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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神父的話... 
主內各位兄弟姊妹們: 
     本期福泉適逢新年刊出，在此恭祝大家身心平安，健康愉快。主恩
常臨。 

     在這繁躁忙碳生活中，我們時常會遇到在信仰上有不同的疑問而大
感不解。有時我們的信念會受到移動，有時我們會怨天尤人，自覺可

憐。 

     正如「足跡」故事，有一個人發現自己生命軌跡的兩隻足印，清晰
地留在永恆的沙灘上。當他遇到艱辛困難時，他覺察到沙灘上祇有一

隻足印的痕跡。他埋怨上主把他拋棄，沒有和他在一起。但是上主對

他說，「我一直都是與你同行。因為在你困苦時，我抱你在懷裹，所

以你祇會見到的是一隻足印。」 

      能夠與主同行，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福氣，因為我們的心靈響往着
上主，願與祂結合，並使聖神居住在我們心裹，使我們的超性生命得

到成長。 

如何與主同行呢？ 

一.  勤讀聖經。因為「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     
       責， 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 義，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 

       全，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 3:16) 
二.  私人祈禱。我們要「醒寤祈禱，免陷於誘惑。」(竇 26:41) 因為祈 

       禱 就是我們與主晤談，得獲神益。 

三 .察識主意。經過不停的言讀，祈禱和默想，我們要「履行正義， 

      愛好 慈善，虛心與天主來往。」(米 6:8) 
皿. 服從主命。我們要「在天主前是義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誡命和禮 

      規行事，無可指摘。」(路 1:6)  因為「上主常廣施恩愛和光榮，衪 

      對行為正義純潔的人, 從來不會拒絕賜福賜幸。」 (詠 84:12) 
五.  在光中行走。如果我們 「在光中行走，如同上主在光中一樣，我 

       們 就彼此相通，衪聖子耶穌的血就會洗淨我們的各種罪過。」 

        (若前 1:7) 但願我們在自己崗位上，謹守天主的誡命，為真理正 

        義伸張，用愛的行動去生活，務使我們確實地與主同行，愈顯主 

        榮。     
 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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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了聖母軍多年，明白到聖母軍的宗旨與精神，是要我們作

「聖母旗幟下服務的軍人」，以聖母作為生活的典範，去延續耶

穌基督將福音帶給世界的使命。 

            在社會中傳福音，我們是要站在最悲微弱小者，甚至是
「人群中的不幸和沮喪者」(聖母手冊第37章)的身旁，使他們不感
到孤單與無助。正如耶穌說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
的人。我不是來召叫義人，而是召叫罪人悔改。」(路5:32) 所以當
我們選擇了與弱者同行，才能讓他們感受到天父的大愛和慈悲。 

      五年前，在聖神的帶領下，我加入了聖保祿書信會，跟不同的
囚友通信，用書信去開解、規勸和鼓勵他們，好使他們在獄中苦

悶、無助和沮喪的心情得到紓解；同時透過福傳，幫助他們認識

信仰，並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失去自由的生活。 

      回顧這份有意義而具挑戰性的福傳使命，很多時是要抱有「只
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以書信與囚友溝通。曾嘗試寄出了不

少的「第一封信」，都是音訊全無，石沉大海，確實令人失望。

不過，當我想到在現今資訊爆炸的年代，網路電話和智慧型手機

充斥著整個社會，以前魚雁通訊的日子將快要成為歷史了。我惟

有把這工作交託於主，以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正如聖保

祿曾說過:「我栽種，阿波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卻是天主。」
(格前3:6) 
      當然亦有令人興奮和鼓舞的時刻，在其中一個囚友寄來的一張
聖誕咭中，他寫下這段在聖堂所聽到的福音:「如果一個人有一百
隻羊，其中一隻迷失了，他們不是把那九十九隻留在山上而去尋

找那迷失了路的嗎 ? 」(瑪18:12)另外一位這樣寫:「我很感謝天父
給了我時間在這裡靜思…。」更令大家釋懷的是以下的那  
幾句，如 :「過去的我實在太愚蠢，餘下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珍
惜。」「..活在錯誤中，但已更新改過，將來一定要多送點溫暖歡 

一個挺有意義的聖母軍的福傳工作--聖保祿書信  

     芥子 



   3 

將來一定要多送點溫暖歡樂給他人…。」「.出獄後，我希望參加
幫助囚友的戡義工，因為我最了解他們…。」 

            在這裡，我實在要感謝主，更要感謝天上的慈母，讓我在
聖母軍的服務中，能「追尋世上那些不幸者的心」，「找尋以色

列家中迷失了的羊」(聖母手冊第37章)，亦勇敢地接受了由聖保祿
宗徒傳下來的事業，有機會向聖保祿宗徒學習「為福音而勞苦」

的精神，這正好配合是我們聖母軍不得逃避「辛勞和痛苦」（格

後11:27）去「成聖自己，聖化他人」的口號，讓我們「培育基督
信徒的良心，把福音精神，帶入各種團體和環境中。」(聖母手冊
第2章) 
 
 

 

              說到與主同行就立刻想起厄瑪烏的兩個門徒。他們與主同
行了一整天的時間竟然認不出祂。直到耶穌與他們吃飯擘餅時才

發覺自己的缺陷和短視。其實他們是多麼的幸福。蒙主的恩寵復

活後陪伴他們一整天。可惜當他們認識到主時耶穌巳隱沒了！為

什麼擘餅時他們才見到主呢？原來擘餅成聖體是主在世上建立的

聖事，是給世人一個最大的恩賜。藉著聖體的分享我們成了天主

的兒女。那麼我們參與彌撒時有否認識出主耶穌呢？ 

            耶穌升夭前說過和我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但是
我們怎樣知道主耶穌和我們同行像厄瑪烏的門徒一樣？他說過幾

時我們為那些饑餓，口渴，作客，赤身露體，有病，坐監的人效

勞，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給他做。那麼耶穌會否在我們

同行的人群中呢？ 

             六十多年前我在耶穌會創辦的一間中學唸書。我在足球場
拼搏的時候看到神父穿著會衣，黑色的長袍，在炎夏的露天，手

拿聖經繞球場步行專注閱讀，又不怕飛來的球打著。就這樣吸引

了我的注意。三年後我領洗入教。 

              一九九六年我和妻子移民美國，知道十年內毫無半點福
利。妻子吃了卄多年的治血壓藥，買藥要先看醫生拿配藥紙。 

 與主同行 何培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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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先付診金了。 在租屋的寫字樓看到魏先生夫婦，是香港認
識的教友。喜出望外。魏先生教我妻子駕駛汽車。出車出汽油更

是在兩份工作間休息的時間。魏太提議我選讀社區學院，遇上導

師教我選讀一份有工薪的課程。那九個月的收入原來可以算上我

要十年工薪才可申請社會福利的條件！ 

             從二千年開始，六年之間我接受了六次手術。驚濤駭浪。
三年之內嚇破了妻子的膽。藥物不能使她安睡，只有女兒買的聖

歌祈禱音樂才讓她靜靜的休息。第一次手術前遇到剛從手術室岀

來的病人。他說是第六次了。我想大慨他的麻醉劑尚未清除。做

了六次手術還那麼輕鬆！後來才知道耶穌曾說過不用怕！從第一

到第四次，每次都比較厳重。第四次是割除了膀胱。皃子對醫生

說對他有信心。醫生指著上天說是祂醫好我，他只是祂的工具。

第五次是左腳骨斷。裝了三枝釘駁骨。第六次是割除有癌的一部

份直腸。第四和第六次手術都用了六小時，將肚皮割開十多寸！ 

              最後三次手術妻子巳不能支持。全靠魏太的照顧。不單飲
食還陪她睡以妨萬一。做完第四次手術時護士說我必須步行。我

拿著唸珠每行一步先望著窗外的十字架。唸一首經文再行第二步

才可減少肚皮的痛楚。一串玫瑰經要唸一小時。這才明白主耶穌

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還有苦路上的鞭打，唾駡和侮辱！ 

              第六次手術後我發了一個夢。夢見我的靈魂飄浮在一間房
的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前後各有一白衣人。夢醒時見到床邊只

站著一人穿著制服是剛下班的魏先生，還未吃飯。那時巳是晚上

十時了。他說來時遇到我的同事容先生剛離去吃飯。醫生對他說

我的癌細胞巳清除。 

           主耶穌是否在這班人中與我同行呢？沒有祂的扶持，我怎樣
度過這些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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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德                                Andrew Mak 

 

     究竟信德有幾多？ 

     曾聽過一個教友的經歷，教友說：「我係慕道的時間，成日

都聽見神父、導師及教友，時常都說要做個有信德的基督徒。但

係，你地係咪真係得架？ 唔！我都唔係好信。好！等我搵日靜雞

雞，跟住神父，睇下佢係咪真係咁有信德先？」 

結果，這個教友看見到神父每一言一行，都對天主崇敬，時常祈

禱，又有愛心，於是他的懷疑，一掃而空，決心以後要做一個有

信德的教友。 

這位教友的經歷，令我每次思考信德這個問題時，都想起他的故

事。 

     幾個月前，跟一位神父及一班教友談及有兩位教友，因癌病

去世。回想起他們與癌症搏鬥時，多次都想探望他們，也都被拒

絕，我當然不懂得如何安慰他們，但也希望能跟他們一起祈禱，

及鼓勵他們。唯有將往朝聖帶回來的聖水，轉交給予他們，希望

能堅強他們的信心。 

最後他們離世前，都未能親往探望。 

這一件事令我們聯想到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身患重病時，如何自

處，何去何從？會否埋怨天主為何要這樣安排？又會否背棄天主

呢。 

      大家都說真不敢保證自己能夠做到，無論貧困、失意、患

病，都能夠交付給天主，無怨無悔。 

到了最後，我們都同聲向天主請求，如果我們有一天，因逆境失

卻信心時，背棄天主的話，原諒我們的軟弱；亦請求聖母媽媽，

幫助我們，使我們在逆境時，保持及堅強我們的信德，好使我們

可以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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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我嗎                Melissa Poon 
 

      時光飛逝，轉眼又是2013年了。在這新春期間，大地充滿

一片温暖翠綠的景像；百花齊放，萬象更新。很多人都會在新的

一年裏，定下一些新的計劃，有新的理想及新的願望，希望在未

來的一年裏，能實踐及達成計劃中的渴望。所謂一年之計在於

春。 

      在新的一年裏，我們有沒有從新定下決心，我們要更愛天

主，要與主同行。計劃怎樣善用上主賜給我們生命的每一天，做

每件事都只為悅樂及光榮上主。過一個更有意義，更豐盛的人

生。 

      當我翻開福音時，閱讀了「耶穌委托羊群給伯多祿」(若

21:15--19)，教給我以後歲月應採取的人生方向。耶穌在委任伯

多祿為牧者前，曾三次問伯多祿：「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

更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

穌便對伯多祿說：「你喂養我的羔羊。」我們應把耶穌曾三次問

伯多祿「你愛我嗎？」這個問題，當作生命核心的問題去聆聽，

去反省自己是否真是愛天主的人，熱切渴望在上主面前生活，聆

聽天主的聲音，觀看天主的美麗，觸及天主降生的聖言和品嚐天

主無限的美善及無條件的愛。如果今天耶穌問我們：「你愛我

嗎？」我們怎樣回答衪呢？我們是否有遵照耶穌基督的教訓來生

活呢？ 

      聖奧斯定(主教)(聖師)說：「天下最浪漫的愛情是墮入天

主的愛河；世上最偉大的探求是尋找天主；人類最重要的成就是

找到了天主！」因為「上主親近心靈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精神痛

苦的人。」(詠34:19) 

      曾聽人說道：「雖然他不認識某人，但只要他認識常與某

人同行的朋友，他便略知某人是個怎樣品格的人」。所謂物以類

聚。當然人要性格相近，品味相投，才會經常一起同行，成為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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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與主同行，與主成為朋友，我們的品格，行為是否肖

似耶穌基督呢？ 

      當我們立定決心，要與主同行時。我們一定要改善自己，

常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學習生活，社會生活，是否

與主耶穌基督的教導相符合，是否能在每天及每事上都能做到愛

主愛人的地步。在信仰生活上，是否常參與彌撒聖祭，遵守天主

十誡，多參加各種的神修聚會，多祈禱，多讀聖絰等。至於在家

庭生活上，我們應該以關懷，愛護，體諒，寬恕來對待家人。天

主徒應努力學習，在知識和見識上有不斷的改進。在社會生活方

面，我們要遵照聖絰的教導，要與眾人和睦。《聖經》中"群

眾"一詞用過20次，有時指教會群眾，有時指教會以外群眾，聖經

要我們與眾人和睦，熱愛群眾。天主徒做任何事都應以光榮天主

及造益人群為目的，天主徒不能脫離群眾而生活，因此我們要過

好的超世生活，又要過好的入世生活，為主發光。我們天主徒要

做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與主同行的我們，又應有怎樣的生活態度呢？我們要有感

恩心，感激主耶穌基督巳從死亡中將我們拯救起來。使我們有永

生的盼望。也要感激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基督徒更要忠於工

作，誠懇待人，學習關懷，寬恕與容忍。也要劃出收入的一部分

去幫助教會的絰費，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應懷着誠信，仁

慈，正義，謙卑的心態來對待別人，及歸光榮於天主。也要時常

祈禱，樹立良好的榜樣。過着平安的生活，獻上自己，作為聖潔

而悅樂天主的祭品。 

      朝拜聖體也是愛耶穌的好方法，聖女小德蘭說：「聖體柜

裏的耶穌，是特別為你而設的，祂熱切希望臨到你的心裏。 

在聖體聖事中，祂連自己都賜給了我」。跪在聖體柜前，我只能

對主說出這一句話：「我的天主，祢知道我愛祢」。主耶穌每日

從天而降，不是為躺在金聖爵裏，而是為了無限寶貴的另一個天

堂…我們的靈魂。人善用一分恩典，主便給他更多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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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望鮑思高神父--慈幼會創會祖也提醒我們要熱愛耶穌： 

「願意主給你許多恩寵嗎？你就經常探望他吧！願意主給你很少

恩寵嗎？你就很少探望他！要讓魔鬼攻擊你嗎？你就很少 

探望聖體內的主耶穌！要令魔鬼離你遠去嗎？經常探望主耶穌

吧！」 

「把一切事情信賴交托聖體內的主耶穌和聖母進教之佑，你便會

看到什麼樣的奇蹟。」 

「魔鬼害怕得要死的事有兩件：熱心地領聖體和經常探望至聖聖

體。」 

      我們天主徒應懷着無限的熱愛來愛上主，我們的天主。常

常想念衪，常常與衪傾談。跟隨耶穌，向衪學習，讀祂的話語(聖

絰)。無論我們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困難，痛苦。順境或逆境，愛

主耶穌基督的我們，也都應該欣然地接受。因為我們堅信，主與

我們同行，背負着我們，和我們一起來渡過我們生命中最低落的

時刻。因為主耶穌說：「凡勞苦負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要使你們得到安息」。主對我們的愛情深似海，我們怎樣回報

呢？就讓我們全心，全靈，全意，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

己。遵照衪的聖意而生活。願與大家共勉。 

 

 

 

 

 

幾年前在杭州的時候，有一次修女發短訊邀請我參加週五晚上在

杭州天主堂舉行的聖言分享查經活動，她會用福音默想來進行。

不經意地回覆看看我有時間才會去的。心想查經去過很多，以往

讀大學時候參加過基督教的，來到灣區St. Clare 也不少，包括

近期Young Couple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 young 的）的每月查

經，這兒杭州除用普通話之外，應該大同小異。 到了星期五，心

血來潮，心一動想去看一看，立刻飛的士趕去，可是塞車，於是

遲了十幾分鐘，驚訝的是小小的房間坐滿了三十多人，真的是高 

一次福音默想             連聯波（Jo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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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棚滿座，不好意思地想找個小角落靜靜的躲下來，但教友

（差不多全都不認識）和修女都很熱情地邀請我上座，於是便擁

塞坐在大桌和衆人一起，（有些比我更遲來的本地教友，沒有被

邀請上座到桌邊，我感到很榮幸，但又感到遲到不好意思），開

始的時候，大家閱讀一段聖經，是路加福音：復活納因城寡婦的

獨子（路 7 ：11 - 17），是關於耶穌踫見傷心的寡婦痛哭她死

去的獨子，屍體正被抬去安葬，而行了神蹟。 

      讀完後修女問有誰對大家分享，有一位中年女子開始說了

她的心得，說了十多分鐘的大道理，然後被修女打斷了，建議我

們改變平常的分享習慣，嘗試去代入那個塲景，站在耶穌身旁，

感受一下當時的情況，感受一下當時那耶穌的感受，再而感受我

們自己過往的類似經驗而拿它出來再感受一下。於是這位女教友

從感性的角度分享她對這寡婦喪獨子的感受，再而說起她自己過

往成長經過的一些被虐待的負面經驗，剎那間她大哭得停不下

來。修女等她稍為平靜時說耶穌也為這些不幸的事情哭泣下淚，

而這淚是神聖的，我們不用去壓制這情緒，而是要把它釋放出

來。說完這話後，這女教友覺得舒暢很多。接著修女問我有何感

受，我便說耶穌看見這情景，彷彿看到他自己為眾人贖罪而死

時，其時的聖母也在他的屍首旁也極其傷心落淚，耶穌觸動了他

的憐憫之心，為之落淚，遂行了神跡把寡婦的獨子屍體復活。修

女再問我有沒有類似的過往經驗和感受和耶穌一樣的悲慟。我答

說沒有相同的但有類似的感受，那是一次教友的喪禮中（是已故

的褔泉編輯，我們的教友 Stephen,在他的殯葬彌撒中的主祭神父

是蕭神父，我在彌撒中台上讀生平善工分享時看到 Stephen 留下

坐著第一排傷心的妻子和三個幼少的女孩，他的離去來得多麼的

突然，心情就好像耶穌一樣悲慟。修女問我當時有沒有下淚，我

說外表沒有，但心裏下著雨。修女便說眼淚是神聖的，能釋放出

來是好事，在中國社會的男孩子自小被教導大丈夫有淚不輕彈，

對身心並不是好事，也可能為什麼女性能哭而比男性活得更長壽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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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查經聚會，用默想來進行，我覺得收穫很大。觸

動到心裏的深處，對生活有所反思。對埋在心底的感受能夠釋

放，覺得耶穌能夠憐憫每一個人幫助我的成長，也給我一個看聖

經的好方法。主佑！ 

      以下的網址有更多關於褔音默想的資料： www.fymx.org 或 

www.zhyesu.org 另：默想不同於默觀，有機會再試談和介紹。 

 

請跟我來                    Mary Lam 

      這個題目，令我想起耶穌召叫首批門徒(瑪四18：22)。這

段福音清楚看見首批門徒如何立即慷慨地捨棄一切，甚至財產及

親人，去跟隨耶穌。福音亦給我們指示，每個人有被召叫的經

驗。我們是否大方地回應上主的召叫呢？ 

 例如，有些人被召叫去作傳揚福音的使者，有些人被召叫

去作修道人，亦有些人被召叫在世俗中度婚姻生活，不論耶穌用

任何方式召叫跟隨祂，都是引領人走向天國。  

      跟隨耶穌的條件(瑪八18：22)，跟隨耶穌必須心志要堅

定，不戀念任何事物及親朋，否則不宜做耶穌的門徒，因為跟隨

耶穌宣傳天國的人，需有慷慨就義的精神。我們再看瑪九：9，瑪

竇被召叫為徒，他不假思索，立即捨棄一切跟隨了主。在當時的

環境，一個稅務人員收入豐富，而他捨棄財富，回應上主的召

叫，這種慷慨精神，值得現代青年效法。 

      耶穌對門徒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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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生命，必能獲性命。人縱然賺得了

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或者，人還能

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因為將來人子要在祂父的光榮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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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天使降來，那時，祂要按照每人的行為予以賞報。(瑪十六：

24-27) 

基督徒必須棄絕一切，他們正走的時候，在路上有一個人對耶穌

說，你不論往那裡去，我要跟隨你。耶穌給他說：狐狸有穴，天

上的飛鳥有巢；人子卻沒有枕首的地方。 

 又對另一個人說：你跟隨我罷！那人卻說，主，請許我先

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給他說：任憑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罷！

至於你要去宣揚天主的國。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隨你；但是

請許我先告別我的家人，耶穌對他說：手扶着犁往後看的，不適

於天主的國。(路九： 57-62) 

 亦說明基督徒既然完全獻身於天主，必須主意堅定向着目

標邁進，不然很難達到目的(百倍賞報)。伯多祿開口對祂說：

看，我們捨棄了一切跟隨你。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

為了我，為了福音，而捨棄了房屋、兄弟、姊妹、母親、父親、

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時就得到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

親、父親、兒女、田地‧‧‧連迫害也在內，並在來世獲得永

生。(谷十 28-30，路十八 28-30) 

 伯多祿除了有信德和服從外，還有謙遜並爽快隨從主召的

德行，因此，得了主歡心，立他為教會的元首。我們也應當效法

伯多祿宗徒之長，爽快地隨從主的召叫，作我們應作的事，對教

會作有用的貢獻。例如，幫助團體的需要，慷慨犧牲一些時間服

務。這種服務能使我們成長，對教會有一種歸屬感。 

 

 

 

 

        這幾天為了要向 Melissa 交差。在百忙中抽空試試找一

些文章作參考。（哈哈，好偉大的我呀。）無意間郤看到一篇原

以為很有趣，但卻藉得我們反省的一段文章。 

 

 基督徒的反省             Winnie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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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多少人也有同樣的感受。 

 

     ＂基督徒啊，如果你不愛我，你可以隨便向我傳什麼宗教，

但不要傳褔音，不要對我說上帝是愛。在與基督徒的交往中，我

渴望他們能理解，他們關心我去教會，參加家庭聚會，討論基督

教教儀，這對我雖有必要，但遠遠不夠。我不願意他們只是關心

我信教，而不是我這個活生生的個人。這個有七情六慾，在生活

的痛苦中掙扎的凡夫俗子。我常想對他們直言：當我飢餓時，你

不能只告訴我若信上帝一切都會有的，但 不與我分享你餐桌上的

麵包；當我乾渴時，你不能只告訴我耶穌是生命的活泉，卻不肯

花時間聽我傾訴心頭的苦悶。你也不必例行公事地匆匆為我禱告

幾句又匆匆離開。這祈禱太虛偽，我不信上帝會聆聽。 

      也許我太敏感了。我正是在教會中感受到了人間最可怕的

冷漠，心的冷漠，而這冷漠的心，竟與信心十足地相信自己已被

拯救了交織在一起，竟緊緊地裹在神聖的話語和可愛的微笑之

下！在教堂中，基督徒微笑地對我說你好，還握我的手。這熱情

幾乎使我心中的三尺寒冰開始溶化。我有時真有點沖動，想和他

們說說心裏話。但是，他們己完成了聚會結束前例行的問候。他

們很忙，走了。我木然了。 

經驗告訴我，如果我耐心等待，下次聚會中，我還會享受到這幾

分鐘的例行關懷。不過，在兩個週末之間，我必須忍受被遺忘的

宿命。基督徒在理論上不會否認，拯救我的靈魂，這任務十萬火

急。但他們是不是真的把這當作一回事，我就不知道了。所以，

他們的微笑和問候，使我覺得好像是店員歡迎我到超級市場購物

一樣。 

      盡管我在教堂和家庭聚會中與基督徒爭得很激烈，但我并

不像我外表裝的那樣堅強、固執，豁達。我心裏渴望基督徒的理

解，關懷和真誠的愛，但我嘴上不願意直接說出來。那種超俗的

關係，我盼望它會自然而然地生，但 會乞求它。我不願意僅僅在

某個星期六、曰成為基督徒關心對象。 



   13 

更不願意我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宗教感，使他們覺得自

己關心人了，為上帝作工了。＂ 

      看完這篇散文，我深深反問自己，我有沒有憑著愛去讓身

邊的人知道我活在主內，主也活在我內呢！人的所有善工，念

經、行善、克苦等等，都不算功勞，不能用來和天主作得救的交

換。因為有能力行這些善工，這本身就是天主的恩賜。善工是祈

禱，是感恩，是讚美。這是一個基督徒的應盡的本分，也是自身

生命成長的需要。一切都是我們本應當做的；一切都是天主的恩

賜。 

 

 

 

 

每天每小時和主耶穌合一，我有七步驟 ;- 

 

(一）早課晚課，每三天一次循環，例如一二三號，四五六。 早

課除了照聖教要理書, 另外一號加晨興善願誦「敬拜至聖 聖三 

聖父 聖子 聖神，三位唯一天主•」二號加「至聖之心夸，聖愛

泉,聖心頌」三號加「吾主天主，萬有  之源，萬美之泉，上天下

地「讚美天主誦，另每日必念「日備善終誦，罪人,謹以神魂奉獻 

天主，輔與朽腐虫蛆世有虛而又虛，從此甘心

除••••••••」。 

(二）聖母玫瑰經每日五端，一號「歡喜五端」，二號「痛苦五

端」，三號「光榮五端」四，五，六號再循環• 

(三）每曰必看聖書半小時- 看時隨時求主指引看任何一頁 , 例

如 A 新約 B 師主篇 C 聖人傳記（我特別喜歡看 聖女聖嬰耶穌

德勒撤法國修女的自傳, 聖女的「靈心小史」: 因為其他聖人傳

記 ,衪們生平大事，沒有衪們祈禱的心聲，內心的感觸 。 

(四）舊約聖經及聖書，特別是聖母顯現在世上的近代記載，在露

德在花地瑪。對晚餐廳祈禱會的留言。 

  與主同行               蔡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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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格言聯壁」: 一部古書,百年以上, 祖父母存下來的: 內有

「存養」「持躬」「接物」「齊家」「從政」「悪吉」「悖

凶」。 

(六)）自由選擇有益身心的書或是唱教會彌撒的聖詠。 

(七) 神領聖體或每日實領聖体，有許多人不方便，我改實行神領

聖體 在一號，在二號，在三號而變化。 

(A) 悔罪經- 主啊！我們太懦弱因為拒絕了那高尚的任務：和您一

齊建立教會。 

(B)  ( 主，求您垂憐) 

(C)  (聖三光榮頌) 

(D) （奉獻經 -在今天的曙光中我的祈禱升起，主求您祝福我今天

的功業•••••• 

(E)「您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您們大家拿去喝, 這

時我的血」 

(F) 朝拜聖體「兄弟們收檢身心,因基督己降臨」 

(G) 領主詠唱 

    (甲）主，當悲屈就降臨我心，在我的軟弱中請體念我對您的

渴望  

   （乙）與主合一詠：我的身體與主體合一，我的心和主心合一 

   （丙）傳愛傳福詠- 現在是我們見證，您指派我們，領您在心

中，主請給我們宗徒們的心火，常自備全心奉獻 

神頒聖體: 每天例如我們跑步運動時可唱，我們上班駕車時可低

聲唱，大約半小時罷  

另實行愛德時-心中的口誦「主在我心，主在你心，讚美全獻，永

結不分」「消滅汚塵，皇命代生，以命償命 ，最後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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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過去，幾十年......從 1964 年起才和主耶稣同行，行

了超過 48 年，大兒子已 47 歲，老二少—歲，女兒，小兒也 32

歲。他們各有所長，上天也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得償所願，心想

事成。但做人—定要和善，愛人如己，此外無他求。 家中上有父

母和祖母（亞麻）下有弟妹三人，中等家庭。長大 16 歲做生意, 

跟着爸爸在线鋪面賣洋雜衣服，表叔由西貢來貨，我們在越南蜆

港做批發和沽零沽生意，出嫁也是做洋貨生意，很順利。到了

1975 年，越南南方淪陷，轉變很大，生活十分艱苦，另有想辨法

買布做些出世嬰孩衣, —些大人男女泳衣，担起這個家，兩個大

兒子幫手，好像間小工廠，想起真像演戲，—幕幕再現眼前。 

      後來 1994-97 在街市檔賣了三年衣服零沽。1998 年才帶着

小兒子三人來美移居。回想我們在越南每個禮拜天去的教堂，法

國式的建築，很莊嚴美觀。2009 年回越南探兩個大兒子，那時西

曆四月，天氣已很熱，有時 100F,像麵包炉，過馬路很熱，去給先

祖母和父母親掃墓，修改清淨，和弟妺們 辦好事才回來美國。每

次飛機飛行 22 多小時，很累。想起以前讀的詩句“飛過高山飛過

海，快過火車快過船” 現住美國的天氣很舒服，不想回越南了。 

      2013 年我想去香港一行，幻想自己像隻鳥，“願做天边一

隻雁，回望大海和青山.....”這首歌心情輕鬆。可能有機會和蕭

神父團體一起出發. 無論那一個地方，我想都有主同行，心中十

分安慰，安詳，聖母也常在我們心內，和主耶稣基督同行-直到永

遠。 

 

 

    與主同行                 梁光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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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古的中國字 : 好 

創一. 27: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做了一男一女。 

(二) "聖经" 一語。初見於舊約何處。 

加上。一: 12, 9 

我們雖然不需要這些事，因為有我們手中的"聖经"做安慰。 

(三) 吾日三省吾身。 

詠:  四: 5 -- 我們應戰戰競競，不要作惡，靜夜就寢時要捫心

思過。 

(四)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红。 

詠 103，十五 : 

世人的歲冃与青草無異，又像田野的花，茂盛一時。 

(五) 人生如朝露。(漢書) 

智二。4 

我們的生命消逝，有如一丝俘云，又像為日光所照散而被热力所

蒸發的煙霧。 

(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孟子一梁惠王) 

德八: 17 

不要轻慢老人，因為我們将来也要成為老人。 

 

 

 

 

 

 

  聖經與人生                  我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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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f a Conversion Testimony 
 
      Our Bible sharing group recent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atch 
a video testimony of the amazing conversion story of a 
Presbyterian pastor Scott Hahn and his wife Kimberly.  Scott 
Hahn is a devout Christian who loves to study the sacred 
Scripture.  He not just loves to study the Scripture, but in his 
terms – “to soak” in it.  He was also a firm believer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he felt that it was his duty to rescue 
Catholics from the “corruptions” and “superstitions” of 
Romanism.  Scott was actually instrumental in persuading 
Catholics to leave the Catholic Church. 
      It is amazing how our Lord can do wonderful things.  
Through his studying of the Scripture, Scott Hahn actually 
discovered the flaws of the two main doctrine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 Bible Alone (Sola Scriptura), and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 (Sola Fide).  The more he studied, the more Catholic 
Doctrines are making sense to him.  He and his whole family 
eventually took the logical step – conversion.  We all can feel his 
excitement and joy of becoming a Catholic.  To Scott, it is like 
coming home. 
      Most of us Catholics were baptized while we were infants.  
Some of us may treat our Catholic faith as a mere family 
tradition.  It is like, my parents are Catholics, and so am I.   
Remember you might at one point hear people say, “I was raised 
as a Catholic”?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person is a Catholic out 
of reluctance? 
These are the points to share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SJCCC 
1.   Study the Scripture on a daily basis. 
2. We need to understand our Catholic doctrines and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Biblical source of our doctrines. 
3. Do we have the excitement of being a Catholic? 
4.   Can we tell a non-believer or a non-Catholic friend the reason 
we join the Catholic Church? 

Bible sharing Reflection               Kenneth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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