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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黃小鳳

本期的信仰主題，聚焦於探討平信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先知」。當我
們領洗時，被賦予三重責任─君王、先知、司祭。先知的責任是我

們以言語「向人說建樹、勸慰和鼓勵的話」。「那講先知話的，卻是建立教
會。」（格前十四3-4）本期的篇篇精彩好文章，對此均有詳細的闡述。

在「聖神的風」專欄中，有孔令信於五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梵蒂岡天文
台舉辦的「黑洞、引力波和時空奇點」科學研討會的報導；沈藝甲對哈維颶
風來襲的反省；嚴永晃在「時事與信仰」專欄文章中，對天主教與東正教間
的關係分析，均為必讀之作。

本期在「信仰主題」專欄，有白建清神父以「平信徒的先知使命」一
文，提綱挈領地為我們解說了這個主題；李家同的「我們該知道說甚麼，以
及不該說甚麼」提醒我們傳福音時的謹言慎行；詹紹慧的「我能做甚麼，我
該做甚麼」提出有關福傳的中肯建議，並鼓勵我們善用網路媒體福傳；在「
教育的最高境界」文中，作者反省教育不應該只是知識的傳授，更要尊重生
命。

本期的「好書推薦」，有賴効忠神父與王念祖各為文介紹教廷首席驅
魔大師─阿摩特神父的真實自述一書，兩篇文章精彩地分析現代教友對魔
鬼、附魔、驅魔的誤解與忽視，鼓勵讀者由這本書來增加瞭解。唐鴻的「我
對善意溝通（非暴力溝通）的認識與看法」介紹善意溝通的要素與方法，
及作者運用在生活裡的效果。平信徒要盡先知的責任，善意溝通是很好的方
式。

吳新豪的「莫扎特的聖體頌」，介紹此曲的來源及莫扎特如何以樂曲表
達聖詩的內容，非常精闢，幫助我們在欣賞的同時，更激發對聖體的熱愛；
葛寧意的「瑪利亞的靜默」一文，用聖經章節來支持及闡述瑪利亞的三個靜
默期，最後以「靜默的源頭」詩句，提醒我們在靜默中與主合一。今年是法
蒂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Rosa Bio以她親身的經歷，見證法蒂瑪聖母代禱的
力量。

孟慶光在「主耶穌，感謝祢又救了我！」文中，記下她感謝上主救恩的
分享，是一篇信友面臨考驗的感人紀實，對我們的生命態度有所啟迪，值得
一讀。
希望本期《傳信與關懷》能啟發鼓勵教友及讀者，為自己的「先知」責

任盡一份力量，以言語、文字、音樂、美術、網路等媒體，為福音做見證。
秋天是教會慕道班及主日學開課的日子，祝福我們華人在天主教會的傳道、
授業、解惑的福傳事工上，順利開展，豐富收穫，將天主的國廣傳於華人社
會。阿們。        （加州 鑽石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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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5月12日上午接見了各國的天
文學家，表示教會不應該害怕新的科

學發現。宗座表示，「面對無限的宇宙時

間與空間，我們人類油然生出一種驚歎之

情，體驗到自己的渺小」。教宗引用愛因

斯坦的話說：「我們可以說世界的永恆奧

秘在於它的可理解性。」教宗解釋這句話

強調「宇宙的存在和可知不是混亂或偶然

的結果，而是源自天主的智慧」。教宗鼓

勵梵蒂岡天文台要毫無畏懼地「堅持對真

理的探索」。

科學的發現與科技的進步可以說是促

成人類現代化的重要動力來源，如今已進

入工業4.0的時代，物聯網帶動了更豐富而
多元的跨領域、跨科技的融合創新科技文

化，無疑地帶給人類更快捷的效率與更便

利的生活環境和條件。這種不斷求進步與

不斷創新的氛圍和心態，都是非常積極與

肯定心態。這也是科學主義帶給人類最大

的貢獻。

不過，宗座也提醒我們「永遠不應害

怕真理，也不要躲在封閉的成見中，而要

以完全的謙卑態度接納新的科學發現。當

我們走向人類認知的前沿，我們就能真正

體驗到上主，祂可以填滿我們的心。」也

◎孔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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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愈是面對科技的高速進步

與突破，人類愈應學習謙虛，因為

就在這些偉大的發明背後，我們更

能體驗到上主。這一切都是祂所創

造的，唯有祂才能滿足我們的心。

談到宇宙，宗座特別介紹

了比利時宇宙學家喬治‧萊瑪蒂

（Georges Lemaître，1894-1966）神
父：「喬治‧萊瑪蒂蒙席（註）擁

有雙重身分，既是天主教神父也是

宇宙學家，他在科學與信仰之間懷

著持續不斷的創造性張力，始終堅

定捍衛科學和神學領域之間明確的

方法論區別，把它們視為不同的職

權範圍，並在自己的生活中把二者

和諧地結合起來。這樣的區別早已

體現在聖多瑪斯‧阿奎納身上，可

以防止出現既損害科學又破壞信仰

的短路問題。」【註：蒙席（Mon-
signor）是教宗頒授給對教會有特殊
貢獻的神父的一個榮銜。】

這一回從5月9日至12日在梵蒂岡
天文台舉辦的「黑洞、引力波和時空

奇點」科學研討會，就是為探討萊瑪

蒂神父的科學遺產，他被公認為宇宙

大爆炸理論之父，曾於1960年至1966
年擔任聖座科學院院長。

萊瑪蒂神父出生於比利時的沙

勒羅瓦，曾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學習建築工程專業。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回到魯汶大學，1920年獲博
士學位，1923年晉鐸，曾先後訪問了
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在那裡萊瑪蒂神父瞭解到

哈伯、沙皮羅等人正在進行的天文研

究「觀測星雲」，螺旋形雲狀物質的

光有「紅移」現象。

1927年，萊瑪蒂神父回到魯
汶大學教授天體物理學。同年，他

發表了愛因斯坦場方程的一個嚴格

解，這個解後來被稱為「弗里德曼-
萊瑪蒂-羅伯遜-沃爾克」度規，並
由此指出宇宙是膨脹的，最初起源

於一個「原始原子」的爆炸。當時

俄國數學家弗里德曼也發表了同樣

的結果，但萊瑪蒂神父並不知道弗

里德曼的研究內容。

萊瑪蒂神父以實際宇宙觀測的

結果來解釋愛因斯坦的方程式，把

所有資料彙集在一起，依照經驗法

則，看起來較模糊的星系一定比較

明亮的星系更遠，從而發現星系的

紅移幅度取決於它與地球的距離，

也就是「速度」與距離成正比。發



傳  信  與  關  懷

 4  5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二十卷第三期

聖神的風

現這不是「都卜勒效應」，他主張

紅移是「宇宙擴張的效應」。

這次梵蒂岡舉辦的科學研討會

就是依循萊瑪蒂神父的理論，探討

在大爆炸的瞬間發生了什麼，宇宙

的終向是什麼，以及現代宇宙論的

局限又是什麼？鼓勵與會的科學家

們在宇宙學理論和觀測之間進行有

益的交流。還特別邀請了1999年諾
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傑拉德特‧霍夫

特（Gerar’t Hooft）和羅傑‧彭羅斯
（Roger Penrose）等人與會。

耶穌會修士、梵蒂岡天文臺

宇宙論學者瓊蒂（Gabriele Gionti 
SJ）神父在記者會上回顧了萊瑪蒂
神父的傑出貢獻，指出，萊瑪蒂蒙

席於1927年發表了關於宇宙大爆炸
的重要論文，說明在愛因斯坦廣義

相對論的解題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宇

宙論，它導致星系的遠離。雖然如

此，他是個非常虛心和謙遜的人，

從不滿足於他這項重大的發現。

事實上，急功好利的哈伯曾

搶奪了萊瑪蒂神父的發明成果。

哈伯聘請米爾頓‧赫馬森（Milton 
Humason）負責測量星系的紅移現

象，1929年兩人合作測出24個星系
的紅移現象發表論文。他們證實星

系與地球間的距離，與其紅移顯示

的速度成正比。此一發現被稱為「

哈伯定律」，他們提出了「哈伯常

數」說明星系與地球的距離每百萬

秒差距，其速度為秒速500公里。

這項發現（其實和萊瑪蒂神

父兩年前發表的內容完全相同）被

稱為「哈伯定律」。至於「哈伯常

數」，更是與萊瑪蒂神父所算出來

的數值接近。然而哈伯的論文卻根

本不提萊瑪蒂神父等人的貢獻。還

是萊瑪蒂神父據理力爭，寫信給

英國天文學家艾丁頓，並搬出1927
年那篇論文來證明，學界才還他公

道。不過，這個定律最後還是用哈

伯來命名。然而哈伯的研究只停留

在紅移現象，萊瑪蒂神父卻繼續嘗

試著將「紅移」整合到宇宙模型，

開創了大爆炸理論。

大爆炸又稱大霹靂（ B i g  
Bang），是描述宇宙誕生初始條件
及其後續演化的宇宙學模型，這個

理論最新的發展是由本次參與研討

會的彭羅斯主講。在2012年彭羅斯
表示他已經發現了宇宙大爆炸之前

還存在另一個宇宙的證據。在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研究中，發現了神秘

的同心圓現象，可以認為宇宙之前還有宇宙，他還提供了在前一個宇宙中

所發生事件的痕跡。彭羅斯更進一步地指出宇宙存在指數式的膨脹，但是

這種膨脹並非萬古不變，隨著黑洞將宇宙內的物質全部吞噬，在遙遠的未

來將以大爆炸的形式再度開啟另一個宇宙。

萊瑪蒂蒙席可以說是大爆炸理論的先驅，他在科學真理上的追求與

鍥而不捨可以說是我們的典範。然而，他並未因為科學的偉大貢獻，而放

棄對天主的信仰。教宗特別讚美他能在科學與神學之間明確區別兩者的不

同，更能將兩者在生活中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就像中世紀的教會聖師多瑪

斯‧阿奎那一樣令人敬佩。

聖師多瑪斯曾以「五路論證」來證實天主的存在：

第一路從變動來證明，推出一位第一不動的動者；

第二路從動力因的本性，肯定一個首要的動力因的存在；

第三路從可能性（偶有性）和必然性來說明有必然者的存在；

第四路從事物中發現的等級層次，推論出最美善的實有；

第五路從世界的統轄（安排），申述宇宙萬物有終極的目的因。

這個五路論證從理性來推論天主的存在，萊瑪蒂蒙席則用嚴格的數

學演算推衍出宇宙的起初狀態，他讓科學觀察與實驗證實大爆炸的存在。

宇宙是有一個起點，至於應否涉及一個神的存在？宇宙是否是被創造出來

的？萊瑪蒂神父保留給科學家們與人們一個自由思考與決定的空間，而他

自己則早就有所抉擇，深深體認「天主是愛」。他的開放與調和當然更是

這次研討會的最重要的對話起點。      
  （ 恆毅6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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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災還是人禍？
『愛不作損害別人的事，所以愛成全了全部的法律。』（羅馬書十三10）

◎沈藝甲

面對哈維這類越來越可怕的颶風，基督徒不能不祈禱默想：

這會是上主給我們的警號嗎？

我們已經糟蹋了上主賜我們安身立命的地球嗎？

2017年8月，哈維暴風雨（Harvey）在短時間內由二級升到四級，雖然登
陸德州休士頓後風速降低，但是移動緩慢，倒下49.32英吋大雨，總降

雨量是密西西比河排水量的19倍，破了美國的全國紀錄。結果休士頓沒有
被暴風蹂躪，反而被洪水淹沒。許多住宅成了孤島，一百萬輛汽車全毀。

許多高速公路進出口被水阻斷，機場和高速公路關閉，煉油廠被迫停工。

維斯康辛大學認為哈維颶風造成的損害，是一千年才發生一次的。而休士

頓已經連續三年有五百年一次的洪災，難道這會變成「新常態」？

表面上這次風災是休士頓一城的災禍，最多加上回馬槍重臨路易斯安

納州，也只是兩個州的2萬多平方英哩被淹沒。但是全美國都要連帶分攤損
失，每加侖汽油立刻漲了40分。全世界油價也跟著上漲。人類社會彼此息
息相關，一地受苦，隔岸不可能只觀火而不遭煙燻霧霾！

哈維發威還波及遠在墨西哥瓜

達盧佩朝聖的美、台天主教徒，因

為帶領朝聖的林思川神父被困在休

士頓，最後晚了兩天，輾轉東西，

纔勉強搭上通宵紅眼班機於第三天

清晨趕到與朝聖團會合。

奇怪的是，這次哈維肆虐，雖

然喪失至少40人命（卡崔娜（Ka-
trina）颶風死了1833人），初估直
接經濟損失1800億美元以上，遠超
過2005年卡崔娜的1080億，但世界
各地馳援捐助卻遠遠不如。是因為

對卡崔娜的救濟物資和捐款至今

還有許多沒有動用嗎？還是因為從

2017年開始，美國大張旗鼓以自己
的利益為唯一優先，使得國際朋友

開始遲疑，美國與友邦還能保持過

去的互信、互助、合作之故嗎？

眾多檢討中，有許多討論雨

量大增的原因，可以確定「溫室效

應」是主因，因為氣溫愈熱，空氣

中含水量愈多，下雨愈傾盆巨大。

地球暖化的原因，一般認為

是空氣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增加造成

的溫室效應，是汽車和發電燃燒汽

油、瓦斯或煤炭的直接結果。也有

科學家研究火山活動和太陽活動週

期，卻發現影響不大。

雖然有些執政者受石油業遊

說，否定氣候變遷受人類影響，認

為氣候變化是地球氣候的自然循環。

但是過去一百年的地球暖化原因，從

南極冰層取樣，比過去一千萬年都厲

害，卻是不可否定的科學事實。現在

有了高山上的空氣集樣和衛星監測，

將更精確知道地球暖化的進程。

自由資本主義有一個可怕缺

點，就是無形中鼓勵了自私貪婪、

不計手段為自己掠奪積聚錢財。雖

說宗教信仰能平衡良心作為，使

得貪婪有所節制，許多人卻覺得

自己偉大，只強調「誰若不願意工

作，就不應當吃飯」，讓用錢賺錢

的富人，更理直氣壯地想盡方法改

變法律及稅制，不用鑽法律漏洞即

能增加財富，自詡是「人生贏家」

。2008年次貸金融危機時，美國全
民買單，拯救金融業和汽車廠，我

們得到了什麼回報？

合法利用或修改經濟制度中的

規定，擴大自己的財富，表面上這

種做法並不違法，也符合民主遊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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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與信仰

則，但是全世界的總財富有限，富

人們自私巧妙的聚歛，使一般人成為

自由經濟的實際受害者，這種巧取豪

奪，與人類野蠻封建時代用武力「搶

奪」有何不同？效果一樣血腥，只是

手段上看不到明顯暴力罷了！這樣做

的人，已經犯了十誡中的第十誡「不

可貪戀你近人的房舍、僕人、婢女、

牛驢及你近人的一切」（不擇手段的

「貪戀」是罪行肇因）；如果把最窮

的人逼到絕境，更違犯了第五誡「不

可殺人」！

美國稅法規定石油業和汽車

廠，必須投資一定百分比發展使用

無污染的新能源，他們卻能曲意解

釋投資用法，使得效果不彰，以保

障操縱石油既得利益，若有新能源

計畫進展太順利，就用各種黑暗手

段扼殺！我的親人有親身經歷，令

人痛心！

有人認為耶穌在三年傳福音

期間，至少說過一千次要憐憫照顧

近人和窮人。沒有大學問的人，也

清楚知道耶穌是真心關注近人和窮

人。人若不體諒近人和窮人的難

處，反無情要求窮人在絕境中一定

要「自立更生」，就違反了社會正

義、道德良心和基督的教導。

在創世紀第一章28節，天主祝
福他們（人）說：「你們要生育繁

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

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

爬行的生物！」請注意天主說的是「

治理」和「管理」，不是「主宰、

擁有和消耗」！英文聖經翻譯有用

dominion、subdue和rule over的，較易
讓人聯想到殖民主義的佔有和支配，

不尊重「被管理」的人與萬物。這種

想法容易讓人放縱一己私欲，對地球

資源長期的濫用浪費、過度開發，咨

意破壞了原本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的平

衡。這種忘了天主才是萬物主人的

「管家」，對同胞和萬物沒有尊重愛

心，為短暫利益而犧牲大眾長久福

利，能不自食惡果嗎？

如果我們面對越來越嚴重的風

災水災，還不反省縱容環境污染、

造成極端氣候的心態行為，就太可

悲了！基督徒們應當祈禱反省，既

力行也發聲，除了救災，更要「防

災」！使用不會污染空氣大地的能

源、不浪費可貴的地球資源、節能

減炭！請各位朋友現在就開始行動

吧！    （聖地牙哥）

兄弟教會 千年齟齬後的和解契機         
―羅馬天主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恩怨離合―

◎嚴永晃  

八月21 24日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lorin）正式訪問
俄羅斯，拜會了普金總統、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東正教宗主教基裏爾

（Patriarch Kirill）以及東正教外交事務
負責人等。這是繼2016年2月初方濟各教
宗在古巴哈瓦那機場會見基裏爾宗主教

之後，關於基督信仰合一的重大進展，

受到舉世關注。筆者僅將這兩個兄弟教

會千年來的恩怨離合整理如下，敬請指

正。

眾所周知，耶穌受難後初期教會儘

管環境艱難卻迅速發展，至第一世紀末

時，已經形成以羅馬、（土耳其）君士坦丁、（敘利亞）安提約基亞、（

埃及）亞歷山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五個傳教中心。公元（以下同）393
年，羅馬帝國接受基督信仰為國教，羅馬的地位頓時高漲。但是很快的在

公元397年，羅馬皇帝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治理，其中東羅馬帝國深受希



傳  信  與  關  懷

 10  11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二十卷第三期

時事與信仰

臘文明影響的首都君士坦丁，立刻

取得和羅馬平起平坐的地位，未料

竟然在基督信仰上也逐漸的產生差

異。公元451年的Chalcedon 大公會
議決議，羅馬主教（就是教宗）和

君士坦丁主教同等地位，兩大教會

開始漸行漸遠。公元863、867年兩
位主教互不承認，到公元1054年正
式決裂，東羅馬帝國轄區的稱為東

正教（Orthodox）。

俄羅斯自古以來地廣人稀，基

督信仰何時傳入，很難查到明確的

文獻記載，只知道公元988年，俄羅
斯君王正式宣布接受希臘化的天主

教為國教。公元911年，羅馬教廷從
德國Magdeburg教區祝聖了一位英
國籍主教，派去莫斯科傳教，遺憾

的是東正教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在

1002年將他連同14位助手（應該是
神職人員）殺害了，真慘！

1227年，北歐（丹麥、瑞典）
的天主教徒發動《十字軍》，攻占

俄羅斯西北部Pskov 等城市，為天主
教播下信仰的種子。1240年，愛爾
蘭傳教士抵達基輔（Kiev），隨後
時任教宗亞歷山大四世派遣道明會

士前往俄羅斯中部地區傳教。1330

年波蘭佔 烏克

蘭，使許多俄羅

斯人皈依天主

教。1387年當時
也屬於俄羅斯的

立陶宛（Litua-
n i a）皈依天主
教。

1636年，羅馬教廷在俄羅斯建
立Smolensk教區（1772年將大部分
範圍撥給Mogilev教區），1818年撤
銷Smolensk 教區（保留Mogilev教
區），1848年建立Tiraspol教區，看
起來初具規模了。至1917年俄羅斯
發生十月革命以前，這兩個教區竟

已有150個堂區，神父超過250位，
信徒超過50萬人

但遺憾的是1917年無神論的
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開始壓制所有

的宗教，1922年蘇維埃聯邦正式成
立後，壓制更為殘酷，至1931年底
時，整個蘇維埃聯邦只剩下莫斯科

的St. Louis Church 以及聖彼得堡的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留作對外
宣傳的「樣板」還在運作之外，其

他所有天主教堂都被迫關閉了，原

來的兩個教區當然也名存實亡了。

到1990年底，「估計」全國的天主
教徒最多也就剩下14萬人左右，其
中5萬人還是德國、烏克蘭、白俄羅
斯人的後裔。

這個苦難一直挨到1991年「
蘇聯」解體，東正教復興，教堂重

新啟用，其他各種宗教趁機紓緩過

來。由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突然崩

潰了，一時間引發接觸和信仰各種

宗教的熱潮呢！

1993年俄羅斯訂頒新憲法，採
取政教分離制度，承認東正教在歷

史上的貢獻，也尊重其他宗教的發

展。東正教表面上失去「國教」的

地位，但是畢竟一千年來與俄國政

府的合作，完全掌握發言權。1994
年俄羅斯東正教和國防部簽約，

在軍隊裏「獨家」設置宗教課

程。1997年訂頒《宗教自由與宗教

團體法》，再次宣稱尊重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回教、佛教、猶
太教的自由發展。問題是，東正教

就代表了基督宗教，儘管同樣信仰

耶穌基督，他們對天主教的發展卻

極力的壓制。

天主教在俄羅斯也不是坐以待

斃，經多方努力後，除了2016年2
月兄弟教會領袖在古巴的會晤為舉

世關注之外，還取得如下的具體進

展：

一、2002年教廷建立莫斯科
總教區（範圍包括聖彼得堡）和

Saratov、Irkutsk、Novosibirsk教
區，以及Yuzhno Sakhalinsk監牧
區，2004年陸續派任主教去履職。

二、2009年梵蒂岡與俄羅斯正
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兩國之間

外交人員來往訪問互相免簽

證。

三、爭取到普金總統

先後五次訪問梵蒂岡，其中

2013年11月、2015年6月兩次
會見現任方濟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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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年5月，教廷「推動基督信仰合一委員會」主席科赫樞機
（Cardinal Kosh）將一直供奉在意大利南部城市Bali的第四世紀希臘籍聖尼
格老（St. Nicholas）的遺骸，帶去聖彼得堡教堂供奉，三個月期間竟有250
萬人前往瞻仰。基里爾宗主教並接受成為Bali市的榮譽公民。

但是，俄羅斯東正教對天主教的阻攔依然不遺餘力，包括：

一、 在「基督宗教」裡，天主教依然是「附屬於」東正教之下，未被
公開承認，天主教始終被視為外人（outsider）。

二、 自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來，一直期盼去俄羅斯訪問，但至今
未能成行。

三、 多數原屬於天主教的財產，仍然未獲歸還，例如今年五月間經過
仲裁決定應該歸還的St. Peter & Paul Church產業，至八月底仍然毫
無進展。

根據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 2015年對俄羅斯人的抽樣調查顯示，當
時自認為是東正教徒的占總人口的71%，回教徒占10%，無神論和不知道
有沒有神的占15%，天主教徒少於2%。

但是教廷2017年年報（Annuatio Pontifico）資料顯示，2016年底時俄羅
斯天主教徒有773,000人，約占俄羅斯總人口1.46億人的0.5%。

目前已知的是2018年1月教廷將舉辦俄羅斯藝術展，一般估計普金總統
會親自來主持，屆時肯定會和方濟各教宗會晤。天主教徒們都寄望在這次

會晤裏，上述問題都能取得具體的進展。       
  （2017年9月美國加州山景城來稿）

耶穌基督的門徒是在普世人群中

蒙召成為天主子民，完成使命

的特選者，包括完成普通使命和特

別使命的跟隨者，前者稱為「平信

徒」，後者稱為度奉獻生活者。所

謂平信徒，是指除了聖職人員及教

會所認可的修會人員之外的所有基

督信徒，他們藉洗禮與基督合成一

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己的

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

王的職務，在他們的職分內，履行

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和世界上的使

命。我們今天只反省平信徒的「先

知使命」。

1、平信徒的先知使命的泉源

聖洗聖事是平信徒先知使命

的泉源。每一位基督徒通過聖洗聖

事成為一個新人，分享主耶穌的生

命，以及祂的使命，就是司祭、先

知和君王的使命。司祭使命的核心

是祈禱祭獻，是人和造物主天主的

關係；先知使命是將天主帶給人，

將人帶給天主，是人和人之間的

關係；君王使命是人的責任，包括

基本責任和外延責任。聖洗聖事不

僅使一個人成為擁有天主生命的新

人，而且也邀請人開始新的生活方

式。基督徒新的生活方式就表現在

先知使命的實踐中。

先知使命是平信徒生活在現

世的特點。因著成為新人，平信徒

蒙召過一個新的先知性的生活。先

知是天主的代言人，是將主耶穌基

督和他的福音帶到自己所處的境遇



傳  信  與  關  懷

 14  15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二十卷第三期

信仰主題 

中。先知不總是在微觀上提前知道

要發生的事件和一個人的命運，但

從信仰的宏觀中，先知看出一個人

和一件事的未來。人的未來是深愛

我們的天父。先知不是常常批評個

人和團體，而是以天主對人的愛溫

和呼喚，嚴厲提醒，愛心陪伴。先

知都是蒙召成聖，傳達主旨，聖化

世界。

聖洗聖事使基督徒成為「特

選的民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

民，屬於主的子民」，同時，也被

派遣去完成「複製基督徒」的同一

使命。這個使命就是平信徒的先知

使命。

2、平信徒的先知使命內涵

平信徒先知使命首先是耶穌基

督的臨在。一位平信徒，無論他/她
的生活狀況和教育背景怎樣，無論

他/她生活在哪裡，無論他/她從事什
麼工作，平信徒就是天主的臨在，

就是基督第二。無論別人怎麼樣評

論一位平信徒，無論自己怎麼樣認

識自己的生活，只要是基督徒，就

是耶穌基督的臨在，就是耶穌基督

在您內生活。

平信徒的

生活和度奉獻

生活者一樣，

只 有 一 個 目

標，就是將主

耶穌基督和祂

的福音帶給我

們所遇到的人。平信徒卻以更入世

的方式，更廣泛的途徑在家庭中、

團體中和在社會上，將主耶穌和祂

的祝福帶給所遇到的每個人。平信

徒擔當主耶穌基督的同情的眼睛、

安慰的雙手、陪伴的愛心，讓人感

受到主耶穌的臨在。在許多境遇

中，只有平信徒能比較方便地將主

耶穌帶給人，正如教宗比約十二世

所說：「平信徒是站在教會生活的

最前線；藉著他們，教會是社會的

生命力。平信徒就是教會。」

平信徒的使命也是將自己所遇

到的每個人、每個動物、每棵草、

每朵花，帶回到天主台前。在大眾

積極幫助身體生病和遭難的人時，

我們平信徒更需要關心人的靈魂，

在教會內更積極地將那些生命失去

活力、生活迷失方向、靈魂被迷惑

的兄弟姐妹們帶回主的身邊，抬回

主的家中。

3、先知使命的實行

平信徒先知使命實踐的第一

步是「生命基督化」，讓主耶穌基

督做自己生命的主，通過自己去愛

人。平信徒的生命和其它生命一

樣，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只有生命

在成長了，使命才能日漸完成。通

過祈禱，參與教會的聖事，使自己

的生命內在屬於基督，外在相似基

督，成為基督第二。

行為聖善是平信徒先知使命的

有力表現。在我們這個渴望行為模

範的時代，聖善的行為更能幫助人

體驗到主耶穌和祂的愛，使人認出

我們是主耶穌的使者。行為的聖善

也包括我們的衣著和氣質、態度和

神采。

源於聖

言的平信徒

語言是先知

的呼喊和愛

撫。在沒有

天主的人群

中，任何東

西都能成為

互相攻擊的

武器，包括看不見摸不著的言語。

而平信徒溫和的言語能滋潤乾枯的

心田，安慰憂苦的人，點燃新的希

望之火。

4、華人文化下先知的張力

作為華語文化下的平信徒，

當我們在實踐先知使命時，常常會

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的重視家

庭的文化常常會注重自己，忽視他

人，對內友善，對外冷淡。在這種

文化環境中，我們常常忘記了自己

的先知使命；在實踐先知使命時，

也會遇到很多外在的壓力，讓我們

縮回到自己的小圈子內。

5、起來，從這裡走吧

主耶穌基督在千萬人中，召

選了我們作為基督徒分享天主的生

命，更參與祂愛人的使命。平信徒

先知的使命就是接受天主的祝福，

將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帶到

我們生活的人群和環境中，並將我

們所遇到的每個人帶回到天主面

前，成為一個屬於主的新人，一個

充滿希望與活力的主的門徒。         
（加州 長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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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在台灣人數非常少，實在應該檢討。我們要做的一件事乃是找

到哪些話是最能吸引外教人的，以及哪些話是最會引起外教人反感

的。

我認為最能夠使外教人感動的乃是我們教會裡面很多愛人的故事。對

於外教人來講，有人非常虔誠，他們對這種事情是沒有什麼興趣的，可是

如果他們聽到我們教會裡面非常特別為愛人而犧牲的故事，他們絕對會有

好的印象而感動的。比方說，有神父替痲瘋病人服務，當然最後也得了痲

瘋病而去世了，這種故事當然會引起任何人的好感。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有一位我們天主教的神父為了拯救其他的人，自願地替那些人犧牲生命，

德國人對他的殘忍作法是將他活活餓死，可是他雖然受到這麼大的痛苦，

卻也沒有改變他的想法，這種故事絕對會使大家對於我們天主教的信仰有

好感。遺憾的是，教會很少提到這個故事。當然德蕾莎修女幫助窮人的

事，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的。

  
我們有的時候也不妨看看一件事情，那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心目中

總認為信教有迷信的成分，可是我們天主教會卻出了很多的神父也是科學

家，他們大多數是和數學以及天文有關的。我們現在常常提到大爆炸這種

理論，卻很少人知道提出大爆炸理論的人是一位神父。我也從來沒有聽到

我們教會告訴外教人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失望。

  
可是我們也要注意，有的時候我們在無意中說了一些話是會使人起

反感的。有一次，我和幾位教授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基督教辦的活動，這個

活動是要替一所基督教辦的啟智學校宣傳，這所學校是非常值得大家讚揚

的。可是節目中卻大肆宣傳舊約中關於埃及的一些故事，強調埃及大批的

軍隊被天主殺死，那些教授在這一個故事表演之中紛紛離席，他們認為一

個喜歡殺人的天主使他們不太能接受。

 
我後來和主辦人提到這一點，她說她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我想這

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應該常常想到現代人的想法。去年是慈悲年，對一般

的現代人來說，教會應該強調慈悲，而不應該強調報復，因為這是完全違

反耶穌基督最基本的道理的。

 
有的時候我們也該注意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該不該強調奇蹟？

奇蹟對於我們教友也許有一些意義，可是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說，奇

蹟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根據我的經驗，很多人之所以不能變成天主教

徒，都是因為有些教友喜歡和他們講一些奇蹟的故事。

    
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的確確應該靜下來好好地檢討，哪些話是最能使

人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的；也同時設法知道哪些話是會起反感的，不能永

遠講同樣的話，因為時代在變遷，人們的想法也在變，我們不能不注意這

件事。

（恆毅6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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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甚麼？ 我該做甚麼？
◎詹紹慧

身為天主教的一名教友，我能做

什麼？我又該做甚麼？

之所以冒出這個問題，起因於

兩星期前去老人中心學英語。課後

與一位長我多歲的同學邊走向停車

場邊聊天，她問我「信什麼教？」

「天主教。」「都去聚會麼？」「

星期天去望彌撒。」「和朋友一起

去？」「沒有，我剛搬來這裡還不

認識什麼人。」「那妳來我們教會

吧，離妳家近，又有教會姊妹做朋

友。」的確，我好友的兒子，就覺

得望彌撒太悶，中規中矩沒意思，

轉至基督教的青年團契，變成活躍

份子。

其他的例子，如去年在聖荷

西的農夫市場，遇上一位打聽水果

攤位的婦人，說不到兩句話就當我

是無神論，勸我去參加聚會。意外

的是，她見我不置可否，便引用聖

經。她能輕易地歸納聖經知識，進

一步說明人類的救贖需要耶穌基

督，只有信耶穌，才能滿全個人的

需要，得到永生。

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屬基督宗

教。而我遇見的人，雖僅一面之

緣，卻能如此隨時隨地、不拘形式

的傳教，心裡驚訝佩服之餘開始反

省自己。

說來慚愧，天主教於 1960年
代，在羅馬舉行的第二次大公會

議，以三年深度的討論與籌謀，因

應時代的需要，賦予教友傳教的使

命。我雖名為主日望彌撒的教友，

卻未多花心思履行教友的使命，把

天主介紹給他人，包括最親密的家

人 、 朋

友。所持

的理由不

外乎怕碰

壁拉不下

臉開口，

或信仰是

超性的生

命，上主

會藉不同

的 管 道

來使人認識祂，我只需配合就好。

況且以往在觀念上，總認為福傳是

神父和修女的事。於此錯覺下，父

親過世了還不認識天主，至今過了

六年，想到還是懊悔難過。他是好

人，我相信天主的寬宏大量，可也

自問為什麼身為愛他的女兒，能做

的沒有做？品嘗了美味，常不忍心

獨食，永生的道路，為什麼沒有及

時分享盡責？雖然自己能力不足，

會膽怯氣餒，但為什麼害怕呢？我

並不孤獨，耶穌不是親口安慰我

們：「我與你同在。」所以以個人

的想法；福傳應該有幾個要點：

第一、首先應破除心結，心存

善念，不分事情大小，能力所及的

做一名雪中送炭的人，而非僅嘴巴

上的教徒。可效法傳教主保聖方濟

的宣講真理，或如小德蘭以刻苦祈

禱做福傳。友人萌發信仰種子了，

再介紹對方去慕道班。

第二、加強自己的裝備，熟

知教會禮儀的意義以防被問。例

如：常年期神父穿什麼顏色的祭衣

祭披？四旬期第四主日為什麼是粉

紅色？老實說，我不清楚。再問我

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有甚麼不一樣？

實際上我查了書才知道，天主教

或稱羅馬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eh），具有以下四種標記：

一、是唯一的；全世界六億信

徒，在宗教的事情上服從一個元首

─羅馬教宗。信仰同一的教義，

沒有絲毫差異。

二、是聖善的：有嚴格的道

德標準，尤其在婚姻一事上，要求

雙方全面又持久的付出。在二千多

年的歷史中，產生許多堅苦卓絕、

慷慨犧牲自己為民眾服務的大聖大

賢。

三、是大公的：它的名稱係「

公教會」，便顯示了天下為公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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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超乎任何國界之上，願意為全

世界各民族服務。

四、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從伯

多祿宗徒而

來，世代相

傳，從無間

斷。當今教

宗 聖 方 濟

各，是伯多

祿的第二百

六十六位繼

任者。而且

「天主教」的名稱是當年利瑪竇於

明朝傳教時開始使用。

第三、天主教會雖然本著福

音精神安身立命，然而在今日社會

多元遞變、神長少、信友專注度不

夠、會眾團體欠活力的狀況下，要

能具前瞻性有計畫地涉入其間。不

論是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如環保、

偏遠地區醫療服務、國外緊急援

助等，第一時間現身投入的各類報

導，不是基督教的世界展望會，就

是佛教的慈濟功德會，總覺得天主

教慢半拍。

從個人經驗1999年台灣「九二

一」芮氏7.2級大地震，不算失蹤
和受傷的，死亡人數就超過兩千餘

人，房屋倒塌五千多間。因為地震

發生在凌晨一點，全台都被嚇醒往

屋外跑，我不由得極關注媒體的報

導。除了前面提的基督教和慈濟，

連從沒聽說過的宗教團體都湧赴零

星餘震的災區，媒體上唯獨沒見到

天主教會救災的報導──而其時嘉

義醫療和田中的修會都已默默地投

入了救災工作。直到十月初在聖沙

勿略堂堂慶時，遇見主教，平常會

躲大人物的我，只得冒昧去詢問，

所得到的答覆是，救災是個人意願

的事情，妳若想去，剛好聖家堂也

有幾位教友，妳打電話，我請秘書

告訴妳如何聯絡他們。

我們到了南投弘仁國中大操

場救災中心，實際的情況是，一陣

熱潮後，多數團體都撤離──包括

媒體。除了為災民煮飯、拆房子的

阿兵哥們，只剩下我們在營帳帶領

失親兒童作活動、跟修女到山裡送

物資或去慰問受傷的災民。一切榮

耀歸於上主，本來這是一個以實際

行動宣揚福音的機會，我們不懂把

握。教會呢？好像這一塊仍是我們

福傳的軟肋。 

第四、為福傳對象祈禱。舉凡為健康、孩子的升學、病人病情或喪亡

親人的家庭、為那些初次見面看起來不可能接受信仰的、對天主教極深誤

解的、乃至為福傳成就祈禱。祈禱一個方法行不通，再動腦筋尋求其他的

方法，效仿馬爾谷福音中的那個癱子和他朋友的精神，以鍥而不捨的精神

與信心求見耶穌治好病。即使當時因為人太多無法從正門進入靠近耶穌，

他們便想辦法，拆開屋頂將躺在床上的癱子由屋頂縋下去，達到目的。

最後，在今日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電腦、手機、和網路已成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特別是新世代的年輕人更是普及，所以你我也可以善

用網路媒體作福傳。除了溝通，更重要的是傳達信仰內容，譬如分享參加

平日及主日彌撒的信仰體會，雖只是將反省的核心濃縮為短短一兩句話，

過一段時間或許就有人認同乃至回應留言，定期或不定期把焦點放在天主

身上，用twitter、臉書等來分享自己的信仰生活，藉機福傳。

時光流逝，感念得自天主的多，回饋的少，即便這篇書寫亦力不從

心。閒居家中，每每因大華超市購物，往返途中必行經Duart路上的深幽墓
園，有時因為放下柵欄等火車，對貼近的墓園便觀望許久。過程有如寂靜

地祈禱，體會生命如風。一陣風過，一種生命的消失；人抓不住風，意味

著抓不住永恆。永恆只臣服天主。蒙幸身為天主子民，把祂的慈愛傳揚出

去，是基本義務。         （電子郵件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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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最高境界 
◎佚名

暴風雨後的早晨，一位男士看到沙灘上無數小魚困在淺水窪裡，當水被

太陽蒸發了小魚就會乾死了。這時他發現一個小男孩正不停地從淺水

窪撿起小魚扔回大海，他對小男孩說：「水窪裡有幾百條小魚，你救不過

來的。」「我知道！」小男孩頭也不回地回答。「那你為什麼還要扔？誰

在乎呢？」「這條小魚在乎！」小男孩繼續把小魚扔回海中。這個故事對

應了泰戈爾說的：「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向人傳送生命的氣息。」教育應該

從尊重生命開始，使人性向善，喚起自身美好的「善根」，就是讓學生擁

有「這條魚在乎」的美麗心境。

一位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後來當了美國一所中學的校長。每當新教師到

來，他會給老師一封信：「親愛的老師，我親眼看到人類不應該見到的情

景：毒氣室由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建造；兒童被學識淵博的醫生毒死；幼兒

被訓練有素的護士殺害。看到這一切，我懷疑：教育究竟是為了什麼？我

的請求是：請你幫助學生成長為有人性的人。只有使我們的孩子在成長為

有人性的人的情況下，讀、寫、算的能力才有價值。」人類有獸性的一面

與天使的一面，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靈魂得到鍛鍊，克服獸性轉向天使的

一面。教育是靈魂的教育，而非單純的理智知識的堆積，這是教育久遠而

宏大的終極旨趣，若有偏差，可能擁有的知識愈多對人類和生命的危害愈

大。

今日學校教育往往忽略了基本人格情感

的養成，導致有些學生對生命愈來愈冷酷。

對人的尊重、對宇宙的敬畏之基本態度在於

尊重生命的存在─即使是低等生物的生

命。一個人充滿了對小草、小魚的關懷，對

於人的生命，會不尊重嗎？

對外部世界冷漠無情的人，是沒有希望

的人；對生活、對生命無動於衷的人所組成

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很難要求他們去照顧別人。培養學生良好的

思想品質、人文情懷，最根本的一點是：喚醒學生尊重生命的良知；也就

是教育者本身先展現出尊重生命的良知！   
（網路拾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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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魔師－梵諦岡首席驅魔
師的真實自述》

◎賴効忠神父 （啟示,2017）   ISBN：9789869507004

我害怕撒旦嗎？是牠應該害怕我。我在世上是因著天主的聖名而行事，

而牠只不過是天主的猴子！──阿摩特神父

 

加俾額爾．阿摩特神父（Don Gabriele Pietro Amorth）是國際間極富盛
名的驅魔師之一，也曾任天主教義大利羅馬教區首席驅魔師。在他尚

未被授予驅魔職務前，主要研究領域是《聖母論》；但自上世紀八○年代
後期，則專注對身心靈受魔鬼侵擾者的服務。此二領域的匯通，形成他在

寫作與工作上獨特的風格與氛圍─常在聖母瑪利亞守護下從事有關驅魔

的服務。

據稱，他一生曾舉行超過十萬人次以上各式驅魔「釋放祝福禮」。然

其貢獻尚不只於此，藉其大量且重要的著作，為「驅魔學」奠定了現代研

究的基礎。本書即為其約三十年前第一部自傳式驅魔學的詮釋著作。

魔鬼確實一如聖保祿宗徒所言：「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

巡遊，尋找可吞噬的人。」（伯前五8）但顯然地，隨著時代進步與科技

發展，越來越多人忽視魔鬼的本質

與影響，甚至否定其存在，這種輕

忽導致今日的魔附現象已大不同於

兩千年前耶穌的時代。另一方面，

則有人任意捕風捉影、道聽途說、

人云亦云、以訛傳訛，造成人心惶

惶，聞鬼色變。更加以大眾媒體

繪聲繪影、聳動煽情的推波助瀾，

更助長了魔鬼對世界人心無形的掌

控。但歸根究底，魔鬼的伎倆與人

們所受到的影響，古今皆然，大同

小異。而人們所選擇的處理態度也

多偏向於「近鬼神而遠之」的迴避

心態，甚至如作者所云，即使是有

能力處理、有責任面對的天主教

會，亦可能如此。

就某種層面而言，附魔與驅

魔既是一場神魔之戰，亦是一項極

專業、極複雜的靈性醫療行動，原

因是每一個魔附案件，其背後皆可

能暗藏諸多身心靈交互影響的複雜

元素，且隨著被附者個人特質、所

附之魔的不同類別與型態，以及

天主聖意的參與，使得每一案件皆

為獨一無二，因之變幻莫測，少有

盡同。本書可貴之處在於作者以其

豐富而廣泛的親身處理經驗，使人

對附魔與驅魔的議題輕易即可建立

一清晰而正確

的概念，非常

不同於坊間幾

近誇大不實、

譁眾取寵的作

品。文中雖搜

羅某些極獨特

的個案，例如

附魔者吞吐釘

子、玻璃、線

團等令人驚嚇

的動作，但也

因作者權威性

的見證而未減其說服力。

另外，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頗

有勇氣地呼籲天主教會當局，應再

度重視日易嚴重的魔附情況，勇敢

擔負起天主所交託的天賦使命。也

正因此之故，本書在寫成二、三十

年後的今天，已有許多教區及信仰

團體積極投入這塊以往既陌生又膽

怯的領域。台灣天主教會幾乎每個

教區皆已提供「釋放與祝福儀式」

的驅魔服務，大部分神父們也多已

擁有附魔與驅魔的基本知識。無

奈，一位專業驅魔師的養成極為不

易，除了需要擁有準確判別魔附現

象及原因、附魔種類與輕重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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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外，尚需接受執行驅魔儀式的嚴謹宗教訓練，以及鍥而不捨、堅持到

底地陪伴案主的愛心與熱忱，更需具有高人一等的品德修為及強烈的使命

感。在今天的時代，能夠達到這樣高標準條件與要求的人，著實不多。

雖然如此，阿摩特神父仍盡其一生投入如此困難而艱鉅的榮主救人事

工，其個人的奉獻與犧牲，必將留芳永世，並成為所有驅魔師的典範。而

其所留之著作及影響，已然喚醒天主教會對於附魔的重視。期待他的在天

之靈，以天使般的聖潔，伴同他所熱愛的聖母瑪利亞一起護守著世界上深

陷魔擾的芸芸眾生。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主禱文

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
串起光與愛

愛，就像黑暗中的光芒，照亮你我的心！「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
會」（簡稱：單國璽社福基金會）自2013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延續單國璽樞

機服務、奉獻，實踐「活出愛」的精神，為弱勢族群提供服務，推動社會福利事
業，讓人們心中最單純的愛與關懷，能傳遞到每個需要的角落。單國璽樞機主教曾
經說過，只有無私的大愛，才能徹底化解個人、家庭、社會、族群、國家、國際以
及全球人類的各項問題。「單國璽社福基金會」仍將繼續秉持他的理念，提供救助
貧病弱小之服務，傳達天主的大愛、無私的愛、生而為人的愛；也期盼能有更多心
懷大愛的人士給予支持！

E-mail：cardinalshanfoundation@gmail.com，http://www.shan.org.tw
捐款方式：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單國璽弱勢族群社福基金會
銀行帳號／合作金庫 丹鳳分行 3568-872-505-838
國際電匯請用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TSIN TAI BRANCH
115 HSIN TAI RD., HSIN CH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2, TAIWAN (ROC)
SWIFT CODE: TACBTWTP536
BENE A/C: 3568872505838  BENE NAME: CARDINAL SHAN FOUNDATION
《傳信與關懷》
感謝單國璽社福基金會的幫助，讓居住北美偏遠處的年長者分享信仰神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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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你棄絕魔鬼嗎?
◎王念祖

你棄絕魔鬼嗎?」這是在我領受聖洗時，神父在禮儀中問到的問題。如
同每個人一樣，我很堅定地回答：「棄絕！」但是即使在成為基督徒

二十多年後，如果有人悄悄地問我一聲：「你相信世界上真有魔鬼嗎?」我
卻未必能夠如此肯定的回答。雖然我對耶穌受洗後三受魔誘的故事耳熟能

詳，對福音中記載的耶穌所行的奇蹟，不論是平息風浪、治癒病人，甚至

復活死者，都沒有質疑過，但對耶穌驅魔的事件卻總不免將其視為只是古

人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療癒。老祖宗的智慧，「魔由心生」也就成為我滿足

自己與別人質問的便捷答案了。

去年（2016）九月間，無意中在國際新聞上看到年高九十一歲，一生
曾施行驅魔數萬次，創建「國際驅魔師協會」的梵諦岡首席驅魔師，加俾

額爾‧阿摩特神父（Rev Gabriele Amorth, SSP）過世的消息，除了訝異教
會中仍有「驅魔師」的正式職務外，對於驅魔或魔鬼與我們的信仰有甚麼

關聯，也無意多做思考。直到今年一月下旬，突然接到三年前曾請我翻譯

《與教宗對話》的〈啟示出版社〉徵詢我翻譯阿摩特神父的《An Exorcist 
Tells His Story》（Ignatius Press, 1999）一書的意願。錯愕的我，回覆對
方，我必須讀完全書後，「確認沒有與我自己的基督信仰衝突的地方」，

才能答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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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這 本 原

是義大利文的

著作，雖然自

1 9 9 0年就已出
版，但仍歷久

不衰。並曾被

翻譯成多種文字，在歐洲及美國再

版十數次。令人動容（但也許會讓

某些人失望）的是，這本書沒有通

常我們期待驅魔小說或電視靈異節

目中刻意經營的神怪恐怖氣氛，或

煽情的劇本，而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以基督為中心」，從聖經的記

載、基督信仰的歷史、與教會的教

導，來闡明驅魔的信仰理論基礎。

他也沒有為我們編織一個童騃性的

神話，幻想道行高深的驅魔師一出

手就讓邪魔惡鬼無所遁形。他只是

平實、虔敬、誠懇地敘述了他驅魔

生涯中與魔鬼交手的經歷，提醒世

人魔鬼侵擾的習性與不可輕忽的邪

惡力量，特別是魔鬼對現代社會生

活的影響。但是阿摩特神父毫不誇

大魔鬼的現象。他十分謹慎的分辨

魔鬼侵擾的情形，明確地指出，事

實上大部分時候，來求助者的問題

完全是由於心理或精神疾病，驅魔

無濟於事，真正附魔的情形只佔少

數，需要特別的和專業的診斷才能

確定。他在驅魔時，也會邀請心理

及精神病科的專業醫師參與，以確

認患者當時的情況是屬於醫療或是

驅魔的範疇。

我接受了翻譯這本被定名為

《驅魔師：梵蒂岡首席驅魔師的真

實自述》的任務，因為這本書對我

個人的意義，除了解答許多潛伏在

我心中已久的魔鬼問題，譬如：「

魔」是否全由「心生」？過世親友

的「靈魂」與「鬼魂」或「魔鬼」

如何區分？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教

導了我聖事的力量，與如何善度「

避免成為魔鬼侵擾目標」的生活，

過一個與基督合一的真正自由的

生活。因為，這本書的宗旨無非在

於指明，「救恩的真理就是：耶穌

來⋯『是為消滅魔鬼的作為』（若

望一書／約翰壹書三8），使人脫離
撒旦的奴役，並在摧毀撒旦的統治

之後建立起天主的國。」

論及魔鬼，我曾自嘲的說過，

如果做個絕對誠實的統計，基督徒

中相信星座與流年的人，恐怕多於

相信魔鬼存在的人；原因就在於很

多教友如我一樣，對於魔鬼缺乏正

確的暸解。毫無疑問的，這本《驅

魔師：梵蒂岡首席驅魔師的真實

自述》是正確了解「附魔」與「

驅魔」的經典之作，是作為基督

徒，特別是作為天主教友的基督

徒，應該要讀的好書。而這本書

的結尾，以整章的篇幅論述「重

建牧靈工作的方向」，更顯明了

美國底特律聖心大學神學院副教

授，洛夫．馬丁（Ralph Martin）
所言：「每一位堂區的帶領人、

神職人員及教友都應該閱讀此書。」

最後，我要分享關於翻譯這本書的一個小小插曲。一般華文書報、網

站都將這本書的作者 Fr. Amorth，譯為「阿摩斯神父」，我自然也能不免
俗。但在這本書付梓之前，輔仁大學副教授賴効忠神父應邀預讀時指出，

義大利文中的“th”尾音更接近「特」，而非「斯」音。經過確認後，我
們將全書中的譯名更正為「阿摩特神父」。相信在天國的阿摩特神父不但

樂於見到他的大作終能與廣大的中文讀者見面，也必欣喜於每一位參與《

驅魔師》出版工作的人，對細節都抱持著如此慎重的態度，因為，魔鬼藏

在細節中！

（達拉斯 耶穌聖心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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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鴻   我
對
善
意
溝
通
（
非
暴
力
溝
通
）

的
認
識
和
看
法

瓊芬自2015年至今已陸續在西雅圖為華
人教友舉辦過四次善意溝通工作坊

了。我有幸每次都能參加。每參加一次就更

瞭解、更喜歡這種新的溝通方式。最近看完

了馬歇爾盧森堡博士寫的《愛的語言》一

書，想以此文跟大家分享我對善意溝通的認

識及看法。

善意溝通，或稱非暴力溝通（non vio-
lent communication），是由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心理學博士，馬歇爾盧森堡博士自1963年
起開始推廣的一種新的溝通方式。迄今已在

六十五個國家設有訓練中心了。它教導我

們和人談話時，要先【停】下【觀察】，【

聽】辨他人和自己的「感受」，【看】清他

人和自己的「需要」，再以善意溝通的規則

和詞彙，表達「請求」。  

觀察不帶批判，是善意溝通的第一要

素。它不是一種新的主張，而是有歷史根源

的。「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

，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

自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瑪竇福音第

七章1-3節，這個教誨對大多數的基督徒而
言，應該不陌生。然而不陌生並不意味著我

們在日常生活裡身體力行了。觀察不帶批判

要我們在與人溝通時不斷提醒自己，不要以

是非道德判斷對方，那會在彼此間築牆，而看不到自己和他人的需要。

善意溝通的其他三個要素依序是──感受、需要，和請求。感受和需

要息息相關。需要得到滿足，會有正面的感受，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就會

有負面的感受。盧森堡博士把每個人都有的基本需要歸分為八類：

一 自主性：自己做決定、自己選擇圓夢計劃。
二  慶祝/紀念：慶祝生命的創造力及夢想的實現；紀念人生的失落，例
如親人去世或夢想破滅等（表達悲傷）。

三 心言行的一致性：真誠、忠實。
四 生理滋養：食衣住行、運動、性表達。
五 玩樂：樂趣、歡笑、表達自己。
六 靈性：美、和諧、秩序、啟發、和平。  
七 相互依存：接納、欣賞、親密關係。
八 自我實現：創造力、自我價值、有貢獻的。

在與人交談溝通時，我們大多會做反射式的直接反應，為自己的立場

申辯，反駁；而善意溝通則是要我們探討言語之後的深層意思，最重要的

是找到需要和感受。在提出請求時，善意溝通要我們避免用4D語言：
一 論斷（diagnose）：道德判斷、貼標籤、自以為很厲害。
二 命令（demand）：說教、恐嚇、情感勒索。
三 否認（denial）：辯解、推責任。
四 應該（deserve）：加責任、建議。

也許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談話方式是「暴力」的，但我們的言語確實

常常引發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回顧自己在孩子成長期，就常用4D語言。記
得那時我最常說的話就是，「你們真被寵壞了【diagnosis】，家裡什麼事
也不做【denial】，同是家裡的一份子，該盡點本分【deserve），把垃圾拿
出去【demand】！」難怪孩子們大多不聞不動，令我氣惱不已。如果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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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善意溝通的方法，我就會說，

「廚房的垃圾袋快滿了【觀察】，

讓我感到緊張【感受】，我現在忙

著做飯，希望有人協助【需要】，

你是否願意幫忙把它拿出去扔了【

請求】？」得到的反應和結果就會

不一樣了。

盧森堡博士對於溝通的語言

也有他獨特的看法，他指出語言要

具體，避免用抽象詞。自由、愛、

責任感⋯，等等是抽象詞，人們

對這些詞的含義可能有不同的解

讀，而產生誤會。戀人間常說「你

愛我嗎？」然而有些人認為愛要愛

得熱烈奔放，有些人卻認為愛要講

究日久天長。於是「因誤會而結

合，因瞭解而分手」的事，屢見不

鮮。學習善意溝通，就像學習外國

語一樣，我們首先需要抓住它的觀

念─就像學外語必先學習文法一

樣，抓住觀念後才能根據基本規則

加以練習。有了規則還得學習新的

詞彙。善意溝通要我們加強「感

受」與「需要」的詞彙。

學好善意溝通，和學好外語一

樣，需要時間，需要不斷地練習。

而善意溝通的練習不僅在練習規則

與詞彙，最要緊的還是要練習分辨

語言後面的感受和需要。善意溝

通也被稱作「愛的語言（compas-
sionate communication）」，慈悲柔
和，讓人心軟，表達的是尊重、理

解和情感，可以讓我們的人際關係

和諧。

自從學了善意溝通後，我已

經開始試著和家人練習這個新的溝

通方式了。我們彼此不斷地提醒對

方，不要說4D語言。就這樣，日常
生活裡常有的衝突已減少了許多。

當然，善意溝通還有許多規則、方

法，也都需要多練習才能掌握好，

像如何區別真感受和假感受、如

何分辨判斷與觀察⋯等等。在參加

工作坊時，我們一起練習，一同學

習，是個有趣也很有意義的經驗。

學好了善意溝通，不但可以改善個

人的人際關係，也可以幫助人瞭解

自己情緒的來源，調整自己，改進

個人修養，進而提升心靈成長。我

真希望能早日學好善意溝通，好更

深入地瞭解別人，也認識自己。

（西雅圖天主教華人團體《回

響》241期 ）

莫札特的聖體頌
（Ave Verum Corpus）

◎吳新豪

Ave （Ave） verum Corpus, natumde Maria Virgine.
萬福，（萬福） 真的生於童貞瑪利亞的身體。 
Vere passum, immolatum in cruce pro homine.
在十字架上真實地為人類受苦難，作了犧牲。 
Cujus latus perforatum, unda fluxit et sanguine.
他的肋旁被刺穿，流出了水與血。 
Esto nobis praegustatum in mortis examine.
期望在我們臨終考驗時能夠嚐到。 

莫札特死時年僅三十六歲，而他的名聲與樂聖貝多芬，與音樂之父巴哈

不分軒輊，同時被譽為曠世天才。他的生平不需在此再多做特別介

紹。只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是一位生活起伏不定，行為幾近不檢的音

樂家；又與聘用他的大主教相處不愉快，最後終被解僱；甚至有人傳說他

在雷雨交加中，沒幾個人陪伴之下，被葬在公墓裡。這樣的一位音樂家，

是如何寫出這樣一首動人的宗教音樂聖體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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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得知道，莫札特那個

時期的殯葬禮儀是崇尚儉約，所以

他死時並不是真的淒涼潦倒，無人

關心；反而有證據說，在他葬禮那

天，天空放晴。事實上，莫札特的

生活拮据，似也另有其因。他去世

前幾年，正逢奧地利、土耳其之間

發生戰爭，國家經濟蕭條，大部份

的人生活並不好過。

最後，莫札特的信仰是深刻

而真摰的。他在喪母時，心中痛苦

莫名，仍在給父親的信中說：「我

願意順服天主的旨意。」關於自己

的才華，他坦然地對友人說：「我

敬畏全能的掌權者--天主，也深知
祂的慈愛無限，我絕不會辜負祂賞

賜給我的音樂天分。」在宗教生活

上，與其說莫札特的表現欠佳，不

如說他未能適應僵化的宗教體制和

人事。所以，儘管他一生宗教作品

不算很多，但也約有六十部，佔他

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

莫札特寫過彌撒曲、安魂彌撒

曲等大型作品，相對之下，聖體頌

算是個小品，但這首歌卻是為人傳

頌，極為人喜歡的一首聖歌。

這首歌寫於1791
年，當時莫札特正

前往巴頓（Baden）
探望待產的妻子。他

的好友安東‧士度

（Anton Stoll）是當地
教堂詩歌班的指揮，

就請莫札特為即將到

來的聖體節譜寫一首

詩歌。這首聖體頌就這樣問世了。

這首詩歌在古典音樂界被視為

一顆明珠，短短的三分鐘，表現出

濃厚、深遂的宗教情操，同時達到

了音樂藝術至高、至美的境界。不

懂拉丁文的人，甚

至非基督徒，聽到了

這首聖歌也會深受感

動，心靈轉趨平靜、

安祥，超脫了世俗的

煩惱。

可是莫札特寫這

一首聖歌，並不是在抒發個人的感

受。這一首聖詩的歌詞是十四世紀

初教宗英諾森六世（+A.D.1362）為
耶穌聖體節以拉丁文編寫，莫札特

為它譜曲，就是我們今日所知曉的

聖體頌。

彌撒中的麵餅與葡萄酒，如

何「象徵」基督，基督又如何「臨

在」餅、酒中，一直是教會神學家

熱烈討論的題目。在這種背景下，

聖體頌是在告訴信友，他們所見到

的麵餅真的是耶穌，是生於童貞瑪

利亞，最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這首聖詩分

成三個段落：分別

關於耶穌生命的開

始，耶穌的死亡，

以及我們如何在耶

穌陪伴下完成此

生。

莫札特用音樂把以上三段的重

點表達得淋漓盡致： 

第 一 段 的 重 點 是 「 真 的

（verum）身體」，音樂比較平和；
耶穌確實來到我們當中，成為凡人。

第二段的重點是「真實地

（vere）受苦」，最高潮落在「在
十字架上」，「十字架（cruce）
」的第一個音節用一個長而高的音

來表達，隨著的延伸是從「刺穿的

肋旁」流出血和水，音樂比較平

穩；接著音樂走向第三段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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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祈求耶穌使我們面對死亡的考

驗時，能預嚐到永生的喜樂；死亡

的考驗這短句重複兩次，旋律配合

蜿蜒上升，在高峰徘徊，再緩緩下

降，歸於平淡，先帶出一種迫切期

望的感覺，最終歸回平靜安穩的境

界，讓人感受到對上主的完全信

賴，及對永生的盼望。

從這個簡單的分析，可以看到

莫札特多麼深刻地瞭解這首聖詩，

和多麼美妙有效地將它的意義表達

出來；從音樂的角度看，莫札特這

首聖詩，能以原文唱出，又瞭解原

文的意義最能令人投入其中。

最後，面對這位生於貞女，又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讓我們

感謝祂用肋旁流出的水，藉著洗禮給

我們帶來了新生；又每一次在彌撒聖

祭中，用祂的寶血滋養我們的靈魂；

同時祈求祂幫助我們跟隨祂、效法

祂，使我們即使在死亡考驗的一刻，

也能體會到有祂陪伴的喜樂。

附帶談一談兩項趣事。大神學

家巴特說：他死後到天堂一定要找莫

札特⋯。教宗本篤十六世更是一位莫

札特迷，他除了在梵蒂岡請合唱團唱

莫札特彌撒、在保祿大廳開莫札特音

樂會外，自己當樞機的時候還每天彈

莫札特的音樂。當了教宗後，聽說第

一件送過去的家具是一座鋼琴，讓他

彈琴放鬆心情。但日理萬機的教宗是

否騰得出時間來？      
（轉載自 《恆毅月刊》 2008年

2月）

靜默，是瑪利亞的靈性特質。我們以福音默想，學習聖母，與主偕行。

聚焦瑪利亞一生中三個靜默的時期：

「醒寤」─天使加俾額爾預報之前（路一）；

「順服」─童貞懷孕到耶穌公開宣揚福音；

「信靠」─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下，到教會的誕生。

 
「醒寤」

上主，我的心靈不知驕傲蠻橫，我的眼目不知高視逞能；偉大驚人的

事，我不想幹，超過能力的事，我不想辦。

我只願我的心靈，得享平靜與安寧；就像斷乳的幼兒，在他母親的懷

抱中，我願我的心靈在我內，與那幼兒相同。（聖詠131）
 
瑪利亞靜默的第一時期：一個生活於納匝肋小鎮，猶大後裔的少女，

在靜默中期待著天主藉先知所預許，拯救以色列的那位救贖者──默西亞

的來臨。如同準備好油燈等待新郎的童女。（瑪廿五4）
 
天主在永遠之前已經揀選了她，瑪利亞的童貞，是她在天主前的醒寤

與安靜，才能領受天使的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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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主要親

自給你們一個徵

兆：看，有位貞

女要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厄瑪

奴耳。」（依七

14）
 
我 們 的 反

省：天使稱瑪利

亞「萬福，充滿

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路一28）成為天主兒女，我們如何學習瑪利
亞心靈的醒寤，時時與上主同在？

 
「順服」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

日與日侃侃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

不是語，也不是言，是聽不到的語言；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達於地極。（聖詠19）
 
瑪利亞靜默的第二時期：上主的婢女VS天主之母
當瑪利亞答：「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一

38）此刻，聖言成了血肉，化育於瑪利亞的胎中。雖然她並不能完全明白
天使的信息，但她願意順服天主的旨意，成為承載天主真理（Logos）的盟
約之櫃。

 
路加福音中天使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

幸。」（路一30）這段話是舊約時期以色列百姓熟悉的先知信息。依撒意

亞先知書裡，不斷地鼓勵以色列子民不要害怕。上主說：「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依四三1）「不
要害怕！因為我同你在一起，」（依四三5）

 
瑪利亞的「讚主曲」並非她的信仰宣告，而是福音作者對應依撒意亞

先知書裡先知的詠讚，「我要萬分喜樂於上主，我的心靈要歡躍於我的天

主，因為他給我穿上救恩的衣服，

給我披上義德的外衣，⋯」（依六一10）
 
瑪利亞把一切默存心中。（路二11，51）從此，她的靜默與天主的言

語觀照。那個甘願為上主婢女的，成了天主子的母親。

 
在耶穌傳教生涯中，我們幾乎沒有聽到他的母親開口說話。唯有在迦

納婚宴上，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而耶穌卻回答說：「

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瑪利亞給僕役說：

「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若二3-5）
 
我們的反省：身為基督的門徒，與主同工，是否能明白耶穌說的「時

刻」，聽從祂的安排？

 
「信靠」

那時，天上出現了一

個大異兆：有一個女人，身

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

二顆星的榮冠；她胎中懷了

孕，在產痛和苦勞中，呼疼

呻吟。（默十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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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靜默的第三時期：十字架下，耶穌的母親成為普世教會的母

親。

聖母的一生與主同行，是痛苦的旅程。瑪利亞以靜默面對耶穌的苦

難，以靜默面對耶穌的復活升天。一個平凡的納匝肋小女子，成就了天主

不凡的贖世計劃。

 
無論是聖經或聖傳，聖母都時時親臨，事事分擔，卻不露頭角。二千

多年來，聖母的幾次顯現，為表明她一直關心著她子女的心，幫助我們堅

心信靠耶穌基督，這是聽從耶穌所吩咐的。

 
我們的反省：我們的信德是否能夠在困難、辛勞、挫折生活中，維持

平靜和堅定不移？

 
最後，分享一段節錄自歐洛克

《靜默的源頭》（The Womb of Si-
lence）的詩句，願這些直透靈魂的歸
心呼喚，迴揚我心，導引我的每個靜

默時間！

 
寂靜，理解。

寂靜，觀看。

讓心思的眼睛闔上，

你就可能聽到，原來聽不到的；

你就可能理解，原來不理解的。

 
以渴慕的愛，單純地，

沉浸於祂內，

唯獨倚靠祂。

你就能進入永恆的靜默，

並感到與祂合而為一。

 
即使祂不在靜默中，

祂仍然在那裡。

祂的靜默是愛的靜默。

 
耐心地，

順服地等待。

最好是在靜默中等待，

等待著祂的來臨。

 
（靜默祈禱 歸心旅程54頁。作者：歐洛克/上智出版 2014）

信仰小火花　解答參考

一：1建樹、勸慰 鼓勵
二：1智慧
三：3完全的謙卑態度
四：2謙虛
五：1創造性張力  
六：3紅移
七：1宇宙學
八：1對天主的信仰。
九：1不作
十：1治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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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瑪聖母顯現百週年紀念
◎Rosa Bio

欣逢今年是法蒂瑪聖母顯現百週年，願與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分享法蒂

瑪聖母與我的一段發生於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在香港一所有名的天

主教女校受教育，學校內的修女們不時都會向我們講解關於露德聖母的顯

現及法蒂瑪聖母的顯現及她的預言，教導我們要時常孝愛聖母，效法她的

德表。我是特別鍾愛法蒂瑪聖母。在校時我已是聖母軍工作團員，喜歡敬

禮聖母。畢業後，出來做事也不忘每個月做聖母九日敬禮。每天工作後，

就回堂區參與黃昏時的薄暮彌撒，九日敬禮就很自然在堂區一尊很漂亮尊

貴的法蒂瑪聖母像前開始。

有一年我家中發生一件事，令到全家都很擔憂和煩惱，我也整晚不

能安睡。那時候由於太擔心，竟然忘記去祈禱。第二天早上回到辦公室上

班，就在我開始日常工作時，忽然間，聽到一男性的聲音，在我左邊身旁

對我說話，他的聲音沉實，慈祥，親切，溫柔，及很有磁力，令我至今不

忘。他對我說：「為何你不請求聖母？」我抬起頭來，環視四週，房內衹

是我一個人，當時雖感訝異，內心卻是寧靜平安，也告訴自己，下班要回

聖堂做聖母九日祈求。我一連三天都跪在法蒂瑪聖母像前祈禱，第三天晚

上回家，家母很高興說整件事都完滿解決，我心裡很開心，知道這是聖母

俯聽我的禱告，內心萬分感激。雖然事件已完結了，但是我的祈禱還未完

成，餘下六天的敬禮祈求意向，便成為感恩的敬禮。

這件事我曾告訴堂區一位已故的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文明德（Fr. 
G.Caruso）神父，他說這是福份，天主聖神跟我說話，他還說做了神父多
年，還未聽過這個聲音。

我向聖母許下願望，希望能有一天親臨到葡萄牙法蒂瑪向她謝恩，這

個願望，在多年後我終於有機會參加羅省華人天主教堂主辦的一次歐洲朝

聖團，在朝聖期間，我母親因病離世，回歸天鄉，我原想立刻趕回美國，

後得神父相勸，並鼓勵繼續未完成的行程。那天，當我身在法蒂瑪大殿廣

場內參加遊行時，人頭湧湧，聖母像臨近時，我和其他團友站在人群中

央，我是無法看得到她的，我不斷地祈禱著，奇怪的是我好像被人不斷推

動向前，而又能剛好讓我移動，轉過人群，在前方清楚地看見聖母像。當

她移近我面前時，我立即請求聖母，將母親的靈魂交託給她照顧。

回顧過往一切，天主聖神時刻的在照顧我，自我出生（父母雖不是

教徒，但從不反對我們年輕的一輩領洗入教），到求學讀書，及後所有工

作安排都是非常順利，這全是上主賜我的恩典，和法蒂瑪聖母的厚愛和照

顧，感謝聖母時常俯聽我的祈禱。

（電子郵件來稿）



信仰與生活

 45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二十卷第三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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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耶穌，
感謝祢又救了我！

◎孟慶光

去年我被查出肺腺癌一期，二月順利的在台北榮總開刀。回到美國之後

我按醫生的指示，每三個月抽血檢驗，一年來驗血報告沒有異常。肺

部電腦斷層掃描（CT）的報告結果也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今年四月一日，我和大智搭機回台灣，按計劃探親、訪友及去榮總復

診，訂好四月二十四日搭機返回美國。去年在台灣為我動手術的蔡俊民主

任已從榮總胸腔內科退休，現在國泰和振興醫院看胸腔門診。大哥為我半

夜十二點就開始上網掛號，直到幫我在兩家醫院都掛上了號才去睡覺，真

是辛苦了大哥。

四月五日我去國泰醫院看蔡教授，把去年美國九月份的肺部檢查報告

和電腦斷層掃描影的光碟給他看，他把光碟插入電腦內，立刻指出，我的

肺部電腦斷層掃描內，左下肺葉有一個0.7公分的東西，形狀細長，有點像
閃電的的形狀；他要我在國泰醫院做一次電腦斷層掃描，要對照半年來肺

內那東西有沒有增大；他

還告訴我說：追踪不只

是追踪，還要預防其他

可能的變化。

我這一年來竟然

完全不知情，左下肺

葉竟然有個0.7公分的東
西。我萬分感謝天主，竟然

讓這麼權威的醫生來幫助我，我也

祈求天主賜福這位仁心仁術的好醫

生，讓他能救活更多的病人。

四月十二日我在國泰醫院做完

了電腦斷層掃描；心想，那0.7公
分的東西，應該不會有什麼大事

吧！四月二十日我去國泰醫院看

蔡主任，他詳細看了電腦斷層掃描

的片子說，左下肺葉的東西，和美

國的片子對照，雖然它沒有什麼變

化，但它有點靠近肺邊緣，最好

做一個針刺定位切片檢查（needle 
biopsy）；蔡主任得知我本來四月
二十四日要回美國的，特別幫我安

排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做切片

檢查，我真是感激不已，心裏吶喊

著：「我主！我主！我知道

是祢安排的一切，我感謝

讚美祢！」

四月二十一日，國

泰醫院通知我下午報到

住院，隔天要做檢查。

早上我被推入了檢查室，

檢查需要一個多小時，我身子

要趴著不能動，醫生指示我何時要

吸氣、閉氣、吐氣；但要我配合每

次呼吸都要維持一致，這樣儀器才

能準確的取出針刺定位處附近的組

織。背部雖然有局部麻醉，但是針

刺進去的時候，還是蠻疼的。為了

讓檢查順利和精確，我心中不斷的

祈禱：主耶穌！請求祢幫助我，讓

我的吸氣吐氣保持一致；特別是肺

部那細長形狀像閃電只0.7cm的東
西，醫生要能全面的檢查到實在不

容易，但我相信只有主耶穌可以辦

到。我不停地呼求主耶穌，求主藉

醫生的手幫我檢查完整，至於結果

不論是好或是壞，我都完全聽命於

天主的旨意，耶穌我信賴祢！我信

賴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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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了切片

檢查，我被推回了

病房；護理師再

三叮囑，要躺著六

個小時不可以動，

為避免出血和引起

氣胸，她在我左下

背部針刺的部位壓

了一個沙袋。也因

為這個沙袋，讓我

左側能夠壓住傷口，但我右背部却

不能完全貼著床，腰部更是完全騰

空。剛開始還能忍耐著不動，但後

來腰部愈來愈痠疼難受，我忍不住

時，就不停的呼求主耶穌和聖母來

幫助我，也不斷的唸經祈禱。這樣

一小時一小時的熬過。六個小時過

後，護理師來檢查傷口，雖然沒有

出血，但還要觀察一晚，沒事明天

就可以出院了，真是感謝天主。

五月三日我回診看蔡教授，他

告訴我切片檢查化驗，發現含有不

好的成份，最好立刻做手術把它切

除。五月八日我去見吳主任，請他

幫忙儘早安排開刀日期。我又向天

主祈求：「天主！我感謝祢！是祢

安排的這一切，是祢讓我能順利的

被檢查到這不好的東西，我懇求祢

安排，讓我能儘早的開刀。」仁慈

的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居然連十

天都不用等，榮總就通知我五月十

六日去辦住院，五月十八日開刀。

仰賴上主，因為衪無所不能。阿肋

路亞！感謝主！讚美主！

五月十四日我們去新北投高隆

邦教堂望彌撒，朴圭雨神父一看到

我就說：「我感覺到，妳還不能回

美國。」彌撒後我向神父辦告解，

神父也幫我傅了油，神父並說開刀

那天，一定會為我手術順利祈禱，

而且會一直為我祈禱。教友王姐也

鼓勵我要相信耶穌，要我不斷的呼

求耶穌治癒的靈氣來醫治我，我一

定會沒事的。離開教堂時我噙著淚

水，但內心却充塞著滿滿的愛。我

內心感動的吶喊著：「天主祢就是

愛，祢一直

都在我身邊

愛著我，保護

著我！天主我

愛祢！我感謝

祢！」

五月十六

日我們搭捷運

去榮總，辦完住院手續後，就到中

正樓十五樓A154護理站報到。護理
師看到我的病歷，知道我去年也在

這裏住院；在這裏我有許多感恩和

難忘的回憶。

認識了同病房的玉梅，她也是

吳主任的病人。我們被安排在同一

天開刀，真巧她也是第二次開刀，

她上次開刀是在四年以前。她直說

我很勇敢，去年才開刀，今年還敢

再開；其實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憑

藉著天主給我的力量，所以我才有

信心面對這一切。有些肺癌的病友

因為是第一次開刀，心裏難免有些

疑慮和害怕，

當她們知道我

們是第二次開

刀，紛紛到我

們的病房來打

聽 開 刀 的 細

節，對於她們

的 擔 心 與 害

怕，我也儘可

能的安慰與鼓勵他們。我以肺癌患

者的身份，更能幫助同病相憐的病

人，我感謝天主給我這樣的機會，

願一切光榮歸於天主，阿們。

五月十八日上午七點多，手

術前我被安排要在左肺下面的位置

打入顯影劑。醫生要我趴在手術床

上不能動，同樣的要配合吸氣和

吐氣，程序需要一個小時。我感

覺背上被扎了好多次，一個多小時

以為已經做完了，結果醫生抱歉說

還要再扎一針，因為在肺底邊緣也

要有顯影劑才行，打完了顯影劑，

以為終於可以平躺了，結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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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因為背

上有定位的針，

不可以平躺，還

要一直維持趴下

的姿勢，我脖子

和肩膀痛得不得

了，我只能一直

呼喊著主耶穌。

被 推 入 開 刀 房

後，我終於允許

平躺了，喔！真舒服啊！我抬頭向

上仰，看見天花板下吊著一大圈的

手術燈，耳旁聽到準備手術刀的聲

音，心想快開始手術了。當麻醉師

拿著麻醉面罩要靠近我的臉時，我

心裏叫著：主耶穌！請不要離棄我

啊！

不知道過了多長的時間，感

覺遙遠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才醒過

來。但我的眼睛睜不開，只聽到醫

護人員說，等下家屬來就推你回病

房，我才知道手術結束了，而且非

常順利，不然

就要送進加護

病房，而不是

送回病房。大

智告訴我，吳

主任已經把肺

部不好的東西

切除了，而大

部分的左下肺

葉被保留了。

我聽了好高興，大聲地說感謝天

主！

麻醉劑消失後，我的傷口非

常痛，按了好幾次床邊的嗎啡。

護理師來量血壓、血氧，告訴我

在床上時要吸氧氣。明天拔尿管

後，就要下床走動復健，愈早走

路就愈快恢復，並說嗎啡用多

了，起床時會頭暈的。開刀前因

為趴得太久，夜裏我感覺肩膀非

常僵硬痛苦。大智幫我用熱毛巾

敷了好幾次，才讓我減輕些，有

大智照顧真好，謝謝你大智。

第二天我醒來時，居然都不

感覺疼痛了。那洞察人心的天主，

昨夜給我行了奇蹟！我感激的流下

淚來。為了把握手術後七十二小時

的黃金時間，我每天早上、中午、

下午和晚上都推著沈重吊瓶架，一

步一步的走著，在走路中我會默唸

玫瑰經，遇見初開刀的病友，我們

也都互相鼓勵加油。吳主任非常關

心他的病人，每天都會巡視病房，

看看我們的狀況，我感覺這裏很溫

暖。

開刀後親朋好友都來醫院看

我，帶給我滋補的魚湯及營養品。

朴神父星期天派遣弟兄來給我送聖

體。家人、朋友和同事都不斷地為

我祈禱，我真的感到太幸福了。

開刀時的病理報告出來了，

是肺腺癌一期。吳主任告訴我，開

刀時發現肺裏那不好的東西，已經

開始侵犯而且也沾黏到旁邊，手術

比較麻煩，本來要把整個肺葉切除

的。但他檢查四周的淋巴，發現一

切正常，所以只幫我做楔形切割，

還保留了大部份的左下肺葉。幸好

去年也是他幫我開刀的，他知道我

右肺已經少了一片肺葉，如果我左

下肺葉再切除的話，那我就只剩下

五分之三的肺了，往後我呼吸就會

比較辛苦。我感激吳主任的仁心仁

術，更感激主耶穌，在手術室裏，

主耶穌並沒有離棄我。這一年來我

的癌細胞居然沒有擴散，是耶穌保

守了我，這次祂又讓吳主任幫我做

了完美的手術。

過去一年來，我曾多次向耶穌

祈求，保佑我身體健康，讓我能再

多工作兩年才退休，這樣我就可以

付清房子貸款，那時退休，我就可

以在台灣和美國兩邊為主做事。想

到這些，我就覺得十分慚愧，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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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

適於天主的國。」這次我完全沒有

預警的回到台灣來復診，一路走來

卻這麼順到，而且又能得及時開刀

治療，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

排。耶穌很愛我，祂給我這麼多的

恩寵，又給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我

不知道用什麼言語才能表達我對耶

穌的感恩，只想把我生命完全的獻

給衪，由祂來支配。我何德何能讓

耶穌兩次的救我，我感動的哭了。

此時我下定決心要退休了，退

休後就搬回台灣住。我不煩惱退休

後的經濟，因為主說：「你們不要

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

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

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這一

切。你們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

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退休

後，我要去完成想做的事，更要善

用天主給我的塔冷通。我不想將來

見到天主時覺得羞愧，我希望在我

人生的最後一刻，能像保祿宗徒所

說：「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

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

已保持了。」

在返美飛機途中，我身體感覺

很不舒服。但想到回美國後，明年

三月我們就可以退休了，心情却是

很輕鬆的。耶穌叫我背起十字架跟

隨衪，我一點都不害怕。因為瑪竇

福音第十一章28~30節，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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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

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

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軟的，我的

擔子是輕鬆的。」     
（加州 洛杉磯 蒙特利公園市）

信仰小火花

信仰小火花 

（選出正確答案──答案可能不只一個）

一、 本期的信仰主題，是探討平信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先知；先知的責

任是我們以言語，向人說_____、_____、_____的話。1建樹、勸慰 鼓

勵  2風趣 馬屁 嘻笑  3應景，隨俗，敷衍

二、 教宗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說：「我們可以說世界的永恆奧秘在於它的可

理解性。」教宗強調「宇宙的存在和可知，不是混亂或偶然的結果，

而是源自天主的_____。」1智慧 2疏忽 3弔詭

三、 宗座提醒我們「永遠不應害怕真理，也不要躲在封閉的成見中，而要

以_____接納新的科學發現。當我們走向人類認知的前沿，我們就能真

正體驗到上主，祂可以填滿我們的心。」1絕世的聰明 2不辨是非的迷

信 3完全的謙卑態度

四、 宗座也提醒我們，愈是面對科技的高速進步與突破，人類愈應學

習_____，因為就在這些偉大的發明背後，我們更能體驗到上主。這一

切都是祂所創造的，唯有祂才能滿足我們的心。1辯論 2謙虛3 自豪

五、 比利時宇宙學家喬治‧萊瑪蒂蒙席，既是天主教神父也是宇宙學家，

他在科學與信仰之間懷著持續不斷的_____，始終堅定捍衛科學和神學

領域之間明確的方法論區別，並在自己的生活中把二者和諧地結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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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創造性張力 2混淆衝擊 3幻覺想像

六、 萊瑪蒂神父主張「紅移」是「宇宙擴張的效應」，他繼續嘗試著將

「_____  」整合到宇宙模型，開創了大爆炸理論。1紅海  2洪水  3紅

移

七、 大爆炸又稱大霹靂（Big Bang），是描述宇宙誕生初始條件及其後續演

化的_____模型。1宇宙學 2光學 3心理學

八、 萊瑪蒂蒙席是大爆炸理論的先驅，他在科學真理上的追求與鍥而不捨

是我們的典範。然而，他並未因為科學的偉大貢獻，而放棄_____。1

對天主的信仰。2 對財富的追求 3對生活的享受

九、 羅馬書十三章第10節論及「愛_____損害別人的事，所以愛成全了全部

的法律。」      1不作 2不關心 3不干涉

十、 在創世紀第一章28節，天主祝福人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

地，_____，_____、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1治理大地，管理海

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2掌控大地，擁有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3佔有

大地，捕盡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