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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大家好 ! 教會禮儀年是從將臨期開始，在預備慶祝耶穌誕生

的時刻。許多人喜歡在將臨期製作蠟燭花環。花環上綠色的常青樹

枝代表生命，圓形是永遠的記號，綠色花環代表永恒的生命，紀念

耶穌使我們得永生。花環上有四支較細的蠟燭和一支較粗的白色蠟

燭；細燭通常是三支紫色和一支粉紅色，代表主耶穌基督是「光」。

第一週點燃一支紫色，次週起加燃一支，漸增，直到祂降臨的那一

天。第三週燃粉紅色蠟燭，表明歡喜快樂。  

的確，每逢聖誕節，世界不同地方都充滿歡樂的氣氛，商  

場、食店顧客如雲十分熱鬧。每逢佳節倍思親，人們都趕忙購禮物

和裝飾，準備參加朋友派對和為家人做飯，一起說說笑笑，大家快

樂。不過，由於最近全世界出現金融海嘯，機構裁員，公司倒閉，

不少人受著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痛苦磨難，如果有朝一日我們自

己身陷苦況，成為其中一個，不知有沒有能力面對，跨越困難。所

以我們需要節約和精簡開支，以備不時之需，另一方面，科技日新

月異，要自我增值才能應付未來的工作試驗，以策萬全。有能力者

應該向有困難和有需要的人給予援助，雪中送炭，十分可貴和有意

義。 

從前聖祖以牲口奉祀天主，而天主藉先知向以色列賜啟示。

其後基督在貧寒的環境裏誕生，是以自己生命作榜樣教導我們如何

珍惜自己的身份。更要明白自己是天父心愛的子女，就是獲得唯一

的真理：「人之所是」遠比「人之所有」重要。是叫我們輕看世       

物，甚至要徹底地盡自己本份生活，去除所有貪慾名利，淨化心靈

才能接受基督救恩。藉基督救恩我們不以牲口祭獻天主，就如聖經

所載：『所以弟兄們！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上你們的身體

當作生活、聖潔和悅天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你們不

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什麼

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麼是成全的

事。』（羅 12 ： 1-2） 

既然被基督召叫就該與主偕行，我們相信耶穌是世界的光，

並謹而慎之地跟隨這光勉力履行祂的邀請，分擔祂的使命，做世界

的光；讓這光在人前照耀，吸引人歸光榮於天主（參瑪 5:16）。這

光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施予我們的信、望、愛德之光。世界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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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陷入黑暗；謹讓我們更認真地看待我們的召叫，做世界的

光。聖經一再叫我們醒寤，小心自己人的弱點：『弟兄們，我請求

你們提防那些反對你們所學習的教理，而製造紛爭和絆腳石的人，

你們要遠離他們，因為這些人不是服事我們的主基督，而是服事自

己的肚腹，他們以甜言蜜語，迷惑那些誠實人的心靈。』（羅 16 ：

17-18） 

在這個消費主義高漲的時代，基督徒的價值觀例如：維護生

命、生態環境、扶貧、提倡社會公義等等，常被忽視或譽之為不切

實際。不過，我們要效法基督的愛心和犧牲精神，為改變人心捨我

其誰的抱負而孜孜不倦，是充滿希望和祝福的。能夠踏出第一步已

經是成功一半，現在藉救主「真光」引路，讓我們昂首闊步，為完

成主的事工而共同努力向前邁進。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在瞻仰祢聖容的時候，求祢幫助我 

們，用祢的目光去認識天父對人類救恩計劃的忠信，並效法祢勇敢

地承行天父的旨意，堪當成為祂的愛子！祢在貧寒的環境裏誕生，

不圖外物的精神，實在是基督徒神修的起點。基督是「天主愛萬民

的標記」，願大家天天都懷著感恩的心情來接待已經誕生的耶穌來

居住我們中間。祝大家主內平安, 充滿喜樂 !   

   

 看過不少聖誕電影及電視節目，其中印象較深刻的是一齣

迪士尼製作的卡通短片，名為Small One。片中的主角是一頭叫

Small One(小的)的驢子。Small One 的主人兼好友是一個男童，他

每天帶著一群驢子跟父親運送柴枝入城售賣。驢群中最Small One

弱小的，經過歲月摧殘，這頭老驢漸失去工作能力；柴夫於是命

男童把Small One 變賣，痛心之下男童帶驢子入城找買家，決意為

好友找新主人。 走了大半天，男童不單找不到買家，還受盡冷嘲

熱諷，試問有誰會收買一頭老弱殘驢。失意之際，男童跟驢子瑟

宿街頭等待天亮才會家。 

 忽然，一位男士上前掏出銀幣問道：“驢子是賣的嗎？＂

眼見男士一臉仁慈，男童便同意將Small One賣給他。短片完結

時，男士帶著驢子走出城外，而騎在驢子背上的是一位披頭紗的

女子。這頭微不足道的驢子，頓時肩負了重任，載著聖母瑪利亞

向白冷城進發。正如短片的主題曲“。。。there's a place just for 

small one, God made it that way. ＂意思就是“連最小的也有他獨

  

 聖誕期間的反思  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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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一年前，因為 Toby 健康理由，世界好像曾經停頓了: 

他的學業暫停了，Renata 的畢業計劃暫停了，我的日間工作暫停  

了。但是當我們聽到 Harker School 學生為病人唱出聖誕佳音時，   

我們深深感受到耶穌的降生為我們帶來一份平安，喜樂和希望。就

因為這樣，一位好朋友決定繼續參加聖誕報佳音，為有需要的人帶

來一點平安，喜樂和希望。 

現在 Toby 讀 St.Clare School 五年班，剛剛完成了第一個學

期，Renata 亦終於順利從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畢業，而我對於    

做了六個月的新工作覺得非常滿意，但最重要−−耶穌的降生今時今

日仍不停地為我們帶來平安，喜樂和希望。 

兩星期前參加蕭神父在耶穌會 Bellarmine College Prep 學校

舉行的將臨期退省，鼓勵我們仿效聖保祿宗徒−−為追隨耶穌而改變

自己，為主的工作而不停努力−−過去,現在,將來毫不間斷。(What 
conversion led me to follow Jesus? What have I done for Jesus, what 
am I doing for Jesus, and what will I do for Jesus?) 

希望藉著耶穌的降生,時常幫助我們重獲健康，勤於學習，投

入工作，熱愛生命，充滿希望。歡欣，歡欣，因為主與我們同在！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特的崗位，因這是天主所設的＂。  
 Small One 這齣卡通片好叫我在聖誕期間去反思。 首先，我

問自己何為“小的＂﹖ 記得小時候念幼稚園已學習“大小，多少，

高矮＂等詞彙，從小我們已學會比較﹔“比較＂原本是人求生必備

的能力，因為人先要學會衡量事物輕重，才懂得取捨。可是在 比較

的過程中， 會產生不愉快的事情，正如在人比人的情況下，沒有人

會想做“小的＂或是“弱者＂，更沒有人想被淘汰。我們在生命的

不同階段裡，都可曾像 Small One 一樣被認為是“小的＂，例如遭遇

失學、失戀、失業、失屋等，大概都是在比較的過程中被淘汰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 不免會懷疑自己的價值，因為我們的“自我價值＂

往往是建立在學業、家庭、愛情、事業和金錢上。假如在此情況下，

自我價值被粉碎，便難以站起來再向前走。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價值觀究竟是怎樣，自我的價值又是以甚麼為基礎。 

 再重溫 Small One 的故事， 提醒到我們，在天主的眼中每個

人都有他獨特的位置，所以就算目前因際遇而感到被淘汰，亦希望

你不要灰心喪志，因為在天主的眼中，你是價值不菲，始終有一日

你會找到天主為你特設的崗位。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連聯多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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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we were in kindergarten, we celebrated Christmas 
   at school. Since we were small, we knew that 

Christmas was an important festival, for which people prepared 
presents for each other, held parties, sent Christmas cards to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also, probably importantly, were given 
holidays. For many people, Christmas is simply a happy 
occasion which allows them to have what I just mentioned, but 
for me, Christmas means more than that, especially after I came 
to study in the States.  

Christmas is HOPE. I went to Catholic schools since I 
was three years ol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of the birth of Jesus 
every year since then. I felt hope brought by Christmas even 
before I learned about the real meaning of it. Isn’t a new life full 
of hope? Every time I saw a new baby, I felt hope, as life is a gift 
from God. Knowing that Jesus Christ had come to human beings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us, I feel hopeful in 
all aspects of life. The difficult time I had during these few years 
in the States did prove that God never leave me, and Christmas 
reminds me there is always hope.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ies I 
have, even though I am facing them by myself, I know that God 
is always with me and that he will never abandon me.  

Christmas is LOVE. After I came to the States, when I 
could not go home to meet with my family and my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I thought I would be lonely. Yet, I did not. Is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to send his son to us not the greatest love we 
have?  God loves us so much that he sent his son who lived as a 
human being and later sacrificed for us. During the Christmases I 
had in the States, I never felt lonely. My family’s and my friends’ 
greetings warmed my heart, regardless of how cold it was in the 
States. I learned that true love never died no matter how far we 
were from each other. Although I could not go home for 
Christmas, I still had a few friends and my sister with me. I know 
this is a gift from God, and as long as I follow His way, I will 
never get lost.  

 

Love & Hope-Filled Christmas Sunny 

In addit ion to holiday or 
parties, Christmas brings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hope 
and love. It also reminds me to do the 
same to my fellow brot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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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是聖母瑪利亞的淨配，

是主耶穌的養父，聖家之長。他的事蹟

在福音中記載下來的雖然不多，不過我

們對聖若瑟的生平都十分熟悉。 

 瑪竇和路加兩福音都提到聖若

瑟的祖先，他是達味聖王的後 裔。聖若

瑟在夢中聽到指示，要迎娶瑪利亞為

妻，他便遵照天使的話，成為瑪利亞的

丈夫。之後，他就作了聖家的一家之主。

聖若瑟要打點聖家生活上的一切物質

需要和保護一家安危。 

耶穌出世後，為躲避黑落德的

追殺，若瑟便要帶著全家逃難到遠方，

直至得到指示才把耶穌帶回家鄉。聖 

sisters, to bring them hope and love. While being loved by God, 
our familie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 believe we should spread 
God’s love to others, to care more about people around us and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I believe, by being God’s tools of 
love, we will be ready for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聖若瑟 St. Joseph Mary林太 

經中稱若瑟為義人，就是一個遵守誡命，時刻聽天主話的人。 

 聖若瑟具備的德行包括安貧、謙遜、貞潔、服從等都是我們

要效法的。最初，教會慶祝聖若瑟的敬禮，常包括在耶穌和聖母節

日中，到 1621 年，教宗額我略十五世才將三月十九日定為聖若瑟

瞻禮，1870 年，教宗庇護九世更奉聖若瑟為教會的總主保，將普

世教會託付給他。後來，中國教會也奉聖若瑟為中國主保。 

 聖教會每年有四個特別敬禮的月份，就是，三月為聖若瑟月

特別敬禮聖若瑟。五月為聖母月特別敬禮聖母。六月為耶穌聖心月

特別敬禮耶穌至聖之心。十月為聖母玫瑰月特別敬禮聖母玫瑰。 

 在梵二之前，這些敬禮，每個教區都舉行念玫瑰經及聖體降

福。幸好，我們粵語組團體每年五月及十月主日一時三十分彌撒前

半小時都有念玫瑰經恭敬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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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是那麼獨特，有關它的裝飾、氣氛和活動都有它

  的特 色，是其他節日所沒有的。 雖然聖誕的來源是

  一個慶祝主耶穌基督誕生的宗教節日，但漸漸它也

  是一個充滿商業元素和氣氛的節日。  是商業元素加

強了聖誕節的普及性和認受性。  

 我對聖誕的認識和期間的活動可分為幾個階段。 未認識主

之前，聖誕是一個放假、聽聖誕歌、玩樂、飲飲食食的節日。 自從

信從了主耶穌基督，對這『普天同慶的生日』也由「假日」加上了

救世主「愛人、降生、贖世」的意義。   

 隨着不同時期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對聖誕節日的瞭解和渡 

過也有不同的演變。聖誕節到教堂參與子夜彌撒己是很多年的指定

活動。於聖誕期內，在求學時期的活動最多，如唱聖詩，到醫院、

老人院報佳音和派禮物，作為聖誕彌撒的輔祭等。除了過農曆年  

外，只有過聖誕時才可以半夜也不用睡覺，更可以到處跑、到處去，

而父母非但不阻止，甚至鼓勵、支持。  在聖誕期間的聚餐多是與朋

友一起，有家人一齊參與的相對較少，但是，聖誕的歡樂氣氛也多

少可帶些回家去。  就算假日前後有考試，工作上有阻滯，也可以在

一個彌漫着歡樂氣氛的環境下作準備、作籌劃。 因為聖誕很接近西

曆新年，過聖誕多與過新年連在一起，是一個快樂的節日，也是一

個新的開始。  

 生活是有苦有樂的，有高潮也有低潮。 有如主耶穌基督為 

拯救人類從天上降下，誕生在馬槽裏，成了木匠聖若瑟和聖母瑪利

亞的兒子，實實在在地準備「宣揚天國的福音」，迎着「司祭及法

利塞人的挑戰和陷害」，也進一步邁向「復活升天」和「光榮地再

來」。 

 對我來說今年的聖誕是與以前的不一樣。  除了身在加州灣

區，更在聖誕前再續中斷了多年的避靜，而且是由聖荷西華人天主

教會廣東組安排並由蕭神父主講的避靜。 其實，我真的很需要〝停

一停、想一想〞。 Bellarmine College Preparatory (Jesuit High School) 
又 提 供 了 那 樣 幽 美 的 環 境 ， 讓 我 可 以 思 索 〝 我 的 昨 日 、              

今日和明日〞。  事實上聖誕不只是吃喝玩樂，還有很多形式和內容

可以讓 我們細細欣賞、摸索、學習。 

 

  

聖誕的意義  劉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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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具有甚麼條件才算是義人呢﹖是多行善功還是定期守

齋﹖是多作十一奉獻還是．．．．﹖相信這個疑問必定存在每個教

友心中。（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至十四節）正好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主耶穌藉著法利塞人，稅吏在聖殿祈禱的比喻向我們揭示真正的答

案。耶穌是用「外表行為」以及「內心轉化」兩個層次來帶出「義

人」所須具備的素質。 

      從「外表行為」看來，這個法利塞人其實很完美，他不但每主

日守齋兩次，遵守一切法律以及實踐十一奉獻等，在當時看來他的

確具有義人的模樣，因為他完全符合了守法所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至於那個稅吏不但從事一般猶太人所輕視的工作（為羅馬人收

稅），而且在工作上他亦會採用一些不公義的手法多收稅款﹔因著

以上條件都令他陷入「不義」的境況中。如果單從外表來判斷，義

人之名理應歸於那個法利塞人﹔但是為甚麼耶穌卻說稅吏成了義

人而非法利塞人呢﹖就因為另一個層次﹔「內心轉化」發揮效用。 

      這個比喻的轉捩點就在「內心轉化」的一刻出現，對於稅吏的

內心轉化，福音提到﹕「他遠遠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胸說﹕

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這份內心的轉化，正好令他由一個

從外表看來不義的人，轉化成為一位義人。這表達出一個重要的信

息，你是否一個義人，單靠你「做了甚麼」並不足夠，最重要是視

乎你的內心意向。除了內心意向以及行動外，你還需要最後一個元

素才能成為義人，就是一個「謙遜，全心信靠上主的心」。這一點

在德訓篇中提到﹔「凡誠心誠意恭敬天主的，必蒙接納，他的祈禱

上徹雲霄。謙卑人的祈禱，穿雲而上，不達到目的，決不甘休，不

等至高者見了，為義人伸冤，執行正義，決不離開。」這個章節正

好提醒我們天主眼中的義人與人的標準是不同的。為一般人的標

準，就是從他人的外在行為出發去判斷一個人的好與壞，但是天主

卻不只看人的外在行為，還會留意人的內心。 

      因此，凡事不要只看外表，而應該從內心出發看深一點。相信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時會有判斷別人的機會，故此希望我們能夠

學習天父看人的標準，從內心出發，而非只看外表。至於我們行事

時，亦應該從心出發，以別人的福祉為出發點，而非為自己的利益，

不要為高抬自己而輕看別人。相信只要我們從心出發，並且透過每

天所作的愛德行動，我們必能成為一個表裡一致的真義人。最後願

我們都能夠懷有一個謙遜，赤子之心，信靠天主並且透過每日的善

行光榮在天之父。 

 
   

        

 

 外表與內心    Mary 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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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的來臨更讓我懷念已逝去的時刻，逝去了的父

母，祖母及所有已逝的親人。但這些親人都是上了年紀才逝去，可

惜我的表哥和表弟卻還很年青便離開這個世界，十九歲和三十多歲

便走了真的很可惜。19 歲的表弟在 1962 年尾，還不到二十歲便突

然中鼠疫，吸了塵毒茵，就這樣結束了生命。四十多年後，姑姑和

姑丈也離去了。 

 我永遠都記得每年這時侯在越南，滿街都是人。七時去教堂

的慶祝晚會，往往待到 12 時後才盡興而返。那時的教友們都很有  

演藝天份，演話劇演得出神入化，燈和人的裝束很調和，音樂節奏

也很美妙。 

 在美國，教會慶祝聖誕的方式不同，西化了亦進步了很多，

但有時人手不夠就辦不到。這個聖誕節的來臨，我也預備了幾首歌

想吹給大家聽，不知您們喜歡什麼歌，到時再點唱好嗎？吹得不特

別好，但也總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您們這樣支持我，讓我更感到

慚愧，真的感激不盡，還請繼續給我多打氣。 

 十二月二十一號，我們到羅省探親，大家輕輕鬆鬆過這個聖

誕節。朋友、親人一共十幾人，很多已經十多年沒見面，大家相聚

一堂非常熱鬧，開開心心過這個聖誕節很有意義，值得我們感謝和

感恩。將臨期我們該多祈禱，望基督常在我們心內，更要懂得常感

恩。 

 

追思亡者 梁光濃 

 禮物，派對，旅行，這些都似乎跟聖誕節劃上等號。即使在

那個時候我早已聽過耶穌的故事和聖經的一些粗略知識，但無礙我

的俗世想法。自從太太過身之後我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改變了，不

要以為我會從此歸依上主，瞬間頓悟。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很怕出入

人多的地方，見到別人雙雙對對心裏便不是味兒，直至到領洗之後

生活上不斷的改變，慢慢地這些固有的觀念才開始改變。 

 似乎真的甚麼東西都有它的時間表，我對天主的認識不在

於究竟我花了多少時間在聖經上，又或者多少功夫用了在服務

上，很多時只會令我更加忙、更加容易生氣，更加試過令自己

覺"有自唔在，攞苦嚟辛" ，多貼切的一句廣東俗語。曾經有這個想

法---為甚麼天主不能夠像男人講說話一樣，開門見山，有碗話 

華山學武??? 黄新華 



   9 

 碗，有  碟話諜，多爽快。反而徧要像女生一樣，總是要你猜謎語，

轉來轉去才可以真正懂得衪老人家的意思，真是很累。難道衪真的

覺得我有那麼蠢嗎？還是我是真的那麽笨呢？反正我又是衪製造

出來的，我那裏知道衪的想法呢！ 

 當初我寫聖誕晚會的話劇，我只是覺得連績兩年的聖誕晚會

太重娛樂性，沒有太多信仰上的意味(都怪我太在意有人批評過我 

們過往的聖誕晚會實在太悶，所以當我接手做籌備之後，便銳意增

加娛樂性，卻流於膚淺！多浮誇的我，請各位原諒。)到正式開始寫

時，又怕過份平淡，會叫人打呼嚕，所以加入輕鬆的情節，但是後

來又越來越生活化及現代化，直到有家長看過劇本(初稿)後認為， 

似乎不太適合兒童來演，我才突然察覺我究竟要寫甚麽呢？我的話

劇究竟要對觀眾講些甚麽呢？我把劇本看完又看，聖經也翻查過，

也問過路人甲和乙但總是理不出個所以來。想想排演的時間將到，

演員、配音都有了，難道我真的要取消這個話劇嗎？當鼻子差點碰

上牆角時，靈感便來了，所以迅速地寫了第五幕--由兩隻豬仔去告 

訴我們耶穌基督降生的真正意義。雖然劇本是完整了，至少算是"有

的放矢" ，仍是過於膚淺但總算言之有物。不竟用兒童來演還是會  

有爭議，直至到神父提議由大人演出有對白的一個版本，兒童的那

個版本便是不折不扣的一個默劇，難題才得以解決。 

 話劇的最終目的是想帶出我個人的心聲：人們經歷漫長的

路，不論是火燒水淹種種懲罰；還是之乎者也等等文化薰陶，似乎

對我們這班不論中、西、老、少的頑劣之徒沒啥幫助。像今天的甚

麽原油、食物價格暴升，又或是更惡劣的金融海嘯，都因為我們人

類的劣根性使然。要徹底化解我們身上這些慢性毒，何解是慢性，

因為不是要我們即時死去而是讓我們逐漸腐敗到最後無法自拔。拿

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講講，話說江湖浪子令狐沖中了桃谷六仙的六股

真氣之後，知道自己身體已經出了問題但苦無對策。本來師父岳不

羣想傳授他紫霞神功來醫治但剛好又遇上劍宗來找麻煩，至使對令

狐沖產生誤會而錯失了一個治病的機會。後來又碰上不戒大師及方

生大師都是以外家的手法，試圖用自身更高的功力去壓制內在的毛

病，這樣只有讓令狐沖泥足深陷走上絕路。後來雖然在誤打誤撞的

情形下學會了吸星大法，好像一下子解除了令他差點喪命的內傷，

但其實他卻步入深淵，不只害己還會害人。 幸好他的良知未泯，所

以少林寺方丈願意傳授他易筋經，最終從內而外的改變過來，既把

反噬的真氣化解於無形更因而練成少林神功，終成一代大俠。當然

這個只是坊間的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但其實我們每人身上不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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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有幾道真氣(七情六慾)在四處亂竄嗎?攪不好大家都是怕罰、怕

犯法而把它們壓抑着，但世上總有些走歪路的聰明人，專門轉空子、

走法律罅，就好似身懷吸星大法的令狐沖一樣，武功是絕高了但卻

已淪落至邪魔妖道。要反回正道，說易很易，說難亦難;其實天主已

把這部易筋經(聖經)傳了給我們,只不過是否學而得法，就得看我們

的悟性了。聖經是一部講愛和寬恕的祕笈，若果我們不是以此為心

法，那麼我們只能練得徒有其形而沒有其效了，更可悲的是有些練

至走火入魔而不自知，弄至正邪對着幹。因此我們不難在身邊見到

用音波功的，發金手指的，放飛劍的也有，懂獅子吼的更加多。總

而言之，秘笈易找，神功難求，心法不對，難有成就。祝各位兄弟

姊妹，新年快樂 ，神功早成。    
 
 Mary林太    四旬期與復活期 

   四旬期是靈性上退省的時期，讓信徒藉著與天主的友誼而

獲得真正的喜樂。 

 四旬期是一個皈依和更新的時期，四旬期的生活要點是祈

禱，守齋和施捨，這些要點正是學習和鍛練基督信徒的希望的途徑。

「沒有什麼比懷著信德祈禱，更能表現天主存在我們生活中的事

實。更與人同行，並在祈禱中，強調以關心戰勝冷漠，以寬恕克勝

仇恨，以愛情戰勝私慾偏情。 

 聖灰禮儀代表著四旬封齋期的開始。聖灰禮儀象徵人原是天

主用灰土造成的，將來有朝一日還要歸於灰土。除了這個象徵性的

意義外，聖灰瞻禮更提醒基督信徒必須在這段時期更努力地度懺悔

皈依的生活，準備心靈迎接基督復活的來到。 

 四旬期提示，反思，「聖灰禮儀」四旬期開始，第一次反思，

可集中感恩，感恩祈禱。第二次反思「改進」「更新」最值得改善

的地方，無論是行為，或人際關係，尋求「新」的開始。深表悔意，

找機會賠補。 

 四旬期第二主日，以克己節制（清心寡慾），祈禱，和愛德

行為，去達成與自己，與天主，及與人修好，好能不斷的逾越皈依，

死於自我，活於基督。故此，要注意，四旬期與聖週及復活期是一

個整體，以達成死於罪惡，跟隨基督，活於新生的過程。 

 應要配合四旬期「以反省，淨化良心﹔以福音光照生活」的

精神。以「立志」的正面方式，來體現四旬期精神，例如，（四旬

期第二週）定立今年的志向，即反思，身體和靈性成長的方向，輔

以祈禱求恩，以及相關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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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第三週）用方法幫助找出達到所定目標的途徑和方

法。同樣，輔以祈禱求恩，以及相關的具體行動，反省並重申這週

的「定志」。 

 （四旬期第四週）意識到邁向所定目標找出解決方法。同樣，

輔以祈禱求恩，以及相關具體行動。反省並重申這週的「定志」。 

 （四旬期第五週）用方法幫助自己的弱點，及人性的黑暗面

（以七罪宗﹔驕傲、慳吝、迷色、忿怒、嫉妒、貪饕、懶惰、及十

誡作省察）。並設法懺悔改善，且加以操練，好能置諸死地而後      

生，致使無論在理智，感情和意志上，都走上皈依的路。 

 在四旬期第五週的反思，和操練當中，可參加團體安排的  

懺悔禮及個別告解。或參加一天避靜，在避靜中告解。藉這些行動

幫助自己邁向「聖週」以跟隨耶穌死而復活。 

 復活節是洗禮重生的日子，復活期是慶祝重生的時期、故 

此，四旬期與復活期是一個整體，從悔改更新，到與基督一起出死

入生，享受新的生活。復活期慶祝新生，一直到五旬節（聖神降   

臨）。 

 

    當孩子出生的一刻，他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小時候，孩子是需要父母的保護和教導，亦需要父母給  

予機會去學習。學習是成長過程中必經的階段。試想想，孩子初學

走路的時候，雖然會跌倒，但還是會興緻勃勃地再站起來，繼續嘗

試。父母若感心痛，怕他會跌傷而終日抱著他，豈不是增加其倚賴

性及剝削他學習獨立的機會嗎？ 

學習獨立的過程會遇到困難和挫敗，父母需要鼓勵他，讓他

知道不嘗試，便沒有成功的機會，肯嘗試，雖不能保證一定成功，

但最少增加了經驗，更或會試出他的潛能。若然成功了，孩子就可

以享受努力的成果，及信心帶來的滿足感，從而培養出他的自信和

責任感。 

孩子終有一天要面對社會及不同的人，早日讓他獨立處理 

各樣的人與事，是可以提高他的應變能力，要他知道處理問題有不

同方法，學習處理危機；經一事，長一智；訓練有素，才容易面對

困難，對他將來投身社會，必有幫助。 

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品，讓他獨立，讓他有自己的小宇宙  

及一片更闊的天空。與此同時，給予他關懷和支持，使他明白到獨

立並不是孤獨。這樣，大家便可以愉快地並肩前進人生大道，即使

遇到很多必需面對的挑戰，憑著愛心和耐性，也能譜出一道美麗的

彩虹。 

聖誕節談成長  Rosaline 



聖誕的意義  黃振宗  

    一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令許多人失去希望、鬥志、甚至    

親情、友情。一時間人生變得灰暗，恍惚掉進深淵，萬劫不復。聖

誕的來臨，正好是暮鼓晨鐘，給世人當頭棒喝，從迷失中找回自己、

找回人生、找回生命、復活過來。因為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聖誕節往往給商人過份渲染，包裝成一個消費的節日，人們

只顧互贈禮物、舉行派對、瘋狂購物、花費佈置，忘卻了聖誕的真 

義與上主為了救贖世人的付出。 

 經上記載耶穌的誕生，是一個重要的啟示，耶穌以天主子的

身份，祂不是選擇誕生在富豪之家，祂的父母亦非受過高深教育或

知名人士，出生並非在聞名的醫院。天主安排祂出生在一個普通的

家庭，出生地點在馬槽，沒有盛大的慶祝，天上只有星星、天使報

喜訊、牧羊人到賀。天主揀選了有信德、聽命的瑪亞照顧耶穌，善

良的若瑟守護他們。表示天主極愛世人，願意與卑微、貧苦的人一 

起生活，彰顯偉大的救贖工程與愛心。 

 我最喜愛將臨期，因為這時期提醒我們要多作反思，謙虛自

己，潔淨心靈，好迎接救主耶穌的降臨。雖然現實環境處於低潮，

經濟低迷。試想我們的現況與基督誕生當日比較，實在是幸福得多

了，我們仍有足够的食物，有安定的居所，有親友的陪伴，有和平

的生活。只要我們常懷信德，依賴上主，做一個忠實的信徒，不要

違棄天主，天主永遠賜給我們最好的！ 

Wisdom Quotes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If someone prays for patience, you think 
God gives them patience? Or does he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be 
patient? If he prays for courage, does God give him courage, or does 
he give him opportunities to be courageous? If someone prayed for the 
family to be closer, do you think God zaps them with warm fuzzy 
feelings, or does he give them opportunities to love each other? 

From the movie: Evan Almighty  
Written by Steve Oedekerk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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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2008年初的時候，我寫過一篇關於我們團體的意見，

其中包括我和一些老教友的心聲和對神父的祈望，也有善意的批

評。給蕭神父看過後，我覺得已足夠，所以沒有投稿登出來。 

差不多一年過來，我覺得對神父又認識了許多，對很多事情的看

法就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在這裏我不是為老教友或新教友反饋，只

是想分享個人的體驗和看法。希望我們每個人在團體中和神父一同

成長，一同發展，為天主作服務的工具。 

法利塞人 

  我在團體中也有一段日子，從 1990 年到現在，從畢業後到矽谷

工作，從單身到現在已婚且有孩子，從朱神父、潘神父、曾神父到

蕭神父。算日子也可以稱為老教友了。由年輕到現在年長（或說中

年），由以往和其他神父的大年齡差距，到現在的小差距（在中國，

有很多神父都比我年輕）。有時候稱呼年齡跟自己相近的神父作

“父＂，真覺得有點不自然和不適應。需要接受和提醒自己應有一

個謙虛的心，在祈禱中將不適的心情交給天主。現在總算稱呼神父

時，自然和輕鬆很多。（在聖經中，很多法利塞人都不認識和不接

受耶穌基督是默西亞，希望我們老教友不像法利塞人的驕傲、自負，

認清楚天主派遣給我們團體的神父。） 

 我從年輕到現在，從父母教導，從求學，從小職員到現在做

的高層管理。（從曾經被人“罵＂，到現在學會“罵＂人──工作

需要！）對神父的態度，也不知不覺的從以前的聽從到現在的祈望

（強硬的就可能成為命令），從以前神父是大眾的牧人到現在不期

然的覺得神父是大眾僕人。其實神父就是神父沒有改變，只是自己

的心態，隨時間、生活和環境的種種在改變，也好在神父不是一個

隨波逐流的人，他有智慧，有理想，直立而不隨風擺的神父。他對

很多人的諫言、勸言或許是非，他都有獨立和依隨天主的看法。他

也許是幫親不幫理，但並沒有離開天主的誡命。在和神父相識的早

期，我有一份老教友的心態，希望神父聽話，哪些要做，哪些不要

做。但也漸漸明白，神父是要聽天主的話，不是聽我的話。想到這

一點以後，對神父的怨言也就逐漸減少。看到神父奉行天主的旨意

時，也會產生對神父的尊重和尊敬。（法利塞人自以為是，醒覺不

來。不聽從耶穌的教導，還搬弄是非，設計陷害。）我們老教友和

新教友，對神父的善意提點，也應從正面著手，我從祈禱中，交給

天主，天主總會給我一個正當的方法溝通（二十一世紀， 我們除了

可以面談，轉達，還可以電話，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我記得 

 

 

 

連聯波（Joe）   神父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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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對神父感到憤怒不滿，但天主總會派來他的使者（教友）來

開解和安慰。我很明白也深深體驗到哪些是來自天主，哪些是來自

魔鬼。自己也要經常警醒免得作了假善人。（也要記得耶穌教訓法

利塞人時，他們不但不反省，不檢討還加深憤怒甚至加害耶穌。） 

耶穌來是給世人分裂 

   在歷史中，不信耶穌的各持己見、執著、心硬，也就和耶穌

和相信基督的信徒分裂開來。分裂是人們的選擇，不是天主也不是

耶穌的旨意。在團體中往往因一些事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和不

滿，小圈子或意見分歧也隨之產生。以下是我感受到的一些例子： 

粵語組的自立和國語組的對等關係： 

 這事情讓我體會到了天主的工作和魔鬼的破壞。首先我們感

謝國語組多年來的支持，和尊重團友和國語組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這份關懷和友誼始終不變，奇怪的是部分粵語組團友不支援。到現

在成了事實也不願接受。我覺得對事情有意見，可以溝通說清楚，

可以找神父，也可以在祈禱中說給天主聽（但不僅僅要說給天主  

聽，更重要的是放開自己的心去聆聽天主）。做神辨可以使我們認

識到什麼是我自己的旨意，什麼是天主的旨意。若是要心硬地堅持

自  己，我也許不知不覺中成了法利塞人，一個實實在在的錯誤選

擇。使我漸漸地和團體關係分裂，也和天主關係分裂。 

我想要一個更好的神父： 

 記得剛結婚時，和太太每次有事情爭吵和感到不愉快時，心

理總是有個念頭，為什麼不去娶個更好的，更聽話的，更服從體貼

的女孩結婚。又或者後悔當年為什麼不好好的努力去追求那當年白

日夢中思念的女孩。現在回頭看看，覺得真是經一事長一智，其實

這位太太（是我還單身時不斷祈禱求天主賜予的，也是自己追求的）

就是天主的旨意也是我的選擇。從認識她到現在近 19 年，經歷過愉

快、悲傷、逆境、疾病痛苦，也一同度過無數的風浪和考驗，雖然

她和自己很不相同，也不盲目服從，但始終是天主的旨意，自己的

最佳選擇。同樣我相信神父是天主的旨意，是團體的最佳選擇。我

也要去學習和好好的跟天主，跟神父合作，使我成為天主的工具，

參與和貢獻於天主的計畫，服務於團體之中。相反，如果我不接受

神父，或許在思、言、行之中會胡思、失言、誤行。也就是把自己

分裂，和團體分裂和天主遠離。我警醒著這一點，因為我在人生路

上不止一次從歧路上跑回來。 

 神父和耶穌一樣，沒有分裂我們，而是我們給自己選擇一條

分裂的路。在這歧路上，我們被誤導，被蒙蔽了我們原有的信德、

愛德和望德。使我墮入一個恨、怒、怨的地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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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最近去了上海佘山教堂（佘山是聖母曾經顯現過的地方），回

到杭州時很得意地向教友說去了佘山朝聖，教友問有沒有望彌撒，

我答沒有；問有沒有拿聖水，我答沒有；問我去做什麼，我答拍了

些照片，走了一圈……（我知道我好像是去旅遊，不是朝聖），教

友也不好意思再問了，然後說教友的八十多歲祖母每次到佘山都非

常興奮，感覺像“小孩＂一般回到母親懷裏，像“小孩＂一般向聖

母祈禱，離開的時候也像“小孩＂一般對母親的依依不捨。幸好教

友沒有問我有沒有祈禱，因為我只有求，而沒有懷著這份小孩一樣

之心。這“小孩之心＂真的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我忘記了天國正

是屬於這樣的人！我覺得自己的年紀，自己的學歷，自己的工作，

自己做丈夫和爸爸的角色，自己的人生體驗等等，都將自己複雜化

了，一些學識、智慧、經驗會把自己蒙蔽和欺騙了。就是這樣從複

雜（Sophisticate）到簡單(Simple)，我更容易回到天主懷裏。在團體

中的服務也是一樣，待人接物，對神父，對教友，就將自己變回“小

孩＂一般，那簡單純潔的心靈和態度，對歡喜的主動和樂意去做，

對父親（神父）的敬愛和服從，對團體就像一個大家庭，把不開心

的事坦誠告訴父親和天主父。對每天都充滿生機和喜樂。也許我們

長大以後也忘了自己小孩的心態，天主聖言告訴我們去重拾這小孩

的心，我們更容易找到天主和天主的國，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家庭和

團體中，重新開始體驗。重新和天主的關係。重新在團體的服務。

主佑！ 

法國朝聖觀光之旅  Melissa Poon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7 日我們在蕭見忠神父帶領下。 踏上法國

朝聖之旅。   

 當我們抵達巴黎後，隨即開始我們精彩的歐洲旅程。 巴黎 

是法國的首都及最大的城市亦是法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市內各式各

樣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動。佳饌美食及獨特的生活藝術都令這名聞世

界的巴黎添上無限色彩。 

 我們前往里修， 聖女小德蘭的出生地參觀。 聖女一 生以祈

禱克己熱愛耶穌為宗旨。 她的一生雖然短暫，但成為一位留芳百世

的偉大聖女及傳教主保我們有機會到此地參觀我們非常開心。 

 聖米歇爾山是法國的旅遊勝地及教徒朝聖地，山頂上建有 

著名的聖米歇爾修道院，這座修道院很宏偉。於 1979 年初聯合國  

教科文化組織列為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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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往著名的朝聖地－露德朝聖，露德是聖母在 1858 年

2 月至 7 月間，在河旁山洞中，曾 18 次顯現給聖女伯爾納德。"露德

啟示"：懺悔，朝聖，以水淨身，還有無玷始胎的教義，我們參觀露

德聖母堂，每年都有過百萬人前來朝聖。我們又到聖水泉，地下聖

堂，聖母無原罪大殿，和聖庇護十世地下大殿等。  

 最令我難忘的就是我們可以在露德的聖水池，全身浸入聖

水，當時內心那種愛聖母的熱誠，依靠的心，猶如小孩在慈愛母親

的懷抱內，很溫暖。當我親吻聖母像時，我感覺到我好像親吻聖母

一樣。那種親切，那種喜樂，非墨筆所能形容，亦非外人所能明暸

的。 我們多麼幸運，可以在聖母顯現的山洞參與彌撒，唱中文聖  

歌。望著山洞內的聖母像是多麼的慈祥，多麼的愛我們世人。在露

德亦有很多教會承認的聖蹟。   

 蕭神父帶領我們拜苦路。這苦路是上山的苦路，很感人，默

想到主耶穌愛我們的深切，我們又怎能不以愛還愛呢？ 我們在露 

德停留三天，還是覺得時間不夠。在露德那種寧靜，平和，喜樂，

熱誠的感覺，其實是我世人渴望的內心世界。  

 我們參觀巴黎聖母院，它是一座歌德式的龐大建築。聖母院

在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命令下開始興建，召集了當時最好的石匠、木

匠、鐵匠、雕刻師、玻璃製造者，在虔誠的宗教熱情下，共同建造

當世最大的教堂，聖母院亦是路易九世加冕典禮的場地。我們非常

欣賞這座在法國歷史的宗教和政治上都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聖母院。

 世界聞名的艾菲爾鐵塔，我們在鐵塔上可以欣賞巴黎的景

色，巴黎的建築物，高居臨下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參觀巴黎奧賽博物館及羅浮宮博物館，館內收藏著無數

珍貴的名畫、雕刻、攝影及其他藝術品，令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  

 在巴黎的傍晚，景色很美，我們乘坐塞納河遊船，欣賞河岸

兩旁的迷人景色。我們亦有參觀奢華的凡爾賽宮，整個皇宮都被華

麗的雕刻，生動的壁畫和高貴的擺設覆蓋著，宮後的御花園風光更

是美不勝收，噴泉雕像隨處可見。  

 今次的法國朝聖給我們留下一個美麗的回憶。蕭神父帶領我

們到過 25 間聖堂朝聖，祈禱、求恩、解講、介紹。蕭神父每天都為

我們安排在不同的聖堂舉行彌撤聖祭，為得全大赦，我們也做了修

和聖事。  

 我們這班朝聖者，每人都懷著輕鬆、愉快、 

喜樂、和平的心情回家，我們期待著下次朝聖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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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en Lin 
My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was 
when I was a “younger” kid.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mass at St. 
Clare.  It was a very special mass.  
That day, the priest wore a red 
stole.  The presents I received 
were exciting.  I got different 
games for my game console.  I 
thanked my relatives and family for 
the wonderful gifts.  I also got 
clothes from my aunt.  I also spent 
time with my family at Reno.  We 
played in the snow and had a great 
time.  My mom and sister built a 
snowman, while my dad and I 
shoveled snow for them to use. 

Our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Drawings by Sarah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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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wesome.  I had a lot of fun and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We sang, we danced, we had a great time.  I’ll never forget 
that day because it was the only day we celebrated Christmas 
at my Grandpa and Grandma’s house.  I just wish I could 
spent more time with them.  That was the best Christmas of 
my life.  But I am sure there are more to come. 

Colman 
M y  m o s t  m e m o r a b l e 
Chr i s tmas  was  a t  my 
Grandpa and Grandma’s 
house.  When we opened 
our presents, I got the 
coolest presents ever.  
A f t e r  t h a t  w e  a t e 
Christmas cookies and it 

Claudia Chung 
What I love about 
Christmas is when my whole 
family gets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and prays.  We 
thank the Lord for all that 
he has given us. 

Louis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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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Lii (Drawing by Joan & Martin)  
His name was Cory—a member of the 
US navy.  He visited our classroom 
when I was in 4th grade to talk to us 
about what he did and who he was.  
He also told us to read and to be 
good kids.  I didn’t believe him.  It 
sounded like a whole bunch of 
commercial garbage to me—like the 
school had only invited him to talk 
just for their own reasons.  Oh well.  
I still respected the guy; he told us  
he’d be sent across the ocean to somewhere (was it Iraq?) 
sometime close to Christmas.  After school, Cory signed 
autographs for our class.  He signed my bookmark.  I still 
have it.  The next day, our teacher, Ms. Ellis, gave us little 
cards to write to Cory.  We could write anything we wanted.  
I hastily scribbled “Merry Christmas, Cory” in cursive to him.  
I got my reply a few months later, “Thank you, Cory.”  I 
never heard from him again.  Ever.  Any yet...I still  
remember him…? 

Emma, Michelle and 
Samantha 
Christmas means joy and 
happiness and the birth of 
Jesus.  Friends and family 
reunions happen.  Seeing a 
smile on someone’s face is a 
true present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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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e Lin 
One of my favorite part 
of Christmas is when I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at Church.  It is 
really fun because I get 
to sit with my cousins 
and friends.   Also, if I 
get there early, I can 

help set things up.  At the Christmas party, we get to eat 
dinner, listen to performances, and also participate in a 
raffle.  Then, near the end of the party, “Santa Claus” comes 
out and gives us toys. 
I also enjoy when I go to my uncle’s house for Christmas.  I 
got to spend time with my other cousins too.  We eat, watch 
movies, and finally, open presents! We have a lot of fun and 
we also get a lot of cool presents. 

Emma Lii 
The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was a time of happiness, joy 
and love of our family.  That Christmas, everyone was at our 
house, even my two cousins that lived so far away were there.  
My cousins and I played video games together, which we 
enjoyed.  We ate dinner together, talking and eating.  Then 
we played white elephant, I got a movie and an itune gift 
card.  We all got different gifts.  Everyone was happy, and so 
was I. 

Justin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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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Lin 
My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was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We were going to go to Reno for a week.  At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my mom woke my brothers and me up.  I was so 
psyched to go to Reno and see snow for the first time!  I got 
in the car and slept through a few long hours.  When we got 
there, I had a blast.  Circus Circus was fun, even though I 
don’t remember it.  We won a lot of prizes.  The hotel was 
really comfortable and relaxing.  One day, Louis, my second 
brother out of three, got lost in an arcade place.  My family 
and I desperately searched for him.  Finally, we found him 
crying.  He stood next to an unfamiliar man.  The man gave 
Louis a small mushroom which Louis still has, somewhere in his 
messy room.  I felt sad because I had not yet got any toy or 
gift yet.  I followed my dad as he played this game.  I stared 
at the top of the game.  There were many prizes, but for 
medium prize, there was an awesome set of monkeys.   I told 
my dad that I wanted it, and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it.  He 
smiled and assured me he would get it.  He expertly won the 
challenge and won a monkey.  I chose a brown monkey out of 
all the weird-colored ones, since it looked normal.  I was 
happy for the rest of the trip.  My Christmas vacation and 
celebration was a blast.  I still treasure my monkey to this 
day.  It stands as a symbol of love between my dad and me.  
This is my most memorable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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