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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佳美滿協會 (非營利組織) 主辦

生命日誌
汽車有行車紀錄器, 飛機有黑盒子, 船艦有航海日誌,
都在紀錄與協助前行的方向. 走在生命之途的你、我,
也不能沒有「生命日誌」, 那是我們的心靈地圖。

週三團體 2/20/13 開始共八次,
週六團體日期另訂
2/5/13 前報名享有優惠
主持人：歐陽 楊梅玉 臨床心理學博士
詳情請洽: fe20@hotmail.com 或 949-857-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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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兩朵小火花
至柔

山東省青島市天主堂，在六十年代是全國最大
的天主教堂之一。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青島二中
紅衛兵砸了這座天主堂，過程中他們把所有的聖像
聖器連同家具都砸得稀爛，書籍全付之一炬，神父
修女慘遭批鬥。然而在這場夏日的寒風中，天主卻
讓兩朵聖潔的小花出現在我的面前。其中的一朵注
定要在四十年後改變我的人生。
一、小概率事件
「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八
28）。我當時十六歲，雖因家庭出身不夠好而無資格參加紅衛兵，但仍屬「革命同學」之
列。出自「革命熱情」我跟隨紅衛兵參加了砸教堂的行動，而且還跑回家拿了家裡的鐵鍬
去砸教堂。我當時對天主教所知甚少，但因曾被告知耶穌「極端反動」，所以進了教堂後
我就手持鐵鍬往耶穌受難像去砸。當時其他同學手裡一時沒有工具，我卻拿了一把鐵鍬，
我心裡還暗自慶幸:「我比他們『幹革命』方便多了。」然而幾分鐘後，也就是在我砸了
四、五個耶穌像之後,我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哇的一聲嘔了出來，接著又是上吐下瀉
連苦膽汁都吐了出來，由同學送我回了家。後續的「革命行動」我就沒有參加了。我這時
也有些害怕，心想:「如果耶穌真有靈，來懲罰我怎麼辦?」不幸的是，我當天就在「靈魂
深處爆發革命」（林彪語），用「毛澤東思想」把這種怕耶穌的思想給「克服」了。但不
管怎麼說，這件事情在我的「靈魂深處」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情結。
多年以後，我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已蕩然無存而進了大學，主修概率統計。 雖然自
己即使在概率統計的領域也不成器，但卻很快養成了根深蒂固地從概率統計的角度分析日
常事物的習慣（至今仍然如此），於是此時（七十年代末）我便重新審理當年的「嘔吐事
件」。我想，自己在十六歲那年身體非常的健康，一年也未必生一次病，蹊翹到「砸耶穌
像—嘔吐」這種程度的事件自然的發生的概率似乎應小於萬分之一，所以忽視它是不應該
的。但我又想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有某些小概率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所以任憑
一次小概率事件就加入天主教，或許過於草率了。我於是做出「折衷方案」：如果今後再
遇到有關天主教的小概率事件，我便加入天主教，否則我仍然與天主教「井水不犯河水」。
我當時並沒有想到，用不著等到「今後」，就在多年前的 1966 年月 26 日，在青島天主堂
內，同樣「蹊翹」的小概率事件就已經發在其他同學身上了。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到了 2008 年七月初，在與青島二中的老同學的電話交談
中，我得知 1966 年的那天除了我以外，其他同學也遇到過「蹊翹事」。例如：為了除掉
教堂頂上的十字架，有同學在向上爬時掉下來摔傷了，還有人在砸家具時莫名其妙被一塊
大木板擊中背部等等。於是我便照我的「概率習慣」重新評估了那件事。我馬上在腦海裡
設立了兩件事：一、那天我「蹊翹到如此程度或超過如此程度」。二、那天砸教堂的其他
約兩三百個同學，就總體而言「蹊翹到如此程度或超過如此程度」。我粗略估算事件一自
然發生的概率大約為一萬分之一，事件二自然發生的概率大約為五十分之一。兩事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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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是兩事件同時發生的概率 P＝1/10000 × 1/50 = 1/500000 即五十萬分之一。概
率如此小的事件竟然發生了，使我極度震驚，決定馬上與天主教會聯繫。但我不認識南加
州的任何一個天主教徒，幾十年來又從未有天主教友向我傳過教，我只好查閱華人工商電
話簿，找到了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的電話並與之聯絡，現在我已是一名天主教徒了。
回想起來，天主真是奇妙。我是個天性喜歡以邏輯代替理性的人（慚愧），感情上很
難被感動，於是天主就用這樣的方法使我歸向祂。
二、英雄神父
「一粒麥子如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
(若十二 24)
我上一節講的見證是我的親身經歷，本節講的卻不是親眼所見，而是事後同學們告訴
我的：砸教堂時我因突然暴病提前回家,所以接下來的批評神父修女的「革命行動」我就
不能參加了（感謝主）。
砸了教堂之後，紅衛兵就批評神父、修女，過程中紅衛兵勒令一位神父「踩十字架」，
神父就是死活不踩。紅衛兵就設法把十字架綁到了神父的腳後跟上，神父便只能用腳前掌
著地，低頭彎腰的接受批評。這當然是一種讓人極其疲勞的姿勢，時間一長，神父體力不
支，無意中腳後跟著地，踩到了十字架。神父馬上舉手說：「我聲明，不是我要踩的，是
他們逼我踩的。」當時，被批鬥者在批鬥場上如此頑抗，在全國都極罕見。用當時的文革
語言來說，他這叫做「反革命氣焰甚囂尖上」。所以，這位神父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
主啊，感謝你，為了那些在文革中因堅守真道而受盡折磨的人我們感謝祢；為了那
些文革中的殉道者，我們感謝祢。因為他們以生命為祢作證，使祢的真道放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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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門不在天上
李偉鈞

今年的聖誕子夜彌撒中，吳神父用了標
題的這句話揭開了聖祭大典。乍聽這句
話似乎有語病。但吳神父在他的證道中，
娓娓將這句話的意義闡述出來，也因此，
每個人都聚精會神的參與了這台迎接耶
穌聖誕的彌撒。
作教友的我們，當然都希望在我們脫下
這本性的軀殼時，能夠回歸到創造我們的天父的家鄉，在天上與耶穌和眾聖人們面對面
共聚一堂，享受那永恆生命的愛。但我們能跨入這天堂的門檻嗎？吳神父在證道中便一
語道破：在這世界上我們便要開始遵守祂的誡命和實踐祂來到世界上時所給我們的教誨，
開始走耶穌的道路，善過一個基督信徒的生活，將我們的信仰付諸於行動，使耶穌的福
音傳播給我們周圍的人。
這真是令人起了警惕之心，激勵我們要身體力行於當下。否則，我們將來只能看著那天
堂的美好，卻不得其門而入了。

【葡萄園活動預告】
2 月 2 日下午 2:00 至 4:00 於 St. Thomas More Church 舉行
由 Shelly 主持 ｢天堂是真的｣
懇請大家繼續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參加
若望福音十五章 15-16 節
“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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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聚會紀錄
Shelly
｢上主說：你為這株篦蔴，並沒有勞過力，也沒有使它生長，還憐惜它；它不過是一夜生
出，一夜死去的植物；對尼尼微這座大城，其中有十二萬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
且有許多牲畜，我就不該憐惜他們麼？｣
~約 4:10-11
葡萄園第六次聚會，John Wu 弟兄為我們帶來舊約約納先知書的故事。聚會時間雖
只有短短兩個小時，但我的身心靈卻感到大大滿足。
一開始 Bear 姊妹帶領會前禱，她在白板上抄錄了書中佳句：
「祈禱，是一種謙退、放下的心態，是寧靜的聆聽，是愛。
它會幫你憶起自己生命的神聖真相。
愛已賜給這神聖生命所需的一切，還有什麼可求的？
祈禱是向那個「愛」而發的。聖愛是生命的核心和根源。
祈禱又代表了奉獻之意，獻出自己，與聖愛合一。
生命透過覺知，清除愛的障礙，而回到內在圓滿的一體神性。」
Bear 提醒: 祈禱不宜與「有所求」混為一談，它更是自身與天主愛及聆聽的交流。
我們就在這一前提下，於燭光音樂聲中放鬆靜默片刻，歸心向主。
接著進入主題，John 透過約納先知的故事，提出許多值得讓我們深思的問題；大家
不斷熱切的你問我答，每個人都藉此機會分享自身與天主的關係。John 還提到「約納情
結」——約納展顯一種人在「自由」的環境中的心理情結，他照己意行事，卻又不免受
制於自己的思考模式與情緒。John 透過親身遇到的一個經歷加以解釋，讓我們深感有趣。
時間雖短,但有優美的音樂和同心合意的祈禱做句點，多麼好。感謝 Paul 弟兄吉他
伴奏、Lucy 姊妹領唱，大家發自身心靈共鳴的音樂是雙倍的祈禱。我相信，在如此強大
的祈禱下，每個與會的人定能帶著充滿聖神活力的心靈回家。
附註：
在會前禱後，我們還玩了一個抽籤遊戲，驚喜的是每個人都在抽到的紙條上發現了切合
所需的嘉言。果然在全知慈愛天主的字典中沒有「巧合」一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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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鐸 :
吳仲基 神父
劉曉明 神父
劉卓台 執事
現任理事聯絡電話 :
會 長:
饒 成
副會長 :
范邦達
禮 儀:
趙承元
財 務:
孫昌平
公 關:
余惠美
活 動:
范馬梅
通 訊:
許涵青
成人慕道班: 周 珣
聖心校長 : 孫立雄
四區區長 :
北 區 : 張承露
中 區 : 陳文英
南 區: 朱 嶠
南南區 : 朱楚雲
小組負責人 :
聖詠團 : 黃 衍
關懷團 : 范馬梅
福傳負責人 :
成人組 : 李偉鈞
青少年 : 黃柏叡
兒童組 : 董 晴

十二月份收支報告
(714) 542-4411 ext. 14
(714) 751-5335 (英)
(714) 751-2212 (中)
(562) 522-5055

十二月

收入
彌撒奉獻 - 現金
彌撒奉獻 - 支票

(949) 379-3078
(949) 726-0940
(949) 861-3989
(949) 552-1787
(949) 855-6686
(949) 726-0940
(949) 207-7806
(562) 947-2260
(714) 962-6360

彌撒歌本奉獻
廣告收入
聖誕晚餐奉獻
聖誕晚餐收入
總收入

$
$
$
$
$
$

1,191.00
2,380.00
475.00
60.00
900.00
1,540.00

$

6,546.00

$
$
$
$
$
$
$

2,700.00
946.57
1,000.00
165.85
164.64
650.00
5,627.06

支出
聖誕晚餐支出
聖誕節禮物
神職人員聖誕節禮物

(626) 808-5489
(714) 964-2254
(949) 651-8912
(949) 831-0576

通訊印刷郵寄支出
慶生費(11, 12月)
SJM 什一奉獻(1-6月)

總支出

$918.94

本月結餘(虧損)

(714) 665-1486
(949) 726-0940
(949) 831-0576
(714) 267-0033
(949) 637-9366

人體為什麼會生病? 如何加強身體自癒的能力?
如何讓細胞真正吸收營養?
細胞健康了, 才有健康的身體!
座位有限, 敬請預約: Biji: (626) 277 8680
Email : bgphan321@yahoo.com
教友 潘碧姬
www.mymannapages.com/newtech

聖心中文學校

保險，理財

給孩子們有個學習中文的好機會。 本校
採小班教學, 教學新穎, 教法活潑生動。 除中
文外, 並有功夫, 舞蹈, 書法, 兒童道理班 以增
進孩子們的品學素養。

請電
黃豐範 Johnny Huang
Tel: (909) 594-3888
Cell: (949) 307-2168
E-mail:
JH3072168@yahoo.com

上課時間: 週日 1:00 – 4:50 p.m.
校址: 2050 W. Ball Rd., Anaheim, CA 92804
電話: (714) 962-6360 校長 孫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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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join us in the celebration of 2013 Chinese New Year
with

The Most Reverend Kevin W. Vann
Bishop of Orange
At Saint Justin Martyr Church, 2050 West Ball Road, Anaheim CA 92804
Mass at 2pm on Sunday February 10th 2013
with Traditional Lion Dance, Ancestor Veneration and Reception to follow
Guests are kindly requested to arrive by 1:40pm for parking and seating
Sponsored by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Catholic Associ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49-331-8933 or 714-657-8393

敬請大家參加橙縣天主教區新春感恩彌撒聖祭暨祭祖大典

橙縣新任主教 Bishop Kevin W. Vann 親臨主禮
彌撒及祭祖大典團拜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星期日下午兩點準時開始
懇請來賓在 1：40pm 以前到達教堂以便停車入座
敬備節目，舞獅及茶點招待
橙縣華人天主教聯誼會主辦
聯絡電話： 949-331-8933， 714-657-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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