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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神父的話： 

“永不消逝的信仰” 
柯嘉思神父 

    從遠古時代到現在，新生兒的到來給一個家

庭帶來了無盡的歡樂，很自然地，親戚和朋友都

會送來祝賀的信息甚至禮物。歡迎新生兒的到來

會有如此歡樂的氣氛，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代表著

希望，不僅為直系親屬，而且為更大的人類社會，

透過這個新生嬰兒，社會的延續性得以有希望。 

    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

有書面的，也有不成文的規則來規範人們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和諧

地互動。因此，歡

迎新生兒到來的

家庭自然成為這

個新成員學習如

何與他人互動和

生活的第一所學

校。因此，我們可

以說，這個家庭奠定了年輕人生活的基礎，隨著

孩子逐漸長大和成熟，更大的人類社會將在此基

礎上建立起來。 

    因為家庭是最先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把價值觀

傳遞給小孩的地方，而想要重新審視這樣的家庭

定位，主要是有感於對新竹教區，特別是目前天

主教會中缺乏本地出生的神職人員的反思。很多

人都認為我們天主教家庭中的小孩很少，這一點

值得商榷，因為儘管很少，但在天主教基督徒家

庭中仍然有年輕人。這就是為什麼要重新審視這

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家庭角色不僅是養成在這

裡出生的年輕人的心智，而且也影響了這些個別

年輕人的未來職涯路徑，人生規劃。 

    前幾天，我經過教堂對面的寺廟，看到一位

女士，把嬰兒揹在胸前，面向前，他們停在寺廟

正門前表達敬意，年輕的母親教小寶寶如何在鞠

躬前將雙手放在一起，當我經過他們時，母親和

孩子正朝著寺廟鞠躬。我首先被小孩的這一幕，

雙手合十，面向寺廟跟著母親虔敬地鞠躬，所感

動，印象深刻。這一事件讓我想起了幾年前在南

非的一次彌撒慶典中發生的另一起類似事件，有

一個男人和一個小男孩坐在我旁邊，我認為他們 

 

 

 

 

是父子。在祝聖聖體的那一刻，我們正常地會跪

下敬拜這奧蹟的發生，此時父親跪下，而小男孩

仍然站著，於是父親抱著他，輕輕但堅定地讓小

孩跪在他旁邊，小孩雖然以充滿疑惑的眼神看著

父親，卻仍樂意地跪在父親旁邊。這令我印象非

常深刻，以至於幾乎忘記了我們正在參與最重要

的感恩聖體聖事。 

    在這兩個案例中，孩子們以他們的這個年齡，

可能並不太了解發生了什麼事，但是這些孩子看

著他們的父母是多麼認真和虔誠地從事他們正在

做的事情，這些小孩子一定感受到這是一個重要

時刻。這使他們參與並學習他們的父母，或許隨

著他們的成長，他們的父母也會逐漸給他們解釋

他們所做的敬拜的重要性並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

做。 

    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孩子們如從

小從父母或監護人

那裡學到的東西通

常都會跟著他們一

輩子。 因此，早期，

許多人類社會，父

母和監護人在教養

子女的角色上受到高度重視。因為人們意識到，

為了擁有道德健康的社會，就需要有道德健康的

家庭。 

    最早期的宗教信仰已經承認父母或監護人在

教養子女和引導孩子信仰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

在聖經箴言中也確認監護人父母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箴言 22:6 說到:「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

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以色列，你要聽!(參

看箴 6:4~5) 是猶太人長久以來每天使用的最重

要祈禱文之一。此祈禱文之後的詩句是告誡父母

和監護人不僅要實踐它，還要將這些知識傳授給

他們的孩子。「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

記在心，並將這些話灌輸給你的子女。不論你住

在家裡，或在路上行走，或臥或立，常應講論這

些話。」(參看箴 6:6~9) 這些經文確實清楚地闡

明父母或監護人的責任，是確保天主所託付給他

們的子女都被教養成全然認識天主並愛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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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梵二大公會議文獻中，教父們不只一次指

出家庭在教養人類社會的新成員方面，發揮重要

的作用。例如在教會教義獻章中，梵二大公會議

確認家庭角色是教會的基礎單位，它說： 

  『原來由婚姻而產生家庭，由家庭而產生人類

社會的新公民，他們因聖神的恩寵，聖洗聖事成

為天主的兒女，萬世萬代，傳生天主的子民。家

庭猶如一個小教會，父母應該以言以行做他們子

女信仰的啟蒙導師，用心培養他們每人的前途，

尤其是修道的聖召。』(教會教義獻章 11) 

    在關於整體

教育的文獻中，主

要參與者要確保

小孩不只在信仰

方面得到良好的

培養而且能夠在

人類國家中和諧

共存，此文獻稱為“天主教教育宣言” GE 第 3

號，神聖的大公會議恰當地將家庭放在首位，並

堅持需要有輔助性，以確保父母或監護人有優先

機會教養年輕人，並在必要時其他參與者也可提

供幫助。 它指出： 

   『為父母者，既然給兒女帶來生命，便有教育

子女的重大責任，亦因此父母應被公認為最早也

最主要的教育者。此一責任如此重大，以至缺少

父母教育，很難彌補。因父母的責任，是創造充

滿敬愛天人的家庭氣氛，以便輔導子女個人的及

社會的完整教育。故此家庭便是訓練社會道德的

原始學校，而社會道德，為任何社會都是不可缺

的。尤其基督徒家庭，曾因婚姻聖事之恩寵及地

位而提昇，其子女自幼年時期，即應按照在洗禮

中所接受的信仰，學習認識敬拜天主，並愛待鄰

人；再者，亦即在此基督徒家庭中，子女獲得裨

益人類社會以及教會的初步經驗；最後，子女是

透過家庭而逐漸加入人間社團及天主子民。因此，

為父母者，應深切體認：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家庭，

為天主子民的生活及成長，是多麼重要！』 

    透過這份文獻，神聖大公會議確認家庭在教

育方面扮演著主要角色，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

期階段。既然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應盡可能給予

尊重。只有在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家庭已經失敗或

由於一系列因素而無法發揮這一重要作用時，才

能根據這種理解來考慮對這些事項進行干預。 

    各種文獻確實顯示了家庭對子女的未來職業

選擇是有影響的。因此，我傾向於認為，當我們

作為基督徒家庭的一份子，而深信我們的信仰是

多麼的珍貴，且同時受益於我們自己的子女時，

我們會毫不猶豫地甚至鼓勵我們的子女成為為信

仰而服務的人，而這信仰來自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福音。這樣，我們不僅要祈禱讓這個信仰領域

的勞動力正常供應，而且我們也要開始鼓勵我們

家庭的年輕成員接受挑戰，奉獻他們的一生為聖

言服務。 

    在這 10 月，祈願聖母瑪利亞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的母親，引領我們把自己的孩子奉獻給天主，

就像她獻出了她唯一的兒子一樣。願我們被照亮，

效仿模範聖家若瑟、瑪利亞和耶穌，在俗世上簡

單，但卻富有天主的恩典。 

         

※教友靈修分享園地： 

~~北歐旅遊--驚魂感恩記~~ 
鄧嬋娟 

    每逢出國都是興沖沖的期待急忙策劃，但計

劃永遠跟不了變化，總是好事多磨接受考驗。巧

遇颱風侵襲順延 2 天真的很嘔人，從曼谷轉機去

哥本哈根經過俄羅斯迫降機場完全沒有動靜，空

服員超鎮靜完全看不出端倪。抵達機場發現佈滿

了消防車原來大事不妙！？飛機油箱出問題！真

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天主保佑！也因此這一回

最認真頌念玫瑰經和聖畢哲擣文，感謝天主！竟

然庇佑我平安無事。 

    因這飛機故障

事件，只好在機場停

留 2 天，也讓我有機

會福傳分享我的信

仰過程。雖然同行朋

友不是教友，但是她

相信祈禱的力量，一

直要求我在登機前

要多祈禱邊念經也

灑聖水，她相信上天

會保祐平安無事。 

    北歐大部分民眾是基督信仰，街道上教堂林

立，連飯店住家的建築都像教堂，他們沒有平日

彌撒，自然教堂都深鎖着，感謝天主！在飯店旁

聳立着一座哥德式很壯觀的教堂，我抵達時適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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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彌撒，看到教友們安靜参加彌撒，管風琴的

彈奏優美的彌撒曲，我沉浸在彌撒的幸福氛圍中。 

    在北歐每年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在芬蘭及

瑞典等國內，還有些東正教(東方教會)會舉辦獨

特的慶祝方式，經師們穿著淺藍色祭披舉行慶祝

儀式，抬著聖母態像，請教友們一一鑽過，非常

隆重特別，表達對聖母媽媽的敬禮。 

    北歐充滿了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在某一座

石頭公園裡的石雕超過七百尊以上，表現出人間

親情家庭的溫暖，三代同堂溫馨感人的畫面等等。

每個國家的市政廳都有濃濃的人文藝術氣息，有

各種壁畫藝術讓遊客欣賞，令人印象深刻，遊客

們必定會拍照、打卡留念。 

    北歐物價昂貴，相對政府很重視休閒及環保，

都市中到處擁有綠意盎然的公園、樹木及花卉植

物，而且公園都是免費，供民眾悠閒倘佯在大自

然中，享受天主創造的美麗萬物。他們不騎摩托

車，只騎腳踏車和划板車，所以沒有空氣汚染的

現象。他們也重視家庭問題，提倡生育，創造幸

福感讓年輕男女組成家庭，這樣的政策才能延續

國家競爭力，因此每一家最少有 3 個孩子，相形

之下台灣年輕人不生育的情況嚴重，值得台灣執

政當局學習及警惕。 

     

~~雕刻佛像~~ 
林滿茹 

透過說故事的方法來幫助自己對內在自我的認識 

    『從前羅漢在兩塊

石頭中選擇了一塊質地

最好的石頭準備雕刻佛

像。 

    正要雕刻時候，聽見

這塊石頭「喊痛!」。雕刻

的羅漢勸石頭說:「不經細

細的雕鑿，將永遠是一塊

不起眼的石頭。」，於是

羅漢選擇另一塊質地較

差的石頭重新雕刻。 

    另一塊質地較差的石頭「感激不已」，它更

對自己將被雕成一尊精美的佛像深信不疑。果然

不久一尊肅穆莊嚴氣魄宏大的佛像赫然立在人們

的面前。』 

    這則故事中的「羅漢」就好比是上主。「雕

刻佛像」就好比是上主給每一個人同樣的恩寵，

只是每一個人在接收天主恩寵「感激不已」的感

覺不一樣，當上主給我們困難時，我們會不會像

那「喊痛」的石頭一樣或像「感激不已」的石頭

一樣呢？ 

    如果我們在有困難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選擇

仍然對「天主的愛深信不疑」，天主一定喜歡住

在我們心中。-與大家共勉之- 
 

~~永恒的追思~憶 楊錦蓮姊妹~~ 

新竹溢昇會 陳莉莉 

     

 

 

 

 

 

 

 

 

 

 

 

 

 

楊錦蓮姊妹於主曆 2019 年 9 月 21 日蒙主恩

召，於 9 月 28 日在新竹市西門街耶穌聖心堂舉行

殯葬彌撒，聽到她驟然離世的消息，新竹溢昇會

成員都眼淚盈眶，噙著淚水懷念楊姊妹的的愛及

付出，她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楊姊妹是我們新竹溢昇會的一員，也是聖母

軍和平之后支團的一員,她的孩子也是我的學生，

平常我們都稱呼她楊阿姨。在聚會中，我們常一

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樂與平安。楊姊妹沒有抱怨，

只有感謝，默默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向前走，臉

上總是閃爍著基督之光。她的付出，大家永記心

中。雖然她看似一位平凡的教友，卻有不平凡的

愛心，她的付出全是為了光榮天主，她一生追隨

天主，彰顯了基督的光與愛。 

    楊錦蓮姊妹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但這不是

生命的結束，卻是進入新生的門徑，楊姊妹是進

入天堂永恒的住所，去赴天國的喜宴，真是有福！

楊姊妹安祥的蒙主恩召，永遠睡在天主懷中，我

們雖然失去了一位好姊妹，但卻在天上多了一位

代禱者。雖然依依不捨，卻留下了無盡的追思與

緬懷，祈求聖母轉求，賜楊錦蓮姊妹的靈魂早登

天國，永享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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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聖母月的由來~~ 

摘錄自鹽與光天主教傳媒機構 

    十六世紀土耳其極為強盛，在地中海擁有龐

大的海軍艦隊，企圖橫掃歐洲，消滅基督文化。 

    當時的教宗庇護五世，乃號召聯軍禦敵，以

保全聖教文化及生靈之塗炭。但參加作戰的聯軍

艦隊力量薄弱，與敵人勢力懸殊。教宗只有呼求

天上的母親聖母瑪利亞助佑了。 

    故而通令教

會恭唸玫瑰經，以

求得勝利。十月七

日清晨，雙方艦隊

在達勒邦太海峽

會戰。戰爭開始前，

聯軍曾熱心恭唸

了三小時的玫瑰

經。戰爭時，原來

有利土耳其艦隊

的大風，忽然轉向

變為有利聯軍了。

雙方激戰，聯軍終

於以若勝強，教宗

深信此次勝利乃唸玫瑰經的效力。故定十月七日

為聖母玫瑰瞻禮，特以玫瑰經恭敬聖母瑪利亞。

以後聖教會把這敬禮推廣，於是十月成了玫瑰聖

母月。 
 

※幽默小品： 

~~長青學校~~ 

摘錄自網路 

    一所老人學校；有一天班上一群七、八十歲

的老人忘記寫作業，老師很生氣！叫這群老人學

生到學校操場罰站。 

    老師擺了一張桌子，還請了道士開始搖鈴作

法…鈴鈴鈴… 

    這群老人開始害怕起來！ 

    老人們問：老師！請問這是幹啥啊？ 

    老師很鎮定的說：依照校規，你們犯錯要請

你們的家長到學校來。 

    老人們…… 

    其中一位七十幾歲的老人說：老師！我媽媽

還在 100歲了，我再 Line她過來.... 

    老師……無言..無言.. 

~~看牙醫~~ 

摘錄自網路 

    有一位同學牙齦發炎去看牙醫，醫師檢查後

說要動手術治療。 

    同學說：「以前沒做過手術，有點緊張。」 

    醫師說：「不用緊張，我也是第一次做手術。」 

    這個時候護理師走進來問醫師：「麻藥是打

在嘴裡還是嘴上？」 

    醫師說：「打在腿上，以免他跑走了。」 

 

 
 

※活動訊息： 

 

一、本堂慕道班課程： 

時間：10 月 5 日星期六 

地點：本堂活動中心教室。 

 

二、玫瑰聖母月家庭玫瑰經： 

時間：10 月份 

地點：本堂各教友家中。 

【以本堂聖母態像接力方式，恭請聖母到教友家

中誦唸玫瑰經】 

 

※編輯報告： 

本堂訊同時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網站刊登。 

歡迎上網閱覽。sacheartsj.catholic.org.tw 

「教友靈修分享園地」歡迎教友每月 20 日前踴躍

投稿。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來稿請交張代強

（8765go@pchome.com.tw）。 

或可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 facebook(本堂臉書)以
及 
Line ID：5678gogo 投稿。 

mailto:8765go@pchom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