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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堂

三 十 週 年

母佑堂区三十载
秦英神父
Fr. Dominic Qin, CJSB

伴随着温暖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建堂三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堂区在
天主圣神的微风吹拂和玛利亚进教之佑的护佑之下，平安度过三十个春秋。
让我们感谢天主，感谢圣母。
今天，当我们回首过往的三十年，堂区从无到有，从细到大，每一步都
离不开圣母的助佑；也都是在圣母的助佑下，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经历困
难、挑战，终于进入而立之年。过往的经验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帮助我们面
对未来：当我们重新评估过往的得失，就有足够的勇气再迎接新的挑战。
过去的辉煌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动力，展望未来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
们要有充足的准备，使我们的福传工作有所扩大；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要规

划我们的未来。就我们现有的状况：年长的教友是我们堂区的宝贝；中年教
友是我们堂区的有生力量；青少年教友是我们堂区的将来。我们要利用好我
们现有的资源，因此我们要在总结过去三十年经验的基础上重燃心火，虔诚
祈祷，钻研圣经，积极参与堂区各项活动，共同建设我们的堂区团体，使这
个信仰团体充满基督的爱。
各位兄弟姊妹，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新的努力，新的行动迎接新的福
传使命。让我们的华人堂区展现我们华人信仰的热诚与关爱，让更多没有信

仰的华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回应基督的召唤。我相信有一分耕耘，就有
一分收获。让我们携手共创新的辉煌！
愿天主降福大家，愿圣母继续助佑我们。预祝建堂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圆
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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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之再創未來
今年是堂區成立的三十周年，亦是我正式成為基督徒的二十二周年。所謂「人
生有幾多個十年呢？」我便是一個浪費了十多年基督徒生命的基督徒。
我和許多新領洗的教友一樣，於剛剛領洗後，便滿懷衝勁想為堂區服務，每天
等著人家開聲邀請。日子久了，心情淡下了。人家的邀請來到時，便諸多推搪。
終於，幾年後被邀請加入讀經組，在彌撒中參與讀經行列，也參加了新春嘉年
華會的籌備工作，已經感覺自豪，覺得自己已克盡基督徒的本份了。
於二零一三年完成恩保德神父創辦的網上福傳課程及二零一四參與了基督活力
實習班後，才徹底醒悟到領洗時所作的承諾：不但要遵守天父的誡命，還要為祂作
見證。
正如耶穌在復活升天時，祂曾經吩咐宗徒們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
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19–20）
耶穌曾說：「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 20:21）宗徒們應
該「直到地極作基督的見証人」（宗 1:8）。
從此我便更加積極參與堂區及教區的工作，以行動回應主的召叫，以服務彰顯
基督的大愛。加爾各答聖德籣修女曾經說過：「信仰的行動是愛；愛的行動是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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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創造人類，給予各人不同的恩典及才能。我們只要虛心接受和回應天主的
召叫，一切榮耀歸於主，祂必定天天與我們一起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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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堂區已經成立了三十周年。當年由劉志剛神父及一班熱心的教友所建立
之華人天主堂已由華埠的小聖堂擴展到現址。相對北美很多大城市，我們幸運地有
一所真正屬於華人的天主教堂。我希望這個不單是我們的，亦是我們子孫的華人聖
堂。要達成這個希望，不是一兩個人的努力。祈望在秦神父的帶領下，萬眾一心，
再創未來。
互勉

Ben Lau

華人天主堂

從三十年前說起

三 十 週 年

何呂芬年

堂區成立之時，我只是一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媽媽，亦是一位領洗不久的新教友，每
天只知照顧家庭，讀書進修和工作，對堂區的運作，不聞不問。
隨着兩個女兒的成長，她們在堂區內上主日學，參加善會活動，我也同時認識了一
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他們積極的薰陶和多位神父的啟蒙和指導下，我的教友生活逐漸
也豐富起來，加上丈夫在上主的恩賜和堂區教友關懷和良好表樣的影響下，接受領洗救
恩，真正的成立一個完整的公教家庭，在堂區也先後參加了多項工作。
我曾經當過中文學校教師和校長，聖家成人組的成員，擔任過彌撒司儀，建新堂的
委員及現時堂區議會副主席。堂區漸漸地成了我第二個的家。
在這三十年來，我見證和親身體驗了試探和人生的苦與甜，有很多次我差點跌倒
了！但上主強而有力的手，每次都把我扶起。我哭了，祂把我眼淚擦乾。我笑了，祂為
我歡欣！真的奇怪，每當我的信德陷入低谷的時候，總有一些人與事令我站起來，要我
向上主呼求和讚美。真的感恩!！
堂區這個大家庭也在這些年來，經歷了不少的挑戰。其中包括人事上的是與非，神
父的健康和去留，教友的流失，人事的轉變等等。幸運地，這一切都動搖不了我們這班
死心榻地的老教友。每當堂區有大型節日，籌款活動，尤其是新春嘉年華，教友都竭盡
所能，為堂區出錢出力，毫不計較！
到了今天，與我一同在堂區內成長的教友，都已過著退休生活。孩子們大了，也不
需為口奔馳，有些弄孫為樂，有些遊遍大江南北，有些琴棋書畫，亦有很多開始積極參
加堂區工作，勤讀宗教書籍，參加信仰講座，出外朝聖等。在我來說，退休生活對我在
修心和宗教培養方面，仍未有得到很大的進步。我要
多些祈求上主，望祂賜與內心的平靜，拋開俗念，在
教友的生活上，更上一層樓！
在堂區方面，我希望多些年青人參與和接受主的
救恩，成為堂區新一代的接班人！亦希望在福傳方
面，多下一番功夫，使堂區充滿朝氣和活力。現在就
讓我借用已故前主任司鐸鄭海康神父對我們慈幼中文
學校一班教職員和家長說過的一番話互相勸勉吧！他
說：「為上主工作，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我們的
使命，興趣會隨着時間和人生經歷而減，但使命是一
直不會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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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my Parish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parish is 30 years old! I hope that when the
church is 35 years old I will have more great ideas like this year.
Firs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y Sunday school class. There are not
many of us but we have a great teacher and everyone works hard. It
is super fun and we have this jar full of popcorn seeds and if we are
good we will get a scoop each and then if we are good we will get a
full scoop! And after we fill it to the top, we will get popcorn and
then we get to watch a movie!
It is cool how our parish has a Chinese school! I am sure that almost
no other parish has a Chinese school! Most of the classes are in the
gym, the kindergarten room is in the room with an old piano and cool
toys for them. The senior kindergarten is in the small library but we
don’t use that library any more, it is now more like the senior
kindergarten room.
I wish they would put up Sunday Cafe back
up! I love doing the drinks and eat their
yummy food. I have no idea why they
stopped doing it. And there is also some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room there in the gym to play badm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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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he Chinese New Year
Carnival! It was super fun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emoji pillows that I got. There were
also awesome lion dance, and spending time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by Hannah Siu

華人天主堂

H

Our Own Parish

ave you ever attended mass in a foreign
country in a language you have no
knowledge of? You probably know when
to do the sign of the cross, when to say the Creed,
when to receive the Eucharist but have no idea
what the homily is and what the priest says.
This is what most of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faced when they first immigrated to Edmonton and
there were no Chinese masses.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ey were and how big the void was in
their religious life.
Thanks to the faith and hard work of a group of
Chinese Catholics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late
Sister Gertrude Kwan, they got the ears of the
Provincial Superior of the Salesians Don Bosco in
Hong Kong and subsequently Father Francisco Lau
arrived in Edmonton in 1982.
Although we got the generous and kind support
from the late Father Purcell, the pastor of St.
Patrick Parish, to celebrate masses in Chinese there,
we were still a community and not a parish.

Works to acquire our own church began shortly.
Even though I was not able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process, I understand that the support to move
away from St. Patrick was not looked at favourably
by a good number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at
first. However, after many deliberations and
thoughts, there was finally overwhelming support to
continue with the process.
Fundraising activities started, not only in
Canada but also in Hong Kong where Fr. Lau’s old
students and parishioners contributed gener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tion of our new home and
the core group of the church acquisition committee
etc. were determined.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people attending mass grew. The community was
getting bigger.
When we finally acquired the old St. Emeric’s
Church in Chinatown and got it nicely renovated,
the Archbishop blessed the church on May 23,
1987, and hence our parish was born!
The parish pastoral council was formed and over
the years, we saw the birth of many groups within

三 十 週 年

Fanny Ho

the parish. With the fast increase of parishione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uple of years before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need for a bigger church with more area for parish
activities became very evident.
Again, fundraising and the search for a site for a
bigger church began. With the help from our patron
saint,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we moved to our
new home after converting the old Knight of
Columbus building into a beautiful church. The
inauguration and blessing took place on the feast
day of Christ the King in 1997.
My involvements all these years were mainly
with the Chinese school. I was a teacher for a while
and then appointed by Father Joseph Ho to be the
principal in 1993. I continued in the role for 20
years and had developed a lot of friendships and
kinships. Just when I thought that I was done with
my "church work", Father Joseph Tsang talked me
into joining the parish pastoral council and even
gave me the role of vice chair. I got to know that
sitting on the council is a whole different ball game
than my other roles. It is a definitely a great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past 30 years, life has taught me different
lessons and my faith has gone through some highs
and lows. Had it not for the good examples of my
fellow parishioners, I would not have experienced
sacrifices, dedication, forgiveness and faith.
I thank the Lord for the pastors He sent to our
church. Each one has left significant footprints in
the lives of our parishioners. I learned from
everyone of them.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s when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participate fully in our church and
take over leadership roles. I look forward to more
fellow Chinese Catholics to rejoin or join our
parish. I also wish that more and more Mandarin
speaking people will receive the Catholic faith and
become part of our family.
May the Lord accept my prayers and grant me
these w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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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服務感言
我們的堂區今年慶祝成立三十年，其實從租用聖伯多烈教堂開始，應該有三
十四、五年的歷史。我是在一九八三年五月參加這堂區，同年的暑假協助策劃九
月開辦的兒童主日學，那時有三十多位由三歲至七歲的小朋友參加。當年我並沒
有想到會服務三十年之久；當我於二零一三年退出時，多謝教友劉葉麗珊女士接
手教了一年，跟著，真的令我十分欣慰的是我十多年前的兩位學生 Devona Tung
及 Sarah Chan 願意接棒。現在他們仍然在為主日學獻出他們的時間，我十分感謝
他們無私的奉獻！其實在二零零年代已經有八零年代的學生 Louisa Lui 及 Maria
Lui 參與過這服務，現在 Louisa Lui 仍然在這服務中。我經常鼓勵這些年輕人繼續
加油，繼續服務！
每年的聖誕節及復活節的彌撒，我也看見一群輔祭。這群年輕天使，大部分
也是主日學成長的孩子。這也令我十分欣慰及感謝天主賜予我們堂區這群年輕教
友，他們仍然願意為堂區服務，也感謝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支持。希望堂區教友
對這群年輕人也多給予鼓勵及支持！
在主日的英語彌撒，我也見到一些八零年代的主日學學生。現在，他們都已
經是父母了，攜帶著他們的子女，來參加彌撒及主日學的學習，為他們的信仰紮
根。我也感謝及鼓勵這群年輕父母的參與及對於堂區的支持，他們對這堂區依然
有份歸屬感！
主日學服務，除了為我們下一代信仰培育
之外，也是為我們堂區能夠延續下去。我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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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機會，感謝當年幫助開辦主日學及服務過的

8

熱心教友，也鼓勵現在依然在服務的年輕教

友，繼續努力，為堂區新一代的信仰打好根
基，為堂區播種，好讓我們的堂區能夠代代相
傳的延續下去！
教友 Maria Wong

華人天主堂

三 十 週 年

慈幼中文學校
轉眼間，愛民頓華人天主堂已步入第三十個年頭。我亦很榮幸能參與這個大家庭，和它
一起成長已有二十八年多——由當初加入堂區歌詠團，任教海外留學生英語班和參與堂區牧
民議會，直至現在為慈幼中文學校效力，這個堂區可以說是我的第二家庭。回想當年答應
Father Ayo 接替校長一職，心中仍感戰兢。雖則自己曾在大學修讀教育系，及在香港參與聖
母軍和堂區工作，但擔任慈幼中文學校校長一職，既要管理得善，又要兼顧福傳的責任，心

裏不期然感到壓力。經過再三考慮，最後終於接受了天主的安排，迎接挑戰。
四年已過，我十分慶幸得到各位教職員、家長和學生的支持，中文學校正在日益改進和
更新。我們加入了更豐富的教學內容，例如每月有不同中國文化的主題和日常應用對話教
學，提升學生對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興趣。正如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先生說過：「我們必須
與時並進！」為此，中文學校現正研究透過電子互動媒體教學作為輔助，給予學生更多自學
的途徑，希望可以進一步加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便捷性，從而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慈幼中文學校已開辦了三十三
年，經過將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努力，

換來現在的成績和進一步發展的潛
能。我會更加努力，和各位弟兄姊妹共
同為我們的堂區和學校繼續服務，為
更好的明天寫上新的一頁。
陳溫嘉怡
慈幼中文學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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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有感
晨曦
當年劉志剛神父建堂時，將堂區工作分成幾個小組去進行。讀經組為禮
儀組的一部分。讀經組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主日彌撒的讀經部分，而且兩篇讀
經都以粵語為主。直到後來為方便講普通話的教友，這才在每個月的第一與
第三星期將第二篇讀經改為普通話讀經。
當初我是以普通話讀經員的身分加入讀經組的，後來因為會在電腦中用
中文打字，所以增加了為讀經組編排讀經輪值表的職務。時光飛逝，沒想到
替讀經組編排讀經已有多年的歷史。因為時常與組員們聯絡，所以與組員間
的互動比只是單純讀經員身分的時候要親密的多。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身為讀經組的組員，我們都希望教友們能藉著我們帶著感情及口齒清晰
的聲音領受到當天的聖言。我們都害怕在祭台上讀錯字，所以大家都很用心
的去準備。在台下的我，在心裡都會為在台上的組員們加油叫好；同時也會
向讀得好的組員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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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編排輪
值表的多年中，
有許多組員因為
種種原因退出讀
經組。雖然覺得
可惜與不捨得，
但為尊重他／她
們的決定，只有
在心中祈禱有一
天，他／她們能
回到讀經組這個
大家庭，繼續為
天主貢獻出他／
她們的聲音。
今天，我們慶祝三十週年的堂慶，希望大家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不但
在自己的小組裡做出貢獻，更為福傳做出更漂亮的成績。

華人天主堂

聖母軍

三 十 週 年

中華母后支團

聖母軍是一個教友的團體，經教會當局的認可，在諸寵中保無玷聖母瑪利亞有力的領
導下，組織起來，成為一支作戰的軍隊，加入教會的陣線，攻擊世俗及其惡勢力。
聖母軍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由杜輝兄弟和幾位教友在愛爾蘭都柏林城組織起來。
聖母軍的宗旨，是用祈禱和積極的共同工作，在教會領導之下，在聖母和教會踏破蛇
頭，拓展基督神國的工作中，聖化自己的團員。
聖母軍的精神，就是聖母的精神。聖母軍特別渴望效法她深深的謙遜，絕對的服從，
天神般的溫順，常常的祈禱，完全的自我捨棄，純潔無瑕，堅毅的忍耐，天上
的智慧，對天主勇敢的毫無保留的愛，尤其是她的信德。
我們堂區的聖母軍支團成立於二零一二年，取名「中華母后支團」，直屬
路德聖母區團 Our Lady of Lourdes Curia。
支團的的週會是每星期三下午五時半在圖書館舉行，為時一個半小時。會
議依聖母軍特定程序進行。包括誦唸軍卷，玫瑰經及工作報告。
週會是聖母軍的心臟和發電廠，給團員超性生命和力量。主基督照祂所許
的生活在我們中間，賜給各團員所需的恩寵。
聖母軍的工作因應各堂區的需要和本堂神父的許可而制定。
例如：堂區內的傳教工作；探訪家庭及聖母家訪，講授要理，探訪病人及老
年人；在有需要時，安排神父探訪；守靈及出殯時領唸玫瑰經等。
聖母軍的部分活動

1. 敬禮聖母是聖母軍的主要部分，如同團員應該參加週會或積極工作一樣。支
團希望每位團員都能一同出席。敬禮聖母的節日如一月一日的天主之母節、
八月十五日的聖母蒙召升天節、十二月八日的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等。
2. 檢閱典禮，每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或前後數天內舉行。是團員奉獻於聖母的儀
式。團員們齊集聖母臺前，重新向聖母軍的母后宣誓效忠，並從聖母那裏領
受神力和祝福，準備來年再與惡魔博鬥。
奉獻詞：「我的母皇，我的母親，我全屬於你，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你。」
主內弟兄姊妹，如果願意在聖母軍內滿全教會傳教的角色，並準備盡聖母軍團員所有的各種義
務，可向支團申請成為團員。

微風
特

聖母軍支團週會擺設的祭台
(祭台應放在會議的圈子內)

別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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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
晨曦
它靜靜地躺在抽屜的一個角落，有好長好長一段時間了。它是母親走的時候，留
下來的。弟弟雖然小時候領了洗，但長大後卻沒有進過教堂。
辦完了母親的喪事，我也就把它帶回了加拿大。
母親的念珠是由一顆顆棕色木質珠子串成。因為母親每天都用它來誦唸玫瑰經，
一顆顆木珠子已經被觸摸的發亮。它陪著母親度過中年、老年，直到她老人家離開了
這個世界。
雖然我把媽媽的念珠
將它放在一個精緻的小盒
媽媽的物品。因為我所擁
塑膠、檀香、玻璃、水
媽的那一串。

帶回了加拿大，但是我也只是
子裡，準備將它當作一個紀念
有的念珠有許多不同的質地：
晶……其中最不起眼的就是媽

直到兒子在健康與精
唸經、祈禱。一天，我唸
念珠來。我一個人的祈禱
的祈禱，不是會加倍了讓

神上遇上了困難，我開始為他
著唸著，突然想起母親的那串
力量十分有限，如果加上母親
聖母為我轉求耶穌的機會嗎？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母親是個不擅用言語
來表達自己感情的傳統婦女。
記得婚後每次回去看她，我走的時候，她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掉過一滴眼淚。 現在身為
人母，也處在空巢期，才明白其實她對我的思念已經全埋進了一顆顆的木珠裡。這一
顆顆的木珠也陪伴著她度過了一天天的孤單、一天天的寂寞……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
為止。想到這裏，不禁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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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每天都用母親的念珠唸玫瑰經，看到念珠上的聖牌已經因為年久而發
黑，忍不住用牙膏、牙刷將它擦拭了一番；看到發黑的聖牌逐漸恢復了它原有的古銅
色，這才看清楚是一塊「聖母無原罪始胎聖牌」。我沒有擦拭其他串著珠子的銅鍊，
仍保持了它變了色的樣子，讓人一看仍然看得出來，它是件歷經歲月滄桑的古物。
現在，母親的念珠，不再是一串只是放在小盒子裡不起眼的念珠。它成了我最寶
貝的一件珍藏品。母親，謝謝您使我成為天主的兒女，您在天上一定開懷地笑著，看
著您的女兒每天用您的念珠不僅為您的外孫祈禱，也為在另一個世界的您和爸爸和其
他去世的親人們祈禱！願世界上的和平早一天來臨，世人少受一天因戰亂而失去親人
的悲痛！

華人天主堂

Current of Grace

T

三 十 週 年

Gentle Dove

he number ‘8’ in the Bible signifies
Resurrection and Regeneration and a New
Beginning. Boys were to be circumcised on
the 8th day. The number ‘8’ symbolizes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through Christ’ and the ‘Receiving of the
Holy Spirit’ (Romans 2:28–29, Colossians 2:11–13).
Those in Christ are becoming a new creation, with
godly character being created by the power of God's
Spirit (2 Corinthians 5:17, Ephesians 2:10; 4:23–24).

that he constantly prays: ‘Come, Holy Spirit,
come!’ on his Rosary beads.

I am blessed to be a Catholic, a Charismatic
Catholic and an eighth-time pilgrim. To be an
eighth-time pilgrim is not because I am holy but
because God knows my deficiencies and my need
of Him. I am greatly thankful to God for the
blessings of the opportunities to join the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for the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through Jesus’ and to
atte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Golden Jubilee in Rome,
Italy for the grace of ‘Receiving of the Holy
Spirit’.

1) A New People—Diverse and Unified
—the Universal Church with Reconciled
Diversity;

In the Holy Land, Sr Maria Ko 高夏芳修女 has
taught us the best way to go on a pilgrimage is
‘ON FOOT’; as we walk, we breathe, we admire,
we ponder, we get to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Presence of God, Our Lord, Jesu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Saints, we will be amazed…
At the Holy Sepulcher, Fr Matthias Choi 蔡俊源
神父, a Franciscan, says that pilgrims visiting the

Holy Land should be conscious and mindful that
it is ‘HERE’ that Jesus has walked, preached,
fallen, wept, been crucified and died for us…
thus, we know God is a Living God, Jesus is
Alive!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t 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Workshop
in Rome, Fr Dave Pivonko, Host of the ‘Wild
Goose’—a Canadian Charismatic Program, states

Pope Francis also affirms Charismatic Renewal
as ‘Current of Grace’ and in defining the Renewal
in three-fold terms as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Praise and Service of Humanity, he said all three
aspects are indissolubly linked.
At the Pentecost Mass, the Holy Father calls for:

2) A New Heart—with the Spirit of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Received and Forgiveness
Give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Fire of Love burning in the
Church and in our hearts, even though we often cover
Him with the ash of our sins. Let us ask Him: “Spirit
of God, Lord, who dwell in my heart and in the heart of
the Church, guiding and shaping her in diversity,
come! Like water, we need You to live. Come down
upon us anew, teach us unity, renew our hearts and
teach us to love as You love us, to forgive as You forgive
us. Amen”.’ — Pope Francis
My takeaway from the pilgrimage is: I cannot do
anything FOR God or FOR others because God
is Almighty; He does not need me to do
anything FOR Him; He just wants me to do
things WITH Him and With others as He wills. I
pray for the grace to live everyday of my life as a
pilgrimage, in the company of the Holy Trinity
(Ephesians 6:14–19). Dear God, I desir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Praise, praise the
Lord!
Speak, Lord, Your servant hearth! I welcome Your
Presence, I am here to do Your Will. Amen.

微風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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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车祸曾吞噬了刚刚绽放的青春，中止了正在起步的事业，摧

跨越死亡
跨越死亡

唐小鸭
毁了美好的爱情，拆散了圆满的家庭……当年学校的教职工一连参加了六场葬礼，相继送走了一
唐小鸭
位位朝夕相处的同事，这是怎样的悲痛和心碎？顷刻之间，阴阳两隔，车祸给多少的家庭带来了
二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车祸曾吞噬了刚刚绽放的青春，中止了正在起步的事业，摧
一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它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至今挥之不去。只愿天堂里再没有车来车
毁了美好的爱情，拆散了圆满的家庭……当年学校的教职工一连参加了六场葬礼，相继送走了一
往，没有悲伤、痛苦，一切都平和宁静……
位位朝夕相处的同事，这是怎样的悲痛和心碎？顷刻之间，阴阳两隔，车祸给多少的家庭带来了
事件回放：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大陆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43 名教职员工由
一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它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至今挥之不去。只愿天堂里再没有车来车
校长带团组织前往福州市郊闽侯的十八重溪游玩，八月十二日上午在返回福州市区的
往，没有悲伤、痛苦，一切都平和宁静……
途中，遭遇特大车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死亡六人，植物人一人，高位截瘫一人，
事件回放：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大陆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43 名教职员工由
一等残废一人，重伤十几人，轻伤不计）。
校长带团组织前往福州市郊闽侯的十八重溪游玩，八月十二日上午在返回福州市区的
原本是教师团体组织的一次轻松愉快的夏日旅行，却演变为一场人间悲剧。第二天在返回市
途中，遭遇特大车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死亡六人，植物人一人，高位截瘫一人，
中心的途中，年轻且只持有货车驾驶执照的司机为了闪避一辆迎面而来的拖拉机，提前左拐，慌
一等残废一人，重伤十几人，轻伤不计）。
乱中错踩油门，装载着四十三个鲜活生命的车子像脱缰的野马，穿越桥边的栏杆，冲下距离桥面
原本是教师团体组织的一次轻松愉快的夏日旅行，却演变为一场人间悲剧。第二天在返回市
十二多米深的空地！随即一声巨响，一切仿佛戛然而止——这是生命中出现的最艰难的休止符—
中心的途中，年轻且只持有货车驾驶执照的司机为了闪避一辆迎面而来的拖拉机，提前左拐，慌
—眼前一片漆黑，呻吟声，喘息声，混杂着血腥味儿向我涌来，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身体，还
乱中错踩油门，装载着四十三个鲜活生命的车子像脱缰的野马，穿越桥边的栏杆，冲下距离桥面
“健在”！只有头卡在车里，被掩埋在众多的肢体和物品中，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我努力挣扎，
十二多米深的空地！随即一声巨响，一切仿佛戛然而止——这是生命中出现的最艰难的休止符—
可是头像旋紧的螺丝一样越动弹被套得越紧，喉咙被卡住了，呼吸逐渐急促，也许来不及思考就
—眼前一片漆黑，呻吟声，喘息声，混杂着血腥味儿向我涌来，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身体，还
这样匆匆作别短暂的人生……
“健在”！只有头卡在车里，被掩埋在众多的肢体和物品中，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我努力挣扎，
刹那间，我想起了放在我背包里那张形影不离的耶稣像，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主
可是头像旋紧的螺丝一样越动弹被套得越紧，喉咙被卡住了，呼吸逐渐急促，也许来不及思考就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啊，救救我！”“耶稣啊，你在哪里？”不过五六分钟，上主垂听了我的哀求！我的头居然鬼使
这样匆匆作别短暂的人生……
神差地从众多人和物中拉扯出来！神魂落魄地从车底下爬出来才知道当车子冲撞地面时，我所在
刹那间，我想起了放在我背包里那张形影不离的耶稣像，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主
的座位塌陷，整个身体已经吊落车外！没有痛哭流涕，我只是全身战栗，毛骨悚然，浑然像一只
啊，救救我！”“耶稣啊，你在哪里？”不过五六分钟，上主垂听了我的哀求！我的头居然鬼使
受惊吓的小麻雀！！感谢上主，我的四肢百体完好无损！一根骨头也没被折断！主在我的身上行
神差地从众多人和物中拉扯出来！神魂落魄地从车底下爬出来才知道当车子冲撞地面时，我所在
了奇迹，彰显了他的大能与慈爱！记得吗？
的座位塌陷，整个身体已经吊落车外！没有痛哭流涕，我只是全身战栗，毛骨悚然，浑然像一只
玛窦福音 第十章
受惊吓的小麻雀！！感谢上主，我的四肢百体完好无损！一根骨头也没被折断！主在我的身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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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
了奇迹，彰显了他的大能与慈爱！记得吗？
它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玛窦福音 第十章
10: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
10:29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
10:31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
它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10: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
10:31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

華人天主堂

三 十 週 年

当我从一片残骸中走出，内心充盈着感恩！当我从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逃脱，光明被赋
当我从一片残骸中走出，内心充盈着感恩！当我从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逃脱，光明被赋
予了更深刻的涵义！主啊，我赞美你！是你用那钉痕的双手把我从死神的魔爪中拯救！跨越死亡，
予了更深刻的涵义！主啊，我赞美你！是你用那钉痕的双手把我从死神的魔爪中拯救！跨越死亡，
我重新获得了新生和自由！再华丽的词藻也无法表达我对上主的感恩之情。
我重新获得了新生和自由！再华丽的词藻也无法表达我对上主的感恩之情。
圣经中德训篇五十一章的节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的心声：
圣经中德训篇五十一章的节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的心声：
德训篇 五十一章
德训篇 五十一章
51:8 “我的灵魂已临近死亡，”
51:8 “我的灵魂已临近死亡，”
51:9 “我的生命已接近地狱的边缘，但你却拯救了我。”
51:9 “我的生命已接近地狱的边缘，但你却拯救了我。”
51:12 “上主啊！因为你救助期待你的人，救他们摆脱了仇敌的手。”
51:12 “上主啊！因为你救助期待你的人，救他们摆脱了仇敌的手。”
51:13 “我从地上高声恳求，求你救我脱免死亡；”
51:13 “我从地上高声恳求，求你救我脱免死亡；”
51:14 “上主，你是我的父，我呼求了你；求你在我危难之日，不要离弃我；”
51:14 “上主，你是我的父，我呼求了你；求你在我危难之日，不要离弃我；”
51:15 “我要时常赞美你的名号，我要知恩地歌颂你的名号，因为你俯听了我的祈祷；”
51:15 “我要时常赞美你的名号，我要知恩地歌颂你的名号，因为你俯听了我的祈祷；”
51:16 “因为你救我免於丧亡，在不幸之时，拯救了我。”
51:16 “因为你救我免於丧亡，在不幸之时，拯救了我。”
51:17 “因此，我要感谢你，颂扬你，赞美上主的名号。”
51:17 “因此，我要感谢你，颂扬你，赞美上主的名号。”
我的同事王智谌，一名资深语文老师，用“惊天地，涕鬼神”六个字高度概括了我在这场车祸
我的同事王智谌，一名资深语文老师，用“惊天地，涕鬼神”六个字高度概括了我在这场车祸
中惊心动魄的经历；“最危险的地方在上主看来是最安全的！”这是王更现神父精辟的总结。很多
中惊心动魄的经历；“最危险的地方在上主看来是最安全的！”这是王更现神父精辟的总结。很多
人把我的这次经历归究于纯属偶然！他们认为不信主的人也一样得救，但我默不置辩，嘶声力竭都
人把我的这次经历归究于纯属偶然！他们认为不信主的人也一样得救，但我默不置辩，嘶声力竭都
无法感化他们的心硬和固执。凭借信德的眼光，在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时刻我的确体验到主与我同
无法感化他们的心硬和固执。凭借信德的眼光，在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时刻我的确体验到主与我同
在！从不曾远离！！！
在！从不曾远离！！！
细细想来，我在这场车祸中的劫后余生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一直以来我谨遵主的教诲，善
细细想来，我在这场车祸中的劫后余生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一直以来我谨遵主的教诲，善
度信仰生活，事故发生的前天晚上，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无所事事”的“另类”，抱着一本书躺在
度信仰生活，事故发生的前天晚上，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无所事事”的“另类”，抱着一本书躺在
床上品味，准时睡觉，与丰富无节制的夜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多少次哗啦啦的麻将声一次次把我叫
床上品味，准时睡觉，与丰富无节制的夜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多少次哗啦啦的麻将声一次次把我叫
醒……由此可见，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不仅有益身心健康，更有助于我们在紧急危险关头保持清醒
醒……由此可见，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不仅有益身心健康，更有助于我们在紧急危险关头保持清醒
的头脑！这难道不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吗？
的头脑！这难道不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吗？

就在事故发生之前，正值我为福州市泛船浦教堂的修女们英语教学三年期满！整整三年，那些
就在事故发生之前，正值我为福州市泛船浦教堂的修女们英语教学三年期满！整整三年，那些
忙碌的夹杂着粉笔灰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为主事奉的时光！我不过是为教会尽了一点绵薄之
忙碌的夹杂着粉笔灰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为主事奉的时光！我不过是为教会尽了一点绵薄之
力，得到的却是上主再一次把厚重的生命当作礼物回赠给我！
力，得到的却是上主再一次把厚重的生命当作礼物回赠给我！
二十年之后，作为主的见证人，我把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分享，倘若弟兄姐妹们从我的经历中受
二十年之后，作为主的见证人，我把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分享，倘若弟兄姐妹们从我的经历中受
到启发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到启发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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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ight of Your Cross
A young man, he could no longer deal with his problems. He fell on
his knees, praying,

“Lord, I can not go on. My cross is too heavy.”
The Lord, as always, came and answered him: “My son, if you can
not carry the weight of your cross, save it in that room, then open that
other door and choose the cross you want.”
The young man sighed with relief. “Thank you, Lord,” he said, and
did as he was told.
As he entered, he saw many crosses, some so large that he could not
see the top. Then he saw a small cross resting on one end of the wall.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Sir,” he whispered, “I want the one over there,” he said pointing at
her. And the Lord answered: “My son, that is the cross that you have
jus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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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problems of life seem overwhelming, it is always useful to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things that others face. You will see that you
should consider yourself more fortunate than you imagine. Whatever
your cross, whatever your pain, the sun will always shine after the
rain.
No cross is heavy when it is Jesus who helps you carry it!
Li Hong

華人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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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的足印
麗
夜靜無眠，回望過去，點點滴滴，就感受到「沙灘的足印」了！
從沒想過來到這個冰冷的國度，沒有「祂」的支撐，怎過？！
工作改變了、生活改變了……可幸有個宗教的信仰，有個溫暖的家，
慢慢適應了，一家再展笑臉。
在 我倆 夫婦回 港工 作前 ，代母 跟我 們說 ：「就 算你 倆賺 到
很多錢，但子女沒有得到父母適當的照顧而學壞了，值得嗎？」
憂慮、忐忑……
教堂內的少青組、輔祭會和歌詠團，讓我的子女在神師的帶領下
成長，使他們建立了自信，負責任地去做好每一件事。他們參與戲劇
製作，擔負福傳的使命。每次的夏令營，從籌劃到成行，都是一種好
好的體驗！大家一起享受野外的生活，嚐到齊心協力的美果。沒有父
母的嘮叨、沒有讀書的壓力，少年十五二十時，在夜空下，朋輩的關
懷下，細細道來，輕談淺笑……舒懷了，釋懷了。他們都沒有走上歧
途，現在都各自成家了！
現在我要高歌：「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在早上，
感 謝 主 在 中 午 …… 」 我 雖 重 ， 多 謝 祢 肯 背 負 我 ， 不 離 不 棄 ！
你們都感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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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Study

W

Owl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e all know how important the Bible is for us, and yet we may not
have read through the Bible, nor are we fully aware of how the Old
Testament relates to the New Testament, not to mention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Certainl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studying the Bible.
However, we may face the danger of thinking that this study is merely an
academic exercise or be proud to tell others that we have read through the Bible.
Indeed, we call it a study, so it does have an academic element to it, yet the
utmost importance is the path to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must be trave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our Heavenly Father’s provision to guide us as we seek to better
know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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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Sunday School, children found that the concept of inspiring is puzzling
when we teach them that the author of the Bible is God himself but His people
wrote it through His inspiration. We teach young kids with Bible stories, and
they are amazed with the stories of Noah’s Ark, Moses and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heroic deeds of Samson, David and Goliath, the wedding
feast at Cana, just to name a few. We talk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at senior classes and to prepare them to learn how to read the
Scriptures. I found that children love the stories, and are always fond of the end
of the stories. The only exception is Jesus’ Passover. They are sad from listening
to Jesus’ passion, His suffering and His death. This helps me to reflect on my
own Bible reading exercise and make changes on teaching the children what the
stories of the Scriptures are telling us. One way to look at this is to see the Bible
as a collection of small stories that all combine together as a big story book. A
story of about how deep God’s love is to us, that He sent His only son to come
to save us from sin and die for us. This unconditional love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Scriptures —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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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父

三 十 週 年

晨曦

自從跟隨曾神父去了兩次的歐洲朝聖，在信仰生活上跨了很大的一步。以前的我總是被動式
的去教堂(因為另一半去所以我也去)，很少主動的在網上尋找一些有關提升信仰生活的資訊。
但是自從接收朋友圈裡發出了好多好的宗教訊息，令我也開始在網上搜尋自己有興趣的宗教
內容。當我看到許多不是中國籍的神父，將自己寶貴的青春奉獻給台灣，尤其是台灣的原住民
時，感動得不得了！他們替台灣的原住民保留了他們的文化，更親自教授原住民的下一代，使他
們會聽、會說自己的語言。他們將在自己國家擁有的房產變賣放棄為自己治病的錢，而用在台灣
為學生建立操場。他們推廣環保，將變賣所得到的錢，建立啟智中心，收容無家可歸、無人照料
的老人，幫助失業的人。他們放棄了自己舒服的住處，和當地人住在同一樣的居住環境。他們利
用媒體，推展福傳的工作。他們發展一切有利於台灣當地人，真正的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到他們為台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令我汗顏不已。
再說到我們自己的本堂：從開天闢地的劉志剛神父，接過手的何國漳神父，還有後來的
Fr. James Jeffcoat、鄭海康神父、Fr. Stan Blaszkowski、麥振群神父、Fr. Ayodele Ayeni、
曾若瑟神父，到現任的秦英神父，他們也都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做好本堂神父的責任。在信仰上，
他們對我們本堂青少年與成人教友們的影響，實在是無法詳加敘述的。
神父們為了信仰犧牲了他們自己原本可以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對擁有夫、妻、兒、女幸福家
庭生活的我們，是否可以多關心那下了祭台以後的神父，多給他們精神生活上的一點支持？當然我
們也要拿捏好分寸，使自己對神父的關心，不要變成了干涉，我們還是要尊重神父自己的選擇。
在慶祝三十週年的堂慶日，我祝願本堂區的堂務能蒸蒸日上，有越來越多的教友，使我們的
福傳工作更順利成功地展開！
後記：就在今年的五月三十一日，從網上看到為台灣奉獻了五
十年的耶穌會士丁松筠神父，因心臟病去世，享年七十
五歲。丁神父是一九六七年，來到台灣。他自嘲是美國
出品，台灣加工製造的神父。熟悉台灣的教友，都知道
台灣有一個在台灣媒體發展歷程中占有重要歷史地位的
「光啟社」。丁神父花了一年的時間，到世界各地籌款
建造了光啟社大樓以及購買攝影器材所需要的費用。後
來丁神父更親自參與了光啟社的節目策劃和為福傳製作
了各種各樣的視頻。五月三十一日，事發當天是丁神父
的同事因未見他如常來上班，而去了他的住處；敲門
後，這才發現他跪在自己的床前以祈禱的姿勢，回歸了
父家。丁神父以「努力、投入、奉獻，不求回報」的積極入世精神，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他待人處事更
秉持著「真、善、美」的態度，他要求自己「活到老，學到老」。身為教友的我，願意以丁神父為榜樣，
善度我的教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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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玫瑰經
何國偉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曾經是堂區家庭探訪組的成員，和一班熱心的組員，接受何神父的
委派，代表神父和堂區探望了多位教友家庭。探訪除了表達對人的關懷外，也令我見證到教
友們作為基督徒的各種經歷，加深了信德，使我獲益良多。
有一次，我和拍檔到醫院探望一位病危的老婆婆。當時未知道那是她在這世上的最後一
天。我們到達後，先和護士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否適合探望病人。護士非常高興見到我
們。她說病人表現得惶恐害怕，但因為言語不通，不明白老婆婆為什麼如此不安，希望我們
能夠和病人溝通，好讓她安排適當的幫助。
到了病牀前，看到老婆婆帶著氧氣面罩，眼裏流露出驚惶的神色，雙手緊緊握著病牀兩
邊的扶手，因用力而令身體向上，頭肩稍微離開了枕頭。不知道她是想離開這張病牀，還是
想抓住最後的希望，不願靈魂被帶走。她見到我們後，慢慢鬆開了右手，把手伸到面上，作
勢抓了兩下，然後又再次緊握著扶手，回復僵硬的姿勢。我上前察看了一下，發覺氧氣罩的
橡皮帶太緊，似乎因此令到她不舒服，於是便把帶子鬆了一些。老婆婆沒有氣力說話，只對
我們微微點頭，不再做抓面的動作，看來已經沒有原先那麼難受。
雖然情況稍為紓緩，但她仍然緊緊抓著扶手，不願放開。我們站在牀沿，自我介紹後，便
開始對她說話，無非都是一般對病人的安慰。老婆婆維持著原來的姿勢，也不知她是否明白我
們說了些什麼。因為對方沒有回應，我們很快便沒有新話題。正在思量還有什麼方法安慰病人
的時候，拍檔說：「我們一起唸玫瑰經吧。」老婆婆一日前方才領洗，也不知她對天主教的教
義和經文有多少認識。不過唸經正是打破沉寂的好方法，於是我就跟著柏檔唸起經來。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我一邊唸，一邊在心內思考經文的內容，意會到當前的老婆婆正是最需要祂慈愛的人。
想到這點，更心無雜念，以從來未有過的虔誠繼續頌唸。不一會兒，老婆婆鬆開了雙手，之
前拉了向上的身體平靜地躺回牀上，面上的惶恐也消失了，換上了一片安詳。這個意想不到
的轉變，令我感到驚奇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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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老婆婆遞起了右手，掌心向上，輕輕地橫掃一下。我和拍檔大為緊張，立刻停
了下來，不知道她有什麼需要。老婆婆把手再次微微一擺，我們更加不知所措。看到我們沒
有反應，她轉而向牀尾一指，軟弱無力的手又再放下。我循她指的方向望去，見到兩張椅
子，終於明白她是請我們坐下。我們把椅子拉到牀邊坐下，她點了一下頭，我們便知道是做
對了。跟著，我們沒有再唸經，也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陪著她，一起感受當時的寧靜。過
了一會兒，又來了訪客。為免人多煩擾，便和她道別，離開了醫院。翌日收到了老婆婆當晚
離開了這個世界的消息。
該次探訪，使我見證到玫瑰經的奇妙，體會到經文的意義。老婆婆有幸在生命終結之前
及時領受救恩，得到了永生的恩賜，但也可能免不了害怕死亡。見面初時，老婆婆表露出惶
恐無助，像是不知道怎樣面對死亡的來臨。幾端玫瑰經之後，她已經顯得毫無懼色，心境清
明，能用不同的手勢，招呼來訪的客人坐下。短短的的經文，勝過千言萬語，令這個新領洗
的基督徒能平靜地等侯返回天鄉的時刻。許多年來，每次唸玫瑰經的時候，我都會回想當日
親眼看到的奇妙效果，加深了對聖母的依賴和上主的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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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主恩

讚

美天主聖三！ 2017 年不單
是「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
50 週年金禧，因着天父的慈愛、基
督的聖寵、聖神內合一的恩賜，皆
由耀漢小兄弟會服務的「愛城天
主教華人堂區瑪利亞進教之佑
堂」與「多倫多的天主教中華殉道
聖人堂」不約而同均在今年慶祝
卅週年堂慶，可喜可賀！
卅年期間，歷任司鐸和到訪
的主教、神父之教誨不能盡錄，只
好從近數年開始：
韓大輝總主教：
什麼貴？什麼重？風吹什麼
動？什麼地方藏人鳳？主為貴，
靈為重，風吹聖神動，耶穌心裏藏
人鳳。
作為人鳳——基督徒的我們
共勉：
 民以「主」為天
 命以「主」的體血為先
 長壽「主」恩賜
 心身靈皆「主」然！
耿剛榮休主教：
愛主愛人、愛人如主、如主愛
人。首愛主、次愛人、後愛己。
張少麟神父：
如果我們奉獻心力服務但沒
順從聖神的帶領，沒有將祈禱生
活溶入服務過程中，我們只能稱
我們為義工，我們尚未堪當耶穌
基督的跟隨者——基督徒。
曾若瑟神父：
一字記之曰「求」：
1. 明辨善惡的智慧
2. 行善棄惡的自由與喜悅
3. 治愈身、心、靈的聖神之靈氣

三 十 週 年

Wild Goose

4. 分享神「自有」本性之經驗——

「聖母軍」這兩個靈修善會，更在
前任主任司鐸曾若瑟神父支持及
真、善、美
5. 棄絕「三仇」——魔鬼、世俗、 鼓勵下，一眾教友開始了 33 Days
自我——固執、自私、自利、自 to Morning Glory 的「孝愛聖母敬
禮」並成立了「聖母之家祈禱小
大……
組」，小組專務祈禱，靈修退省和
最重要的不是大局，而是結
服務弱勢社群。本堂區亦在曾神
局。我們的焦點應專注於結局：
父推介下舉辦了「基督活力週末
天國
營」，並聯同愛民頓教區的
Archbishop Emeritus
Edmonton Catholic Renewal
Sylvan Lavoie:
Services 舉辨了英語的 Life in the
“To God, through Jesus
Spirit Seminar (LSS), 和在香港的
with the Holy Spirit in Mary!”
「聖神內更新團體」RiS
Community Hong Kong 的支援
朱達章神父：
Get Closer To God——成聖之 下舉辦了英粵雙語的「聖神內生
道——全心、全意、全力、全靈愛 活研習班」。其後，更成立了「自
慕天主，信靠耶穌，渴望聖神，效 有的神」聖神內更新祈禱會(神恩
祈禱會)，祈禱會專務祈禱及參與
法聖母，一切變甘飴。
本市的天主教更新服務。本堂區
麥振群神父：
更為慶祝卅週年堂慶，不單於「四
如我曾得罪了你，請你原諒
旬期」邀請了溫哥華市的朱達章
我。你如得罪了我，我今天告訴
神父主持了粵語退省，St. Albert
你，我已原諒了你。
的 Archbishop Emeritus Sylvan
鄧建偉神父：
Lavoie 主持英語退省，並邀請了
當 大 家 懇 切 地 為 聖 召 祈 禱 多倫多市的程明聰神父主持天主
時，請大家同時也看看我們是怎 聖神的專題講座。感謝天父賜予
樣的對待我們的牧者，因為這可 及堂區安排的靈命食糧！
能是吸引或防礙蒙召者特別是青
本堂靈福不止於此，現任主
少年加入修道者的行列。
任司鐸秦英神父更在就任數月期
※ ※ ※
間，即開辨了「聖經研習班」，並
現任本堂主任司鐸秦英神父 于本年十月帶領本堂區首次舉辦
更是歊響了暮鼓晨鐘，提醒我們 的朝聖團到「墨西哥」朝聖。
不要因為忙於工作和服務，而忽
略了自己的家庭，我們要多關照
家人、效法聖家，因為青少年教友
的流失不單是華人堂區的問題，
更是普世教會的嚴重問題。
回顧過去數年，在天父的福
佑下，本堂區除了「祈禱宗會」和

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
呼籲的，“Universal Call to
Holiness”：
「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
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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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同行三十載
麗珊自一九九四年舉家從香港移民到愛城後，便開始投入了華
人天主堂大家庭，積極參與及推動各項活動及福傳工作。而我的丈
夫和孩兒們也在這個大家庭中，得到信仰的培育，慢慢茁壯成長。
在此，我要深深致謝同行好友，主內的兄弟姊妹們；特別那不
辭勞苦，協助建堂的兄弟姊妹和神職人員。他們為我們建立一個共
融友愛之家，讓眾兄弟姊妹們可一起聚首敬拜，一起侍奉和學習。
在悠悠歲月中，風雨同路的日子裡，麗珊多次在我們的長輩羣
中，看見到天主的面容。那慈祥關愛的問候，那不辭勞苦的犧牲精
神，那無私的奉獻，都是麗珊學習的好對像，給我鼓舞和支持。
天父！我們在此要光榮讚頌禰。多謝禰的大能與大愛，送給我

們一個溫暖共融的大家庭。願我們攜手前往那數不盡的年頭，把天
國的福樂傳揚，把愛的種子傳播，成為禰喜悅的光和鹽。
請繼續伴我們同行邁進，無論前路可有多崎嶇險阻，有了禰，
甚麼都可以了。
主佑！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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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珊

華人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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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曲：源自《頌恩》18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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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人生」
愛民頓華人天主堂建堂三十年，實在不容
易和不簡單，在這三十年歲月中，相信也經歷
不少變遷。在此恭賀愛民頓華人天主堂在上主
真光引導下，主寵日增。
人生究竟有多少個十年？更何況三十年，
回想本人三十年內也經歷無數的轉變與經歷。
對生活的追求和人生的看法也轉變了，很想與
大家分享、分享。
人生本來就沒有事事如意，生活就沒有樣
樣順境。
人生就是一邊擁有，一邊失去；一邊選
擇，一邊放棄。
生活每做一件事情都要付出代價。當我們
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可能我們也會同時失去
不想失去的一些。
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帆風順，我們所經歷的
煩惱和苦楚，是天主給我們的考驗和磨鍊，只
要走過了，雨過便會天晴，雨後便會見彩虹。
人生有許多東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
下，才能拿得起，我們需要多一些寬容，多一
些大度，揮揮手，笑一笑，一切不愉快都會成
為過去。

筆名：小晴

生活裏：惟有平和，才見人生的廣闊，
惟有平靜，才見生命的深遠。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因
為下輩子不一定能相識；好好感受生活的樂
趣，因為轉瞬就已消逝！
我們只不過是時間的旅客，總有一天，我
們會與所有的一切道別。
今天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是小事，
今天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年就是故事，
今天再大的事情，到了來世就是傳說。
我們最多只不過是故事的主人翁，生活中，
工作中遇到不順利的事，對自己說一聲，今天會
過去，明天會到來，新的一天會開始。
所以我們彼此鼓勵，以愛包容，以恕原諒，
在基督信仰生活的路上共融共享，互相尊重，互
補不足，並時常喜樂，事事感恩，不斷祈禱，互
相攜手，發揮地上的鹽，世界的光的基督徒精神。
大家加油吧！讓我們人生更加有意義和更
加精采。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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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別人計較，因為不值得。
不與自己計較，因為傷不起。
不與往事計較，因為沒有意義。
不與現實計較，因為還要繼續。
人世間的一切，一半是不值得去爭的，
一半是不需要爭的。
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後果和結果。生命只
有自己去掌握，別人也掌控不了你。人生最好
的一條路，就是走好自己的路。所謂：「命裏
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幸福是我們
的安慰，健康是我們的平安！

“I canno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 but I can
adjust my sails to always reach my destination.”
— Jimmy Dean
“You cannot control what happens to you, but you can
control your attitude toward and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in that, you will be mastering changes rather than
allowing it to master you.” — Brain Tracy

華人天主堂

三 十 週 年

你問我為你做了什麼……
雅納斯•梁
親愛的，你問我為你做了什麼？
當你還未
上進學習、踏足社會、
獨立生活、建立家庭……
當你仍掙扎於
謀取生計、人際關係
社會矛盾、政治功利……
我已洞悉一切……
當你未曾受到挫折跌倒時，我已不止一次地為你跌倒了；現在你相信我能了解到
你的疼痛嗎？
當你抹著勞苦的汗水時，我也將我的面容印上留下來陪伴你；你看到了嗎？
當你哭泣憂苦時，我也柔聲安慰了你；你聽到了嗎？
當你肩負重担蹣跚而行時，我也在和你一起擔負了十字架的重量；你感覺了嗎？
當你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我讓你遇見我的母親；你遇到了嗎？
當你不被諒解，成為萬眾矢之的，當你犯錯，愧疚痛苦得要死而想了結生命時，
我早已接受了你，原諒了你；你知道嗎？
確實，我已洞悉了一切……
而且，我已先為你做了……
如今，就由此刻開始吧！
親愛的，我愛你，無條件的愛你，甚至交出了我自己的生命!
親愛的，別沮喪！
勇敢地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吧！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罷！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
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
（瑪 11:28–30）
願和所有受到考驗、困惑、質疑、病魔、痛苦煎熬的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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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我还年轻，主啊我必须走出去！

唐小鸭

听到上主的呼唤，

我要分发请柬——

我铿锵回应：“主，我在这里，请派遣我！”

竭诚邀请人们奔赴天国的盛宴，

我是上主的勇士，荆火重燃，斗志昂扬！

认识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耶稣！

他召唤我去赢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必与我同在，越过红海，所向披靡，

趁着我还年轻，主啊我必须走出去！

逃脱埃及人的魔爪，奔向流奶流蜜新天地！

我要作一个辛勤耕耘的农夫，
“含泪播种，必含笑收获！”

你看辽阔的中国大地，一个个十字架被摧毁；

我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

你看多少教内人士被流放、软禁，乃至迫害；

世风日下的社会盼望信仰春风的到来！

你看当今中国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

如饥似渴的儿童等待宗教普识的传授；

民族信仰已是满目苍夷，危如累卵，病入膏肓！

日益远离教会的青年期待指引和回归！

趁着我还年轻，主啊我必须走出去！

我有——

你说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坚实的臂膀，强壮的体魄，

葡萄园荆棘长满地皮，刺草遮盖田面，

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

我惟愿勇往直前，把荆棘蒺藜焚烧，

敏捷的思维，准确的判断，

我必细心呵护除草 施肥，昼夜看守！

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
我用——

趁着我还年轻，主啊我必须走出去！

真诚的微笑感化冰冷的心田；

冲锋的号角已吹响，我不能坐以待毙，

温暖的话语慰籍受伤的灵魂；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美妙的歌声涤荡阴霾和悲伤；

我要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河流，

犀利的笔触唤醒民众的觉醒！

走向田野、村庄、农场、工厂和学校，

斐然的文采重燃爱主的热焰！

走向渴望福音氧气和圣神嘘气的人群，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我要让人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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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纪年法以耶稣基督诞生为起始；
星期日是为纪念主耶稣复活的节日；
汉语拼音最早由传教士利玛窦引入；
医院的十字架是天主教教会的标志；

趁着我还年轻，主啊我必须走出去！

華人天主堂

三 十 週 年

注視耶穌
也许他并不为世人所知：
他——只是被埋没在圣诞老人的童话，
铺天盖地的礼物和浪漫的平安夜大餐中。
他——只是时尚男女胸前配挂的饰品，

他——只是旅游爱好者日程上的一个景点，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和美妙的钟声……
也许你并不了解他：
他曾降生在破旧马槽唯有寒星和牧童作伴；
他曾在约旦河受洗圣神仿佛鸽子降临其身；
他曾爬山涉水走遍村落宣讲天国的福音；
他曾被人出卖背负十字架走向加尔各答；
他曾受尽鞭打耻笑和凌辱三天之后复活。

唐小鸭

我是勿诺尼加圣女不畏强暴分开恶党用白帕擦
他的圣面；
我是玛达肋纳与复活的主相遇他温柔的问候一
扫阴霾和恐惧。

多年来他温暖的话语似荒漠甘泉慰藉着我痛苦
颠沛的移民路：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這里来的，必定不
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无论走遍天涯飞越千山，总是怀揣着这张相片

它成了我生命中的护身符：
当奔驰的客车纵身跳下十几米的垃圾场，

就给你们开。”

“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
我爱了你们。”

是他用那钉痕的双手把我从死神的魔爪中
拯救；
当身处异国他乡，四面楚歌无语问苍天时，
是他教我学习忍耐的功课和静默守望。
我是他九十九只外的那只迷途羔羊，
他把我扛在肩上；
我是那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浪子，他用宽大的
胸怀迎接我;
我是那痛改前非的罪妇用眼泪滴湿并倾尽香液
擦拭他的双脚；
微風

我是背负粗重十字架的西满体验并分担他的痛
苦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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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早於二月底我們已準備籌劃這份微風特別版，三月初開始宣傳
的工作，鼓勵教友投稿。最初的兩個月，投稿並不踴躍，看著截稿

的日期快到，但只收到幾篇稿件。當時的心情真的有點沈重，怕這
次的微風特別版會辦不成。隨著截稿日期的推延，收到的投稿也越
來越多，這是個很大的鼓舞，最後我們收到超過二十份投稿。
教友們藉著散文、詩、歌和圖畫，與我們分享他們對這個堂區
團體的感情、他們從服務中得到的喜樂、他們信仰靈修的心得、他
們從生活體驗中汲取的人生大智慧。這份特刊能順利出版，除了感
謝天主的帶領，也多謝各位的支持，你們的作品令這次的微風特別
版加添更多的色彩。
我個人很感謝堂區三十週年慶祝活動籌辦成員的信任、鼓勵和
幫助。這是我第一次當編輯的工作，心情可說是戰戰兢兢，但確實
是很寶貴的經驗。我特別感謝何國偉和何呂芬年夫婦幫助做審閱的
工作，以及梁雅潔姊妹和霍東靈弟兄負責這次微風的設計及排版。
希望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喜歡這份微風特別版，並能感受到每
Breath of Spirit special edition

一位作者對他們的信仰和對我們團體的熱誠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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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佑！
陳靄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