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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南分團 

 沈藝甲 

分團動向 

區團年會 Zoom meeting 「科技對服務團傳承和創新的影響」開始報名 

2022 年每期服務團季刊的美西南分團聯絡人都已有人承諾 

三月份美西南分團季會恢復實體參與，五月因北美區團大會改為七月在吳建寬神父的堂區舉行 

繼續每主日晚上美西南分團「什麼都可以談」的 Zoom 生活分享 

 

傳承、靈修、生活心得分享 

• 點滴在心頭 — 季明慧 

• 好書介紹 — 吳勇為 

• 生命枯乾或豐盛？ — 沈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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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在心頭 — 憶鄭公不凡之人格特質                  季明慧 

        鄭公曾說過：「有些人，雖活著，卻像死去一般，有些

人，雖已死去，卻還像活著在！」 

        雖然鄭公已經離開我們半個多世紀，其實他的確一直還

活在我的心中！我想大概就是因為他有著與眾不同的人格特

質，他的形象，一直停留在我心中十分突出。 

        這裡要跟各位談談的是，在我個人的記憶中，他不凡人

格特質的三方面。 

一． 嚴師棒喝 

        記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服務團年會中場休息

時，老道(成道學)特別找上了我，當眾劈頭問道：「季明慧，

妳能用一兩句話，把鄭老頭子的中心思想說出來嗎？」 

        被老道突然如此地質問，我一時舌結口啞，無言以對。

回神後，勉強半開玩笑半尷尬地回答他說，「這個......我不

能，你能嗎？ 」 

        老道就是老道，雖然大家早已習慣了他的行事作風，這一記當頭棒喝，既不足為奇，我自

己也不以為忤。但是，畢竟他這句問話還是讓我慚愧萬分，也讓我去思考他為什麼要問這個問

題，進而才發現這個問題之重要性，實在是每一位追隨鄭爵銘神父的服務團團員，都必須找出其

答案的問題。 

        同時，我也發現其實老道所用的這種激將的方式，恰與鄭爵銘神父在世時如出一轍！真不

愧為大家公認的「鄭公傳人」。 

        大學三年級時，我們台大女生聖母會（注1）的指導司鐸牧育才神父即將離台赴美，為興建中的

「耕莘文教院」籌款，於是鄭爵銘神父被派來接替牧神父，成為我們聖母會的指導司鐸，大約是

在1963至1964中間，為時前後不到一年。這是我與鄭公接觸比較多的時期。 

    回憶中，老實說我一直對他是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因為他那雙深邃的眼神，好像總是在

挑我的毛病。他說起 話來，也常是十分犀利的激將方式，批評和諷刺多於稱讚與鼓勵。 

        記得每次聖母會開會時，這位新來的指導司鐸，總愛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我們這些大學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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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都不外乎是愛虛榮，愛時髦，不好好讀書，只想交男朋友等等。 

        過了大半個世紀後，雖然鄭公早已作古，奇怪的是，他留給我的印象，不僅沒有隨著時間

淡忘消失，卻漸漸在腦海中變得更清晰透亮起來，包括那些反面的批評指責，現在卻十分懷念他

這種獨特的人格特質， 

        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的教會與社會環境確是處於封閉落後的狀態，對於這位元走過大江

大海、見過世面、信仰堅定、思想清晰，目光敏銳，具有先知使命感的鄭公來說，想必是內心焦

急如焚，恨鐵不成鋼！因此才會使出激將法，以當頭棒喝的方式，督促我們這些遲遲不開竅學子

們，快些長大，快些成才。 

        多年來，像鄭公這樣對我反面指責多於稱讚的神師，已經是鳳毛麟角了，再也沒有遇到

過，頗令人悵然若失。 

二．先知先覺 – 「天主與國家」 

        鄭公短短的一生五十個年頭，念茲在茲的唯一件事，就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以國家社會

為己責。服務團員們都知道，「天主與國家」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 

        在那還是“信教是為救個人自己的靈魂”的時代，他這種積極入世的人生觀，確屬少數異

類，也可以說是先知先覺，早於【梵二大公會議】（注2）二，三十年，更可以說領先於後來幾位教

宗相繼對現代「社會公義」、「社會關懷」的重視。 

        記得那時每每在我們開聖母會的時候，鄭神父卻喜歡給我們分析國際時事。印象中的一

次，正值越戰在快速醞釀之中，東南亞時局混亂，篤信天主教的越南吳廷琰總統及美國首位天主

教徒甘迺迪總統，在數周內先後被刺，震驚全球。國際上各類傳述紛紜，人心惶惶。鄭神父卻十

分犀利地給我們分析他對此二事件的看法，直指美國插手越南政爭，控訴刺殺吳廷琰總統幕後之

兇手根本就是美國（注3）！ 

        試想當時單純無知又封閉的我們，心思都不在關注世局時事上面，他的分析在我們當時聽

來覺得霧煞煞，並不懂他為何要說這些跟我們無關的事？於是誰也不欣賞他，大家只當他是耶穌

會神父中的一位奇葩異類。 

        那年暑假，我為了想有機會練習英文，參加了救國團舉辦的「國際事務研習會」。研習會

結束之前的高潮活動，是一場模擬國際學生會議。這事後來上了報紙，被大幅報導。回校時遇見

鄭神父，他當面就嘲笑諷刺說這麼愛出風頭！當時我直覺地感到他的指責很不公正，與事實不

符，但也只好悶聲不響，不做申辯。 

        多年後的現在回想起來，才悠然見南山，恍然大悟。其實我真的有或沒有像他所說的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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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頭，並不是他的重點，重點是他注意到我參加了「國際事務研習會」這件事，想必他內心中一

定暗暗對此十分喜悅贊同。 

        他走遍海內外各地，摩頂放踵，培育青年，孜孜不倦，無時無刻都在提升青年們的視野，

喚醒青年們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在堅定的信仰基礎上，去關注自身以外周遭的人群、要深入瞭解

世局的變化、時代的趨勢、積極參與政治、從而奉獻小我、領導群論、完成大我，把基督的愛傳

到世界各地，讓人們都看到天主的聖善！ 

        這也是【大風】（注4）書中字字珠璣的提醒，貫穿全書不停的呼喚！今日在全球化網路進步的

世界上，各大宗教信徒的入世觀，都早已成為普遍主流意識，如社會關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改造世界，關注時事等的入世大道理，都已在人心中深植而贊同。 

三．中華魂 

        鄭公一生處於顛沛流離，國破家亡的大時代，因此他的中華民族情懷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人

格特質。 

        把個人不容割捨的先天社會文化特質與情懷，與後天的宗教信仰，合併消化吸收而融會貫

通之，本是我們信友們都必須先要努力完成的功課，否則只能整吞生澀的道理譯文，既不能徹底

瞭解信仰真諦，使其植根成長，另一方面，又無法真正字字珠璣擁抱固有的文化精髓，將其發揚

光大，漸漸必導致宗教信仰與日常生活及思想情感脫節，心志認知與行動嚴重分離。 

        但是，能夠像鄭公這樣成功地將這兩方面綜合融成一體，實屬少數，十分不易。他能夠把

他的血液裡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與他後天的宗教信仰，以及時代的特需而融會貫通，相得益

彰，渾然自成一格，使他能夠遊刃有餘，出口成章。他的大聲疾呼，深深扣著那個時代青年們的

心弦，引起共鳴。在【大風】 一書中，我們可以看見他中華魂的最佳呈現。 

        單國璽樞機曾稱讚此書為「中國化的神操」。 

        這當然要歸功於鄭公的國學根底雄厚，他熟諳愛好詩詞古文，再加上他愛國愛民之情懷，

植根於心的基督大愛，及耶穌會士的堅毅不屈、更、及剛的精神，成就了他獨特的「中國化的神

操」。 

        整本厚達四百多頁的【大風】，只要你隨意翻開任何一頁，都會發現神父能夠那麼輕易

地、如同即興似地，就把聖經的道理轉換成大家熟悉的文史經典字句，或國人所習於遵循的倫常

知識。這樣地以我們耳熟能詳的中文詞句，來取代教會的一些傳統道理，恰如其分地拿揑其真正

的涵義，而徹底進入聽者讀者心中。 

        這些例子，在【大風】一書中俯拾皆是。例如他利用大家熟悉的漢劉邦的這首【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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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來簡單解釋耶穌在升天之前，給門徒所說的： 

「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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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廿八:1 9） 

        以劉邦當時的心境，以心比心，使聽者能夠很容易體會耶穌同樣的心情。 

        譬如他用他的「人才三部曲」：「發掘人才、培植人才、善用人才」來對應聖經中耶穌的

話： 

 「莊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稼。」 （瑪

九：37-38） 

也頗為堪稱一絕。 

        他居然想到運用當時青年們在學校熟悉的「革新、動員、戰鬥、凱旋」四個口號，來代替

【神操】退省的四個階段，更是恰當不過，成了他【神操】的代名詞，其內涵不變，外形則更接

近當時大學生的學校教育及時代背景，可謂超絕！ 

        鄭公用這些他朗朗上口的佳言絕句，使我們的思維得到解放而昇華，中、西文化雖有字面

上的不相融，西方教會的翻譯名詞及道理，雖然時常艱澀難懂，被他奇妙地融會貫通自成一體，

相得益彰，不但使信友倍感親切，更易懂易接受，一呼即應，群起跟隨他的號召，實為一空前創

舉。 

        正因他這個人格特質，我們也可以看出，鄭公在信仰及神修方面的領悟造就，已達到爐火

純青的地步，讓他可以無拘無束、得心應手地闡釋及發揮，都是在教會中極為罕見者。 

結論 

        當時鄭公在帶領【大風】七日退省時，以頑疾擾身的病體，抱著氧氣桶大聲疾呼，這種時

不我予的急迫感，眾青年莫不為之動容。數月後，他終於鞠躬盡瘁，英年早逝，抵達了賽跑的終

點，壯志未酬。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後續接棒的服務團員們，有幸得寵，以身親炙受教，成

為他的傳人。在現今的廿一世紀，任重道遠，當需自命不凡，理解並善用他所留給我們不凡的人

格特質遺產，後顧無慮地勇往直前，新世紀的海闊天空，任我團員們翱翔如意。 

註 1   聖母會（Sodal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是耶穌會神父在十六世紀創立的教友信仰團體。1960 年

代台大女生聖母會的全名為「聖母升天聖母會」。 1967 年全球聖母會正式改名為「基督生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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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Life Community，延用至今。 

註 2 梵二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 1962 – 1965 由教宗若望廿三開始，保祿六世

結束。各方代表及教會領袖共 2540 位前後參與。會議成果：認同被傳教國的傳統文化、通過了 16 篇決

議，包括教友傳教法令、教會對非基督宗教的態度、修會革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信仰自由

等，公認為「打開了數百年教會封閉的門窗」之會議。 

註 3 美國政府最近在 2017 年公開了數千份調查 1963 年美國總統 John F. Kennedy 遇刺的保密檔，透露

當時繼任 JFK 的美國總統 Lyndon B. Johnson 曾指出刺殺 JFK 是越南人對吳廷琰總統被刺的報復行動。 

注 4  [大風] 基督服務團叢書 1985 初版，2014 再版。本書是鄭爵銘神父于 1964 年寒假期間，為六十多位

大專學生帶領退省的全部口述文字記錄。 

 

 

好書介紹 –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by Harold S. Kushner        吳勇為 

        去年家葆就介紹這本書給我，我一直把它放在一旁。直到今年初，突然心血來潮就讀了這

本書。真是一本好書。 

        作者生於 1935 年，在 Natick, Massachusetts, served as a Jewish Rabbi。早年他就是一位

Congregational Rabbi。這本書是他在他十五歲兒子 Arron 過世兩年後 (1979) 寫的。他兒子三歲的

時候被診斷得了很稀有的病 - “Progeria” (rapid aging) ，醫生告訴他說：你兒子早年就會死於這

疾病。在這段期間，他一方面需要安慰堂區內遭到不幸、或受苦、受難的教友，同時還得面對自

己兒子的不幸。他時時刻刻尋找資源 (Resources) 給他力量去面對，處理自己的不幸。雖然他有

神學的背景，對約伯傳也有深入地研究，但他不用神學的角度去探討這個議題 -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純粹以他個人親身體驗的經歷去寫這本書。在書中他提到

說：基本上我是一位有信仰的教徒，因兒子的不幸，在我生命中受到很大傷害。他希望借用這本

書，讓受到類似困境的讀者也能像他一樣尋找出一條平靜的道路渡過這段不幸的生命。 

        這本書很容易讀，沒有很多深奧的理論。讀完後我受益很多，知道如何用正面的態度去面

對、處理不幸事情的發生。不再一味地去尋求不幸事情發生的原因 ” 為什麼 (why)” - 不去問為

什麼不幸的事情或災難會發生在我身上， 而把注意力放在” 如何 (how)” - 去尋求天主的協助如

何去面對、處理它。更意識到個人與團體祈禱的必要，雖然祈禱並不一定能改變不幸的事情 (奇

跡例外) ，但它能帯給我力量渡過這段不幸的時刻。還學到如何去陪同、安慰身邊受難的親友，

不再像約伯的三個朋友只顧為約伯尋找「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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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我個人的心得之外，這本書讓我對約伯傳

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書中提到說： 絕大多數的教友希望

都能相信下面三個事實：(1) 天主是全能的 (God is all-

powerful and causes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2) 

天主是正義的、公平的 (God is just and fair, and stands for 

people getting what they deserve); (3) 約伯是位好人 (Job is a 

good person) 。當約伯沒有受到災難之前，我們都會毫不

猶餘地接受或相信這三個事實。但當約伯不僅失去所有

的一切，連自己也受苦之時，我們再無法接受這三個事

實同時存在。似乎我們只能接受其中的兩個事實，得去

妥協 (compromise) 剩下來的另一個事實？值得我們去深

思。如你想知道作者的思維，請趕快讀這本書吧，或許

你會有自己的看法，或新的發現。Happy reading! 

 

 

 

 

 

 

我使生命枯乾或豐盛？                      沈藝甲 

        今年四旬期因為冠狀病毒的封鎖，使大家更需要靈性更新！逾越到一個較貼近天父的心

靈。我們聖地雅各的小團體請不到帶避靜的神父或修女。一度考慮用林思川神父的四旬期靈修分

享，由平信徒自己組織一個聆聽、默觀、祈禱的避靜！ 

        沒想到從未帶過避靜的年輕華人牧者聖言會楊神父，看到我們的窘境，跳出來帶避靜。 

        楊神父主領我們中文主日彌撒 5-6 年了。大家感覺到神父與天主的關係愈來愈好！講道理也

愈來愈深入動人。只是我對中國大陸的信仰生活一直有重理性、不夠重心靈的成見。因此參與避

靜時帶著聽講座的心態。 

        沒想到我猜想的雖然表面沒錯，天主聖神卻改變了表面，把對我們真正有益的靈糧給了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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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神父從逾越三日（Triduum)開始，一步步深入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許多向度。詮釋基督徒的

一生就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和好聖事。每天都有不同的逾越！其中最打動我的是「基督徒的主動

性」！ 

        基督徒一生都在經歷逾越！從人性的自我中不斷超越更新！雖然依靠天主聖神，卻和自己

一生在生命中的主動意向息息相關！ 

        神父列出了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情緒反應，不像忍住不吃巧克力、不吃肉那麼簡單，卻更直

接！像別人生氣我也生氣嗎？別人罵人我安祥祝福嗎？別人抱怨我反而安慰嗎？別人蓄意霸淩我

不但不反抗？反而私下找時機讓他明白？改善他自己？ 

        都是基督徒主動活出基督的好機會！楊神父用「枯乾的生命」對比「豐盛的生命」，給了

我們具體反省！讓我們在四旬期中不斷回想這半天的避靜，效法耶穌基督！活出豐盛的生命！還

進一步在今年四旬期後照亮我們世上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