「千萬別這麼做！」  

一旦聖女有了自己的會院，那麼，她就能過著平靜的生活了。若有人這樣想，那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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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錯特錯了。聖女相信：最有力、也最被接受的祈禱應是導向行動的；好的果實比那些

只能讓人在祈禱中感到舒服的虔敬感受重要太多了。  

在聖若瑟隱院中，聖女花了大半的時間撰寫她的自傳；

她如此做並非為了打發時間、尋找樂趣，而是被命令的。因

為許多人質疑聖女的神祕經驗，而這本書不是為她帶來澄

清，就是帶來審判。為此，她雖在書中做了許多掩飾，卻仍

然在陳述中流露出深湛的思想來。她說：「我知道什麼，我

只是個可憐的婦女而已。」這樣的說法，讓調查會順利地結

束了，他們不但喜歡此書，還為聖女作了澄清。  

在聖女 51 歲時，她認為該是擴大革新的時刻了。她四處

奔波，只為了創建更多具革新精神的隱院；然而，任何阻礙

都不會比來自同是過奉獻生活的弟兄姐妹的阻礙來得艱鉅；

她當時被教廷大使形容為「一個不斷抗命、四處遊蕩、且自以為是的人。」當聖若瑟隱院

的修女選她為院長時，加爾默羅會的會長下令將該隱院的修女們逐出教會；一位代理主教

則在會院門外派駐一法官，使得聖女不得其門而入；聖女所經之處，其他修會也都大力反

對她。為了避免騷動，聖女只能秘密地在半夜進城；有時候，聖女所獲得的協助，反而使

她們的景況更加險惡。有一位公主曾命令聖女開辦一座會院，並帶來許多行李與僕婢。當

聖女拒絕公主要修女們跪著伺候她的要求時，公主反而在評議會上控告了她。  

在另一城鎮中，當修女們半夜抵達她們的新會院後，隔天早上醒來，卻發現會院的一

面牆已經被破壞了！為何每個人都如此偏激呢？聖女說：「看來，現在已經沒有人願意為

真正愛基督的緣故而被想成是瘋子了！」無論是修道人或在俗之人，他們似乎都不願意聖

女來提醒他們天主願意他們如何生活了。  

聖女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這些困難。很快地，有許多人喧嚷著要來申請加入她這革新

的會院；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思考聖女說過的話，並向她學習祈禱。於是，在很短的時間

內，聖女關於祈禱的想法不但席捲了西班牙，更影響了整個歐洲。  

1582 年時，她被總主教邀請到該屬地建立一座隱院；但是，當聖女在滂沱大雨中抵達

時，總主教卻命令她回去。聖女只如此評述道：「連天氣也是這樣地令人感到愉悅啊！」

當聖女病重之時，她受命前往探視一位貴族仕女的臨盆，當她們抵達時，嬰兒已經誕生

了。她說：「此後，再也不需要聖人了！」此時，聖女已病得無法離去。於是，便在十月

四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七歲。  

聖女是「赤足加爾默羅修會（Discalced Carmelites）」的會母；因著她在祈禱方面的

著作與教導，教會在 1970 年時隆重地冊封她為聖師；她是教會中獲此榮銜的三位聖女之一

（另二位女聖師是聖女加大利納與後來被宣聖的聖女小德蘭）；聖女大德蘭是頭痛患者的

主保；她的標記是一顆心、一隻利箭與一本書；她在 1622 年時榮登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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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姥隨筆雜記  

2018 年 10 月 

我的見證, 9/22/2018 于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Norcross, GA. 

 

 各位來賓，各位主內兄弟姊妹們大家好。今天有

幸為天主服務給大家做個見證。見證，就是說說我個人親

身實際的經驗。我的本性是比較淡泊沈靜，並不適合在大

眾面前演講，但是我既然想要為天主工作，就得義不容

辭。 

另外，我也知道有人在想，怎麼這個人是這麼高的老太

婆，等一下，再說說 我為什麼這麼高。 

 我是 1950 年由母親帶著我及弟弟從東北輾轉到台灣，與父親相聚。那時我還沒有上小學。 

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社會，我家只是個普通的中國人家庭，有一般中國人在道教，佛

教，儒家思想的綜合性的觀念之間，親友中沒有人信基督教或是天主教。 

 很小時候愛聽故事，故事多是長輩口述，不外乎是忠孝節義的故事，那時，因為貧窮，沒

有家當，更沒有書，卻記得我看的第一本書是「三國演義」，那是我父親從朋友借來的書，我雖然

不是立即就看懂，是跟著父親看，大家知道三國演義強調忠義英雄的書，是跟據三國誌演變而來，

在中國幾本有名的章回小說內宗教思想少一些的歷史小說，這本書對我那時候才七歲的我有兩個啓

發，就是對歷史及閲讀的興趣，後來的幾年也看了許多許多古文經典。 初中後增加了對西方文化

之探索，我的興趣很廣，我看的書也雜。而且我看書也很快， 現在也ㄧ樣。 

 先父在東北原是教師，學生很多。到了臺灣以後，經常幫助由東北家鄉來的受難者，尤其

是流亡學生，他雖是拿著教師微薄的薪水，但是有些人脈，幫助了不少人。他也經常訓導我們子女

做慈善工作。記得看了許多傳記及報導對於天主教在社會上做的事，尤其是在慈善事業上的貢獻非

常令我佩服。 

 高中時代，是許多青少年在人生的道路上很重要的階段。那時代對我個人來說；最擔心的

是考大學及以後的出路，心中惶惶。對未來總覺得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加上要參加一年一次的

大專聯考，考生多， 大學有限，競爭性強，淘汰率高，心靈上的負擔很沈重。每天都在擔心。我

的髙中學校，是台北的二女中，是個女子高中，女校少了許多兒女情長方面的麻煩，多了些功課上

的重擔。到了高二，學校就針對考大學而分組；理工，文史法商，自然科學等三組。我選的是文組

的，分班後有些新轉來的同學，其中就有一位天主教徒，剛好坐在我旁邊。我那時騎腳踏車上學。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回家時騎到了新生南路，天主教聖家堂，有一位外籍的神父在庭院中手拿著

念珠正在唸經，一陣風吹起他的長袍，我正好經過，就轉頭看了一眼，突然心上好像是被打擊了一

下。這個感受很奇妙。第二天就問那位同學，如何成為一位天主教徒。她正好是聖家堂的教友，經

過她的介紹，就這樣我開始參加了天主教的教義班。很快的領洗成為教徒。 

 那時候我認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在幾個宗教派別內，我分析也認定了 1. 天主教教義 



Page 17 
網頁: HTTPS://HNOJATL.ORG 

最是正宗，有久遠的歷史 2. 雖是外來的宗教，但是與華夏文化中的

倫理道德觀念尤其是儒家思想, 及博愛精神很接近。3. 天主教會慈善

團體很多並且名譽良好，4. 我欽佩的幾位神父及修女學問好，才華洋

溢。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回想起來才瞭解兩個重點； 1. 在

我看到那位神父是正在唸經，是玫瑰經，我們天主教徒都知道這玫瑰

經的力量實在強大無比。那個打擊我心頭上的那一剎那，也是聖神的

力量來打動我。2. 並不是我揀選了天主，而是天主很早就揀選了我。 

 成為天主教徒後，心理上似乎感到有一個新的人生開始，許

多揺擺不定的感受及擔心慢慢減輕了，心定下來了，也在學業上專心

多了，自然成績也進步不少。 

 青少年期的人生，一般來說心理情緒上很不穩定，但是我却有很清楚的有了平穩的目標，

知道以後要學甚麼，做甚麼事（研究歷史或是在圖書館做事，）高中後參加大學聯考，那時，我天

天祈禱。結果我考的分數很高，考上臺灣大學圖書館系，那是我的第一志願，在大學時我也兼修了

歷史系。後來出國深造，成家立業，感謝天主，一路走來受到不少眷顧及引領, 最近幾年還親眼目

睹了幾個奇蹟。到今天我進天主教已經五十六年了。我想天主給了我這麼好的恩寵，不能私自藏

著，應當要分享與有心的人，希望更多人也有這樣的選擇，做一個明智的決定，來領受天主的照

顧，有一個心靈上輾新及幸福的人生。 

 現在，我與大家分享我為什麼這麼高，我身高 174 公分，也就是 5 呎 9 寸，我在高一時就

是這麼高了。回想到我成長的時光，因為太高，常常受人批評。就是走在路上也常常有人指指點

點，或是有人說些無聊的話。所以那時期我特別的自卑，對於身材外貎非常敏感。不願意在人前露

面。唐代詩人李白在他的「將進酒」裏有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很多人都用這句話來開導我，

安慰我，不要為自已的身高而難過。進教之後慢慢地知道另外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天主造人，

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長像，才華，也不一樣：祂賜給每人的使命及際遇也不一樣，更重要的是衪

給了每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是選短處還是選長處，要自己決定。明白了天主的恩賜後，我就利用

我的缺點轉成優點來；比方說，我跟親友一起出去的時候，都以我為目標，在擁擠的人潮中，沒人

會走失，來到美國後也改變了不少外國人對中國人身高的偏見，以至後來我明白了自己是來為國爭

光並引以為榮。還代表過中華婦女會出席官方活動以及國際會議，上過了報紙也被電視台採訪多

次。有了天主的眷顧，對於自已的缺點就再也不再意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因為我的經驗做借鏡，在

與人交往的時候，多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少以貌取人：也就是不因高矮胖瘦黑白美醜來評論別

人。 這，就是我長這麼高的原因。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