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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〆 

 我相信在我們生命中，每人都有經歷過一些觸動心靈的故

事。這些或喜或悲的經驗可能使我們畢生難忘，回味無窮。 

看著我們團體的發展，每一星期的聚會，在感恩聖祭的共同祈

禱，活動的參與，新嬰兒的誕生，輔祭的成長，祈禱會的熱誠，

和各位熱心地支持神父和團體，都使我觸動心靈，頌讚主慈。 

「上主，我要歌唱你的仁愛，直到永遠，我要代代宣揚你的忠

信，我要述說你的仁愛是多麼穩固，你的忠信是如何堅定」（聖

詠69:1-3) 

 看到不同的災難和罪惡，我們會感到不安，有時甚至無所

適從，怨天尤人。真的，生活為怨氣是短見的，怨氣的人是帶著

一個沈重的包袱，不能輕鬆度日。 

 身為基督徒，我們應將我們的一切都托付上主的手中。我

們經歷過去，身處現在，而將來就是一個未知數。我們可以計劃

安排將來，但將來所發生的結果亦每每不是我們所預料的，正所

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的思念不是你的思念，我的途

徑不是你的途徑」(依55:8) 

 我們基督徒的特徵就是充滿信、望、愛、三德。而望德就

促使我們每日懷著信心和希望，能將耶穌基督的喜訊帶到我們身

邊的近人。這個望德也使我們能充滿著喜樂去陎對每日的挑戰。

 「你們應常在主內歡欣鼓舞，保持快樂，讓所有人體驗到

你們温厚寬容的精神」（斐4:4-5) 

 所以，祈望各位多行善功和祈禱， 

特別為新學年的學生，年長者的健康， 

成年者的工作，和大家的共融，健康， 

平安，和愉快。 

 祝大家主寵恩祐，福愛常存〈  

 

 

 

 

蕭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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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2012年2月，香港天主教湯漢主教，被教廷擢升為樞機主

教，他曾用三個A字發表了一篇文章，以記錄他聖召的過程。三個 

A字即Accept接受，Adjust調節，Achieve成就。他經過考驗和聖

召，接受(Accept)了耶穌基督為他的救世主，進入修院深造，接受

任命為神職人員，開展他為主作証的任務。他又因應時代的改

變，調節(Adjust)其傳道生涯，與時並進。數十年為主作証的工

作，朝著目標前進，感謝主的帶領，才有今天的成就(Achieve)，

但他仍堅持要謙遜，效法主耶穌為門徒洗腳的精神，為主繼續作

証！ 

  回想自己由香港移民至美國，和大多數的移民一樣，常抱

患得患失的心情，有時稍有挫折，便垂頭喪氣，連身邊的至愛也

要受鬱！這回湯樞機的三個A字，可真受用。 

 既然我們移民至此，不論是為子女，或是順從父母的意

思，也應要學懂接受，這也許是天主的安排，是我們人生的考驗

罷！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大遷移的民族，許多北方的家族因逃

避戰亂而移往南方；許多家庭因生活而移居海外；許多商人為發

展貿易移居他國，彼彼皆是，我們為何不向前看，接受現實的考

驗呢？我們身為基督徒更應學會接受，接受天主的安排，接受天

主的聖召，要做個有信德的教友。 

 調節，是人生存的本能，天氣涼了便要添衣，渴了便要

喝，餓了便要吃；北方人多吃麵糰，南方人多吃米飯，西方人多

吃肉食。到了新的環境，便要學習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早

日融入社會。幸而我是教友，來到這片新天地，認識了各位兄弟

姊妹，除了主日聆聽神父的聖言福音外，更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

關懷，生活充實了，也充滿生氣，真是日久他鄉是故鄉啊！ 

 基督徒要懂得感恩，一旦建立了生活圈子，建立了安定的

家園，就應多騰出時間為教會服務，將你的經驗與人分享，支援

其他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為基督作見證。成就未必是豐功偉業， 

A.  Accept 

A.   Adjust 

A.    Achieve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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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未必是大富大貴，成就可以是一種奉獻，是謙卑的服務，是

為他人作犠牲，讓我們常常效法基督的精神，以共融、包涵、體

諒.....的精神，團結教友，一起為主工作！ 

 最後，請你們多應用這三個A字在日常生活中，希望這次

抛磚引玉，能引起大家的共鳴！多投搞支持福泉的發展。 

  樹欲靜而風不適，子欲養而親不在。這句說話在我小時侯

就常常聽到父親訓示哥哥，姐姐們。但從不感到這句說話有多大

的意義和心痛。甚至在父親去世那年，才十三歲的我，也不能體

會到這句說話的深長意義呢〈 

 直至到二十五年前移民到美國，這句說話喚醒我的自責和

內疚，所以很快我就把媽媽帶到美國了。但可惜，由於她的不習

慣和掛念在香港的兄弟姊妹們，她就放棄了移民而回流到香港。

我曾經怪責自己的自私而沒有考慮她的感受，同時也難過她把我

掉在遠方的美國。許許多多的不捨和不願意，令我背著這內疚和

自責渡過了廿多年。媽媽的樣貌和聲音，她的烹飪技巧和教導，

是治療我思念的良方。但擔憂和掛慮也隨之而來。媽媽日漸年老

的身體和日常起居的生活，是我每日祈禱的意向。她從來不會催

促我回家看她，相信她是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吧〈有時我會騙自

己說„媽媽不愛我了‟〈其實，當我每次回去看她時，她陎上掛

著的喜悅和關懷，我就知道她是多麼的想念我了。我女兒常常問

我〆「為什麼您可以牢牢的記著婆婆說的話〇」，我忍著淚回答

她說〆「因為我思念她，因為我乖，沒有令婆婆失望和擔心。」 

 樹欲靜而風不適，子欲養而親不在............我深深的感受到

這句說話帶給我的痛。那種觸不可得的感覺真的很難受啊〈 

 媽咪〈我們多麼期待著在天與您重聚的那一天呢〈 

      

憶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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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今年45歲、已婚，有兩位乖巧的女

兒。在他讀高中的時候，他經常參加基督徙團契聚會。李太太不

是基督徒，從沒有機會接觸過天主，亦未聽過天主的福音。 

  李先生有極強的責任感，十分重視家庭。結婚後，他全副的

精神及時間都放在事業上，他希望他的太太及女兒有舒適的生

活，豐富的物質享受。待他的事業稍有成就，他再也沒有參加基

督教會的任何活動。他已把自己的信仰拋諸腦後。 

李先生有很強的自信〆縱然遇到困難的事情，不會成為他放

棄的藉口，或是事情失敗的原因，他很自豪，他永遠相信命運能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睛天霹靂，惡夢忽然間降臨到李先生身上，他得了一個危

疾，疾病使他時時進出醫院，次數之多連他自己都不清楚，病魔

將他弄到手足無措。李先生的情緒非常低落，常怨天尤人。 

治病期間，常有兩句人間話縈繞在他心中，「在巨富中死去

是可恥的。」，「明天能不能醒來看到日出都不知道。」，這兩

句話就大大改變了李先生認為自己能持守不逾的人生觀。 

李先生得了危疾後，再看不見昔日在他陎上的光輝笑容，他

已失去自信，他已喪失了對工作的熱誠，他已經變成一個令太太

十分不安的陌生人，變成了一個女兒都不敢接近的父親。 

李先生總覺得自己的生命時日還有多久呢〇自己的危疾是否

可以痊癒呢〇為何還要遵守倫理道德的規限〇他心中已沒有黑白

之分，生活在黑中就成為黑，生活在白就成為白，他的生活已經

不受任何道德同倫理規限。他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足足一年

多，任意放縱自己，為所欲為，他已無法陎對自己的婚姻，事業

前途亦跌到谷底，無法回頭。太太屢勸不聽，夫婦感情似乎已無

何挽救，於是太太下定決心，和李先生分手。 

眼看家庭將要破碎，李太太傷心欲絕。某日正當她心煩意亂

時，她看到一座天主堂就在她眼前，雖然她不是天主教徒，她仍

然獨自一個人進入聖堂，希望自己的內心情緒可以稍為平伏下 

上主的愛情深似海  Melissa Poon  

http://www.livingspringfoundation.com.hk/web2.0/modules/tinyd9/index.php?id=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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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當時神父正在舉行彌撒聖祭，李太太也在聖堂內參與彌撒，

靜靜聆聽天主聖言，心裡感到極大的舒服平安。從此，李太太便

經常獨自一個人到聖堂參與彌撒聖祭。 

  幸得上主無限慈愛的眷顧，李太太忽然間改變同李先生分手

的決定，李太太想帶李先生去聖堂參加慕道班，李太太只想給丈

夫一個悔改的機會，大家不要分手，不想大家內疚一生，試試慕

道班是否可以幫到大家。經過無數次的邀請，李先生終於答應太

太的請求，一起參加慕道班。 

  自從李先生和太太參加慕道班後，藉着聖神的引導及導師們

的教理分享。李先生檢討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誠心悔改，常常

祈禱。答應太太共同努力，重新建立一個幸福美滿的家。一年

後，李先生的危疾己痊癒，身體完全康復。李先生和太太亦一起

領受聖洗聖事，成為天主的兒女。見證天主對他們愛的呼喚，豐

厚的恩寵，讓他們重新走向美好的基督徒生活。 

  什麼觸動了李太太的心靈〇使她能原諒李先生過去所做的錯事

呢〇 

    什麼觸動了李先生的心靈〇使他真心悔改，皈依天主，重建正

確的人生觀呢〇 

    主〈是祢的大能觸動了李先生和李太太的心靈，是祢的大愛挽

救了他們。 

  人生無常，活在當下，珍惜眼前。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嗎〇但又如何使我們心動〇持之以恆，身體力行呢〇唯有返回生

命的根源，從天主那裡獲取生命的泉源，深深經驗到人無論做什

麼事，天主對人始終如一，不離不棄。這樣，人才有力量重新起

步，向生命旅途再進發。 

  讓我們以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6節共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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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的都是真實的故事，讓我們一起誦讚上主對世人無窮

無盡的大愛。上主的愛情深似海，上主的慈愛充滿大地，祂的愛

永遠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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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靜日的主題－愛與恕，小組的討論，大組的分享，認知交流

獲益良多。 

     愛：有千方百計，恕：卻存在一些俗世的思維及現實情況的困

擾……。 

     其中有人問：「假如某人犯上你最討厭的事，一而再、再而

三，如何能夠包容得下，還要肯說仍然愛他！」 

     再者又問：「若加上這人是近親或近婚，勢難寬恕兼夾貼身！

而更嚴重的是其人對所犯的討厭事，感覺不以為然，反而怪你多

餘扣帽子，唔明白有乜東東要你去寬恕！！」 

     的確諗落又係，人各有志，行為各異，偶然犯錯，人誰無過，

但屢犯屢錯，實難放過，何況係身邊那人。 

     思前想後，看來愛仇如己辦不到，只好退一步，試試恕人如

己，大概方便些，自己的缺點比較容易接受，天天照鏡–問誰靚

靚... 

     天主教本來早在基督死後635年唐代年間已從西方傳入中國。其

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只可從為人熟悉的一位西方傳教士利瑪

竇在中國福傳27年間的事跡處得悉，他把天主教從澳門傳到北

京，經過多年努力得到明朝「萬曆」皇帝接受，天主教才可以植

根中國和發展，最後他在基督死後1610年去世而葬在北京。 

﹝資料來源〆『利瑪竇之路』DVD ﹞ 

     到了清初，因教廷不容許教徒祭祖，「康熙」皇帝知道後就下

令驅逐外國敎士，「雍正」更進一步禁止傳道，直至南京條約生

效後，教士方可以再到中國工作。可惜在內戰結速後，新政權要

求教會終止與教廷的關係，不服從的教士就被關進監獄裡，最另

人傷感的是當時其中一位在中國工作的龔品梅主教就因堅持對主

的信念，被足足關押了30年，可喜的是他後來可到了美國終老，

長眠在Santa Clara Missionary Cemetery。 

﹝資料來源〆『Church Militant』，作者〆Rev. Fr. Paul P. Mariani﹞ 

愛與恕  俗世篇      黃某  

天主教在中國發展點滴  梁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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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我加入教會這個大家庭己經快一年了。時間飛逝，我從

一個不認識主到成為一位天主教徒，只不過是短短一年的事。在

這團體裡，我結識了一些很友善的朋友，從中得益良多，尤其是

每星期蕭神父的短短數分鐘的講道，令我學會很多做人的道理和

處事的方針，真心感激。 

     一向在我生活上，我都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相信只要不是

傷害到他人或事情，我都會隨心所欲，我行我素。我覺得人應該

是為自己而活，無必要理會他人的感想，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

性格，喜好，品味各有不同，這才是人生。不然，這個社會就變

成毫無生氣，這樣的人生就沒有意義了。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個

人的抉擇，不論是好是壞，都是個人的權利，應該得到尊重，公

平和自由。所以我一向都是抱著一個心態就是〆「意見接受，行

動依舊」〈身邊有些人對我的態度會有議論，我很樂意接受大家

善意的批評，認真思考和衡量是否應該改善，衷心感激這麼多人

對我的關懷和指引，希望多加包容，願主保佑和愛護。 

感想  藍陳靜儀  

    實在的主於我的生命之旅，祂經常與我同行，也曾隱隱若若 

的出現，顯示祂的至善，至美，至慈善之旨意和全能! 

以下是數則舉例曾觸動我心靈的故事〆 

    1. 家父原非天主教徒，而家慈則於出生時，就領洗了，事緣外

祖父母居於鄉鎮經商，略有積蓄，但兩夫婦就是不能養育孩子，

孩子一出生，不幾年就夭折，後來經人指引，當大舅父出生 

時，就抱到“白頭婆”（修女頭上戴著白色頭巴）處領洗，他就

健康長大，（今年已八十六高齡）。接著家母和姨母出生后也就

領洗了，但外祖母於七十多歲時，才於越南西貢方濟各堂領洗。 

在我年幼時，家父只於聖誕、新春、復活等日陪著家人去教堂。 

觸動心靈的故事  林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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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晚，他於睡夢中，見到自己赤身露體被惡魔追打，他一路

跑，跑到方濟各天主堂時有一老人出來，牽著他的手，帶進教

堂，惡魔盡退，他感到身心無限的平安。同年他登記慕道班而領

洗了，也是家裡最虔誠的教徒。 

    2. 至於我本身，身於軍伍。在一九七三年，越戦最激烈最慘淡

之年，我離開已受訓一年的士官軍校，肩佩淮尉軍階，投入戦

場。剛到單位報到，就擔當小團作戦部隊的傳訊士官。日以繼夜

行軍，陎對槍口，槍聲炮聲連連，起初實在心驚膽戰。睡夢中風

吹草動，都會翻身下地（睡於兩棵樹間的吊床）抱槍警誡備戦。

但漸漸的接觸死神多了，同伴一個一個倒下，自己也變得麻木，

再也不怕炮彈聲，也不怕跟敵人對壘，渴睡更甚於死亡。 

    於一九七四年秋，我的小團二百人（實際不到一百人）分成四

大隊，從上午至午夜，徒步轉移到一偏遠的市鎮註守。於深夜我

和同伴們乘船渡河抵達目的地，上岸時，我感到肚子餓，見前陎

有市集，燈火點點，人影幢幢也頗熱鬧，心想去吃點東西吧〈離

開團隊直向市集走去，忽然間見自己置身於荒地，四周黑戚戚，

我急轉身趕上隊友到駐扎地，全身都起雞皮，心想那裡定是鬼

墟〈難道此處是我葬身之所〇我懇切的求天父免我受此爵。 

    三個月後我駐地四周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我住在小團行軍指揮

部，同住的有上尉小團長，少尉行軍指揮長，我是淮尉傳訊官。

我們三個長官，每晚都難眠，因為三個前哨大隊，夜裡都受到敵

軍圍攻，敵人的軍火和軍數頗猛烈，我方軍火日漸短缺（美國軍

已撤退）。當我前哨大隊交戦時，我要求縣區援射一零五重炮，

或晚上要求射夜明燈炮時，都鮮有能答應要求。 

    我的上尉小團長膽子小，折騰了一週餘，有一晚他自己弄爆地

雷，又打迫擊炮，弄假交戦聲響，報告上方被圍攻，被炮擊眼部

受到重傷，不能見物，要求空運急救，換副小團長到來。於此一

周前，我也不知因何罹病，只是睡和發高熱，不思飲食，同伙的

行軍部指揮長，他上唇有些長，又經常抿嘴，有點像孫悟空，故

有個別名叫“猴少尉”，他擔心我會病故，所以當時每晚都睡於

我吊床旁，不時用手摸我心口問道〆「雄〈你還活著麼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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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答〆「還沒斷氣!」每晚都問幾回，日間煮些粥湯叫我喝。他

見將有直升機來運小團長去軍醫院，故提議連我一起運去治療。

當直升機到了，我和小團長上機後，我怕自己會暈倒，故坐於機

門的甲版，雙腳置於機外，雙手緊攬機門的柱子戰鬭直升機沒有

門）。起飛前，猴少尉向我走來，脫下手上的精工錶還給我（他

的錶停了），我趕忙推開，叫他留下來用，見陎時才算，他向我

揮手話別。飛機上升時，我的眼淚禁不住流出來，心想〆這次未

知是生離還是死別〇機聲隆隆，已遠離戦地，突然間我感覺如宿

醉酒醒般，異常清醒，什麼病都不存在〇我自問〆我已病了七八

天，不思飲食，一起身就感覺天旋地轉，現今為何如此清醒，一

點兒病都沒有〇到了醫院，診了病回病房，撤夜難眠。一大早起

床望出醫院門口，見許多傷兵進來，問清楚，始知作晚本小團指

揮部已被攻破，死傷無數，猴少尉也陣亡了〈這是我死而復生，

一個震蕩心靈的經歷，天主已神奇使我罹病於八日前，又鬼使神

差的，令我於一日前跟著小團長飛離險境。 

至今還有許許多多觸動我心靈的故事，我只舉例一二以分

享，和誠心的感謝上主，衪在我卑微身上成就幾許奇跡〈 

身體是天主父母給的， 

  健康是自己丟的  

連聯波  

(Joe Lin）  

以下是真實的健康見證和生活體驗〆 

    去年中我的體重增至180磅，驗血體檢後，報告出來時像看到不

合格的成績表一樣〆滿江紅。看到三高〆血脂高、血糖高、血壓

高。醫生除了將那吃了十多年的降膽固醇藥加重之外，還多開了

另外三種藥，更要我每天三次針刺手指頭做驗血糖記錄。我不期

然想起剛剛去世的母親，她這多年來健康不好，身體被病痛折

磨，吃西藥之多，就如吃飯一般，健康情況沒有改善，只有痛苦

萬分。想起來不禁心有餘悸，自己身體像走到懸涯邊緣，就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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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下萬丈深淵，心情沈重、憂慮、反復起伏。心在想，真的要這

樣嗎〇 一手拿著一盒子的藥瓶和驗血儀器，一頭滿腦子的深深不

忿，只有求天主給與另一條出路。 

    於是，到網上找資料，看看其他二型糖尿病的人怎樣面對和處

理這問題。花了兩星期間間斷斷的閱讀研究和思考，得到的資訊

是正陎的〆二型糖尿病是可以康復的(Type II diabetes can be 

reversed)。重要的是要把體重回落到正常水平，可以不藥而愈。於

是決心把整箱的藥物放置一旁，就連那吃了十幾年的降膽固醇藥

都不吃了，一於以自然方法減肥瘦身，對西藥不再信任，一心追

隨聖經的寶訓（以下會描述）。長話短說，結果三個月下來，體

重降至160多磅，驗血報告結果，整張成績表全部合格正常〈醫生

問，藥物都有吃嗎〇我回答說，全都沒有吃。他有點驚訝，然後

吩咐六個月後再檢驗（不用三個月那麼頻密）。然而，六個月後

的成績表結果差一點，超一點標，但不是太離譜。於是乎決心追

隨主的訓導作終身的身、心、靈的奮鬥目標。並給與主內弟兄姊

妹一個親身體驗的分享。 

    以下是英國神學家和作家Graham Tomlin（湯慕臨）的一本好

書〆「解〃破七宗罪」 

    以下是書中的大綱： 

    七宗罪的目的，並不是要制定一套規範來幫助我們遠離罪惡。

這樣只是返回以前那套「就是要守規則」的模式，既說教又不實

用。反而，它的目的是要為我們的生命建立一種特質，使我們因

而能除去自身的陋習，並建立一些良好的習慣。。。。。 只是對

邪惡有所警惕並不足夠，那只會在我們心中留下一個空洞。福音

書中有一個比喻，說到如果我們只顧趕走心裏的魔鬼，不一會兒

便會有更多其他的魔鬼走進來。我們需要多行一步，就是指出一

條通往美善的道路。這本書不單要揭露罪的醜惡一陎，還要讓大

家看到基督徒如何陎對罪和建立美善。本書旨在指出基督教信仰

如何能給我們一條生命之道，使我們能克服惡習，並且建立正

陎、美善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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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書中的饕餮(Gluttony)一章節中，引用聖經對飲食有很好的譂

述和啟發，基本上就是多吃素〆菜、種子、和水果，和非常非常

重要的是〆節食、和禁食。當我們偶然在宴會上或節日裡大吃大

喝時，我們也需要像封齋期一樣，偶然要禁食。 

以下是網上有關禁食和節食好處的資料〆 

    美國衰老研究所(NIA)科學家表示，定期禁食既可提高腦力，又

有助於減輕體重。實驗鼠試驗發現，隔日餵食的實驗鼠，比天天

餵食的實驗鼠壽命長一倍。定期禁食的實驗鼠對胰島素反應更

強，這意味著其身體需產生更少的胰島素，身體能更好地控制血

糖水平，進而大大降低糖尿病危險。另外，科學家對兩組實驗鼠

的大腦功能的測試結果發現，禁食組實驗鼠大腦神經突功能更

強，即這些實驗鼠的記憶力和學習能力等大腦功能更好。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神經科學教授馬克〄馬特森博士表示，之後

展開的人體飲食試驗發現，飲食能量攝入限制(節食)對心臟、循環

系統和大腦都具有保護作用，可以防止老年癡呆症等與衰老有關

的疾病。他表示，定期禁食可以刺激神經元中細胞壓力反應通

道。定期禁食有益長壽的機理與動物冬眠十分相似。 

    專家表示，禁食前後慢慢增減食物非常重要。在準備禁食之前

的三天，就要開始減少食物，吃得漸漸清淡及比平時量要少。禁

食(特別是完全禁食，只喝水，不吃任何東西)之後恢復吃食物時，

一定要注意慢慢由少量清淡、易消化的流質開始恢復飲食，尤其

長期禁食者更是如此，這是相當重要的。 

    我深信現代社會中，百病直接和間接是吃出來的。吃西藥就是

吃毒，而吃人為食品和喝人為汽水就是慢性自殺。吃和喝得正確

合乎天道，加上適當的運動，和保持正陎開朗的心情，健康是可

以不必花什麼錢去買來，而是天主白白給與的。 

以下是一本很好的健康參考書〆 

「病從寒中來」， 作者〆石原結實 醫師 

網址〆HTTP://www.hairway.org/show.aspx?id=803&cid=0 

他很簡單精要地介紹自然的飲食，運動，和心理健康，加上他本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S&to=zh-CHT&a=http%3A%2F%2Fwww.hairway.org%2Fshow.aspx%3Fid%3D803%26cid%3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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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功的臨床經驗，給我們介紹很好的保健和治療方法，非常值

得去閱讀和實踐。以下是書中的大綱〆人類在進步過程中忽視了

自然的的力量，然而，無論是動物界還是人類，自然治癒才是最

值得提倡的健康途徑 。。。。。 現代醫學在急救醫療和臟器移植

等方陎，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在那些慢性疾病的治療上，

醫生們嘔心瀝血的努力，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我

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醫學進步了，人類就日益依賴上了物質的

便利，而遠離了自然。。。。。 而動物們憑借本能進行的「節

食」和「發燒」自然療法，卻是人人輕鬆就能做到的。所以，從

某 種 角 度 可 以 說 ， 「 節 食 」 和 「 發 燒 」 就 是 我 們 最 好 的 醫

生。。。。。 如果我們多攝取姜紅茶、胡蘿蔔蘋果汁等陽性食

品，以步代車，多活動，多走路、多做運動，堅持養成用熱水泡

澡、泡腳的好習慣等方法讓身體暖和起來，這些頑疾都可以被克

服，這是因為隨著體溫的升高，人體免疫力不斷增強的緣故。 

    說過來，我還是要告明一下，雖然身體有一點點改善，但這只

是個開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受美食引誘和生活的各種試探

和挑戰。對飲食、運動、和心情還自覺做得不全陎(只是吃少了

點，疏果多一點，肉少一點，白飯不吃，間中走走路，早上做易

筋，早晚祈禱，但效果還是顯著的)，基本上要說的是七宗罪的〆

懶惰。自知做得不夠，體重還是徘徊在165磅左右，不壞但可以更

好。 

    身體是聖神的宮殿，是天主和父母給與的，我們實在有責任把

身體好好的管理好和料理好，也要不斷地警醒著自己，不要辜負

這份交托。祝大家身體健康，在主內福壽日增。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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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s the killer!! 

    這是前幾天經過一個街角時，看見一位男士手上紙牌上寫的句

子，他一臉哀傷和絕望。我當時的心怦著了〈為什麼他會這樣寫

呢〈為什麼他會咒罵天主呢〇為什麼他失去了信德呢〇 

    無錯當人遇到親人夭折、病逝，遇到親友在海難、空難、地

震、車禍中喪生，當遇到事業、愛情、投資失敗時，我們是何等

哀傷、失意、沮喪⋯⋯⋯這時，我們的信德便容易動搖，便會埋怨創

世造物之主弄人，將一切責任、過失，歸咎天主，甚至咒罵祂〈

因為哀傷，仇恨，憤怒巳佔據我們的心靈，理智消失了，信心動

搖了，看不見光明，只有黑暗。 

    聖經上曾記載一個故事，說主人吩咐僕人到田裏撒下種子，到

了晚上，敵人來了，在田裏撒下莠子。翌日，僕人知道後，慌忙

告訴他的主人，並要求拔去莠子，免得他們妨礙麥子的成長。主

人卻說〆「不可，你們拔除莠子時，可能損壞麥子的幼苗，讓他

們一起成長吧，等到收割的時候，將麥子收割放入倉內，將莠子

捆起來，放入火堆中燒了吧〈」 

    人世間的悲、喜、苦、樂、生、死是一起存在的，我們所遇到

的，見到的，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丁點吧了。人的能力，人的智

慧，人的目光是極為渺小，又有何能力窺探主的安排呢〇耶穌曾

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決不能抵達天鄉。 

    好人、壞人、善人、惡人均同時存在世上，有如麥子和莠子一

樣，偶然在災難中一齊失去生命，當那天來臨時，天主便會給他

們應有的賞報。正如麥子放在倉內，莠子被燒毀掉一樣，我們應

常懷信德，因為終極的審判不在人世間，而在天主的國內。 

    當我們遇到哀傷失意時，更應多祈禱，多倚賴上主，求祂堅強

我們的意志，求祂撫慰我們的心靈，將我們從黑暗中拯救出來讓

我們看見，感受到衪的光輝，重燃信德、愛德、望德，因為主安

排我們的人生大道，仍在前陎，我們要奮力向前，走我們應走的

路〈 

麥子和莠子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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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為父親擔心，因為他一直都不肯辦告解，但偶爾參與

主日彌撒時必領聖體。我想盡辦法來規勸他，但他毫無反應，依

然故我。 

    後來他病重垂危。有一天，我和太太在醫院的深切治療部裡，

有機會跟他獨處了一個小時。期間太太不停地默念慈悲串經，而

我則不斷地誦念：「奉主耶穌的聖名，並因聖母瑪利亞的轉求，

天父啊 求祢綑綁並趕走我心中的一切黑暗勢力。」由於父親聾得

厲害，我先給他戴上聽筒，才對著擴音機緩慢地念，好使他聽得

一清二楚。後來神父來到，便為他赦罪。(他毋須告明，因為他已

經不能說話了。) 

    想不到他的病況迅速好轉，第二天就調回普通病房。三天之

後，醫生竟然要他出院。但出院後三天，他忽然毫無痛苦地在療

養院裡逝世，遺容極其安祥，沒有人會懷疑他不能得救。 

    父親的善終，肯定與別人為他代禱有關，相信也與慈悲串經和

這篇「奉主耶穌的聖名……」的禱文有關。 

    父親逝世後，有一次，我遇到挫折，情緒很低落，念了很多

次：「奉主耶穌的聖名……」都沒有效 (平時是見效的！)。最後

臨睡前，我叫太太在我耳邊小聲地念「奉主耶穌的聖名……」。

奇怪，聽了太太念了四十遍之後，煩惱就煙消雲散了。想不到，

聽人念這禱文，效力也那麼大！ 

    相信天主想藉此告訴我：原來我在父親病榻前念的禱文是很有

用的。太太只為我念了四十次就能把我心中的黑暗勢力趕走；那

麼，我為父親念一個小時，效力豈不大得多？「黑暗世界的霸

主」(弗6：12)，即魔鬼，既然走了，天主的恩寵便自會進來，感

動父親的心，使他悔改。只要他發了下等痛悔 (不因愛天主，而只

因怕下地獄而決意悔改)，神父一念赦罪經，他的罪便會得赦。相

信這就是他最後一週心靈平安，病勢轉好，遺容安祥的原因了。  

父親病榻前祈禱  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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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我們有幸認識了耶穌會的朱蒙泉神父，猶記得神父

曾經向我們說〆「每一個為人父母者，都希望子女成材。但需知

道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家庭的培育及父母的榜樣是十分重要

的，而且子女們更需要一個安全及和諧的環境，作他們成長的溫

床。做父母的、同時亦是做家長的，是有責任去建立一個融洽、

相親相愛、互相尊重、信任的家庭。在這環境裏培育出來的孩

子，相信離開成功之路，必定不會太遠。 

    朱神父基於這個培養良好婚姻的理念，大力推廣夫婦週末營 

(Marriage Encounter Weekend) ，成立„夫婦懇談會‟去籌劃夫婦

週末營，目標是協助夫婦們破除彼此間的成見、勇敢陎對自己的

局限和配偶的關係，從而達致一個和諧及共融的婚姻。 

    今年八月，夫婦懇談會將會舉辦灣區第十六屆粵語夫婦週末

營。在過去十多年來，先後已有兩佰多對夫婦參加了夫婦週末

營，亦加入了„夫婦懇談會‟的義工行列，為新參加的夫婦服

務。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夫婦懇談會〞週末營的歷史。夫婦懇談會

是1958年由西班牙神父Father Gabriel Calvo創立，已經有五十多年

的歷史。Fr. Gabriel利用心理學上的一些原則和技巧，幫助夫婦進

一步深入彼此了解和溝通，建立互相信任和交談的習慣，使夫婦

因彼此更了解而融洽相愛。 

    這個運動續漸傳遍世界各地，目前在全世界有八十多個國家，

超過十二個宗教團體，用不同的方言，使六百多萬對夫婦享受懇

談會的成果。 

       1966年傳到美國，英文叫做 “Marriage Encounter” 。1970年葛   

 
  

    現在我更明白耶穌的話：「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

無論為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裡有

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19-20)   

夫婦週末營  Tony and A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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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神父和萬立民神父在台灣新竹舉辦了第一屆華語夫婦週末營，

目前台灣還不斷地舉辦。1989年在美國洛杉機舉辦第一屆華語夫婦

週末營。而在1998年五月在灣區舉辦第一屆北加州粵語夫婦週末

營。到現在全美各地如南北加州，德州的Dallas和Houston，New 

Jersey、Philadelphia、Seattle、Boston、加拿大的Vancouver、 

Toronto、Calgary、澳門、香港和中國各地都定期以國、粵語舉辦

夫婦週末營。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覺得參加了〝夫婦懇談會〞，實在是上主

恩賜我們夫婦倆最好的一份珍貴禮物。它不但幫助我們如何去提

升夫婦的關係，更使我們有一個融洽的家庭，從而更伸延到我們

的兩個女兒身上々使她們明白到，祇要夫婦兩人共同努力、互愛

互諒、彼此尊重、包容、寬恕，和諧的婚姻生活，是可以實現

的。 

    我們既然受惠於〝夫婦懇談會〞，亦好希望這個活動能繼續推

廣，使更多華人夫婦有機會參加和有所得益。如果大家對此活動

有興趣，或想增進夫婦倆的感情，請聯絡我們，謝謝〈 

God hath not promised 

Skies always blue, 

Flower-strewn pathways 

All our lives through; 

God hath not promised 

Sun without rain, 

Joy without sorrow, 

Peace without pain. But God hath promised 

Strength for the day, 

Rest for the labour, 

Light for the way, 

Grace for the trials, 

Help from above, 

Unfailing sympathy, 

Undying love.  

God hath not promised 

Annie Johnson Flint 

1866-1932 

American Teacher and Poet  

http://stpeter.ccreadbible.org/?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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