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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女神像1 
 

自由女神像是一尊巨大的銅像，是法國藝

術家 Auguste Bartholdi 的雕刻創作，又是 
法國人民自願的捐獻禮品。一八八六年十

月二十八日，法國當禮物送給美國來慶祝

美國的自由民主。這座自由女神像位置於

紐約的海港，使來美的移民在一到紐約就

看到一個吉祥徵兆，自由和希望。在這自

由女神像的地基上，刻著一位猶太籍的女

詩人 Emma Lazarus 的一首詩。這首詩擁有

動人的表態和言語。 
 

她的名字是流亡者的母親。 
她手中的火炬 
向全世界發出歡迎的光芒。 
她沉默的嘴唇在呼喊： 
給我你們疲倦的，你們貧窮的， 
你們擠在一起渴望呼吸自由的， 
你們擁聚海岸卑鄙如垃圾的； 
把這些無家可歸的， 
被狂風暴雨打擊的都給我。 
我在金門旁舉起燈，等著你們！  

                                                 
1 本期心聲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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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心聲感謝張漱昕神父在百忙中為心聲寫文章教導。天主為

王，天國的喜訊是種子，父母把這種子種在子女的心田裏。子
女雖有磨練，在天主的恩寵下，種子會結出天國的果實，  
 
感謝徐憶曾姊妹慶祝美國國慶感言的文章。她在美國悠久，她
對美國有很深入的知識，美國的不幸使她傷心，所以徐憶曾姊
妹鼓勵每位做國民的人，努力使美國越來越民主自由平等。 
 
感謝吳祖明弟兄的「國慶有感」也是許多美籍華人的感觸。這
些華人既愛出生的祖國，又愛生活地的美國。每逄兩國國慶， 
都求主賜中美領導擁有智慧。使這兩大國互惠合作，國泰民安。 
 
張弘俊執事。在「跨越疫情再出發」的文章裏，他把新冠病疫 
Covid 19 與巴比倫 70 年的充軍相比。波斯王居魯士宣佈猶太
人可以回故鄉，但是只有充軍的一小部份回故鄉。以往一年多
（2020 年三月到 2021 年 5 月）為了避免病疫的傳播，遵守隔
離。主教寬免教友主日進教堂望彌撒的責任，可以在家在電視
前望彌撒做祈禱，並且用新的科學溝通方式 ZOOM，彼此連絡
進修。倒是非常方便的。張執事祈禱並鼓勵所有教友在病疫結
束後歸回美華來繼續張雷神父建立美華天主堂的使命。 
 
1949 年中國大陸變色後，中國共產黨想盡方法，不惜手段要處
死天主教。政府有效地使天主教不興旺，但是無法使天主教滅
亡。兩位由大陸來的教友，最近加入了美華給我們見證。感謝
周佳存弟兄，在他「我神奇地進入了天主教」的文章裏，他證
明了天主聖神的神力是無限的神奇。我們也感謝唐斯劼姊妹，
在她「感到美華是我家」的文章中，敘述她的信德好像是睡了，
幾乎是死了，天主的聖寵卻使她的信德在美華復活起來。 
 
感謝歐陽文生弟兄為我們解釋了財富與貧窮本身不是祝福也不
是懲罰，它們是機遇，是天主給的機會。善用這些機會可以成
聖，妄用這些機會就變成罪惡。 
 
柳鍾霖姊妹 Sophie Wang 本人雖是一位博士。但是她還是以學
生的身份來讚揚她的教授 Dr. Alex Nickon. 這位教授的博學多
才，尤其是他的幽默和關懷，是 Sophie 敬佩的做人之道。 
 
感謝丁淑荃姊妹為我們介紹了聖伊麗莎白安席頓姆姆。這位姆
姆真是了不起：她是由基督教改信天主教；做主婦後再做修女，
又創立女修會；她養育的自己的五個子女，並舉辦女校及女孩
子的教育，以後還辦孤兒院。她是第一位美國聖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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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天國的種子 

 
張漱昕神父 

 
清朝初年唐甄寫的寓言《山東公子》這樣記載：從前，在

明代的時候，山東有一個富家少爺，雖然有錢卻喜歡享樂，不
能吃苦，即使是鄉里間往來，也是非乘馬不去。有一天要到北
京去，少爺挑選了好馬和健壯的僕人跟隨。他騎在馬上，手執
韁繩，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一會越過險峻山道，好不快意。
馬又好僕又壯，一天走二百里路才歇夜，真是快活極了。哪里
知道，再往前走，就碰上了強盜，好馬被搶走了，壯僕也不見
了，一個人哭天喚地，四處張望，也不見有救援之人。最後沒
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起來前行，小腿腫了，腳掌起了老繭，
從河間出發，走了十五天才算到達北京。那僕人和馬匹，是到
遠方去的憑藉，一旦半路丟失了它，腳不如人，力不如人，想
進不能進，想退不能退，左也沒人幫忙，右也沒人幫忙，到了
這個時候，難道就只有等死嗎? 只有依靠自己才有出路。 

 
唐甄的寓言讓我們明白人在困難時，會激發自己的鬥志，

內心會堅強起來，努力奮鬥，尋找生存之路。這是在磨難中成
長起來的剛毅。 

 
天主創造人時，就賜給人自我成長的能力。耶穌在講述天

國時這樣說：“天主的國，好比一個人，把種子撒在地裡；他
黑夜白天，或睡覺或起來，那種子發芽生長，至於怎樣，他卻
不知道，因為土地自然生長果實：先發苗，後吐穗，最後穗上
長滿麥粒。＂（谷四 26-33） 

 
天主的國就是天主為王的國度。以天主為王，我們就會聽

到喜訊，獲得救援，充滿喜樂。因此，當我們教育孩子時，把
天國的喜訊、救援、喜樂種在他們心田上，他們的心中就有了
天國的種子，通過時間的磨練，就會結出天國的果實，因為種
子有自我生長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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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美國國慶感言 
 

徐憶曾 
 

    美國確實是當今獨特的國家，地域廣大，資源豐富，工業
興盛，醫藥科技上研究發展快速，多數佔全球領先位置。國家
以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憲法）為原則成立政治系統。 
 

美國政府的三大部份 
 
    美國政府有三大獨立的部份。行政部有國家總統、各州州
長、各市長、各縣長和警長都是由人民選出來的。另一部是立
法部，是議會。國家議會由參議會和眾議會組成，內部的議員
也是由人民選出來的，代表當地百姓的需要和意見在議會中發
言。各州，市也有議會，與國家議會有相同的作用。立法部成
立方案要行政部去執行。行政部提出對國家，州區，市區所做
的計劃，需要議會通過後才可實施。還有一大部份是司法部，
以正義公道來執行法律。美國的最高法院有九位終身大法官。
大法官不是人民選的，而是由總統提名，議會贊同後就職的。
他們的權力非常大，除了解釋憲法外，他們還有權判斷國會立
的法律及每州立的法律是否合法，即符合美國的憲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變成了全球各民眾嚮往的地方。歐洲有
德國，蘇格蘭，愛爾蘭等地，亞洲有中國大陸，香港，台灣，
韓國等地，東南亞的越南，馬來西亞，印度等地的百姓們往美
國跑，為避免共產黨主義的侵害，中南美洲鄰近國家的民眾為
免受惡劣勢力的壓迫，或艱苦的生活環境，大批的往美國來找
機會。美國成了一個移民的天堂。移民的來到，也帶來了他們
常有的文化、風俗、和語言。美國的社會就是由各種不同民族、
文化背景所組成的。舉個例子來說：「民以食為生」就以休士頓
市的餐館為例、就有中式、日式、印度、越南、韓國、意大利、
法國、墨西哥等等。 
 

我在美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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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多年前，為了求學進修來到美國，第一站在約紐城的
約紐大學主辦的癌症護理班，專為來自外國的護士得到最新的
癌症知識。班上成員有來自日本，韓國，台灣，菲律賓。有兩
位專任教授指導我們，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黑人；那是我第
一次接觸到不同種族的人。她們對我們同學們都很友善，周到，
讓我們很容易地進入情況，一邊上課，一邊去醫院實習。 
 
    大學部還為我們加強英文講話和寫作的能力為我們開課，
還安排一個週末讓我們到接待外國學生的家去。這家人是當地
美國居民。他們自願義務替大學各校院接待外國來的學生。介
紹我們認識錢幣的價值。記得他們特別指出十分錢的硬幣，型
狀比五分錢硬幣小，但價值卻比五分錢硬幣高。 
 

我與德州的緣份 
 

    癌症護理班一年後結束。天主祝福，我申請到德州聖安東
尼市的 Incarnate Word College 唸書。取得學位後到休士頓找工
作。人生的路就在如此順利安然中走下去了。我總覺得在我周
圍的師長、同學、朋友和同事們像是天主派來的天使似的伸出
相助的手，關愛的友情。主的恩寵藉著這實際感受得到的來澆
灌我的心靈，使我得溫暖安全。感謝天主。 
  

恐怖的外來侵略 
 
    美國打過許多仗也參與過許多戰爭，卻都在美國領土以
外。但是有兩次美國直接受到外來的侵略。前一次是 1941 年
12 月 7 日，日本轟炸珍珠港。最近一次是 2001 年 9 月 11 日，
由極端的伊斯蘭教恐怖份子（Al-Qaeda）有計劃地，有目標地
向美國攻擊，用搶劫來的美國航班飛機衝向紐約市「世貿大
樓」。飛機和大樓在煙火中一起燃燒。現場情況在電視影幕中向
全世界播送。真是慘不忍睹。 
 

 前任總統川普的政治態度 
 

    美國總統雖是以民主方式由人民選舉出來的，但是選上
之後，他的性格，思想與政策對人民的生命甚至國家的名譽會
有極大的變化。前任總統川普真是一位出奇的人。他是以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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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生意，得到許多財富，毫無主管行政為公眾服務經驗的人。
在 2016 年，意外地當選了總統。在他四年任期內所做所行的
事，可看出他的態度。他是「唯我獨尊」，「自善其身」的人。
在行政主管職位的人選還未填滿時，就開始裁去不與他唱同調
的人。要美國退出「巴黎環保國際協同會」組織和世衛組織
（WHO )。新冠病毒肺炎侵入，他無能面對真實疫情的嚴重性，
不做應當防備的政策，不戴口罩預防，甚至恥笑別人戴口罩。
結果他自己染上了病毒。美國最好的醫藥把他治好了，但是全
美因疫情死亡了近五十萬百姓。全球各國都受疫情影響，他還
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引起一些無知的百姓傷害中國老弱
的居民。中華僑民也立刻向國會（Congress）反應。國會很快
地立法阻止這種「憎恨的罪行」（Hate Crime）。 
 

2020 年總統競選 
 
    2020 年又是選總統的時候。川普是共和黨的候選人與民主
黨候選人「拜登」競選。全國投票結果是「拜登」以最高票數
當選。川普卻是不照傳統的方式，出來認輸，反而喚起一群擁
護他的極端白種人，帶著武器（Militia） 向美國國會衝進去。
有史以來這種舉動從未有過。幸好副總統坐陣，主持國會證實
通過，確定當選人。幸而民主政治沒有被破壞。值得歡慶！ 
 

拜登總統執政 
 
    如今拜登總統當政，取得國會支持撥出經費補助百姓生活
費和營業機構因疫情所受到的損失，快速推出疫苗，按需要訂
先後為成年百姓注射疫苗。現在已進行到十二歲以上的人都可
接受疫苗注射。並幫助其他國家得到疫苗，才可以完全控制疫
情傳染。相信拜登總統已有計劃改善國家其他的問題。如貧富
相差的巨大距離，教育上提早讓孩童們上學，消除種族歧視，
促進國際間的關係等等。 
 
    我們做國民的也應守法敬業，友愛鄰人，大家以公益為先，
假如大家都這樣做，就會有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和國
家。願天主保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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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國慶有感 
 

吳祖明 

 
 由於我生長在中國的上海，對日抗戰才勝利，我就隨家人
搬去了台灣。那時我大概是 10 歲左右，一直到 1962 年在我 26
歲時來美就讀，這 16 年就再沒有機會回去過大陸。所以記憶
中，每年的 10 月 10 日，雙十節，臺北中山堂前的歡呼是我對
國慶的唯一記憶。 
 
 自從入了美國籍，國慶成了 7 月 4 日，入境隨俗每逢佳節，
記得都帶著妻女駕車去公園聽音樂，觀煙火， 不亦樂乎！不過
每年的 10 月 10 日還是不忘對母國的慶祝，記得還曾經好幾次，
盛裝隨當地華人社團參加過由當時的中華民國領事館舉辦的慶
典，並有美國政界的代表前往祝賀。時過境遷，自從中國中央
政府換了領導，中美關係也起了變化，好在國際間一直承認只
有一個中國，並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是無形中，現在中
國的每年生日提早了九天，10 月 1 日慶祝。 
 
 生活在休士頓 47 年，也見到地方上的很多變化。如果記憶
沒錯，今年 7 月 4 日該是美國 245 歲的生日。感謝天主保佑這
個以自由民主立國為本的土地和人民，這也是我當初來此追求
夢想的初衷，也更應將此理念用事實合理方式傳佈給他國也吸
收別國的長處，消除不同族群間的隔閡。各國為了各自利益，
用盡方法爭取，但須尊重對方，不加謊言，不用威脅，更不應
該加入私人利益以致危害到對方，相互信任更是重要。最近發
生在中俄和美俄間的領導會談是和好的象徵。願 主賜給中美間
領導的智慧。使這兩大經濟大國互惠合作，恢復友好，並領導
世界走向永久和平，人民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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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疫情再出發 
 

張弘俊執事 
 
超過一年的疫情給每一個人帶來很大的

衝擊，也給美華團體很大的挑戰。但它同時也
激勵了每一個人和美華團體，在疫情中發現新
的契機和突破成長的局限。在這一年基本上我
們每一個人都有機會靜下來面對自己，看到自
己的恩賜和限制，我們也在外在的困難中努力
爭取向上伸展的空間；同時，我們在無法與親
友面對面相聚的現實之下，也創意地使用現代
科技，以更即時、迅速而接觸面極廣的方式，做到了意想不到
的連結。在團體方面，我們透過線上直播，ZOOM 會議，持續
美華的日常工作：包括彌撒、教理講授、成人慕道、聖事陶成、
家庭教育、堂區會議、慶祝新年、讀經分享、練唱、祈禱、演
講、避靜等等，可以說，在疫情中我們不但沒有減少，反而增
加了許多平常沒有做的工作，有些服務已超越了地理的限制，
而觸及了過去我們遠遠沒有想到的範圍。 

 
在這樣的一個長期的調適和發展之後，我們幾乎可以繼續

這樣生活下去。這使我想到以色列人在被擄往巴比倫的七十年
當中，他們在異地所做的調適及其成果。我們現今所讀的舊約
各部書，大約是在這時期完成的。他們在受到極大的打擊之後，
痛定思痛，而將他們的歷史，結合於天主的救恩史，為世人留
下信仰經歷的真實紀錄，將天主的啟示以文字記錄下來。藉此
文字記載，他們希望後人能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做天主的順命
子女。然而，70 年的調適，已使居留異地的人落地生根，以致
在波斯王居魯士允許他們返鄉時，大部份的人寧願以異地做故
鄉。 

 
如果一年的疫情可以使我們改變生活方式，以色列人 70

年的放逐生活可以將異地視為故鄉，是可以理解的事。比較不
容易了解的倒是：為什麼有人願意返鄉？這些返鄉客，絕大多
數是從未生長在故鄉的以色列人，他們或是年幼時與家人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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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倫，或者是在巴比倫出生的猶太人。就如我們在美國出生
的子女，根本不會有返回台灣、香港、或中國定居的想法一樣！
為什麼會有為數五萬的以色列人會在第一批的返鄉潮中？我相
信這些人必定有很深刻的使命感、紮實的家庭教育和濃厚的信
仰生活，才有可能在異鄉仍保有對故鄉的思念，待時機一成熟
他們即可携家帶眷地往魂之所繋的故鄉進發。 

 
在我們跨越疫情，進入新實況的時候，馬上遇到的問題

是：恢復舊觀或是持續新的做法？返鄉的以色列團體對我們的
啟發是：承擔使命、落實教育以及深化信仰。這三者以使命為
優先之前導，因為沒有使命，我們縱然有強而有力的引擎和巨
大的火箭，也不知要朝那裏發射，往何方去深索。使命能夠給
我們指出正確的方向，導引我們的能量，使我們不致無的放矢！ 

 
在我們慶祝堂慶的那天，有兩件事特別使我有感觸。第一

是聽到吳兄和丁姐重述美華建堂簡史，以及徐神父講述教堂的
一窗一瓦，勾起了許多的回憶，也使我想起美華堂區的命名與
為華人福傳使命之用心。原來 Ascension 這個堂區的命名，並
非一時興起之選擇，而是創堂張雷神父有意選取英文字母排序
在最前面的字來作堂區的名字，目的是使有心尋找華人教堂的
人能很快地在教區或報紙的目錄中找到。據徐神父說，教友姜
佳莉一家人之所以找到美華，就是因為看到教區的目錄。因此，
美華堂區連名字本身都與為華人福傳的使命密切相關，真可以
說：我們的存在就是為了向華人傳福音。這正與聖教宗保祿六
世的<在新世紀中傳福音>勸諭第 14 條所說的完全相符：宣傳福
音乃是教會特有的恩寵及使命、她的最深的特徵。她之所以存
在，是為宣傳福音。 

 
第二件事是張漱昕神父在中文彌撒講道時，提到了美華的

三個使命：找回失散的羊、向住在美國的華人傳福音、作連接
中國教會的橋樑。我深深感到：這不只是張神父提醒教友們美
華堂的使命，而簡直是天主藉著他的口在提醒我們，不要忘了
天主對美華堂的旨意。 

 
因此，往前走的路，不管是要恢復舊觀或是持續新做法，

或者另做調整，都要將美華堂的使命擺在前面。怎麼樣做才能
更積極地盡到天主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我們可以邀請並引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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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到美華來的教友，不管是華人或其他族裔的人，讓每一位
教友都能認同我們的三個使命，邀請每一位以祈禱，以財力、
物力、以行動來支持這些使命；也可請每位教友留意他們的華
人朋友，邀請他們到美華來參加活動或慕道班。天主給了我們
許多非華裔的教友，並非要分散我們的力量，而是增添我們的
人力和物力，也擴大我們服務的層面和深度，我們必須誠心地
接納他們，並且有意識、有計劃地幫助他們看見天主的旨意，
並邀請他們一起來參與。目前在 6 到 12 年級的教理班，以及負
責堅振陶成的青年人，大多數是越南、菲律賓和墨裔的青年；
沒有他們參與美華的使命，我們小孩子信仰陶成就會發生問
題。多年來在美華的眾多青年人中，也有數位聽到天主召叫，
進修院接受神父的陶成；目前有兩位越南藉青年兄弟，哥哥已
經完成第四年，而弟弟則今年夏天要開始進入分辨和陶成的過
程。之前接受陶成的蔡清亮，雖後來發現沒有聖召，但他的陶
成並沒有白費，仍然造就出一位愛主、愛人、愛教會的好教友。
目前他的工作是在 St. Edward 堂區負責信仰陶成。 

 
至於華人教友更應該有這樣的使命感，在這個時期也是讓

這個使命感落實到我們的下一代，甚至他們的下一代的生活
中。在天主對美華的使命還沒有取消時，我們應該持續努力地
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完成這些使命。十多年前，在慶祝徐神父七
十五歲的生日晚宴上，總主教 Fiorenza 有意讓美華轉型為一般
堂區，但徐神父很堅定地說明美華的獨特使命，而沒有讓美華
成為總教區中諸多堂區之一。我相信這是天主仍對美華有著相
同意旨的證明。我們仍應有計劃地朝著三個具體的目標，邀請
全堂教友一起來努力。能蒙主召叫到祂葡萄園工作的人是有福
的，因為這位葡萄園的主人是極仁慈又大方的。1972 年是這個
葡萄園有工人來做工的開始，如今已將近五十個年頭；不管現
在相當於第三時辰、第六時辰、第九時辰或第十一時辰(瑪二十
1-16)，在葡萄園裏工作的人，經驗到這園主也就是天主的無限
寬仁，必定會喜樂地工作，忘掉一切辛勞。 

 
最後願以聖保祿致格林多前書 15:58 的話與大家共勉：「所

以，我親愛的弟兄，你們要堅定不移，在主的工程上該時常發
憤勉力，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勤勞在主內決不會落空。」我
深信：我們為主所做的一切都不會落空，必將永遠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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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神奇地進了教堂信了天主教 
 

周佳存 
 
    轉眼間來休斯頓已經一年半，這裡的春天氣候宜人華氏 80
度左右，藍天白雲，鳥語花香。空氣乾淨、安靜祥和，這是一
片被天主眷顧的土地。現在大多數德州成年人都已經注射完新
冠疫苗，疫情得以控制和緩解，回憶這一年半的經歷，可謂艱
難不容易，當時我剛來到美國，恰逢遭遇新冠病毒大流行，感
謝天主聖神的指引，我加入了《美華天主堂》這個大家庭，為
了記錄這段生活經歷，及皈依天主教我和我家人人生觀的極大
變化，特寫下此短文。 
 
    讓我從我參
加慕道班開始說
起。2019 年我生
活在上海浦東，這
是一座三千萬人
的國際都市，繁忙
擁擠，人才濟濟，
人們忙碌。當然如
果你經常漫步街
道，還會在不經意
間發現為數不多
的教堂。在這個繁
忙的城市，原本高
大挺立的教堂變得不突出，也很低調，好像整個大上海把它遺
忘了，或拋棄在一個角落裡。在我經常週末去的餐廳對面，就
有一間教堂。它佔地不大，是個才十幾年的新建築，為什麼說
是新教堂呢?因為它在我眼裡就是鋼筋水泥堆砌出的教堂樣
子。和我在國外旅遊時看到的老教堂比起來，好像是缺少點什
麼，只是我也說不出到底是缺什麼。我對宗教有很大興趣，但
45 歲的我從小被政府灌輸的是宗教都是封建迷信，我想有信
仰，但我又怕我這代人轉化不了思想，可是內心總是有種聲音
悄悄的告訴我，我需要有信仰。就在這種情況下，我神奇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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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了一座教堂。不懂地參與了彌撒。（現在我知道了，這是聖神
的引領。） 
 

第一次彌撒為我開了大門 
 

    一個普通的週日中午，我全家吃過午飯，我對女兒說和她
一起進教堂去看看，這樣我們倆走進了餐廳對面的教堂，教堂
正在做彌撒，我和我女兒找個後排的位置坐下，開始聽神父講
道，彌撒中大家排隊領聖體，我和女兒也學著和大家一樣排隊
領聖體，輪到我們時，神父看到我們倆，是從未見過的新人，
詢問我們是否受過洗，我們回答：沒有。他解釋說沒有受洗是
不能領聖體的。神父對我們劃了個十字（祝福）。然後我們回到
原來的座位。彌撒後神父對我們說:現在主日彌撒後有慕道班，
歡迎你們來參加。這就是我和女兒的第一次參與彌撒。彌撒後
我給全家報名參加了為期三個月的墓道班， 
 
    第一次彌撒是我 45 歲人生中的第一次與天主的接近。我對
彌撒中神父手裡香爐的氣味記憶深刻，這氣味好像有醍醐灌頂
的能力。我非常喜歡香爐中飄出來的氣味，那是能令我為之一
振的氣息。後來聽美華天主堂徐神父說，那是「神聖的香味」。 
慕道班為期三個月每個週日下午彌撒後開始，剛開始有七八個
人，以後來來去去，經常來的就我們一家，一個老太太。和一
位阿叔。 
 
    先講講這個上海老太太，她對我影響深刻，她偏瘦，穿著
乾淨俐索，精幹，腦子清楚，說話有力。我也很難有機會和一
個 80 多歲的人聯繫在一起。有一次我們聊天，她說她已 80 多
歲了，她的阿爸、阿媽、都在民國（中華民國）時代就信奉了
天主教，當時自己不太懂，現在年齡大了，越來越覺得離不開
天主。如果那一天去世了，說明天主給她的使命結束了。她說
這些時，神情淡定。當時我對一個老太太能講出如此一番生死
觀念，頗感到驚訝，同時也覺得自己來的地方是對的。 
 
    還有這位阿叔。他說話溫和，慢條斯理，舉止禮貌，以前
是一家財務公司的審計人員。他告訴神父說，他受過洗，是出
生後不久就受洗的，還說他小的時候，母親告訴他受洗後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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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他說他現在退休了，孩子在新西蘭讀大學。去年母親去世。
他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他現在常常懷念他的母親，也
開始跟隨他母親信仰，重新走進慕道班學習，開始自己的信仰
生活。我很高興能與他們一道參加慕道班，我們各自也都經常
在班內分享學習教理的心得和體會。 
 
    慕道班進行了三個月，學到了很多天主教的教理，也對教
會有了些了解，只是神父講到關於公益及教會發展的時候，總
是欲言又止。有時講到中國的執政黨及政府時，總是用其他的
組織，代替中國共產黨，不敢說出對政府及中共不友好的話語。 
 
    我是在 2019 年 6 月 16 日在領洗的，付洗的神父也就是慕
道班給我們全家講道的那位神父，中等身材，50 歲多歲，他說
話真誠，健談、總是帶著憨厚的微笑。洗禮當天，我和家人按
神父的指示站在前排，代父，代母站在我們後面，神父用聖水
給我們洗禮，唱經班（聖詠團）也唱起聖歌來祝福我們。這是
我和老婆及大女兒，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儀式；教友都為我們鼓
掌，教堂洋溢著歡樂，那感覺又如與老婆結婚時一樣。 
 

中國天主教的近況 
 

    給我們付洗的神父，在教友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他工作很
忙，是兩個堂區的本堂。有時候彌撒後我也找神父聊天，閒聊
中談起若瑟堂，他說這個教堂是新建的，以前的教堂在 1949
年，大陸變色後被毀。原先佔地 50 畝土地，現在中共政府僅補
償了 3 畝地，這樣若瑟堂的其他配套設施都沒辦法建，中共政
府不予批准。只能建個聖堂。我說怎麼看著和我看到的其他教
堂都不一樣，佔地很小，配套設施都沒有。他還告訴我，目前
中共政府對 教會管控嚴格，讓他們神職人員每年兩次去參加中
共組織的、美其名曰 「旅遊活動」。其實本質就是集中培訓。
培訓愛國愛黨之類的。他們也都是敢怒而不敢言。這些年來，
中共對天主教控制越來越緊，一年比一年緊。現在也不允許辦
公益事業，也不能傳福音。現在的教友大多數都是過去家庭信
仰傳承者，新入教會的教友像我家庭這樣的很少。 
 
    隨著我經常與神父交流互動，發現神父的糾結和無奈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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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府對教會的控制，他還告訴我現在中共管控又嚴了，要

求教會提供信教人員名單。不允許十八歲以下的人進入教堂，

不能開設教理班、慕道班。他說的這些都令我困惑和無解。我

也慶幸自己，還好在未關閉慕道班前，參加了學習及受洗，未

來何年何月，才能重開慕道班還是未知數。 
 

信德變化了我（聖化了我） 
 
    自從皈依天主教後，周圍的事物好像都變了個樣，我友善

對待所有人，我愛教會兄弟姐妹，我也經常傳福音讓我周邊的

朋友信從天主教。2019 年 7 月學生暑假季來臨，我帶全家去澳 
洲墨爾本度假，在度假期間，每逢主日我都參加當地天主教的

彌撒。我也把訪問當地天主教堂，作為我的日程安排。期間我

走訪了 Sacred heart cathedral 大教堂，教堂內風琴聲音洪大，音

質優美，堪稱一絕，我老婆還說:“這個教堂的尖頂就像接收聖

神給教友信息的天線＂。大教堂建在半山腰上，可見當時施工

難度很大，感慨之餘，更加體會到每一座教堂從規劃到施工都

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雄偉的教堂流淌著傳教士艱辛的血汗，每 
一座教堂好像基督耶穌的身體，教堂的四肢更是默默付出的神

職人員而鑄成。 
 
    感謝天主，祂神奇地召叫了我家，賜給我家信德。現在我

體會到我已是耶穌的肢體，不管是這肢體的耳目口鼻或手足，

我努力並樂意發揮這器官的功能，為耶穌的小兄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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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美華是我家 
 

唐斯劼 
 

    我祖籍福建省福州市。我出生在天主

教家庭，父母都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逢

主日必去教堂，每天按時頌念玫瑰經。當

我還在繈褓中，就受洗了。幼兒時期，母

親教我劃十字。當我識字時，母親拿著手

抄讀經本教我誦念早晚課。主日我們跟隨

母親去教堂望彌撒，那時沒有兒童教理

課，我僅有的認知是天主、天堂，地獄。 
 
    我母親的閨蜜是一位修女，我們叫她“小姨＂。母親非常
歡迎小姨到我們家，因為她和藹可親，有講不完的耶穌故事。
她很喜歡我，希望我能和她一樣獻身於主事奉主。由於我小時
候體弱多病，又倔強叛逆，小姨說我不愛主，修女的事也就不
了了之了。 
 
    天主教在中國被視為“洋教＂，在文革時期福州的天主教
總堂被毀壞，神父被關押，修女被遣散。在中國信仰天主教的
人不多，教友多為傳統的家族信仰，一些人是人云亦云，隨波
逐流，而不是真正的基督徒，更談不上福傳的熱情和積極性了。 
  
    父母信教，祖宗信教，所以我也領洗信教。但我沒有學習
過聖經、天主教理和教會等知識，以為擁有念珠就是名符其實
的教友。偶爾會背誦簡單的經文，對詞義不甚了解。雖然每天
祈禱畫十字，卻不明白信仰的真諦，不明白十字架的含義。常
以工作、家事繁忙為由，很少進教堂。因為我不明白教理，也
無法回應“你為什麼信教？＂怎麼證明有天主、天堂、地獄？ 
  
    退休後我來到美國，由於不會英語不會開車，找不著教堂，
我就是那一隻迷失的羊。三年前在一位姐妹的引領下我第一次
來到美華天主堂，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穌和聖母像，我很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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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三位執事、及教輔人員的熱情和教友們的關愛使我感受
了回家的溫暖，我渴慕親近主。 
 
    去年我參加了美華天主堂的慕道班、聖經班的課程，通過
學習，我豁然覺悟，原來前半生都是沉浸在紛亂的世俗生活中，
很少進教堂，不知福音，沒有信德，是個偽教徒。現在承蒙主
的厚愛，迷途羔羊得以歸棧。 
  
    我很慶幸來到美華天主堂，在兄弟姐妹們的帶領和幫助
下，我逐漸明白了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我喜歡教堂裏的
教友們，他們學問淵博、堅守信仰，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
彼此聯絡。大家積極參加團體活動，虔誠地向天主祈禱。他們
把工作中的成績、生活的改善、地位的提高都視為天主對他們
的保護和恩賜。他們信德堅定，愛主愛人，積極熱情傳播福音。 
  
    主耶穌說“我就是真理、道路和生命。＂我要和兄弟姐妹
們一樣跟隨主耶穌基督，不要迷失，永遠住在天父的家。 
 

 
 
註﹕唐斯劼姊妹發現來到美華就像回到家。感謝她的見證，同
 時也證實了張雷神父的先見的智慧和建堂的目的。 
 
    張雷神父是美華的創造人，也是美華的第一任本堂神父。 
    他指定美華的使命是為華人服務。他當然希望沒有信仰的  
    人能獲得信仰，使迷途，迷失的羊能找到回家的途徑。就
 是與宗教無關的華人來到美華，也是非常的歡迎。張雷神
 父願意把美華奉獻給華人，由於我們的中國文化背景，使
 來到美華的人感到家鄉的氣氛和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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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lex Nickon 
Our Guardian Angel 

 
By Sophie Wang (柳鍾霖） 

 
 
   To so many of us who were blessed to be his students or his 
new colleagues, Dr. Nickon was really like a Guardian Angel. 
 
    Dr. Nickon was such a 
bright light. We wondered 
where he got that huge capacity 
of love for all of us. He was 
always very kind, caring and 
full of humor! He would make 
us laugh sometimes when the 
situation seemed to be tense.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few small stories, that we hold 
very dear, with you in loving 
memory of our Guardian Angel Dr. Alex Nickon. 
 
     One morning during my second year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chemistry departmen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 was eating 
my usual 'breakfast' of two ice cream cones. One in each of my 
hands, each with three dips of my favorite flavors. walking happily 
to my next class. Dr. Nickon saw me on my way. With big smiles, 
Dr. Nickon commended: “Oh! Sophie, you Really love ice cream!” 
I stopped and explained to Dr. Nickon: “This is my breakfast! I 
had to feed our baby Ferdie and get everything ready to take him to 
his babysitter in his little stroller, and get myself ready for our 8 
o'clock class. I did not have time to eat breakfast.” Not too long 
after that, when I was having my 'ice cream cones' breakfast again, 
there came Dr. Nickon at a distance, he said loudly with a huge 
smile: 'Here comes the girl with two ice cream cones for 
breakfast !' I did not want any other people to hear it, and I was 
somewhat embarr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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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hard on my Ph. D. all 
candidates had to pass two chemistry (without limit) tests. They  
were written cumulative exams, we nicknamed them “The Cums”. 
The Cums were given 6 times per year. One could take as many 
times as one wanted, but would have to pass a total of 6. Most of 
us would take at least 3 years to complete.  
 
     The other was the Oral Exam. This was conducted by five 
committee members, two professors from our own chemistry 
department, three from outside, they could be from other 
departments even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For my oral exam, the 
five committee members was led by Dr. Alex Nickon, who was the 
head of our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ry division, the second 
member was my Thesis advisor Dr. Brown Murr, and the other 
three members were professors that I didn't know. The Oral Exam 
was about 1 to 2 hours total. Committee members could ask me 
anything they wanted or they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chemistry. 
That aspect was similar to our cumulative exams.  
 
     I remember the afternoon of my Oral Exam, Dr. Nickon 
asked me to wait outside of the exam room, while the five 
professors talked inside. I supposed Drs. Nickon and Murr were 
trying to let the other three professors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me. It 
seemed to be forever while I was so nervously waiting outside to 
be examined. Probably only a few minutes later, Dr. Nickon,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came out of the exam room with reassuring 
smiles. I thought he would just say: now let's go inside, then led 
me into the exam room. But he sensed that I was very nervous, so 
he took his time to calm me down. With his usual gentle smile, he 
also assured me: Sophie, you do not have to be nervous, you are a 
very good student and very smart. You passed all the six required 
Cums already. If somebody asks you a subject that you have never 
seen the report or never known about, do not just stand there 
looking blank. Use your head and your knowledge to try to find a 
reasonable answer. It may not be like in the paper that's published, 
but your idea may well be another good explanation of what's 
going on. We may like your idea very much!  
 
     Dr. Alex Nickon’s assuring words really gave me great 
self-confidence. He said: Remember, nobody wants to fail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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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walk in, be yourself, calm and recollected! You will do just 
fine ! 
 
     I have no recollection of what they asked me during the long 
oral exam. I only remember after the exam, Dr. Nickon walked me 
out first, and then he walked back inside and they had another 
conference. A few minutes after that, I saw Dr. Nickon walked 
toward me with big smiles. Announced happily: “Sophie, 
congratulations! You passed your oral exam with flying colors!” 
Then he joked: “It was Fun, wasn't it? Shall we do it again?” 
 
     We lost contact for many, many years after I received my 
degree while I was pursuing my career in my professional life. I 
regretted that we did not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for half a 
century. We were reconnected on May 16, 2016, the day our 
grandson Jared graduated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r. 
Nickon lost his wife on that same day, so we did not get to 
communicate right away.  
 
     It was shortly after we started communicating again, that I 
was diagnosed with having a completely asymptomatic but very 
serious uncommon tricuspid valve regurgitation problem. My 
Cardiothoracic surgeon put me on a very strict limit on traveling 
anywhere and gave me steps to follow while monitoring my 
situation very closely. At the end of my Feb. 2019 tests and visit , 
my cardiothoracic doctor was elated to announce to us that my 
very serious tricuspid valve regurgitation problem showed a very 
rare miraculous ' reverse remodeling'. It was getting much better , 
from a really serious condition to a moderate one. He removed my 
restriction on traveling. 
 
     Always a 'get up and go' person, Dr. Alex Nickon suggested 
that we meet in April 2019.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Dr. Nickon  
again after more than 50 years ! He was still very healthy and full 
of humor just as we remembered. We were very happy to meet his 
extremely classy daughter Dale. Since then we have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At the meeting, Dr. Nickon gave us a reconnecting gift, his 
very precious collection of 2019 Apollo 11 5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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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ve coin. He also told u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story of how coincidentally at the time of Apollo 11 
landed the Eagle on the moon, his group was drafting a paper for 
JACS on the structure of a compound whose flat drawing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a rocket, so Dr. Nickon dubbed it 
“APOLLANE” coinciding with the Apollo 11 moon landing. Dr. 
Nickon also mentioned Neil Armstrong had communications with 
him, and Neil Armstrong’s personal memorabilia included a 
reprint of that chemistry publication.  
 
     Dr. Nickon also sent me his own copy of His book “Organic 
Chemistry: The Name Game”, which was illustrated by his 
daughter Leanne M. Nickon, right after we met on April 30, 2019. 
 
     Dr. Nickon maintained his sharp mind and his interest in 
stereo chemistry. He talked to us about a simpler way to explain 
how optically active compounds rotate plane polarized ligh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April meeting, Dr. Nickon started 
planning a bigger “Family Reunion”. He made use of the  
‘Thanksgiving Break',  gathered his whole family from California 
to Maine to Texas to all come to Houston, where we live. 
 
     He did not want us to feel that we owe him any favors, so he 
said he asked his family all come to Houston to visit Johnson space 
Center. All members of his and our families could make the big 
“ Family Reunion” gathered at Rice campus on November 19, 
2019 and spent the big part of the day visiting with one another. 
After a very relaxing lunch at Rice Faculty Club, Dr. Nickon's 
family had to say goodbye to us. They had to leave in time to be 
able to drive to Dallas Fort Worth airport to pick up Dr. Nickon's 
granddaughter Jenna, who was flying in from California to visit 
her grandpa for Thanksgiving break, and also for some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We had the most memorable heartwarming Family Reunion 
in our lives! We had planned to meet again soon, bu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the 2019 Thanksgiving reun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last time that we, as well as his two daughters from California and 
Maine, saw Dr. Nic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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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小測驗  
1。有些中國父母給他們子女提名：亨利，查理，喬奇，及刻，  
   曼麗，亞納，露西，麗沙…看起來都是中文字，其實都是西 
   方名字。十二位宗徒中，有兩位的名字不是傳統的猶太名 
   字，而是希臘名字。請問是那兩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十二位宗徒中，有三對是兄弟。請列出這三對兄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七位執事的職務是為每天分配食糧，尤其為照顧講希臘話的 
   寡婦而建立的。但是很快地有兩位執事就做了講道和傳教的 
   工作，請問是那兩位？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有幾位宗徒有兩個名字。請把他們的另一個名字列出： 
    a。伯多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保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猶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瑪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多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巴爾多祿茂___________________ 

5。這兩位宗徒的脾氣很暴燥，因此他們有個綽號，他們的綽號 
   叫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耶穌復活那天的下午，有兩位門徒從耶路撒冷到厄瑪烏小  
   村莊去，路上遇到一個陌生人（耶穌）。兩位門徒其中之一   
   叫克羅帕，但是聖經沒有提起另一個門徒的名字。許多人都 
   在猜想另一位門徒的名字。你認為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根據若望福音的記載，耶穌臨終時，在祂十字架下有一位      
    男士，四位女士，其中有三位叫瑪利亞。她們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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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與拉匝祿的比喻 
路十六 19-31 

 
歐陽文生 

 
 

   耶穌的這個比喻很簡單。大富翁在世享盡了歡樂，死後下
地獄(活該)。窮人（乞丏拉匝祿）在世受盡了苦楚，死後升天
（在亞巴郎的懷抱裏。應該）。假如不細心聽這比喻，很容易會
做一個錯誤的結論。財富是罪惡。貧窮是品德，所以有錢的人
下地獄，沒有錢的人升天堂。在這比喻中，耶穌有沒有把「財
富等於罪惡，貧窮等於品德」定立為天國的法律? 祂沒有。 
 
    耶穌時常用比喻來講道是強調祂的重點。這也不是第一次
耶穌提醒世人財富是得救的極大阻礙。耶穌在一個有錢的好青
年決定不跟隨祂之後，對門徒這樣說。「我再告訴你們：駱駝穿
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易。」瑪十九:24。中國俗語也說得
好，「有錢能使鬼推磨」。有了錢什麼事都能辦得到，所以不需
要天主了，也不必聽祂的話了。因此很難進天國。 
 
    地獄是罪人處罰。天堂是為義人賞報，那麼這個大富翁究
竟犯了什麼罪，做了些什麼壞事而下地獄呢？拉匝祿又立了什
麼功，做了些什麼好事而升天堂呢？ 
 

大富翁的罪愆 
 

    財富不是罪惡，而是天主的祝福。因為每次天主祝福以色
列人時，祂的用詞與中國的差不多，「多子多孫，長命富貴」。
天主祝福牧羊人使他們的羊群健康繁殖，天主祝農夫使他們每
年有豐收。這個富翁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穿著豪華的衣
服，每天也享受著山珍海味的佳餚。但是高貴的衣服和豪華的
飲食也不一定的罪惡。耶穌時常用宴席的比喻來形容天國的富
裕和喜悅。大司祭做祭獻時，穿的衣服是非常高貴特殊，來賓
參加婚禮也要穿禮服。國王達味和撒羅滿穿的衣服的質量更不
必講了。那麼這個富翁犯了什麼罪以致使他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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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臥在這富翁的大門前，有一個乞丐，滿身瘡痍。他渴望
能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但只有狗來舔他的瘡痍。假
如這富翁見過這個乞丏的話，那麼他是心硬到視而不見。假如
他根本就不知道他門前有這樣可憐的吃丐，那麼他是一個不聞
不問的入，他對世事和貧窮是莫不關心。這個富翁就是非常自
私的人，他認為他的財富完全是屬於他的，都是為他個人的使
用和享受。他錯了。 
 
    天主賜予的財富，受恩者當然可以使用享受天主的洪恩，
但是這恩賜的財富不完全是受恩者的私人財產，而是團體有分
享性的資產。富有的人有責任來感恩，救濟及分享。一部份的
財富要獻給天主來表示感恩和支持天主的事業；還有一部份要
與別人分享，尤其要接濟弱小貧窮的人。這個富翁的罪愆是他
的自私，莫不關心鄰人的需要。他沒有盡救濟分享的責任。 
 

拉匝祿的痛苦 
 

    耶穌敘述的拉匝祿是個可憐的乞丏，他是貧窮悲劇的寫
真。拉匝祿的生命是孤苦伶仃，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他的身體
是軟弱多病，滿身瘡痍。求乞的生活一無保障，飢多飽少。雖
然是如此可憐，這些苦痛不是拉匝祿升天的原因。正如財富不
是大富翁下地獄的緣由。同樣的，苦楚也不是拉匝祿升天的緣
由，那麼拉匝祿究竟做了些什麼？立了些什麼功勞？耶穌沒有
明顯地說。但是祂給了我們一個暗示。 
 
    在這個比喻中，耶穌沒有給大富翁一個肯定的名字，免得
後代的世人不敢再取這個名字。但是耶穌給這乞丏一個名字，
拉匝祿。拉匝祿是瑪爾大和瑪利亞弟弟的名字。他們一家三口
都是耶穌的好朋友。所以耶穌知道拉匝祿的個性和品德。瑪爾
大喜歡烹飪好客，瑪利亞喜歡靜聽耶穌講道。拉匝祿一定在他
外向的大姊瑪爾大和內向的二姊瑪利亞身上學了她們獨特的優
點。她們是兩位愛主愛人的姊妹，也是耶穌忠誠的女門徒。她
們的弟弟一定有類似的質量，聽命的精神和一顆愛主愛人的
心，所以這個乞丏有耶穌好友拉匝祿的質量，在無數的痛苦中，
拉匝祿沒有怨天尤人地抱怨，也沒有在不相助人的背後咒罵他
們。他完全接納了天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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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們已指出大富翁的罪愆不是他的的財富，而是他的
自私。現在我們也要指出拉匝祿功績，不是他吃盡了苦楚，而
是他對主的態度。 
 

財富與貧窮 
 
    以世人的觀察來做結論，這個世界很不公平。世上有天文
數字大的富翁，也有身無分文的窮人。但是天主的智慧超越我
們的判斷。財富和貧窮都是世人成聖（成義）的工具。 
 
    富人在財富中可以分兩批。一批是好人（義人）。這些人
願意大量地把自己的財富和別人（尤其是不認識的窮人）分享。
另一批是壞人（罪人），即一毛不拔的自私人。 
 
    窮人在貧窮中也可以分兩批。一批是好人（義人）， 他們
設法自力更生。在貧苦中不怨天尤人的抱怨，不咒罵不相助的
人，接納天主的安排。另一批是壞人（罪人），他們因著貧窮
而做不義之事，偷竊，欺詐，撒謊等等。 
 

 

在智慧書的箴言中，有幾句有關財富和貧窮的教導， 
這不但是我們的參考，也應該做我們的祈禱。 

 
我求你兩件事，在我未死以前，請不要拒絕我： 

令虛偽和欺詐遠離我， 
貧乏或富裕勿賜與我， 
只供予我必需的食糧， 

免得我吃飽了，背叛你說：「誰是上主？」 
或是過於貧乏，因而行竊，加辱我天主的名。 

 

箴言 三十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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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習天主聖三教理 
 
我們紀念恭賀慶祝聖人的聖德，是一年一次。我們紀念恭賀慶
祝耶穌和聖母的偉大，是一年幾次。我們紀念恭賀慶祝天主的
偉大，是每七天一次，在星期的第一天；天主教稱這天為主日，
基督教稱這天為禮拜天。（天主教信徒應該用天主教的用詞）。
聖神降臨後的第一主日，我們特別紀念恭賀慶祝天主聖三。即
天主的三位一體，更正確的說是天主的至聖聖三。    
 
學者和聖賢的研究，教導了我們天主的許多質量。 
1。天主是無限的：在時間方面，祂是永恆不朽的， 
   無始無終。無所不能，無所不知，無所不在… 
2。天主是至高無上的：祂是至聖，至潔，至善， 
   至美的… 
3。天主是完全自立的，是萬有的根源。 
4。天主是完美的，祂是十全十美的，天主是不改變的… 
5。更直接地說，天主是愛，天主是生命，天主是真理， 
   天主是一切的一切… 
 
從外表看天主，研究天主，天主是這樣的偉大和神奇。 
但是天主還有祂內在的生命和品質，這些神奇的奧理我們是一無
所知，一直到耶穌把天主的內在生活和生命啟示給我們後，我們
才知道天主是三位一體的。 
 
我們的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天主內有三位（persons），即父，
子，聖神。（中國尊敬的習慣，叫祂們聖父，聖子及聖神）。三位
一體不是一個天主有三個角色，有時做父，有時做子，有時做聖
神。這三位是分別的。第一位是天主，第二位是天主，第三位也
是天主。但是不是三個天主，而是一個天主。這三位中間沒有前
後，上下，高低，大小，重要次要的差別。祂們都是天主，並且
只是一個天主。我們不懂，更不能理解，怎麼父不比子大，子又
不在父之後？ 
 
我們不懂，不能理解，除了聖三奧理深奧外，還受了我們經驗的
影響。我們在世上經驗一切的一切都是一位一體，沒有幾位一體
的。我們不能明白三位一體的平等，是因為我們沒有「永恆」的
經驗。「永恆」不但是無始無終，並且是一切都在同時發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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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主沒有過去，也沒有將來，一切都是現在式。所以在天主聖
三中間，祂們沒有前後上下的區別。 
 
三位一體的奧理把我們的頭都搞昏了，但這不是耶穌的目的。
耶穌啟示天主聖三的奧理是表示天主對我們的大愛，正如我們
只有對最好的知心朋友才揭露我們最私人的秘密。我們不必對
天主聖三的不懂而不安，偉大的聖奧思定也不懂。但是我們可
以一直增加對這奧蹟的瞭解。並且感謝天主的大愛。 
 
彌撒裏的信經，簡單又明顯地教導天主聖三的奧理。這是大公
會主教團的神學定義，也是我們必信的教理。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論有形無形都是
祂所創造的。父是天主聖三的第一位。正如聖經所說的，是「自
有者」，完全自立，沒有任何依靠的需要。並且是萬有的根源。 
父有一個獨生子，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
同體。。又名聖「言」或聖「道」。聖「言」降生為人，由童貞
瑪利亞取得肉軀，祂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祂為了我們受苦受
難，以身亡在十字架上來拯救世人出於罪惡，進入永生。 
 
聖父聖子一起掌管世界，正如父親和兒子一起辦的事業，父親
計劃指揮，兒子做事，承行父親的主意。 
 
我信聖神，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共發。祂往往是
我們最不理解的一位。其實我們很容易賞識天主聖神。祂是天
主的精神。Spirit 有風和呼吸的意義，所以聖神是天主的呼吸，
即天主的生命。天主在造人時，亞當的身體沒有生命，一直要
由天主向亞當鼻孔裏吹口氣後，亞當才活起來。耶穌在復活那
天顯現給宗徒時，祂對他們噓了一口氣，才說，領受聖神赦罪
的權柄。 
 
我們與聖三有密切的關係； 
 
 1。天主聖父造了我。 
 2。天主聖子救了我。 
 3。天主聖神在聖化我。 
 
怎樣來光榮天主，賞識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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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主日的精神。 
    主日是天主的日子，不是馬虎的一天 
    要進教堂望彌撒，並要活力參與，回答禱文，     
    一起唱歌讚美主，向主奉獻。在這天不做生意，    
    不做買賣。休息娛樂，家庭活動，拜訪親友… 
十字聖號及聖三之名。 
 
    1。每次神父祈禱時，總是因天主聖三之名結束。 
    2。每件聖事都是以聖三之名賦予的。 
    3。教宗，主教，神父的祝福，也是因聖三之名的。 
 
劃十字。 我們每次劃十字，切勿馬虎。尊敬地，謹慎 
         地，細心地劃十字，來祝福自己。 
 
許多禱文都是對聖父的祈禱，譬如，我們的天父，全能的父啊，
慈悲寬宏的聖父，其實這許多禱文都是對三位一體的天主的祈
禱。現代有些神學家不說一「個」天主，而說一「家」天主來
暗示天主不是一位一體。因此「父」就是一「家」天主的家長，
代表聖三全家。 
 
1。光榮父：求恩向聖父，感恩謝聖父 
2。光榮子：常領受聖事。 
3。光榮聖神：伏求聖神降臨﹕ 
   在開會前，在演講前， 
   在上課前，在考試前，    
   在旅行前，在做決定前， 
   在討論，談判和諧前…  
 
天主與世人的來往，尤其是救
世的工程，可以用現在電腦的
語言來做比喻： 
 
天主聖父是電腦的主管     
 Father – Operator 
天主聖子是電腦的硬件      以上是藝術家用圖畫來表達 
    Son – Hardtware           天主聖三的奧理，以及禮儀 
天主聖神是電腦的軟件        中教會常用的聖三象徵信號 
 H. S. –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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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神父  解答 
 
問題一： 

耶穌復活後的容貌，為什麼跟生前不一樣，連跟他最親近的門
徒都認不出來？ 
 
 

 聖經敘述耶穌在復活天顯現在門徒/朋友面前時，我們的 
 印象是他們起初都不認識祂。是否復活把耶穌的容貌徹

底地變了？復活的身體是光榮的身體、完整、健全、生前的創
傷和缺陷都沒有了，並且精神化了，不再受物質的阻礙了（能
透過關閉的門戶，不需要飲食…）；但是復活的身體不會變得
與以前完全不一樣。耶穌的門徒和朋友在復活天不認識祂，不
是耶穌的容貌完全變了，而是由於其他的原因。 
 
耶穌在復活天的顯現，聖經有四次的記載。現在我們把這四次
分析一下，耶穌的門徒和朋友對復活的耶穌有怎樣的反應。 
 
1。耶穌顯現給瑪利亞瑪達肋納：（若二十 11-16） 

瑪利亞卻站在墳墓外邊痛哭；她痛哭的時候，就俯
身向墳墓裡面窺看，見有兩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
安放過耶穌遺體的地方：一位在頭部，一位在腳
部。那兩位天使對她說：「女人！你哭什麼？」她
答說：「有人把我主搬走了，我不知道他們把他放
在那裡了。」說了這話，就向後轉身，見耶穌站在
那裡，卻不知道他就是耶穌。耶穌向她說：「女人，
你哭什麼？你找誰？」她以為是園丁，就說：「先
生，若是你把他搬走了，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
裡，我去取回他來。」耶穌給她說：「瑪利亞！」
她便轉身用希伯來話對他說：「辣步尼！」就是說
「師傅。」 
       

   瑪利亞瑪達肋納彎著腰，向墳墓裡面窺看。在她向後轉身 
   時，她還是彎著腰，所以她所看見的，不是耶穌的臉，而  
   是耶穌的腳和他的衣服。在耶穌的時候、人們沒有很多的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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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一般人有兩套內衣，一套外衣。偶爾洗澡，就換一套干
   淨的內衣，每天穿著同一件的外衣。耶穌的外衣，在他被釘
   在十字架上時，被兵士們拿走了。復活後的耶穌一定穿了另
   一件外衣，所以瑪利亞瑪達肋納誤會這個人是個園丁。  
  

2。耶穌遇見回家要去報告宗徒的婦女﹕(瑪廿八 5-10) 

天使對婦女說道：「你們不要害怕！我知道你們尋
找被釘死的耶穌…他不在這裡，因為他已經照他所
說的復活了。你們來看看那安放過他的地方；並且
快去對他的門徒說：他已經由死者中復活了…」她
們趕快離開墳墓，又恐懼又異常喜樂，跑去報告他
的門徒。忽然，耶穌迎上她們說：「願你們平安！」
她們遂上前抱住耶穌的腳，朝拜了他。耶穌對她們
說：「不要害怕！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叫他們
往加里肋亞去，他們要在那裡看見我。」 

    
   這些婦女在回家的路上，耶穌迎面而來祝她們平安。她 

   們毫無問題地認出耶穌，上前抱住耶穌的腳，朝拜了他。

   這證明復活的耶穌沒有改變他的臉面。  

 
3。耶穌顯現給兩位門徒：(路廿四 13-35) 

就在那一天，他們中，有兩個人往一個村莊去，村
名厄瑪烏，離耶路撒冷約六十『斯塔狄』（約十一
公里）。他們彼此談論所發生的一切事。談話討論
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行。他們的
眼睛卻被阻止住了，以致認不出他來… 
 

這兩位門徒認不出耶穌不是天主把他們的眼睛加了一層
眼膜，使他們迷糊地看不清耶穌的臉。他們認不出耶穌是
他們的懷疑不信。這個陌生人，看起來有些像耶穌，但是
他穿的不是耶穌日常穿的衣服。尤其是他連耶穌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的大新聞都不知道。他不可能是復活的耶穌。他
們不信婦女報告耶穌的復活，豈能相信復活的耶穌正在與
他們同行。他們認不出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固執的懷疑不
信，不是耶穌復活後的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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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耶穌在晚上顯現給門徒：（若二十 19，路廿四 37-45） 
 

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
怕猶太人，門戶都關著，耶穌來了，站在中間對他
們說：「願你們平安！」(若二十 19) 
 

眾人害怕起來，想是見了鬼神。耶穌向他們說：
「你們為什麼恐惶？為什麼心裡起了疑慮？你
們看看我的手，我的腳，分明是我自己。你們摸
摸我，應該知道：鬼神是沒有肉軀和骨頭的，如
同你們看我，卻是有的。」說了這話，就把手和
腳伸給他們看。他們由於歡喜，還是不敢信，只
是驚訝；耶穌向他們說：「你們這裡有什麼吃的
沒有？」他們便給了他一片烤魚。他就接過來，
當他們面前吃了。(路廿四 37-45) 

耶穌在晚上顯現給恐懼膽小的門徒時，大家馬上就認出
這是耶穌，因為他的面貌沒有大變化。但是他們有更大的
疑問。在他們面前的耶穌，是人呢還是鬼？所以耶穌叫
門徒們來觸摸他，並給他一些東西來吃。 

四部福音是在耶穌去世幾十年後才寫的。在天主聖神的光
照下，四位聖史隱約地暗示，在傳播耶穌的福音時，傳教士的
相貌，甚至耶穌的相貌都不是那麼的重要。重要的是耶穌的
言語，他的口氣、語氣及行為。事實證明：誤會是園丁的人親
切地叫了她的名字，瑪利亞瑪達肋納就認出這園丁就是耶穌。
在晚餐分餅時、兩位門徒認出了原來這個陌生人卻是耶穌。 
 
問題二: 為什麼星期五守小齋，有的日子又不必守？ 
   

 整個教會的守齋規則是在四旬期守大齋兩次、即聖灰節（星 

 期三）和耶穌受難日（星期五），小齋是在四旬期的每個星期

五和聖灰節。每個國家的主教團決定是否全年的每個星期五都要守

小齋？美國的主教團決定只在四旬期的星期五守小齋。中國大陸和

台灣是全年的每個星期五都要守小齋。有時傳統的或國家的慶祝日

在星期五，主教團可以寬免守齋。譬如中國的中秋節在星期五，新

年在聖灰節或在星期五。中國兩岸的主教團都寬免教友守大小齋。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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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聖伊麗莎白。安。 

席頓姆姆 

St. Mother Elizabeth Ann Seton  
 

丁淑荃 
 

    為慶祝美國的國慶，我們特選了在七月來介紹生為美國人
的第一位天主教聖女，聖席頓姆姆。她也是第一位在美國創立
修女修會，教會堂區學校和孤兒院的首創人。在她短暫的 46
年中，她不但首創了這些組織還生養培育了自己的五個兒女。 
 
    離美國獨立僅差兩年，席頓姆姆誕生在紐約市的一個富裕

家庭，全家世代都是虔誠的聖公會成員。
她三歲時，不幸母親就去世，十九歲時與
席頓先生成婚， 二人共育有五名子女。
1800 年終，席頓先生染上了肺病，她與
長女陪同先生去了意大利休養，不想先生
還是撒手人寰。當她們在意大利等待歸國
時，席頓先生生前的商務夥伴，福利啓
（Filichi）兄弟第一次向她們介紹了天主
教的教義，席頓姆姆尤其對「聖體就是耶
穌基督的真正身體」這段精華教義，被深  

  （年輕時的她）   深吸引和感動。        
   
    1804 年，她們回到了紐約。經過了一年的信仰探討， 她
終於接受了天主教的洗禮。她選了「瑪麗」 做她的聖名因為她
仰慕聖母瑪麗亞。她的改變信仰，也使她在紐約市受了三年的
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深深打擊。終於 1808 年，席頓家庭接受了馬
里蘭州, Baltimore 市的神父們邀請而舉家搬去，並在那兒開辦
了一所女校。全國的天主教知識女青年竟蜂擁而至，結果又辦
了一個女修院。她們翌年搬去了 Emmitsburg, 正式成為聖若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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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善修女會（Sisters of Charity of St. Joseph’s）, 席頓姆姆被
任命為會長，冠以姆姆之稱，有十二年之久， 這也是美國的第
一所女修會。1814 年，席頓姆姆和她 18 位同會修女鄭重地向
貧窮，守貞, 服從和為貧窮服務而宣誓言。修女後被派去賓州
的,  費城辦了孤兒院，後又被派去紐約市幫助類似的工作。
1816 年這時席頓姆姆有兩位女兒  已因肺病而逝去，她自己健
康也下滑，終於 1821 年去世，享年 46 歲。 

 
 對那些認識席頓姆姆的人，知道她將來一定會封聖，這只

是時間問題罷了。果然，1882 年，巴爾的摩市的樞機主教開始
了第一步為她的封聖申請。第一個奇跡發生在紐奧良市(New 
Orleans), 1930 年一位修女因求席頓姆姆的代禱， 由胰臟癌康
復；第二個奇跡發生在 四歲的小安安身上，由白血球過多症復
原； 第三個奇跡發生在 1963 年的紐約，Carl E. Kalin 在生命
垂危時被送去聖若瑟醫院，他被診斷為腦膜炎且在昏迷中。 慈
善修女會紐約分會的修女們將一塊席頓姆姆的骨頭放在他身上, 
並開始向席頓姆姆祈禱。 幾個小時後，他竟清醒並已痊愈。 

 
1959 年，她被教宗 John XXIII 封為真福；1975 年，教宗 Paul 

VI 在梵蒂崗聖伯多祿廣場封她為誕生在美國的第一位聖人。教
宗說：「伊麗莎白安席頓是一位聖女。聖伊麗莎白安席頓是一
位美國人。我們大家都為此歡樂也因此來光榮這塊土地和國
家，她是第一朵芳香的花朵由此長出, 並來加入聖人的覽表。
伊麗莎白安席頓是 100% 的美國人！為你光榮的女兒歡樂吧！
以她為傲。並要知曉如何來保存發揚她豐富的遺風。」 

 
 一月四日是聖席頓姆姆的主保日，她特別是教會學校，寡

婦，孤兒和海事的主保。她在聖公會也受敬仰。她的名句是：「在
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事件中和工作中，我們都要不停地祈禱—-
這種祈禱更像是一種習慣，我們在與天主不斷交流時，我們也
將心舉向天主。」 

 
今日在紐澤西州有名的天主教大學， Seton Hall University, 

原來就是聖席頓姆姆的娘家侄子，Bishop James Roosevelt 
Bayley 在 1856 年為紀念他的姑媽，聖席頓姆姆，而建立的，
當時僅為一學院.。 現已成為綜合文學， 科學，商學，護理，
教育等各學院和法學研究院等, 成為美國最老，最大的天主教
大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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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稿﹕ 
 
關懷及愛護心聲的教友和朋友們，請接受我們衷心的感謝。同
時也請你們多多投稿來充實心聲的內容，使閱讀資料更豐富。 
心聲是美華文字的園地，給教友們一個機會和場地用文字來分
享與主同在及與主同行的經驗。正如名字所指出的，是美華教
友的心聲，喜怒哀樂的信仰感情都可以在這塊園地裏發表出來。 
 
我們也歡迎青年與少年們寫出帶著純潔稚氣愛主的文章！文章
題目不設限，可以自由發揮！在排版必要時編者有權刪改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articles from our young people. 
The articles can be written in English. Views from young 
people would add a lot of richness to our parish life.  
  
    心聲下期將於 2021 年九月出版，截稿日期在八月廿三日。
九月廾一日是中國農曆八月十五的中秋節。投稿文章可以寫有
關中秋節的故事，及中國慶祝中秋的風俗和傳統。 
 
讀者來函： 假如閱讀心聲後有心得，意見，願意分享，請來信，
     一旦被選定，我們將酌情刊登。請署全名，地址。 
 
贊  助:  「心聲」將由募捐的方式自給自足，歡迎您盡量贊助， 

     來款支票請寄本堂，並請註明「心聲」。主必厚報！ 
 

2021 年   五月贊助：感謝 丁文英      $300 
                    感謝 鍾詩林 Si Lam Chung     $150 

      六月贊助：感謝 Teresa Ho 石儀潔   $300 
     六月贊助：感謝 Chunhao & Gabrielle Lee  $100 

發行人： 張漱昕神父 
 

主編:  徐卓越神父 
      印刷: 蘇靜君 葉珮瑤 

    網路:  張超賢 李曉如 
    特約: 張弘俊 張錦芳 徐憶曾 李志威  

       吳祖明 丁淑荃 丁文英  Matt Thai 
      打字:  霍慧林 Polly Wu 

校對: 馬永平 丁淑荃 霍慧林 蘇靜君 李志威 吳詠芝       
裝訂:   吳祖明 蕭莉莉 葉珮瑤 

      寄發:  蘇靜君 鄭兆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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