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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王蘭欣

本期「傳信與關懷」在內容的編排方式上，跟以往稍有不同。我們將不同的
生活分享放在前面，希望大家在不同教會服事經驗分享的帶領下，更能進入本期
的主題。
在「我們的故事」中，首先有徐卓越神父的「再生」，記述他本人神職生命
的奉獻與更新，真摯感人。朱健仁弟兄的故事，分享了「真福八端」是他音樂事
奉的轉捩點，即使他謙虛自己的樂理背景，但為天主寫歌卻超乎技巧。高神父在
晉鐸十五週年寫下了天父給他的禮物。翟神父延續上期的分享，提醒有關聖經中
記載的「愛的記號」。
「時事與信仰」中討論最近很熱門的話題—如何行善，及在非洲目前的政
治動蕩下天主教會的現況與態度。
在「信仰主題」分享中，七件聖事之一的「傅油聖事」，是我們平時身心有
病時，最佳的治癒聖事。病人在病痛的折磨下，可能因痛苦而陷入信仰的考驗，
「傅油聖事」能加強信德，幫助病人預防、抵抗這些消極的情緒。
在後面的靈修與生活中，每篇文章都令人印象深刻。「給乞丐錢請輕輕蹲
下」（寡婦的銅錢）是對作家劉墉的一篇訪談摘要，文中透露出劉先生行善的動
機及觀念，不是施捨而是分享—如同聖經中的寡婦捐出她的僅有銅錢的精神。
「管教的藝術」是一篇網路節錄的文章，可以說是一位父親的「親子血淚史」。
這位父親將他與兒子關係的轉變，由極端不諒解到主動支持兒子的演唱會，由不
贊成兒子的行為到以他為榮的過程，寫得絲絲入扣，值得為父母者省思。
非常慶幸能收集到這麼多的好文章。本期內容不僅可以提供茶餘飯後的小
讀，相信讀者更可以受到很多心靈的觸動與靈魂的教化，因為所有的文章都誠心
地想把基督的愛以文字分享出來，如同教會中的每一件聖事，都是把基督愛人的
精神，化為實際的恩典和記號。希望我們在讀完之後，都能更有方向及充滿活力
地活出基督。
鑽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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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地，那能有生命？但是在大地回春

時種子在新的環境中成長，有時種子

時，就會生氣蓬勃，萬象更新。死地

有了改良，新生命會長得比上一代更

變成了茂盛的土地，光禿的樹枝又生

美好。

了枝葉，有些果樹還會在樹葉出現前
開花，枯草變綠，種子發芽生長。

仔細觀察了我在美華的地位、
身份、任務、環境、工作，和使命等

以科學來解釋，大地回春不是復

再生
●徐卓越神父

活，而是再生。樹木雖在秋天掉了樹

等，發現我在美華的生命就像植物一
樣的有三種再生：

葉，但是樹液（類似動物血的sap）
下降到樹根，不受酷冷的冰凍，保持

1．以年齡來說，我已是一棵老

著生命力。青草和樹木一樣地應付寒

樹了。感謝天主給我體力、精力、智

冷，葉子枯黃死掉，但是草根還是活

力，和能力來做本堂神父的工作。教

著。種子是植物開花結果的目的，就

會有禮儀年，我像樹木一樣隨著禮儀

每

年春天我們紀念耶穌的受難與死

是植物本身因惡劣的環境而死亡，種

年的季節而變化。有時我有靈感，有

亡，然後再慶祝祂的復活。在春天

子卻能忍受許多不良的外在因素，一

新的思想和心得與教友們分享，正如

紀念和慶祝耶穌的復活是最適當，因為這

有機會，就會發芽生長。

一顆老樹還會開花結果一樣。

件事就是在這時期發生的，並且春天有種
種死而復生的現象，春天與復活一樣，會

三種再生的現象

帶來新生命。
復活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同時也
是一個極大的奧跡，與耶穌預許的永生相
連。為瞭解復活和永生奠定一些基礎，我
們在這裏談談新生或再生。
大自然可以為復活作證，春天可以
象徵著復活的奧跡。在寒冷的冬天，在冰
天雪地的地帶，週圍是一片茫茫無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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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文化來說，我是枯草變綠的
青草。出生在中國，小學中學也在中

在冰天雪地的區域，在大地回春

國，十八年的中國生活和教育，使我

時，最使我們注意的是植物的甦醒。

有些中國文化的根基。但是在以後的

大地的植物有三種再生的現象：

四十九年，我完全生活在純粹的西方
社會中。我這根草已失去了中國風俗

1．無葉的樹枝會長出新的樹葉，
果樹會再開花，再結果。

習慣的概念。來到美華後，發現我小
時受到的中國文化還沒有死掉，並且

2．枯草會變成青草，欣欣向榮。

這根蒂還能慢慢地把一些中國的特色

3．各式各樣的種子，在春天優良

再長出來。

條件下，會發芽生長，傳宗接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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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質量來說，我是一粒改良的

我的汽車只是離開了公路，翻了身，

生命是一個新的生命。我對天主發了

款或送錢與人分享時，我不但不覺得

四輪朝天，但是我要掙扎好久後，才

誓，七月十一日以後的生命，不再是

心痛，還會有喜悅的感覺。我既是教

能從顛倒的汽車裏爬出來，假如汽車

我的，完全是屬於祂的。我這新生命

會栽培出來的，假如教會可以在我身

失火或爆炸，我一定會被燒死或被炸

是前生結出的果子，有前生的基因，

上佔些便宜，我更是高興。

死。我若在那天去世，我一定死得悽

但是與前生已不再相連了。我要在新

二千年的七月十一日，我一人

慘。以前的堂區我已正式離職，美華

的環境中生長，結出新的果實。

從愛俄華州駕車到德州休士頓美華天

天主堂我還沒有正式任職，我變成了

主堂來任職。不幸的，那天的深夜，

一個一無下落的死鬼。對美華來說，

來美華之前，我有幻想和計劃。

裏；我現在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的生

半途在密蘇里州出了車禍。一位好心

也是非常悽慘。美華等待了 我九個

我想來美華為中國教友服務幾年，以

命，而是再生的生命。天主要我活，

好意的教友，在半夜收留了我。我很

月，像孕婦一樣地懷孕了九個月，希

回報中國教會給我的信德之恩。在服

我就活；天主要我受光榮，我就受光

不平安地睡了幾小時，第二天這位好

望我能來任職，但在出生時卻是一個

務的幾年中，我想增加一些積蓄，待

榮；天主 要我吃苦吃虧，我就吃苦吃

教友又帶我到附近的飛機場去租了一

死胎。我越想越可怕，懼怕得發抖；

退休年齡一到，就退休在冬天溫暖的

虧；天主要我受輕視、蔑視和敵視，

輛小汽車，又幫我把行李從車禍的汽

同時也萬分感激，感謝天主使我活

休士頓；希望有健康的身體，使我能

我就受輕視、蔑視和敵視；天主要我

車裏搬到租的車裏。七月十二日的下

著。我感動到流淚。

逍遙自在地遊山玩水，愉快地度我的

受冤枉，我就受冤枉；天主要我病，

晚年。這車禍改變了我的幻想、計

我就病；天主要我死，我就死。我又

我一面開車，一面感謝，感謝

劃，和態度，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

學上了聖人們的人生觀，「天主要我

天主的鴻恩，祂保護了我。我的汽車

的生命，天主有祂的計劃，我要接受

活，我不拒絕；天主要我死，我不害

我一面開車，一面思想，這次

雖是完全毀壞了，但是我一點都沒有

祂的安排。

怕」。慢慢地我也培養了不貪生不怕

車禍可以發生得非常可怕。假如我的

受傷，只是任職遲到了一天。很明顯

汽車撞了橋樑或其他固定的建築物，

的，這是一個奇跡。天主把我的死日

我在美華快將十年了。在這十年

或迎面開來的汽車，我一定會撞死。

改了期，祂一定有一個使命要交給

內，我自己再沒有什麼計劃，我只是

我，所以祂保護了我。雖然行程不順

樂意地在這裏執行天主的計劃。我活

利，但是我無傷的到達了美華。

一天，就為教會和教友服務一天。我

種子，種在美華的田園裏。

在美華的再生

午，我帶著心猿意馬的情緒，開了租
的汽車繼續我來美華的行程。

從二千年七月十一日起，我變成
了一粒改良的種子，種在美華的田園

死的精神。希望我在美華的再生，會
開花結果，並為天主結出有好質量的
果實。
2010年四月 心聲月刊

曾想要退休，假如有需要，如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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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開車，一面祈禱，一個更

必退休來度逍遙自在的生活。我已經

大的奇跡發生了。在聖神的光照下，

認為我的生命在二千年的七月十一日

我恍然大悟，我以前的生命在二千年

深夜已結束了。所以那天以後的經濟

七月十一日的深夜結束了，我現在的

收入，也不再是屬於我的。因此在捐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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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天主把彩虹放在雲間，作為天主

彩虹與割損是天主在舊約兩大盟

與大地之間立約的記號。當看到彩虹

約記號。其實在舊約中，天主也利

時就會想起這永恆愛的盟約。

用不同的記號不斷地給祂所揀選的先
知與祂的子民帶來安慰與愛的信息。

另一個舊約的記號就是天主與

在「出谷記」第三章中記載天主召叫

亞巴郎所立的盟約記號。「創世紀」

梅瑟，天主為梅瑟顯示了一個很特別

十二章到十七章中記載天主召叫了亞

地記號。「上主的使者從荊棘叢的火

巴郎，並與亞巴郎及其後裔建立永久

焰中顯現給他；他遠遠看見那荊棘為

的盟約。天主也許諾亞巴郎要成為萬

火焚燒，而荊棘卻沒有燒毀。梅瑟心

民之父，其後裔要因著盟約而受到祝

裏說：『我要到那邊看看這個奇異的

福，極其繁衍、昌盛，繼承上主永久

現象，為什麼荊棘燒不毀﹖』上主見

的產業。這盟約即是天主所說的，「

他走來觀看，天主便由荊棘叢中叫他

我是你的天主，你及你的後裔永遠是

說：『梅瑟！梅瑟！』他答說：『我

腿上的傷痕成為了天主愛我的記

我

我的子民。」天主又吩咐亞巴郎說：

在這裏。』」「焚而不毀的荊棘」是

號，時時刻刻提醒，天主對我具體

「你和你的後裔，世世代代應遵守我

天主給梅瑟的特別的記號。這記號顯

的愛— 在我身陷急難時及時解救。同

的約。這就是你們應遵守的，在我與

示了天主的威能，給予梅瑟信心，在

樣，天主在與人類交往過程中，不斷地留

你們以及你的後裔之間所立的約：你

這記號中天主也啟示了自我，召叫了

下愛的記號以提醒天主愛的臨在，愛的許

們中所有的男子都應受割損。你們都

梅瑟，給予他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以

諾與愛的永恆。

應割去肉體上的包皮，作為我與你們

色列子民的偉大使命。

愛的記號（二）
●翟林湧神父

的確，人類需要記號提醒。特別是
天主與以色列子民在舊約的交往中，天主
給予很多愛的記號。首先我們熟悉的記號
就是天上的彩虹。「創世紀」中記載，在
諾厄時代，罪惡侵蝕了人類世界，天主為
了消滅罪惡以洪水滅世。但事後，天主與
諾厄與他的後裔立約，凡有血肉的，以後
絕不再受洪水肆虐，再沒有洪水來毀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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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盟約的標記。你們中世世代
代所有的男子，在生後八日都應受割

從以色列子民離開埃及到他們進

損；連家中生的，或是用錢買來而不

入福地經歷了四十年之久。在這四十

屬你種族的外方人，都應受割損。如

年中，他們遭遇了種種苦難與考驗。

此，我的約刻在你們肉體上作為永久

他們曾經對先知梅瑟失去信念 ，開始

的約。」這樣「割損」就成為天主與

懷疑天主對他們的愛，但天主一次又

亞巴郎及其 後裔的永恆盟約的記號，

一次地給予他們愛的記號。「出谷

這個記號提醒亞巴郎子孫牢記天主愛

記」第十六章中記載，當以色列民進

的許諾，莫忘自己在天主內的身份。

入曠野中後，他們開始經受饑渴的考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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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他們就開始抱怨梅瑟為何要引領他們走出埃及，他們寧願留在埃及受奴役之
苦，也不願意在曠野中受饑渴之苦。在以色列抱怨聲中，天主從天上賜下瑪納餵
養他們，也吩咐梅瑟用木杖擊石取水給以民飲用。這樣天降瑪納，擊石取水，不
僅飽飫了以色列子民，瑪納和擊石取水也成為天主的愛的記號，給予以色列子民
出谷的信心。
當然在舊約的先知書中，天主給先知們，同時也藉著先知們給以色列民顯示
了很多愛的記號。通過這些愛的記號天主告訴以色列百姓，他們是天主特選的子
民，同時天主也啟示預許，最終的救恩將藉著默西亞而來臨。上主藉著依撒意亞

歌曲背後的故事

先知告訴以色列子民應期待默西亞的來臨記號，那就是「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
」（依七14）祂的名字叫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這正是天主愛的記

●朱健仁

號最終啟示與目的。
野聲214

真福八端

小

時候，音樂並非我的專長。國小
二年級時因成績進步，父親獎

賞了我一隻口琴，才正式接觸樂器，
奠定了音準的基礎。高中時期因學校
位處山邊，常年陰雨，戶外活動多受
限制，班上一位同學，在課間帶動了

信仰小火花
解答參考

在教室吹中國梆笛之風氣，全班泰半

1 傅油聖事 2傅油聖事
6病人傅油
9治療

3「赦罪」 4「聖言」

7懺悔（告解和好）、傅油、聖體

10傅油聖事

5一兩
8罪過

同學都樂在其中，這也結了我與國樂
間的因緣。高中參加教堂聖詠團後，
深愛聖歌，尤其是旋律動人的聖誕歌
曲，在朱鴻章修女的調教下，逐漸地
發現自己也還能唱。大學時代參加了
天主教同學會，以教會「歡樂年華」
歌本為範本，開始自己學彈吉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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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聖歌與活

成熟一點後，才依詞譜曲，我也不例

表一首中國的聖歌，在大殿上介紹給主教，呈獻給

動歌曲。旋

外。這首有著聖神靈感激發而成的旋

天主。

即又參加了

律成型後，我開始想要填歌詞，可惜

聖 詠 團 與

自己文學造詣太差，於是就往聖經上

學校的合唱

找靈感。

如果當初不是因為聖神靈感下創作了「真福
八端」帶來的信心，我的教會音樂事奉可能就止於
主日彌撒指揮與領唱，而不會觸伸到聖歌創作的領

團，漸漸領
悟了些指揮

自己多年來都知道「真福八端」

域。如此我於近些年內所編寫的兩百多首 主日彌撒

的技巧。於

（或謂「山中聖訓」、「登山寶訓」

「答唱詠與福音前歡呼詞曲集」，十首「光榮彌撒

是情勢把自

）乃是耶穌欽定的天國大憲章，可是

曲集」 等禮儀歌曲，與五、六十首的教會歌集可能

己投入了聖

永遠只記得第 一端— 「神貧的人

也就無從產生。

詠團指揮的

是有福的」，後面七端我就接不下

位置，時尚

去了。算是運氣好吧，我稍加修訂了

聖荷西華人天主教聖詠團自一九八四年創立以來已歷經過八、九位指揮，我

曲調，順利地套上了瑪竇福音的「真

離開聖荷西遷入到費樂孟（Fremont）華人天主教也有十五年了，但每回見到一些

福八端」章節，歌曲的音符居然也大

老團員，他們都還是津津唸道最喜歡這首「真福八端」。前些年聖荷西華人天主

部份順著「真福八端」歌詞的中文語

教聖詠團開始錄製「黎明曙光」聖歌歌集，製作人兼指揮林谷弟兄告訴我，第一

音，而且旋律簡單順口，易唱易學，

個他們想到要錄的聖歌也就是這首「真福八端」。

更把我也帶入了歌曲寫作的潮流。

大學後期與服役的歲月中，零星
地開始寫了一些學生歌曲，對聖樂的
接觸雖然越來越深，卻不敢貿然指染
聖曲的寫作領域，唯恐寫不出「聖」
的神韻，有辱聖歌之名。以後赴美留
學，成家，立業…，雖然一直在教會
聖詠團服事，卻未再動筆寫曲。直至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在家中盥洗時，
突然意念裡出現了一些旋律，感覺出
有點兒「神聖」的味道，感動之餘，
用心地抓住了那旋律。一般初寫歌曲
的入門漢，大概都是先有旋律的靈
感，再去套歌詞比較容易，等到功力

10

更因為沾歌詞之光，為大家喜愛，而
且很快地，我也能把「八端」的每一
端順著歌曲背下來了。「真福八端」
算是我第一首創作的聖歌，它讓我正

感謝天主，是祂用了我這個無用的器皿，破碎的瓦器，成就了這首「真福八
端」；願光榮歸於主。
聖荷西來稿

式踏入聖歌創作的服事領域，也因為
它立即被教友們接受，於是我馬上就
順勢譜了四部和聲（回想起來覺得當
年膽子也真夠大）。以後在兩年內，
於聖荷西主教座堂落成大典內與教區
多元族裔文化彌撒慶典中，我們聖
荷西華人天主教都是以這首「真福八
端」男生四重唱配合著吉他演奏，代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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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到永遠
寫於晉鐸15周年
●高超鵬

2

011年的2月11日是我晉鐸十五周年紀念日，也幾乎是我父親進入永生十六周
年及我母親進入永生三周年的紀念日，心中感慨萬千，卻難以理出一個頭

緒，在不經意中發現了一首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歌詞是這樣的：

次，如何在這僅有的有限生命中獲得

告訴我，當我的姐姐在醫院搶救無效

永恆才是最要緊的事情。

後，她當時忘記流淚，也忘記 了害
怕，不顧當時身邊那麼多人，就跪在

我的父母不但像他們的祖輩一樣

女兒的遺體旁大聲唱感謝的經文—

相信了天主，而且在他們的特殊遭遇

那可是在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

中和主相遇。正是這個相遇使得他們

公開唸經是被禁止的。就連當時的

不論是在教會受迫害的時候，還是在

外教醫生都很佩服我母親的勇氣和堅

教會恢復的期間，還是在教會發展的

忍— 回家安葬了我姐姐後，我的父

時期，都保持與主不分離，一生對主

母就把已在母腹六個月大的孩子獻給

忠貞不貳。生命的賽跑他們跑到了終

天主，這個孩子就是我。所以，我還

點，信仰的好仗他們獲得了勝利，現

在母腹中，天主就藉著我父母的奉獻

在他們和主永遠在一起了。藉著他們

而揀選了我。

並在他們的信仰中，我領受了信仰，
並在生命中和主相遇。父母的德表成

我一生下來就弱不禁風，疾病

為樹在我面前的豐碑，我也要像父母

纏身，幾乎難以成活，在看了當地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中和主相遇，從此和主永不分離，一生願

一樣一生忠於我的聖召，完成我的聖

名的郎中後，郎中說我不能吃母親的

意和主遠去。我在母腹中，祂早已看見，我在母腹中，祂早已揀選。從最苦

召，一生願意和主遠去，最後能和父

奶，於是，我就在同村的姨媽膝下長

的日子走到今天，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們一同站在主的殿，都禁不住想起

母一樣與主在天國永遠在一起。

大。天主的奇妙安排確實令人難以捉

從前。願起初那顆火熱的心，能持守到永永遠遠。」
這首歌曲表達了這個特殊日子對我的三重意義：
1）對父母的追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中和主相遇，從此和主永

摸，本來孩子夭折，母親不可以親自
2）描述我的聖召；「我在母腹

餵兒子奶都是很悲慘的事情，但天主

中，祂早已看見，我在母腹中，祂早

卻把這些化成了對我的祝福。姐姐的

已揀選。從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一

夭折，使得我在母腹中就被奉獻了，

切都是主的恩典。」

母親不能餵我奶，使得我在姨媽膝下

不分離，一生願意和主遠去。」

14

長大，這樣我就有了兩套父母 — 生
我的奶奶有好多孩子，大概有

我的父母和養我的父母（我喊我的生

生命中有許多事情可以重複或重來，比如走錯了路或乘錯了車。但人的生

八九位之多，但每個孩子活到兩歲左

身父母「爹和媽」，叫養我的姨夫和

命卻只有一次，這對人既是公平的，也是殘酷的。公平，因為大家都一樣，在死

右就夭折，只留下我父親一個。我前

姨媽「爸和娘」）。試問，有幾個人

亡面前誰也沒有特權﹔殘酷，因為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每個人只有、也僅有一

面有個姐姐，到兩歲也夭折了。母親

可以擁有兩套父母？但好天主卻為我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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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了。從讀小學、中學、修院、晉

有過收穫，有過喜樂，但我們也走 過

鐸、堂區服務、出國留學、到在佘山

最低的深谷，爬過最高的陡壁，有過

修院任教，這一路都是在天主的慈

困難，有過挑戰，有過痛苦，有過很

愛，兩套父母的呵護，及身邊兄弟姐

多的無奈。但今天我們能再一起聚到

妹的關懷下走過來的。回頭去看我這

主的面前，來到主的聖殿，這都讓我

一小段的生命，一切不都是主的恩典

們重溫15年前那個溫馨的畫面— 那

嗎？

慷慨的許諾，那豪邁的氣概，那激動
的眼淚，以及彼此那緊緊的擁抱。這
3）重燃當初心火；「我們一同

就是愛，就是鼓勵，就是支持，就是

站在主的殿，都禁不住想起從前。願

祝福，就是重燃心火的動力和能源。

起初那顆火熱的心，能持守到永永遠

日後，我們還會流淚，但那是喜樂的

遠。」

眼淚﹔環境也許還會使我們無奈，但
我們不會灰心、不會放棄，因為我們

高調行善有錯嗎？
●朱自成

中

國富豪之一陳光標，到台灣高調行善，引發許
多爭議，主要在於「為善不欲人知」，或是

「只要是行善，高調又何妨」，這兩方面。

十五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有祈禱來裝備﹔生命中依然存在著困

可能只是短暫的一瞥，但在每個人的

難和挑戰，但我們學會了事事感恩。

宗教界肯定陳光標行善的作為，並期許他能行善

生命中，卻是一段不少的時間。15年

在這聖殿裡，願我們再燃起當初晉鐸

以愛為出發點，也以愛為終點，逐漸淡化個人在行善

前，我們（和我一起晉鐸的還有其他

時的那顆火熱的心，並祈求天主讓我

過程中的光環。天主教教理中提到「人不能以良好的

八位弟兄）滿懷雄心，對主信誓旦

們能夠持守到永永遠遠。

意向，使不良的行為成為正當；目的並不能使方法成
為正當。」在行善過程中，若動機在於希望得到媒體

旦，我們唱，我們笑，我們火熱，我
們對未來充滿著期望，我們願意改變

不忘感謝生命中所有有恩於我

的關注，希望得到受惠者的感謝，希望得到社會大眾

教會，改變世界，甚至不惜殉道。但

的人，因著你們的支持，我走到了今

的掌聲，這是不對的；即使行善是對的，拋磚引玉也

在15年的風風雨雨中，我們痛哭過，

天，願藉著你們繼續的祈禱，支持我

是對的，但貪求虛名是錯的。祈禱和禁食是對的；但

我們沉默過，我們灰心過，我們停止

走到最後。願主降福保佑你們。

祈禱和禁食為使人看見，這是錯的。

過，我們失落過，我們麻木過，甚至
想放棄。教會不但沒有因我們而變得

16

網路投稿 2011年2月18日

從事慈善工作者最大的隱憂就是，愛不能持續，

更好，似乎反而更目不忍睹，世界也

因此，孤兒院最希望的不是一大筆捐款，而是細水長

沒有因我們而變得更美，反而道德淪

流的小額捐款。社會上的慈善機構，能做得長久的，

喪得更快、更徹底。15年中，雖然也

能得到社會大眾信賴的，大多是宗教性的組織。做善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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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果不以天主的愛做依歸，很容

愛是行動。「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

易就耗盡心中的好意。只有天主的愛

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

才能支撐我們，在艱苦的行善中，一

（若一第三章第十八節）

步一步地走下去。沒有愛的工作，是
一件苦差事；而在天主的愛中，任何
痛苦都會化為喜樂。

在行善的過程中，「錢」被某些
人視為最重要的因素，但事實上，錢
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要素。人的痛

陳光標到台灣高調捐款，並不

苦，貧窮只是其中之一，最大的痛苦

是他第一次行善。他在大陸堆起「錢

是孤單和寂寞，不被需要，不被愛，

牆」，讓電視台拍攝的畫面，在中國

身旁沒有一個人，許久不知親密的滋

早已引起兩極化的評價。陳光標在很

味是什麼，不知道愛和被愛的意義。

小的時候，就開始做好事，十歲那年
他拿僅有的幾毛錢替同學繳書費，他

人生旅程就是一個學習愛的過

從同學的眼神中，得到助人的喜樂。

程。一般人不可能有陳光標的財力，

我們很難說十歲的陳光標沽名釣譽，

但是除了錢之外，我們還有許多東西

但這也造成他行善的動力 — 「從別

可以拿來幫助別人。我們有愛，我們

人感激的眼神中，得到行善的喜樂」

有天主的愛，不論我們多卑微、軟

。喜樂包含著給別人快樂，藉著給對

弱、有罪，天主始終愛著我們。祂當

方真正需要的金錢，為對方帶來驚

然希望我們也愛我們的近人，把天主

喜，陳光標就藉著這種喜樂，不斷地

的愛反映在世界上。聖女小德蘭被列

行善。我們能說他錯了嗎？這麼多

聖品，教宗寫下他的決定：「我希望

年來，他捐了多少錢，多少人受其恩

把她封聖，因為她是以超凡的愛做平

惠，我們不能因為「貪求虛名」的缺

凡的事。」我們這一輩子可能都做不

陷，而抹煞了他賑災濟貧的事實。

了什麼大事，就讓我們心懷天主的大
愛做小事吧。（參考德蕾莎修女著「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教導我們最
重要的誡命，就是愛：愛天主，愛近
人。然而，愛不是討論，不是交流，
18

五隻手指頭的福音」）
野聲214

政治動盪下的非洲天主教會
●嚴永晃

近

半世紀以來， 非洲政治一直動盪不安，今年更是風起雲湧，先後發生下列
三件大事， 緊扣世人的心弦：

●1 月11日起，突尼西亞發生人民抗爭，造成總統本．阿里傖惶出走沙烏地
阿拉伯。
●1 月30日起，埃及也發生人民抗爭，兩周後逼得總統穆巴拉克宣佈辭職下
臺，據報導很快將前往西德「就醫」。
●2月12日蘇丹經過全民投票，以99%的絕對比率，通過將國家一分為二。
全球所有媒體對上述各國政治問題的分析報導多如汗牛充棟，筆者無意置
喙，但對整個非洲地區的天主教會則深為關心，因此藉機會查看文獻，搜集資料
並予整理，請讀者參閱指教。
天主教（基督信仰）與非洲的關係，堪稱源遠流長。依聖經記載，聖若瑟受
聖神啟示，連夜帶領聖母瑪利亞和耶穌聖嬰逃往埃及，直到黑落德王死後才回到
加里肋亞地區。（瑪二:12-23）
據史料記載，耶穌受難後，四散的門徒們，在西元第一世紀就到埃及的亞歷
山大（Alexandria）建立教會了，亞歷山大並與後來陸續成立的安提約基（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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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 ，康士坦丁（Konstantinople） ，

阿爾及利亞之後重新建立的，在法國

一是面臨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的激烈競爭，以至於在信徒的成長上，相

以及耶路撒冷（Jerusalem）並稱初期

之後，比利時、英國和德國等歐洲列

對而言較為遲緩。不過這是天主教在全球各地長期以來普遍發生的問題，在非洲

教會的四大教區。初期教會有三位教

強，紛紛入侵非洲，他們的軍人、 移

也並不特別嚴重，天主教會似乎也沒有意思要「加快腳步」；

宗和不少聖人出自今天非洲西北部，

民及其後代，在非洲建立起一個快速

包括利比亞、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

成長而堅實的天主教會。

二是非洲地區屬於愛滋病的高發及高危地區，教會投入在病患救護和傳染防
治的資源和人力，遠較其他地區為多；

一帶的教會的非洲省，包括教宗維克
多一世（Victor I, 189-199）、米提亞得

一九六零年天主教會出現第一位

（Miltiades, 311-314）、加拉修斯一世

非洲籍樞機主教 Cardinal Laurean Ru-

三是非洲地區有極少數神職人員（包括主教和神父），不願遵守教會規定

（Galasius I,492-496），以及聖克雷門

ganbwa。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大力拔

的「獨身制度」，特別是鄉下農村地區，由於傳統上認為男人就應該結婚生子，

Clement,出自亞歷山大）、聖奧

擢第三世界的樞機，依照梵蒂岡教廷

加上當地婦女地位特別低微，以至於神職人員娶妻納妾甚至強暴女性的事也不時

古斯丁（St. Augustin, 出自亞歷山大）

網站的資訊顯示，目前非洲籍的樞機

發生。去年一月間，烏干達竟有20位已婚神父成立Catholic National Apostolic in

等。

已經有十七位，占樞機總數（201位）

Uganda，聲稱仍然是天主教，但不再隸屬梵蒂岡，因而被教廷「逐出教會」。其

的8.5%。

他非洲國家也有類似問題，讓教廷深感不安。

（St.

但是西元第七世紀回教興起後，

20

天主教會就開始遭受磨難了。今天的

另根據梵蒂岡教廷發佈的各國最

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在西元六四七

新信徒統計，至二零零九年底，在非

至七零九年間，回教徒掃蕩非洲北部

洲41個國家，一共有455個教區，有

之後，除埃及地區的天主教科普特教

10,896個堂口，信徒1億3985萬人，占

派（Koptic）由於有堅強的修道院制

非洲總人口數的18.14%，其中有28,621

度，尚能堅持到十四世紀 *註一，其他

位神父，22,326修士和53,606位修女（

諸如利比亞和摩洛哥等地區的教會，

請參閱附表）。但若依照當時非正式

很快就分崩離析了。據可信的史料顯

的統計，則天 主教徒的實際人數，應

示，在西元七零 零年時，北非地區有

該有1億5800萬人之多。估計到二零二

四百位主教，到一四零零年時只剩下

五年，信徒總數可以增加到2億3千萬

四位，教會幾乎全面中斷了。

人，占全球信徒總數的六分之一。

現代的非洲天主教，可以說完全

非洲地區天主教會面對的困難，

從西元一八三零年法國入侵突尼斯和

據網路文章的分析，主要有下列三點：

我們祈禱祝佑基督信仰傳遍非洲地區，教會事業持續穩定成長。
美國加州洛杉磯喜瑞都市來稿 二零一一年二月
●註一：請參閱拙文刊於本刊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東回教世界裏的基督信
仰”
全球
排名
11
15
19
21
23
27
43

國家

非洲地區天主教會及信徒統計(按教友人數排序)

總人口 天主教友
(千人) (千人)
剛果(民主) 59,293 29,500
奈及利亞
124,517 17,906
烏干達
26,537 11,219
坦桑尼亞
39,204 10,465
安哥拉
20,589 10,302
肯亞
32,296 8,018
馬達加斯加 20,072 4,701

比例(%) 教區數 堂區數 神父(人) 修士(人) 修女(人)
49.75
14.38
42.28
26.69
50.04
24.83
23.42

47
50
19
30
16
26
20

1,258
2,041
436
847
271
708
314

4,306
4,437
1,584
2,140
629
1,897
1,143

3,649
1,938
1,183
1,745
723
2,204
1,494

7,883
3,716
2,989
7,591
1,731
3,747
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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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44
46
49
50
55
56
58
59
60
63
66
71
73
74
77
80
81
85
87
88
91
93
102
103
104
105
106
111
112
114
115
118
121
122
15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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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蔔隆地
莫三比克
盧安達
蘇丹

尚比亞

馬拉威
南非
中國
科特伏若
迦納
剛果
貝寧
布吉納法索
多哥
津巴布威
賴索托
中非共和國
查德
塞內加爾
加彭
赤道幾內亞
衣索匹亞
納密比亞
馬爾他
毛裡休斯
臺灣
埃及
馬利
塞拉里昂
幾內亞
賴比利亞
依日得利亞
聖托美
幾內亞-比紹
吉布地
科莫羅斯
合計

懷
信仰主題

非洲地區天主教會及信徒統計(按教友人數排序)
總人口
天主教友
(千人)
(千人)
6,999
4,567
19,318
4,314
8,625
4,133
44,028
4,019
3,425
12,138
15,081
3,281
48,770
3,101
1,397,673 2,964
18,805
2,841
21,520
2,675
4,114
2,077
7,155
1,646
13,169
1,545
5,968
1,483
14,580
1,282
1,811
971
3,492
793
8,178
720
10,357
673
1,325
615
586
548
59,862
533
2,235
375
386
368
1,178
310
22,158
303
80,335
299
15,039
227
5,966
186
6,646
171
2,850
165
4,968
148
138
121
1,300
120
557
7
907
4
770,894 139,854

比例(%) 教區數 堂區數 神父(人) 修士(人) 修女(人)

22.33
47.92
9.13
9.13
28.22
21.76
6.36
0.21
15.11
12.43
50.49
23.00
11.73
24.85
8.79
53.62
22.71
8.80
6.50
46.42
93.52
0.89
16.78
95.34
26.32
1.37
0.37
1.51
3.12
2.57
5.79
2.98
87.68
9.23
1.26
0.44
18.14

7
12
9
9
10
7
27
117
14
18
7
10
13
7
8
4
9
8
7
6
3
10
3
2
2
7
12
6
3
3
3
3
1
2
1
1
455

132
280
138
195
265
147
736
2,335
287
366
158
212
141
151
208
86
114
109
125
64
69
246
91
79
49
452
205
42
61
56
49
110
12
30
6
2
10,896

435
498
537
364
637
408
1,098
4,559
889
1,069
238
501
716
448
147
277
277
242
394
118
108
478
82
925
101
705
532
150
120
99
52
332
9
67
7
4
28,621

302
536
331
167
596
265
1,132
1,933
533
476
152
227
491
337
150
189
189
157
336
95
86
461
97
524
74
644
462
88
80
36
29
347
15
78
9
4
22,326

備註: 1.本表是依據梵蒂岡教廷發佈的最新資料編制的，但沒有註明各國資料的年份
2. 表中中國和臺灣的資料，純粹是為提供讀者對照參考，沒有列入"合計"數字

1,093
979
1,390
343
1,596
963
2,577
6,079
831
794
232
939
1,218
735
653
334
375
375
719
167
208
596
399
1,047
244
1,056
1,323
280
39
100
42
562
36
133
19
4
53,606

治癒和拯救的傅油聖事
世上的健康 靈魂的準備
●沈藝甲
傅油聖事就是「臨終傅油」嗎？
為何耶穌在世時，替人治病前常常先赦罪呢？
基督徒只要重視靈魂健康就好，肉體並不重要嗎？

教

會有一件很棒的聖事，既可幫助身心有病者恢復健康，帶來安慰、平安和

勇氣，又可赦罪，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可是大多數人不願早早領受，還覺

得能不領受是蠻幸運的。是哪件聖事呢？

我很幸運尚未領過傅油聖事？
有一天聖母軍探望癌症病人，知道病人需要全身麻醉開刀刮除腫瘤，其後還
要化療，建議請神父來施行傅油聖事。受訪者愣了一下，遲疑地問：「醫生和你
說了什麼？我的病這般嚴重嗎？」
聖母軍姊妹趕緊說明傅油聖事，它不再是臨終時天主教徒完善準備自己去見
天主的三件聖事之一 1 ，更是我們平時身體或精神心理有病時，最佳的治癒性聖
1. 懺悔與和好的聖事（告解聖事）、傅油聖事、感恩（聖體）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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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過去有人誤認傅油聖事只是「終

可以祝聖

耶穌派遣門徒去傳福音、治病人（谷

使我們免除恐懼和瑕疵，準備好與完

傅（臨終傅油）」，一定要到快死了

司祭，選

16:18）。因此，今天我們奉行「傅油

全美善的天主在永生樂園中共融。《

才可領受，因此忌諱拖延，錯失了聖

立君王。

聖事」，是延續了耶穌啟導人、救人

天主教教理》建議信徒們在臨終前，

事治癒的恩寵！又例舉她自己上次手

聖經中記

靈魂的事業，整體教會更在諸聖相通

清醒而身體狀況許可時，領懺悔（告

術開刀的經驗，傅油聖事不但使自己

載了許多

中，為病人的裨益代禱。

解和好）、傅油、聖體三件聖事，帶

安心從容進手術房，手術後不覺痛苦

傅油的故

（行聖事時把自己的痛與基督的救贖

事，成為

苦難結合），還康復得特快。

傅油聖事
的基礎。

天主教的傅油聖事！
天主教的傅油聖事在《天主教教

心地去見天父。

傅油聖事的赦罪恩寵

她又拿起聖經翻到雅各書五章

舊約猶太歷史中曾多次記載：傅油是猶

理》1499-1532條中有清楚說明。標題

14-15節，慢慢地大聲唸：「你們中

太人自梅瑟、亞郎以來，三千多年祝聖

特別用了梵二改革後的「病人傅油」

我們讀聖經四福音書時，每每驚

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

司祭的禮儀（出29:1-37，肋8:1-13、30

（Anointing of the Sick，譯自梵蒂岡的

喜發現，耶穌經常在醫病前自動加了

來；他們該為他祈禱，因主的名給他

）；更是猶太人選立君王的方法，撒烏

官方語言拉丁文Unctio Infirmorum），

更難得、更美妙的「孩子，你放心！

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

耳王、達味王、撒羅滿王都是被傅油按

以免信徒們繼續誤解該聖事只能是「

你的罪赦了。」（瑪9:2）「病」只

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

立為王的（撒上10:1, 16:1-3、12-13，列

終傅」，忽略了傅油聖事可帶給大家

是身體不適，「罪」可是遠離天主落

罪，也必得蒙赦免。」強調傅油聖事

上1:39）。

的治癒恩寵。「病人傅油聖事」由主

入「永死」的大事，怎麼我們還沒有

教或神父主禮，可以團體公行，也可

求，耶穌就白白給了？

不但和死亡無關、只和治病有關，還
可以賺到「赦罪」呢！

耶穌基督在三年傳福音行程中，

一對一舉行。儀式相當精簡，包括讀

替人治病是他救人的「啟蒙」途徑；

經（天主聖言）、祈禱，及在病人的

我卻覺得我們已經求了！固然猶

這位姊妹精力充沛、唱做俱佳的

先滿足人類眼前的身心需要，再喚醒

前額和雙手傅聖油，必要時可在一兩

太人本就認為身體疾病和靈性犯罪有

見證把病人逗笑了，馬上打電話約請

人們還不醒悟的永生救贖需要。耶穌

神父。

治病不用油，只用祂的「聖言」（瑪

分鐘內完成。

關，甚至認為「罪」是「病」的源頭
（若9:2），當猶太人求醫病時，能

8:5-13），偶爾用水和泥（若9:1-7）

「病人傅

追本溯源清除罪愆才是治癒疾病的真

，但卻派遣他的門徒去為人傅油治病

油」聖事當然也

道！其實我們也一樣，心靈不健全常

（谷6:13）。在有名的善心撒瑪黎雅

是基督徒在臨終

會影響身體生病，心靈健全又領受傅

傅油聖事有許多不同作用，對我們

人譬喻中，耶穌詳細說明在被打傷的

前準備自己靈魂

油聖事常可使身體恢復健康。當我們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傅油是許多中東

創口要注上油和酒消毒治療與包紮（

的聖事。藉著聖

身體不適時，正是我們反省自己與天

民族的傳統，可以療傷，可以祝福，更

路10:25-37），並在他復活後升天前，

事的恩寵幫助，

主的關係，求天主赦罪的良機；當我

聖經中的傅油傳統

24

著與基督聖體結合的身心靈，純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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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求天主治癒我們的疾病時，當然更
要先求天主赦免我們的罪過。

Lic.# 197607034

護慰者聖神天天和我們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終結（若14:15-17、18-21

˶⎑ᇼ፞шዲ੯ Cardinal Yu-Pin Manor!

，瑪28:20），當我們全心懺悔祈求，
單國璽樞機是很好的榜樣。他在

即使沒有機會好好領受「和好聖事」

2006年8月發現患末期肺腺癌 2 ，醫生

，單領「病人傅油聖事」也已幫助我

說只能活3-6個月，他在基督信仰的恩

們獲得赦罪恩寵！當然，若能全領和

寵內領了和好、傅油、聖體聖事，已

好、傅油、聖體三件聖事 就更幸福妥

經好好活了四年多。這四年中他治病

善了。

保健並轉為「安寧療護」，同時舉辦
了「生命告別之旅─ 人生思維巡迴

心靈病苦和傅油聖事

講座」，出了《告別生命之旅》和《
活出愛》等書，又主導催生了高雄的
「真福山」靈修和全人發展中心，反

「病人傅油聖事」還有一個重要

An Assisted Living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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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是我們常常忽略的！

而使更多在台灣從未接觸基督信仰的
人，有機緣「聽得到」也「聽得進」

我們提到「治癒」時，心裏通常

他的生命見證和基督福音。最近單樞

想的是身體疾病，很少聯想到心理或

機更積極籌劃進入大陸，讓更多中華

精神疾病。雖然心理或精神疾病使自

子孫，也有緣體認分享基督信仰帶給

己和家人生活痛苦，後果嚴重，亦很

他的幸福、和諧、安康。

可能導至暴力或自殺死亡，卻不太被
人重視。尤其心理或精神疾病在表面
上看不大出來，像憂鬱症（Depression）就常因自己和家人對憂鬱症跡象
沒有認識而否定，覺得「別耍小脾氣
了！」、「別鬧了吧！」當憂鬱症在
不定時失去控制，人死了就後悔也來
不及了！

2. http://stpeter.ccreadbible.org/?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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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Agnes Yu
Sukuang Kao
Wen Hwa Chueh
Helen Lee
Sunny & Clara Lo
ધ࢚႑࿉՟,Պߜᘏ
ឆټ
ஊᘃଥՖ
ឆټ
San Diego ᖠࣔհਣᆣئ૨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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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ຫૉᅖ
ឆټ
German Y. Lam
ឆټ
ឆټ
ધ࢚႑࿉՟,Պߜᘏ
ᆺد堚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San
Candice Cheung
St. Anne Church Chinese Pastoral
ᒱᡖࠇק᎖ոՕᖂ
Raymond Lau
ધ࢚墌૭֛ٳഡ
ឆ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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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
$10
$50
$2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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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10
$300

2003
200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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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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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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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Kui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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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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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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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us & Shu-Mei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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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心理或精神疾病，通常比人們童年受的「心靈傷害」
更危險，卻較容易治療。「更危險」是因為童年受的心靈傷害雖然仇大恨深，極
難寬解，但多數患者（受害者）自己心知肚明，會求助於心理醫生、找靈修神
師、參加治癒彌撒、領受聖事，或主動尋求心靈伴侶（spiritual companion or supporter）疏導安慰。患憂鬱症或燥鬱症的病人卻通常不知道自己患病，羞於訴說自
己的苦惱，怕自己是「無病呻吟」，錯過了治療良機。其實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
病，通常只是遺傳疾病或身體內分泌失調，醫學界已發現了多種很有效的緩解藥
物可試治，反較容易治療。
我們要多認識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心理或精神疾病，用愛關注我們的親人朋

གᑺ̘ইā۴ேνಝສδ࿄Ζă

ཏв࣮ٖͯνϑఌٹұᙳĉ
హԷྣпॠ፞ā˗ϟਔ༤ˮಿѧĈ

友。若不能提出看心理醫生的話題，至少可請帶病者陪伴自己一同去參加團體的
「病人傅油聖事」或治癒彌撒，切不可「不
好意思」而掉以輕心。其實每台彌撒都是治
癒彌撒，常和疑似有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心
理或精神疾病的親友一同去參與彌撒，領受

ཏв࣮ͯ ই࣎п ቷڌᔾ ઈЂม ዲϟַć
ΝͼАяāгওᝍՍāг̊ئͩڌāг్ϟછێၘā
г܄ޡក͈ฦāױ̊ۉӚᓜʹѢ Torrey Pine ۽܅ዲϟ………

基督聖體，並懇切祈禱、做九日敬禮，類似
「傅油聖事」的治癒和赦罪恩寵，也必會降
臨你關愛的人！（若15:16）
聖地牙哥

ᇡൣᓮ൞ऱ֖ࣛΔറᄐࢪچขᆖધΚ
ቼԖ ܮMarietta Shen
TelΚ
ΰ858α837-2223
ፌӕ Michelle Liu
TelΚ
ΰ858α837-2300
E-mailΚLiushenSD@aol.com
Keller Williams Realty
13400 Sabre Springs Parkway, Suite 100
San Diego, CA 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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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聖事系統

們的天主教（Roman Catholic），

我

1．三件入門聖事（Sacraments of

姓李，生在窮人家就窮，生在 富人家

英國國教（Anglican），希臘東

Christian Initiation）。為使我們更容易

就富。聖洗的禮儀是沐浴，但是這件

正教（Orthodox）的信仰都有七件聖

的瞭解，我可以把這三件聖事稱為「

聖事的效果，遠遠超過以神聖的沐浴

事。其他的基督教往往只有三件聖事，

做基督徒的基本聖事」，即聖洗、堅

洗淨靈魂。聖洗是誕生，這件聖事使

即聖洗、堅振、與聖體聖事。有些基督

振、聖體三件聖事。

一個人出生於天主之家，生活在天主

教把聖體也不當作聖事，所以他們只有
二件聖事，甚至只有聖洗一件聖事。我

2．兩件治療聖事，即和好聖事

產業，像姓張、姓李一樣的，受洗的

在這裏簡單地談一談天主教的聖事系

（Reconciliation）和病人傅油聖事

人就姓了天主（屬於天主），信了基

統。

（Anointing of the Sick）。

督，（做了基督徒）。

聖事是什麼？
拉丁的聖事名字是 Sacramentum。
這字的原意是信號和象徵。這些象徵
性的信號，因耶穌神聖的大能，會產
生所象徵的事實。譬如用水洗滌是潔
淨骯髒東西的象徵，聖洗中的洗滌不
單象徵著潔淨骯髒，並且真的把靈魂
潔淨了。中文聖事的譯意不是靜止的

徐卓越 神父
●

事物（static object），而是活力的事件
（dynamic

event）。假如用比喻來解

釋：聖事不是家裏裝飾的圖畫、雕像
或古董；聖事是在家裏過著衣食住行
的實際生活。
我們把七件聖事分組來討論，以便
容易瞭解。七件聖事可以分成以下三組：

28

的家裏，做天主的兒女，繼承天主的

3．兩件服務聖事，即聖秩聖事

二．聖體是食物營養。我們的身

（Holy Orders）和婚姻聖事（Matrimo-

體需要營養，所以嬰兒一出母胎一直

ny）。

到年老死亡，天天要有食物飲料來滋
養身體。食物不對，營養不足對身體

基督徒的三件基本聖事

會有不良的影響（疾病甚至死亡）。
在超性生活上，我們的靈魂（靈修）

以神學的眼光來看生老病死的人

也要有食物和營養。聖體聖事就是這

生。人的生活有兩層，人以生理、心

種神聖的食糧。恭領聖體不只是吃耶

理和人情為中心的生活，是本（人）

穌的肉，喝祂的血，好像在吃最有營

性的生命；人以精神靈魂與天主為中

養的食物來保健，或是在最高級餐館

心的生活，是超（神）性的生命；本

裏吃山珍海味，享受天降的食糧。聖

性的生命與超性的生命是平行相連

體聖事的威力是使我們變成耶穌的身

的，本性生命上的大事，超性生命上

體，分享耶穌的神（天主）性。

也有；本性方面的（物質）需要，超
性方面也有同樣的（精神）需要。

三．堅振是成長和成熟。初生的

一．聖洗是誕生。人生第一件

嬰兒完全不能自立，一切都要依靠父

大事是出生，出生在哪一家就屬於哪

母或褓母。嬰兒能吃，吃了食物會自

一家。生在張家就姓張，生在李家就

然地成長，但是要等一段時期才會行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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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講話，要再等一段更長的時期才會

雜，容易生病受傷，像機器一樣的，

超性生命中的死亡，再以醫學的眼光

患著重病的人不單身體上有痛

自立，最後能做事為人服務。超性生

身體會壞，壞了不能也捨不得丟掉，

來看和好聖事，人人都會賞識這件聖

苦，靈魂上還有煩惱。 病人或許無力

命的過程也是這樣，我們領洗時是初

所以身體一定要好好地保養，壞了要

事的偉 大。感謝仁慈的救主耶穌，建

在行為上犯罪，可是在思想與態度方

生在天主家的一個嬰兒，一切都要靠

修理，因此從古至今就有醫學和醫師

立了這和好聖事（又名懺悔、告解、

面郤有許多嚴重的誘惑。長久的疾

家人來照顧，同時我們像嬰兒一樣也

來治療疾病和創傷。一般講來，外科

辦神工等等）來赦免世人的罪，在超

病，使病人不耐煩，怨天尤人，忿怒

能吃，吃了之後（領了聖體）也會自

是醫創傷，斷的要接，破的要補，碎

性生命上，使受傷的痊癒，患病的復

無禮，自憐自悲，鬱慮憂愁，失望絕

然地成長，但是我們還要等一段時期

的聚集，塞住的要疏通，有害的割

原，斷氣的復活。

望等等。病人傅油聖事的第一目的是

才會有能力為教會服務。堅振聖事會

掉；內科是治疾病，疾病往往是體內

使我們在天主家裏成長到一個為人服

的化學元素不平衡，所以內科醫師先

二．病人傅油聖事的主點是防疫。

緒，不要陷於誘惑，是預防性的。所

務的階段，堅振又像達到了成人的年

要尋找病因，然後再來對症下藥。其

這件聖事因它以前的名字而受誤會，不

以基督徒一有重病就要領這件預防性

齡，開始享有權利，同時也負起服務

實每位醫師都用內科和外科的方法來

受歡迎。以前這件聖事叫「終傅」。終

的聖事。當然在生命的終結，這件聖

和貢獻的責任。

使病人恢復健康。

是最後的意思，那麼「終傅」就有最後

事的確是來幫助病人好好地準備與天

一次傅油的含意，終傅聖事因而被誤會

主面對面的相見，把自己的一生，做
一個好好的交代。

身體成長到了某一階段，在生理

身體容易生病受傷，靈魂更容

成送終聖事。除非病人在渴望著去世，

上都會發育，開始有能力繁殖，生男

易生病受傷。花花世界的誘惑非常強

很少人願意這樣做。有時病人雖不介意

育女，傳宗接代。堅振聖事應該是超

烈，加上人性的軟弱，不能控制自己

終傅，但是家人卻不如此，所以一直拖

性生命中的發育，使一個基督徒擁有

的七情六慾，這些就是神學所謂的七

延到病人即將斷氣之時，才通知神父來

繁殖力。為教會傳宗接代，為耶穌做

罪宗，即驕傲、貪婪吝嗇、貪饕、迷

給病人做終傅。因此神父行傅油真的變

漁人的漁夫。換句話說，一個人受了

色、嫉妒、忿怒，和懶惰。聖經說，

成了送終。

聖神的指引，會有福傳的精神。更實

就是義人也會每天跌倒七次（箴二十

際的說，那就是由於我，天國會多增

四16），那麼，不義的人更不必講了。

兩件服務聖事
聖事系統中有兩件叫做服務聖
事。即聖秩（Holy

Orders）與婚姻

（Matrimony）。聖秩是祝聖主教、
不歡迎這件聖事原因是不是由

神父、執事的聖事。他們是教會的

於中文用詞的不當？或是翻譯的不正

負 責 人 員 ， 也是為教友的服務人員，

一．和好聖事是醫治。罪惡有

確？不是的。這件聖事的拉丁名字曾

所以很容易瞭解這是一件服務聖事。

極大的吸引力，犯罪後罪人還不願脫

是 Extreme Unction，英文名字是Last

但是婚姻是男女的結合，最理想的結

離。罪人認為罪惡只不過是一個不痛

Anointing，都是最後的意思。為了免

合是建立在愛情上的。婚姻該是愛情

疾病和創傷是世人難免的痛苦，

不癢的抽象名詞，生活在罪惡中也不

得誤解，所以現在改名為病人傅油聖

聖事，稱它為服務聖事需要解釋。現

不但影響體力和情緒，並且還威脅著

知恐懼。但是一旦罪人悔改，發現罪

事（Anointing of the Sick）。

在我們先來談聖秩聖事，然後再來討

生命。人體的結構是非常精緻又複

是超性生命中的疾病和創傷，大罪是

加幾位成員。

兩件治療聖事

30

幫助病人來抵抗這些消極的悲觀情

論婚姻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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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秩聖事中有三個階級，主

下層是羊群，即教友；上層是牧羊

與耶穌的教導相反。好萊塢一類的名

婚姻是一件服務聖事。婚姻的

教，神父與執事。教宗是天主教的最

人，即主教。假如 你不是主教，你就

人（即有錢 有名的要人或明星），過

服務性是非常明顯，夫妻彼此互相照

高元首，他有最大的職權，但是教宗

屬於羊群。總主教（大主教）、樞機

著隨心所欲的生活，要結婚就結婚，

顧，父母為子女 們辛苦勞碌幾十年，

不是聖秩聖事中的另一個階級。在樞

主教（有權選舉教宗的主教）、教宗

要離婚就離婚。好萊塢的作風影響著

帶著愛，為家人付出全部心血，並且

機主教選新教宗時，被選的那位一表

本人，都是主教，所以都是牧人（牧

全世界的婚姻觀念。年輕人以為不跟

一切都是免費的。除了在婚姻中、家

示接受，那時那刻他就是教宗，不需

羊人）。蒙席、神父、執事、修士、

著他們走，就是老式，不時髦。新潮

庭裏，世上那有這種永久性的免費服

要祝聖。教宗也是一位主教，但是他

修女、平信徒（教友）都不是主教，

流的婚姻重點是「我的快樂」。結婚

務？

是主教團中的最高者，正如伯多祿也

所以都屬於羊群。神父的職位有些特

可以使我快樂，我就結婚合法同居，

是一位宗徒，但是他是宗徒之長。

殊，他代表主教時，他站在上層，當

不快樂就另找新歡。

主教執政時或對全教區發言時，神父

婚姻還有更深奧的傳教使命。婚
姻是為自己和家人的得救而設立的。

主教是宗徒的繼承人，他是教

與教友一樣的站在羊群的下層。執事

婚姻是聖事。人有性別都是天

在追求成就名利及培養發展才能時，

會的主任牧者，每個教區都是主教做

是主教的助手，他站在上層或在下層

主的創造。男女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神

不要疏忽了自己和家人的得救。夫妻

首長。主教有權祝聖執事和神父，主

完全由主教來決定。

秘，因此婚姻也是非常神聖。婚禮中

間最甜蜜的話可以是「我愛你，絕不

的宣誓充滿著動人的愛情和大無畏精

害你！」（絕不為害你的得救）。信

教還能祝聖另一位主教。祝聖一位新
主教往往有三位主教一起舉行。新主

以上是組織性的聖秩聖事。服務

神，新郎新娘對彼此說：「從今以

主的教友，有沒有顧慮到你不信主的

教不必由教宗祝聖，按照天主教的紀

性的聖秩聖事實得我們讚美感謝主。

後，不論是好是壞，是富是窮，是病

配偶，會不會與你一起升天？父母都

律，新主教一定要有教宗的任命。

忠貞的神職人員是基督奧體內的血

倒還是健康，我與你攜手共進，互相

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那麼父母

液，像人體內的血一樣，這些神職人

珍愛，直到死亡才將我們分開。」

更應該望子女成聖。沒有成聖的龍就

教會的組織，多數人都認為是

員循環在基督奧體的全身，時時處處

像金字塔一樣，一層層疊上去的，最

滋養著每一個細胞（每一位教友）。

婚後的成家立業，生男育女是終

底的一層是平信徒（教友），以上是

身體一受傷，就會出血；教會一有教

身的事業，這件大事只靠人力是無法

修女、修士、執事、神父、蒙席、主

難，神職人員就會受苦，往往是第一

成功的，所以一定要有天主的相助。

教、總主教、紅衣主教（樞機主教）

批為耶穌致命的殉道者。血液不會自

在天主的設計中，婚姻不只是男人與

成功的婚姻聖事，美麗的家庭，

，最高點是教宗。教會在遊行時的程

己增加繁殖，人的血是在骨髓裏產生

女人兩人之間訂立的個人契約，婚姻

是夫妻兩人帶著子女走在天國的大道

序可能是這樣，但是教會的組織郤不

的。同樣的，神職人員的人選也是默

是包括天主、男人、女人一起訂立的

上。最後全家登天，與主一起，共享

是這樣。

默地在信德堅固的家庭裏產生的。

神聖盟約，這盟約中的三位，缺一不

福樂。

像沒有明珠的龍，不能發揮真的威
力；沒有成聖的鳳，就像沒有羽毛的
鳳，不會美麗好看。

2011年1月，寫於休士頓美華天主

可。沒有天主的婚姻往往會失敗。
教會的組織只有簡單的兩層。
32

二．婚姻。現代的婚姻概念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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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教友則以舞蹈、擊掌，向這位剛上

現出來，由身穿傳統服飾的教友為大

任一個多月的總主教，表達歡迎和敬

家講解。今年華人文化攤位是由羅省

意，

天主堂負責，主題是「介紹中國傳統
祭祖和利瑪竇400周年紀念事蹟」。羅
此次大會有超過四萬人參加，3

月17日有一萬六千名高中生（9至12

宗教教育大會後記與分享
「信賴上主，依靠上主」

2

外語信仰福傳卡片，頗受歡迎。

年級）參與了充滿活力的青年日。有
二萬多人參加週末三日的課程活動，

位於一樓的陳列大廳，有上百個

他們是神職人員們，主日學老師們，

銷售攤位項目齊全，是大家最愛的聖

教友團體，和教會各項工作事奉人員

物選購去處，有最新的CD、聖樂、書

們。還有共497位從世界各地遠道而來

籍，還有宗教文物、教材、聖物、聖

的教友們，如：加拿大、澳大利亞、

像和衣飾。由於今年教廷修改了英文

英國、紐西蘭、巴勒斯坦、法國等國。

的彌撒經文和音樂，所以在課堂上經

011年由洛杉磯教區主辦的年度宗

在星期五早上的歡迎彌撒中，大

教教育大會於3月17日至20日在橙

會總負責人Sr. Edith修女特別鼓勵大家

縣安那罕大會堂舉行，教區新上任的

學習先知耶肋米亞的智慧，就是要信

恭美志總主教，首度以總主教身份蒞

賴上主，依靠上主，如耶十七7-8「凡

了200多位講師。課程範圍廣泛，從個

臨大會與大家見面。

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人，是可

人成長到音樂到靈修，有英語、西班

祝福。像一株栽在水邊的樹木…，不

牙語、越南語。講師們都是有名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習會課程，

愁旱年，不斷結果。」她說：「要依

有修養及有避靜經驗的神父、修女、

靠著耶穌如磐石，心存希望，將天主

有名作曲家 Christopher Walker 親自教

作家、作曲家、大學教授們。除了課

放在我們生活和生命中，遇到天災、

導。也有David Hass，由於他作曲的好

程，大會更安排了音樂會、祈禱會、

多首歌都是好聽熟悉的歌曲，他教導

人禍、困難打擊，不要害怕。要信靠

彌撒、藝術展覽等。

我們新版彌撒中的光榮頌，聖、聖、

今年大會主題是「Hold

Firm….

Trust!（信賴依靠上主）」。洛杉磯
教區恭美志總主教（Archbishop

Jose

Gomez）說：「正如四旬期第二主日
經文『耶穌的愛』會伴著我們善度四
旬期，使我們能面對生活的挑戰。信
靠祂，祂會帶我們走出黑暗，步向光
明。」

34

蘭崗天主堂也提供了許多各式精美的

過老師們的講解與推薦，下了課，教
大會提供了近280個課程，邀請

耶穌，也要相信自己對天主的信德。」

友們都趕往書籍攤位選購新版本的聖
樂及禮儀資料和書籍。

聖，和羔羊頌等。
位於二樓的多元文化展示攤位，

Sr. Edith Prendergast 正式歡迎恭美

是大會的特色之一，吸引 了許多與會

參加此次宗教教育 大會，蒙市有

志總主教的蒞臨，並代表大會贈送一

人士前往參觀。各族裔教友將自己特

六十多位參加，其中華人教友有20多

部若望福音給他，全場起立報以熱烈

有的生活文化和天主教信仰，以圖

位，羅省有近10位教友參加。

掌聲，聖詠團揚起歌聲，多元文化族

片、雕塑、影片、文字和手工製品呈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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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的隆重閉幕彌撒中，

分享出去，才能加倍還給天主。喬愛

有十位主教和神父們為大家祈禱，由

玲老師覺得有一課，讓她很感動，就

John

Flaherty指揮的兩百多位聖詠團

是“Stop-Look-Listen”在這紛亂的世

員獻唱聖詠，恭美志總主教在證道中

界要停下腳步，仔細觀看，聆聽，分

說：「天主召叫我們來此學習，讓我

享基督，並為自身的靈修需要做反省。

們體驗到祂的愛和臨在。大家回去後
要傳播祂的信息。來到宗教大會不僅

陳修女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身邊

是為進修，共融，更要認識天主和信

周圍那些最不受關懷的人，主動接觸

靠天主。在平日的每件事上，都要學

聆聽他們，小小的關懷會令他們覺得

著用心聆聽天主的召叫，順從天主的

自己受重視，並有可能一輩子都記得

旨意。」

這樣的一個愛德關懷。

蒙 市聖湯瑪斯天主堂華人教友

課程中所學得的知識與經驗，加

除了兒童道理班21位中、英文教師之

上兄弟姐妹間的分享，讓我們都有「

日

外，還有禮儀組領導人、青年組的菁

豐收」的感覺。

神父繼續表示：「海嘯讓我們牢記生命的脆弱。正在善度四旬期的日本天主教

別各自選課，三天沈浸在上主奇異的
恩典，領受無窮的主愛。
蒙市的團隊在3月19日晚上聚
餐，中外教友共24位一起進餐，席間
有豐盛的心得分享。劉秀玉老師和巨
老師覺得可以教給小朋友聖歌和舞
蹈，在課堂中以帶動唱教導小朋友，
因很多小朋友都很愛唱歌跳舞。王海
瀛姐妹覺得每人都有天主賦予的才
能，要找到自己的禮物，加以發揮，

本新潟教區秘書長大瀧光一神父說： 海嘯罕見的巨浪徹底顛覆了我們的生
活，我們仍處於震驚狀態。各種消息十分混亂，仙台教區是重災區。大瀧

會，將竭盡全力開展團結互助、援助災民的工作。」

英加入，由陳修女做領隊。參加者分

36

落實四旬期愛德
教會濟助日本各災區

（蒙市張永安主筆 劉秀玉等心得
分享 編輯小組綜合整理）

剛剛從泰國曼谷出席亞洲明愛會議返回教區的菊池功雄主教立即投入賑災工
作。曼谷大會上，菊池主教被選為亞洲明愛會主席。
日本明愛會主席菊池功雄主教已明確表示，「日本天主教會雖然很弱小，但
會積極努力參加賑災、幫助受災的災民。」
亞洲明愛會主任門德斯神父在曼谷向本社表
示：「我們正與日本明愛會保持著密切聯繫，時刻
關注事態發展，瞭解災情和死傷情況。我們希望人
員損失盡可能的少，並等候有關方面提供最新的災
情統計資料，以便制定相應的賑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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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之間》
教友必看的電影

首都東京附近的崎玉教區主教
說：「日本教會將用祈禱和團結互助
來迎接大地震和海嘯帶來的挑戰。仙
台的損失最為慘重，災情最為嚴重。
崎玉教區的位置略趨向於南部，雖然災情也很嚴重，但所幸未有人員死亡。現
在，我們最擔心的福島核電站的情況。我們將竭盡全力，在聖神的幫助下，應對

面

對恐懼，最大的武器是信仰…。

在北非群山峻嶺中有一座修道院。在這修道院裡，有八名法國修道士，他們

這場災難。」

和當地的穆斯林居民相處得十分和諧快樂，經常資助他們，為他們義診。某日，
主日彌撒聖祭中，日本全國的教堂都哀悼大地震遇難同胞，為傷患和災民祈禱。
作為基督信仰團體，我們將用祈禱和具體的團結互助，在困境中作出信仰見證。

一群法國工人被當地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殺害之後，一種恐懼與敏感，便迅速在這
個村莊裡傳開…。

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使人們再次牢記：「人的生命永遠在天主的手中，是

激進教派要求提供糧食醫藥，修道院為村民著想予以婉

天主賜予的恩寵。此外，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將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敦促我們在

拒，卻從此為自己惹上了麻煩。法國駐地部隊聞聲來到修道

此四旬期之際落實愛的見證。」

院，但為不驚動村民，修道院也決定拒絕部隊提出的保護。
編輯小組綜合整理
當修道院的處境越來越危急時，他們究竟該留下來繼續
修道傳教？還是離棄倚賴他們的村民，也放棄他們來此目地
回法國去？頓時讓他們陷入兩難。在幾經考慮後，他們決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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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留下、繼續為修道傳教而努力。這八名
修道士會遭遇到什麼危機？他們又都能安然
度過這場劫難嗎？一段觸動人心的感人故事
就這樣登場。

給乞丐錢 請輕輕蹲下
（寡婦的銅錢）

《人神之間》是近年法國最重要的電影
之一，它不但榮獲去年「坎城影展」評審團
大獎，更在法國蟬聯數週票房冠軍後，最後
創下了11億台幣票房的驚人紀錄！《人神之間》也榮獲今年法國奧斯卡「凱撒
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男主角、男配角、劇本、攝影、美術、音效、剪輯及

●林倖妃

藝術指導等11項大獎提名，而片中多首精彩的詩歌演唱，與柴可夫斯基名曲「天
鵝湖」的巧妙運用，都使電影產生了如排山倒海的感動力道。

一

手畫畫、一手寫作的劉墉，七月升格當了爺爺。他在孫女千千出生前後，陸
續捐出一百萬元，因為「感謝老天的方式，就是幫助別人」，他說。相對於

為在《人神之間》一展天籟歌喉，男主角藍柏威爾森很早就開始詩歌練唱，
之後更與其他演員組成了「男聲合唱團」，一同接受專業訓練。當電影開始拍攝
時，他們餘音繞樑的歌聲，果然讓人感動得起雞皮疙瘩，現場工作人員無不感到
既驚奇又驚喜！

最近在電視節目上，暢談他和紐約長島住家旁兩隻大雁相遇、相戀，而寫成的最
新著作《啊啊》，面對「行善」這檔事，劉墉卻顯得很低調，堅持是「分享」。
劉墉九歲父親過世，十三歲時家被一把火燒光，他形容那之後的人生「慘透
了」，但他卻將「財富」看得很透澈，在大陸巡迴演講募款蓋希望小學，每出版
一本書，事先捐出50萬給公益團體，遇到婚喪喜慶更代親朋長輩捐出紅白包。

這部改編自真人實事的電影《人神之間》，劇情描述八位在阿爾及利亞傳
道的法籍傳教士，因時局動盪被迫捲入風暴，卻以無私而堅定的信仰，從容面對

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收到的第一筆婚禮捐，就是劉墉在兒

脅迫。該片在法國上映三個多月期間，戲院裡此起彼落的哭泣聲與讚美聲不絕於

子劉軒結婚時所捐出。「我的人生態度是，對待人、對待自

耳；最後更掀起超過300萬人次的觀影熱潮，成為國際媒體關注與討論的焦點！

己，都是不負我心、不負我身」劉墉說，「既然我這麼幸
福，為何不和大家分享這個快樂？」

《人神之間》同時也獲得紐約122名電影製片、電影史專家、影評人及學生
團體支持，榮獲了「美國國家評論獎」最佳外語片殊榮！這部描述了人性至高價

劉墉如何將快樂分享出去？以下是他的訪談摘要：

值，發揚生命最大意義的感人電影，目前在歐美各地都受到無比的重視與推薦，
是您絕不能錯過的精彩佳片！（選錄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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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世時就教我行善。只要看到乞丐，父親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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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給我，讓

女兒當時拉小提琴，女孩說好

我輕輕放在

好聽啊，希望爸爸、媽媽、同學都能

盆子裡，他

聽到，我女兒說「沒問題」。我跟女

若跪著或趴

兒說「說話要算話」，所以隔一年全

著，就蹲下

家都到貴州深山。那女孩出生後，因

來放，因為

為是女娃，外公把她放在籃子裡，要

就像我這幾年看新竹德蘭啟智中心

這 不 是 施

拿到山邊活埋，途中被姑姑搶過來養

寄 來 的 刊 物 ， 誰 誰 誰 捐 2 串蕉、誰誰誰捐

捨，這是分

大，她後來治好眼 睛，變成媒體焦

一袋米，這才是真的感人。躲在遠遠的地方

享。

點，父母又跑出來要認孩子，但孩子

把錢丟過去，這是一種作法，親自參與也是

已經不要了。

種作法。一串蕉一袋米，給人的感動可能

中學時，我看到報紙上登，一

錢匯出去多大數額，都不等於真正的接
觸。

一串蕉一袋米的感動

比一百萬來得更多，就像聖經中「寡婦的銅

個女孩眼睛快瞎掉，我把寫稿領到

這對我女兒，一個紐約來的孩

的一點點錢捐出，從此後就每天翻

子，心中是多大的衝擊，體驗到鄉

報紙。我發現雖然是小小的一件

間的貧苦和無奈，對她的成長有多

人要感覺幸福就會感恩，感恩就會回饋。有些人感恩只會回饋自己人，但自

事，世界卻突然變大了，就像心愛

大幫助！我不是試圖改變孩子，只

己人已經夠了就要幫助別人。很可能你帶著孩子去給乞丐一塊錢，卻是你的孩子

的貓或狗不見了，你會去沒去過的

是帶她去現場，愛她，也要她付出

未來給人幾千萬的契機，這是種子萌芽的開始。

巷子、沒去過的草叢找，會發現更

愛，而不是光靠嘴上說要她行善。

大的世 界。

我太太說一句有意思的話，「你等

關懷使得你的世界變大，不要一心想著「行善」，而是「分享」；也不要覺

著瞧，將來說不定哪天，我們沒

得自己能力少就不做。年輕人即使捐5元、10元，都是很大的，而且放的時候不要

愛孩子，也要她付出愛。女兒第

捐，女兒卻全捐掉。」因為她的心

叮咚響，而是要蹲下來放，這才是平等。千萬不要有施捨的想法。

一次到亞洲，是全家去北京等貴州一

會比父母來得更大。我是小咖（小

個瞎眼女孩。她是我捐的希望小學中

腳色） ， 孩子 有可 能 變成 大咖 。

錢」，耶穌說這比什麼都大。

摘選自網路

的一個孩子，我在貴州看到她，托人

42

帶到當地醫院檢查，醫院說沒救了，

我的兒子高中時，曾經到台南

北京協和、濟南醫院也說不行，但同

德蘭啟智中心幫助孩子。我到德蘭

仁醫院願意試試，所以我們去北京等

看兒子時，抱起一個13歲的腦性麻

她動手術，沒幾天一隻眼睛復原了，

痺女孩要上樓，發現她大概只有6

到現在都沒問題。

歲體重，那種震撼令我體會到，把
北美華人天主教文摘 第十四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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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已經 咒詛兒子多久了？
一 則真實的故事

在

奧勒岡州的波特蘭有一位牧師和他的太太，他們有個兒子，這兒子帶給他
們許多煩惱。不只如此，現今這兒子離家出走，斷絕音訊已三、四年了。

看看你們好不好。」這位父親說：「

那一整天，父親心裡警覺當他停

兒子啊！我真的很高興你打電話來。

止咒詛兒子，而以祝福代之時，情況

」他們在電話中聊了幾分鍾，然後父

就有了極大的改變。那天晚上，當兒

親問：「我不知道你心裡怎麼想，但

子躺在他自己的 床上時，父親來到兒

週六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兒子欣然

子房間，坐下來對兒子說：「孩子，

答應。

過去那麼多年來我對你很不好，你願
意原諒我嗎？」兒子說：「爸爸，我

週末午餐時間，這對父子見面

當然原諒你啊！」然後他就抱著父

了。這位兒子穿著很破舊的衣服，留

親，他們的關係從此開始和好。然而

著一頭又亂又長的頭髮。過去，父親

這和好的關係真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肯定會嚴厲苛責兒子，然而這次，父

的？是從這對父母開始為兒子祝福時

牧師很訝異，他說：「你說我在咒詛兒子，這是什麼意思？」諮商師回答

親以接納的態度面對兒子，在心裡祝

開始的。

說：「所謂咒詛的意思就是說另一個人的不是。剛才你所說的，都在告訴我有關

福他。他問兒子問題後，他就聽兒子

你兒子的不是。你這樣咒詛兒子多久了呢？」這位牧師低著頭說：「是的，他一

的回答。兒子說到一些對的地方，他

出生我就咒詛他到現在。對他，我從來都不曾說過一句好話。」諮商師說：「結

也給予肯定。

牧師於是找了一位諮商師，把他心中的苦楚告訴對方。這名諮商師看著他說：
「你已經咒詛兒子多久了？」

我不是很理解這是什麼原因，但
當我們願意祝福他人而不再咒詛他們
時，上天也會看重我們的祝福。我們

果是無效的，對吧？」牧師回答：「是的。」
午餐約會快結束時，兒子望著

種的是什麼就收成什麼。如果我們撒

於是諮商師說：「我要挑戰你和你妻子，在接下來的兩個月，當你們想到這

父親說：「爸爸！我不知道發生什麼

下咒詛的種子，我們就收咒詛；若我

兒子時，要祝福他，而不是想他的不好。我要你們禱告，求上天賜福給他。當你

事，不過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這段

們撒下祝福的種子，我們的收成就是

們說起兒子時，我要你們記得他好的一面，說他的好話。」牧師回家後，把這事

時間。」父親回應說：「兒子，我也

祝福。

告訴太太，他們同意這諮商師的意見，也願意這麼做。當他們為這兒子禱告時，

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啊！」
我願意收到祝福，而你呢？我們

他們求上天賜福予他。當他們談起兒子時，他們嘗試記得兒子的優點。他們每天
兒子說：「嗯！爸爸，我想今晚

藉著祝福而非咒詛，讓神走進我們的

在家裡過夜好嗎？就今晚而已，我想

負面境遇中，解決一切人際關係的難

大約過了十天，牧師正在書房看書，電話響了。是的，電話的另一端竟是這

看看媽媽和家人，還有我那張舊舊的

題。

位兒子。兒子說：「爸爸，我真的不確定為何我會打電話給你，我只想告訴你，

床。」父親說：「當然可以啊！我們

過去一個星期我一直想到你和媽媽，還有我們的家人，所以我只想打電話給你，

很高興你能和我們在一起。」

都持續這麼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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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的藝術
●劉純吟

社

會變化得很快，孩子的思想行為也變化得很快，快得讓家長受不了，讓老

師們束手無策。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爸媽只要給我一個眼色，我就知道該

怎麼做，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打不屈服

太太跑過來護衛他，我冷冷地

清晨五點多，半睡半醒之際，我

對她說：「我在教孩子，你不要管，

看見房門被推開，兒子走到床前，跪

他才國中而已，就管不了，以後怎麼

下來放聲大哭：「爸爸，對不起！」

教！」

我趕緊下床，緊緊抱著兒子，勇敢地
告訴他：「爸爸對不起你。」

女兒也哭喊著：「爸爸，求求您
不要再打了！弟弟，求求你趕快說對

站起來的瞬間，我猛然察覺，

不起！」 女兒一邊求、一邊哭，他卻

孩子已經長大了，不但比我高，連肩

默不出聲，彷彿事不關己。

膀都比我寬，而我卻只會拿大人的權
威去壓制他。我為前一天的行為感到

記得和兒子最激烈的一次爭吵，是在他念國三的時候。當時，他非常叛逆，
也愛頂嘴，不管跟他講什麼，他永遠有各種理由反駁。 他最愛聽西洋饒舌歌曲，

打累了，我把雞毛撢子狠狠摔

很後悔，不解自己為什麼要發瘋似地

乒乒砰砰，聽得我頭皮發麻。隔天就要段考了，他卻把音樂開得震天價響，半躺

在地上，進他房間拿出了他的書包，

打他？真的是「打在兒身，痛在父母

在沙發上，我忍不住大聲斥責他：「音樂轉這麼大聲，真的看得下書嗎？」

用力地往門口一甩說：「你有種就給

心」啊！

我離開這個家！一輩子都不要回來！
一回頭，發現他站了起來，雙手握拳，瞪大眼睛說：「我就是要這樣才讀得

」沒想到，他真的穿好衣服，繫上鞋

見他傷痕纍纍，我去拿了一瓶碘

下！」身為父親，我怎能忍受孩子挑釁的態度，「你現在這種姿勢是要跟我打架

帶，拾起書包，背著就往外走。我氣

酒說：「爸爸幫你搽藥好不好？」他

嗎？」我問他。

不過，衝出去又把他拉回來揍了一頓。

說：「不要，現在搽會很痛。」

他生氣地衝回房間，「砰」的一聲，把房門重重關上。那時，我已失去了理

主動道歉

夏天是穿短褲校服，我只好建
議他改穿長褲去上學，他點頭說：「

智，拿著雞毛撢子就衝進房間。他立刻識相地起身，伸出手，把頭轉向另一邊。
那種倔強的態度實在讓我忍無可忍，便開始動手打他。見他不哭也不求饒，我心

晚上，我根本沒心情吃飯。躺

好。」當他背起書包，離開家門那一

裡出現一個聲音：「今天不打到你哭，我就輸了；我一定要打到你哭、你求饒才

在床上，雙眼直望著天花板。心裡想

刻，我望著他的背影，忍不住又掉了

行。」 我把他扭出房門，要他雙手撐在走廊的牆上，開始沒命似地打他，每打一

著：為什麼孩子會變成這樣？我的教

一次眼淚。

下就罵一句：「乎你死！」

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明天，我要怎

那天，他穿著一條短褲，不久，雙腿就布滿一條條鞭痕，不僅紅腫，還流出些
微血絲。我轉而抽打他的小腿，這時候，終於聽到哭聲了，是太太和女兒的哭聲。

麼面對兒子？要不要跟他道歉？哪有

我心裡想，昨天的他是如此叛

父親跟孩子說對不起的？……一整

逆，今天怎麼會主動來道歉？太太為

夜，翻來覆去，輾轉難眠。

了解決我的疑問，從兒子房間拿出一
封信，上頭寫著：「親愛的兒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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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唯一！爸爸媽媽永遠愛你，

謝謝你！老師已經准假了。」看著他

語，背起書包說：「爸爸，您帶我回

喬丹打籃球、看王建民打棒球，從不

不論你犯了什麼錯，爸爸媽媽永遠會

臉上綻放的笑容，我想，這或許是個

去上課好了。」 到了學校門口，要下

了解到逐漸熟悉，那時我才了解年輕

原諒你！媽媽求求你，找個機會跟爸

對的方式。

車那一刻，他回頭對我說：「爸爸，

人的精力要這樣發洩。

爸說對不起。」

您放心好了，以後我不會再做這種傻
簽唱會那天，我告訴他：「爸爸

簡單幾個字，敵過我用棍子傷害
了彼此。
回想過往，仍感到懺悔不已，真
的如同證嚴上人所言：「孩子不是反

愛的智慧
上了高中，兒子依然沒有放棄
他喜歡的熱門音樂，但我已經懂得怎

不解地問我：「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從那時候起，我知道孩子對我產

不用您陪啦！ 」我告訴他：「你只請

生了信任感，因為他知道我們是「同

兩個小時假，搭公車會來不及上第三

國」的。和孩子有了更多共同話題，

節課，我載你比較快。」

也讓我更加確信，用愛心與耐心陪伴
孩子，才是「愛孩子的智慧」。

流，兒子有兩首歌被收錄在其中，讓
我們感到很驕傲。
成長過程中，兒子始終不放棄他
的興趣與理想。如今，他就讀台北藝
術大學碩士班，雖然依舊熱愛樂團，

到了西門町，離預定時間還有
一小時，隊伍已經排了五百公尺遠。

上了大學，兒子開始用電腦創

但也同時擁有好成績，讓我們感到很

我們等了很久，一點動靜都沒有。我

作饒舌歌，還將我常聽的北管音樂拿

放心。我暗自慶幸，還好當 時轉變了

走到前面問清原委，主辦單位說：「

去搭配。那時，剛好新聞局在徵選歌

想法，改變了對待的方式，化解了我

已經發出三百個號碼牌，簽完這三百

曲，沒想到竟被選為佳作，得到了五

們親子間的衝突，而不是掉進不可自

個，歌手就要走了。」

萬元獎金。

拔的漩渦。每個人都是在為人父母之
後，才開始扮演這個角色，學習其中

麼包容、接受，我跟著他聽饒舌歌
曲，試著去了解那些吵鬧的音樂。有

我穿越人群，告訴兒子這個消

二零零五年，貢寮國際海洋音

的奧妙。愛，不代表了解，所以更要

一天，他要我幫他向學校請兩個小時

息，他不相信，我又陪他走了一趟，

樂祭有一百五十個樂團報名參加，兒

用心陪伴。試著去了解孩子的行為，

假。我問他要做什麼？他拿出一張CD

確定之後，他非常失望地回到他用書

子組的團「拷秋勤」榮獲前十名，受

那麼，在親子關係上，「雖不中，亦

說：「我想去參加這位饒舌歌手的簽

包佔的位置。

邀上台演出。表演當天，由於沿途塞

不遠矣」。

車，我和太太開了四個多小時才到貢

唱會。」

48

後來，新聞局想錄製一片專門收
錄年輕人創作的CD，與國外作音樂交

今天請了一天假，陪你去參加。」他

對父母的教導，而是反對父母教導的
方法跟態度。」

事了。」

我請兒子看看隊伍中的青少年，

寮。現場只有我們兩個人是「LKK」

聞言，我心裡雖不同意，但想

他們鋪著報紙，有人躺在地上睡覺，

，年輕人都穿著比基尼、泳褲，兒子

到一味地反對，只會造成反效果，於

有人在抽菸，有人在打牌……，我摟

站在台上就像個指揮官，請台下的人

是，就幫他寫了一張請假單。第二

著他的肩膀說：「兒子呀！你不希望

舉起右手，大家就跟著舉右手，跳左

天，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爸爸，

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吧？」他默默無

邊，大家就跟著跳左邊，我陪兒子看

摘選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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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地總有適合的種子

有

一個女孩沒考上大學，被安排在本村的小學教書，由於講不清數學題，不

到一週被學生轟下台。母親為她擦了擦眼淚，安慰說：「滿肚子的東西，

有人倒得出來，有人倒不出來，沒必要為這個傷心，也許有更適合你的事情等著
你去做。」後來，她又隨本村的夥伴一起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闆轟了
回來，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時候手腳太慢了，品質也過不了關。母親對女兒說：
「手腳總是有快有慢，別人已經幹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書，怎麼快得了
呢？」

女兒先後當過紡織工，幹過市場管理員，做過會計，但無一例外，都半途而

信仰小火花
請參考本期信仰主題文章的內容，填上適當的答案。

廢，然而每次女兒沮喪回來時，母親總安慰她，從沒有抱怨。
一、教會有一件很棒的聖事，既可幫助有病者恢復健康，又可赦罪，帶來安慰、
三十歲時，女兒憑著一點語言天賦，做了聾啞學校的輔導員；後來她又開辦

平安和勇氣，這是________________。

了一家殘障學校；再後來，她在許多城市開辦了殘障人用品連鎖店，她已經是一
個擁有幾千萬資產的老闆了。

二、我們平時身體或心理有病時，最佳的治癒性聖事是________________。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兒湊到已經年邁的母親面前，她想得到一個一直以來

三、傅油聖事不但和死亡無關、只和治病有關，還可以賺到___________。

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前些年她連連失敗，自己都覺得前途渺茫的時候，是什麼
原因讓母親對她那麼有信心呢？

四、耶穌基督在三年傳福音行程中，替人治病是他救人的「啟蒙」途徑；先滿足
人類眼前的身心需要，再喚醒人們還不醒悟的永生救贖需要。耶穌治病不用

母親的回答樸素而簡單，她說：「一塊地，不適合種麥子，可以試試種豆

油，只用祂的_______________。（瑪8:5-13）

子，豆子也長不好的話，可以種瓜果，瓜果也不濟的話，撒上一些蕎麥種子一定
能開花。因為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適合它，也終會有屬於它的一片收成。」

五、天主教的傅油聖事在《天主教教理》1499-1532條中有清楚說明。病人傅油聖
事」由主教或神父主禮，可以團體公行，也可一對一舉行。儀式相當精簡，

聽完母親的話，女兒落淚了，她明白了，實際上，母親恆久而不絕的信念和
愛，就是一粒堅韌的種子。她的奇蹟，就是這粒種子執著而生長出的奇蹟。

包括讀經（天主聖言）、祈禱，及在病人的前額和雙手傅聖油，必要時可
在_________分鐘內完成。

（摘選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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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____________」聖事也是基督徒在臨終前準備自己靈魂的聖事。藉著聖事
的恩寵幫助，使我們免除恐懼和瑕疵，準備好與完全美善的天主在永生樂園
中共融。《天主教教理》
七、信徒們臨終前，在清醒而身體狀況許可時，領______、_______、_______三
件聖事，帶著與基督聖體結合的身、心、靈，純淨放心地去見天父。
八、心靈不健全常會影響身體生病，當我們身體不適時，正是我們反省自己與天
主的關係，求天主赦罪的良機；當我們求天主治癒我們的疾病時，更要先求
天主赦免我們的______。
九、實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病，通常只是遺傳疾病或身體內分泌失調，醫學界已
發現了多種很有效的緩解藥物可試治，反較容易_______。
十、其實每台彌撒也都是治癒彌撒，常和疑似有憂鬱症或燥鬱症這類心理或精神
疾病的親友一同去參與彌撒，領受基督聖體，並懇切祈禱、做九日敬禮，類
似「____________」的治癒和赦罪恩寵，也必會降臨你關愛的人！（若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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