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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Grace Kwok 

 

今年夫婦懇談會很多活動都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未能如期舉辦。如年初的家庭同樂日、籌辦需時的夫

婦週末營、續談會及旅行燒烤等都因疫情而擱置。希

望明年疫情好轉，加上疫苗的幫助，生活回復正常，

那懇談會便可繼續舉辦各項活動，希望大家屆時踴躍

參加共聚情誼。 
 

雖然有疫情的障礙，但 ME 仍在網上舉辦了三個視像

會議：首先，與前任 ME 週末營的導師，現已退休

的 Sr. Maria Hsu (許純娟修女) 暢談近況。其後，請得

現任導師張錦芳博士在八月透過視像工作坊，詳盡分

析在疫情中夫妻如何渡和諧的生活。最近，久違了在

香港服務的關俊棠神父亦於 11 月 22 日為我們舉辦了

夫婦成長工作坊，名為「 有危有機、姻婚家庭、面

面觀」。 
 

今期的稿件，每篇文章都表達著不同的愛： 

 “耶穌的五大缺點”：耶穌怎會有缺點？確實讓人

細心思考。  

 “Angie Lin”：一位父親分享兒子一個令全家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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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溫暖感人的夢。 

 “疫情下的溫情”：透過視像的功能給與家人精神

上的支持更能維繫親情。 

 而另一位父親緬懷與兩位女兒的成長過程，從過往

的成長成就了她們今天自已獨有的性格，有很多美

麗甜蜜的回憶。 

 “冠狀病毒疫情的感受和分享心聲”：對疫情的感

受是交託信靠主，抱著隨遇而安，知足常樂的平安

心態。 

 “自君別後”： Maria 分享自丈夫(Joe) 離世後，那

深切感人的心路歷程。 
 

祝福大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新的一年平安喜樂，

主恩寵佑! 
 

下期的編輯是: 

 Maryann Kong，聯絡電話：(408) 800-6382， 

nca.camea@gmail.com。   

 

請大家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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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溫情    Kenny Lee 
 

今年疫情之下, 經濟衰退，百業蕭條。惟獨網上視像會議

程式公司火紅火熱，近日股價和盈利更以倍數急速遞

升，像 Zoom, Google Meeting, Whatsapp, Wechat, 這些但

凡可以組織聚會的即時視像功能，今天都是天之驕子，

一時無倆。 
 

為什麼這些程式會這樣受歡迎呢？除了因為疫情原因，

大部分一般公司的管理層都大量使用這些程式去進行工

作上的交流，而且其勢頭很有可能在疫情之後，形成一

個無人坐辦公室，人人看視像的工作模式。特別是加上

家居隔離令令很多家庭活動和社會活動都只能使用這些

程式進行親人朋友間的交流，那，這方面的用量就是天

文數字了，這就是為什麼這類生意這麼紅火的原因了。 
 

說到視像會議的使用，別人的家怎麼使用，我看不到，

單就是自己的家人用它來溝通，已經成為一個必備的工

具，下面我來試舉幾個例子： 
 

第一幕： 

與身居香港的老媽的家庭聚會： 

由於香港現時仍然是疫情之下，老人院不允許任何親人

探訪，惟獨可以每個星期一次，由護工安排，連接視頻

會議給各位家人，讓大家可以通過畫面和語音，互相問

候，共訴離別之苦。每個通話期到來之前，我們與兄

弟，子女一早就互相提醒，準時恭候。當老媽在屏幕上

出現時，各個兒孫都會輪著向老人家問好，個個問寒問

mailto:came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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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上至我們開始白頭的一代，下至剛剛會叫 “太奶

奶”的第四代，都在屏幕上盡情表達，其溫馨場面並不亞

於真人見面時的喧嘩，有時看到老人無奈地表示：疫情已

經關了她近半年之久，她極度盼望我們早日能真人出現去

見她，她也很想疫情快快過去，可以跟隨我們一齊出去公

園，回家走走，一解相思之苦。小曾孫也頻頻向她點頭，

或在鏡頭前遞上自己的糖果給太奶奶，太奶奶更開心地逐

個點著大家各人的名字，對於九十高齡的老媽，能夠堅強

地生活和忍受著疫情的不便，除了我們家人經常的精神上

支持外，和老人院精心的照顧絕對分不開的。 
 

第二幕： 

在視像會議上教外父外母做運動： 

同樣是九十多歲的外父外母，身體雖然還算不錯，但畢竟

疫情令他們足不敢出戶半步也是近半年有多了，缺乏運

動，自然手腳也不太靈活了，越是不動，就越不想動。我

太太幾兄弟姊妹就想出一個網上教他們運動的辦法，一個

星期內，每人輪值一天，用視像會議形式，主動邀請兩位

老人在屏幕上，一齊做運動。老人家站著做太累，就坐著

來做，舉舉手，伸伸腰，抬抬頭，踢踢腿，不慌不忙地做

上一個小時的柔軟體操，看得出，他們的精神面貌馬上好

了很多，而最重要的，是有年輕一代能陪伴著他們，身心

都感到安慰，有時候碰上小曾孫們也在，就一起四代同堂

一齊做體操囉，這些情景，就算不是疫情的日子，都是不

易多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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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視頻上孫子們叫得真甜： 

沒有疫情時，最小的小孫女每個星期有一天會來家裡作

客，這一天我們夫婦是最忙的，也是最開心的，因為看著

她一天天長大，喃喃學語，然後一步一腳印，邁開人生的

第一步，我們都當這些孫子們是掌上明珠，一天不見都想

得慌，連鄰居也被這些活蹦亂跳的小寶寶們吸引得神魂顛

倒，到我們值班那天，沒聽到她的聲音就會過來問，小天

使們太可愛啦。 
 

疫情一來，為了大家的健康，孫子們不敢來啦，就算我們

專程去看他們，他們都戴上口罩，伸出一隻手： “6 feet, 

保持 6 呎”。天呀，別說想抱抱他們，連走近都不行，這

是什麼世界呀。 
 

還好，會使用頻像會議後，在屏幕上可以看見他們的盧山

真面目啦，他們也可以親切地叫： “公公，婆婆”, 雖然

沒有擁抱的那種甜蜜，也總比 6 feet 要強多啦。視像上，

孫子們也常常向我們展示他們在家做的功課，畫在手上的

圖案，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微笑，感受到親情的溫馨，當

然，希望疫情快過，可以擁抱他們就更好啦。 
 

科技的進步，讓人的距離拉近了，在疫情帶給我們的不便

減少啦，相信今後，高新科技不只是可以增進了家庭的感

情，更可以增加我們的工作效率，擴闊我們對世界的視

野，人類將會有更偉大的突飛猛進，所以，這些高科技產

業前途無量，股價一定大升，值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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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君別後      Maria Leung                                                            
 

答應編者寫稿，以為鼓起勇氣總能做到 !.原來還是不

易! 每每觸及內心傷痛，仍是熱淚盈眶，但截稿時間臨

近，以自已的性格，不能食言!盡力交差吧!   
 

轉眼 Joe 離開差不多一年了! 人說時間能沖淡一切，但談

何容易？相知相愛差不多半個世紀,肯定餘生也不能把他忘

懷! 辦完他後事後，身體一下子跨下來：血壓高、白血球

高，瘦了十多磅!終日以淚洗面。當時吩咐女兒：假使我真

的隨 Joe 而去,她們應為父母很快重聚而安慰，不用悲傷!

反覺這是最好的安排! 但一位朋友警告我，再不照顧好身

體，萬一半生不死，反而令女兒們喪父之後，再遇打擊，

百上加斤!這當頭棒喝，令我意識到後果的嚴重!為了女兒

唯有努力振作。每日歩行運動，加上針灸…身體慢慢回復

正常，除了體重。  
 

肺炎疫情殺到，自屬高危人士一族，再不敢外出散步，唯

有在後園繼續，聊勝於無。知道口罩缺乏，我響應幫忙車

縫口罩；想到紐約嚴重疫情，掛念當地的親友，問了郵差

友人的意見(Joe 生前與他頗為老友)，他答應幫忙寄出，免

了我到郵局的風險；於是我每天交收寄給有需要的朋友：

本地、波士頓、西雅圖、加拿大…每天上班一樣，用床單

及任何合適的布料縫製；同時也為郵差友人做了幾個配色

的口罩。後來他見我不斷寄，還送了一百個郵票給我以表

示支持；而朋友更從香港寄來橡筋以作支援。整整三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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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送出了超過五百個口罩。 幸好車縫這些口罩令我將傷

痛轉移，渡過艱難的時刻. 
   

今年三藩市的新春晚宴在 Joe 去世三個多月後舉行，我百般

掙扎應否照常去幫手？能控制情緒嗎？在處理他包裝好的十

盒茶杯時，我已痛哭一場!到時會否崩潰呢？但一想到這是他

最重視的活動，但他不能再參與了。我有責任為他去完成，

才無怨無悔!   
 

感謝好友們的支持讓我終能做到.堅強的踏出了一步，不辜負

他給我 98分(Joe 對我的評分), 盡妻子的責任!  
 

借此篇幅，多謝各方好友，在 Joe 的喪禮中，差不多近四百

人送他最後一程! 之後很多朋友送湯送水，關懷問侯，接送

看針灸，更安排一些活動希望帶我走出哀傷, 甚至有應屆

「夫婦營」的參加者也送上問侯和鼓勵，我們才認識三日两

夜啊，太讓我感動了!  另外，我和 Joe 探訪多年的教友中，

有一個 98歲的婆婆打電話來慰問!  而另外一個 87 歲但耳朵

不靈敏的婆婆寫了滿滿一頁信給我，目的都是希望我節哀，

保重身體!  一切一切…… 
 

我能不好好的振作嗎？還有愛我的家人，兄弟姊妹，孫兒孫

女，亦是我精神的支柱!   不過總有情緒低落時，幸好有我

能信任的朋友，可找他們傾訴，感激她們的耐心陪同傾聼，

讓我抒發甚至陪我哭泣.  身邊有這麽多天使，我會好好保

重，堅強的生活下去, 相信這也是 Joe 最希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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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ie Lin                     Joe Lin (連聯波) 

 

今天 8 月 27 日 2020 年三兒子在 WhatsApp 分享了他的

夢： 

[11:06 AM, 8/27/2020] Colman: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thought I’d share here: Angie Lin  
 
(1) Sometimes I think the dream world is actually your mind 
escaping the logical bounds of this world to a greater beyond, 
like parallel universes or “the tru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n 
this dream, I met someone who’s dearly important to me... 
someone I admire—just not in this current world where I’m 
typing this story.  
 
I had a dream about my sister, Angie Lin. She’s about 25-26 
years old, around the same age or a little older than Richard. 
(That’s about the same age Joseph Jr. or Josephine would’ve 
been, so the timelines match up.)  
 
Dad and I were on my bed just relaxing, I was staring up at the 
ceiling fan and he was on the phone with Angie, who had al-
ready moved away from home. When he talked to her, I saw 
this happiness in his eyes like no other. His face lit up, his in-
tonation was light & relaxed, and he seemed to have a whole 
new spark of joy in his character. “Was this the Dad I know? 
Or a different dad in this dream hypothetical world?” I 
thought. Dad asked Angie what she wanted to do in the future. 
I was curious how her voice would sound. “Well, there’s a lo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Her voice was assertive. Strong, yet 
delicate and loving. I sensed she was a go-getter and didn’t 
take shit from anybody, but loves people for people and str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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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to see the good in others. She went on to list her goals. 
She wanted to become a pilot. Travel the world. Get involved 
in organizations to try to make a positive change for the 
greater community, citing corruption in several of the states 
she’s visited. As she and Dad kept talking, I zoned out for a 
little bit. I think I was dancing on the border between reality 
and this dream world/parallel universe. Part of me felt like 
this was my first time ever hearing her voice, and the other 
part of me felt like I’ve known and looked up to my sister An-
gie my whole life.  
 
The dream continued with hazy memories I had with Angie 
when I was younger. We’ll see if this was the last time I ever 
see her. 
 
[11:07 AM, 8/27/2020] Colman: The (1) means I experienced 
this dream in the 1st person perspective 
 

三兒子說他一般會忘掉作過的夢，但這次很特別,他起床

後仍然清楚記得這個夢。他說 Angie 大概 25-26 歲,5 呎 5

-6 吋高,說話顯出自信和關愛,有主見和堅強,知道自己做

什麼。我還未看之前,大兒子和二兒子已經在 WhatsApp

留言說 Angie 大姐在天上看顧著我們。我一邊看一邊感

到驚喜,但是隨之而來感到傷痛，有大半天說不出話來，

内心下着大雨。 
 

1994 年，太太 Lesley 在第一胎懷孕三個月時，意外地流

產，那時非常悲痛。但年底時；太太再次懷孕並在 1995

年生了大兒子。隨後有一次在 ME 分享夫婦會議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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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朱蒙泉神父提起這事，他建議給未出生的孩子一個名

字：不如就叫 Joseph，並給孩子祈禱，孩子是家庭一份

子。以後每年 11 月諸聖月的已故親友名冊中，都寫著

Joseph Lin Jr 了！,但今天以後，我們會以 Angie Lin 名字

給她獻彌撒和祈禱。 
 

這夢境中很慶幸 Angie 給我們聯繫,知道她的名字、性別

和志向,感到非常欣喜,但另一方面對她未曾出生在家中成

長感到難過。如在世上，Angie 今年 26 歲，太太在

Google 找到 Angie 這名字的意義和特徵：(http://www.first

-names-meanings.com/name/name-ANGIE.html)，她是天使

(Angel)的小女孩名字，也是天主的傳信者(Messenger) 。

26 這個數字是 Angie 這名字的活躍數字。 
 

未出生的孩子没有犯罪，願天主收納 Angie 到天國。相信

諸聖相通，會繼續為 Angie 在天上祈禱，她也在天上眷顧

弟弟們和我們。為 Angie 與我們一起，特別吩咐兒子將來

在我和太太在 Santa Clara Mission Cemetery 的墓碑上，要

加刻上 Angie Lin 的名字。她要與我們永遠在一起，祈望

以後我們可以在天上再相會。 
 

這夢鈎起世上過去傷感的回憶，但帶來將來天上的喜悅。

感到團圓的快慰因有主同在。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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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ite moments of each of your children  
 growing up    NPK 

 
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favorite moments when 
my two daughters were growing up. Be that loose 
tooth pulled out by a door knob slam or the gradua-
tion ceremony in preschool or the first family vaca-
tion, they are all moments I cherish. If I have to pick, 
my fondest memories were the times when they have 
not started school. 
 

My older daughter was just starting to talk. She was 
probably a little over two years of age. I remember 
holding her on my lap. I had a book on classic folk 
songs for kids. I am not a good singer but I wanted to 
connect with my daughter by singing. I picked “500 
miles from my home” by Kingston Trio. She said 
nothing but she listened to the song intensely as her 
eyes concentrated on the pages. As I recall, she did 
not repeat those lyrics after me but I had her full at-
tention. When I finished, she flipped to the next page 
and said this one. I had never sung whatever the next 
song was but I improvised. Then there was the next 
song that I improvised again. It was an audience of 
one that seemed to enjoy the moment. I knew that my 
singing w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with my child. 
 

My second daughter was barely able to walk. I re-
member that she liked to snuggle close and put her 
head on my shoulder. My wife described it as a ko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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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 This was the hug that my daughter used her legs 
and arms to cling to you. You feel her need to hold on-
to you and you also feel the need to reciprocate. Hug-
ging was a way to connect and it was also a way to ex-
press our love with or without any spoken words. 
 

Singing and hugging definitely stood out as my favor-
ite moments when our children were growing up. To 
put that in context, I memorized lullaby and popular 
songs I was comfortable with. It was easy to sing in 
our own house. Soon enough, our child started to imi-
tate how I sang. Hugging, that old fashioned embrace, 
is an intimate way of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own 
children. It is also an expression of joy and reassur-
ance. Additionally, one gets a surge of feel-good hor-
mones, such as oxytocin. The reaction of of the body 
was reported by Mayo Clinic and others. To me, noth-
ing feels better than a koala hug from my own child.  
 

Fast forward to the present day. Besides her day job, 
My older daughter takes great pleasure in writing. It is 
possible that singing early in life helps her remember 
words, idiom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hereby giv-
ing her writing skills. Her sister is a good mother to 
her son. I think early childhood hugging instills kind-
ness,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in her. Those quali-
ties are important in motherhood. 
 

Next time you have an addition to your family, re-

member to sing and to hug your child of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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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疫情的感受和分享心聲  Agnes M.K. 

二零二零年是一個很難忘的一年 ，有起有落、有甜有苦的經

歷。 每天起來能看、能動是天父的祝福，我們要感謝衪。 

今年一月初是我的生日，那天很開心，有機會和四個孩子一

齊去教堂望彌撒，並得到神父的祝福。二月，兒子 Michael 結

婚，感謝主，他們的婚禮很順利地在教堂舉行，並在酒樓慶

祝。三月中 COVID-19 疫情開始，我們當然不能去教堂，而

教會的四旬期又開始，大家祇能在網上參與禮儀。 

經過幾個月的疫情，居家避疫的生活 (Shelter in Place) 有好

處亦有不便之處。好處是家人關係更加密切，不便是衝突 

(Conflict) 多了，尤其是夫婦間真不易過。記得在夫婦週末營

學到大家要包容、尊敬和溝通，還有忍耐、盡力渡過難關。 

五月時，女兒在 Medical School 畢業，我們一家人和親友本

打算同她慶祝，而她也打算出外旅行；但最終因疫情關係而

要全部取消。幸好一家人很高興可以在網上(virtual)參與她的

畢業典禮。在疫情中，見她當實習醫生的辛苦，讓我非常擔

心。幸而我們有信仰，衹能祈禱依靠天父，繼續賜給我們健

康的身體。 

疫情期間，教會的幾個弟兄姊妹（有年長的也有年青的）離

世；我丈夫的姐姐 Anna 也在十月初返回天家。我們非常傷

心難過，惟有為他們的靈魂祈禱，求主賜他們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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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分享是我認識了三十多年的一位舊同事的情況。我大

學畢業後，跟她同在一間銀行工作；後因結婚和兩個孩子出

世，太忙碌照顧孩子而決定離開工作崗位。那位舊同事仍然留

著，後才轉去另一間銀行工作，直至幾年前八十六歲才正式退

休。我們仍一直保持聯絡，而我亦當她是我的母親。記得去年

六月她生日，我們一齊去教堂(她是佛教徒) ，跟著吃午餐，

非常開心。九月，她身體不適，入了醫院，身體康復後便搬去

護理院(Assisted living) 居住。今年三月初，我和家人去探望她

時，她精神很好很開心。她家人本準備在六月為她慶祝九十歲

大壽，但疫情關係，家人連探訪也不能入內，只能在門外跟她

揮手，但大家已感到很開心! 十月初，我和丈夫可以在護理院

內的 patio 與她見面，真的很開心，不過她精神已不如前，像

有失憶症(loss memory) ，還好仍認得我們。這次經歷讓我醒

覺到真要珍惜身邊的人，家人或朋友，有機會就要給與他們關

懷或幫助，能見面是天父的祝福。 

面對疫情，很多煩憂和恐懼令人非常不便，同時面對失去親人

和朋友，更使人難過。慶幸我們是基督徒，有信仰支持；最重

要是面對困難時，要多祈禱，交託及依靠主，活在主內與衪同

行，隨遇而安，持著知足常樂的態度才能達到內心那份平安和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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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五個缺點 Andreina 轉帖自其他群組 

 

有位越南的樞機阮文順樞機，他在 2002 年過世，

他在 2000 年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當時教廷的工

作人員講退省。在退省裡，他說耶穌身上有缺點，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驚訝，耶穌怎麼會有缺點，耶穌

是天主子。 

 

這阮文順樞機現在教會立為可敬者，教會正努力為

他列真福品。他說耶穌: 

第一個缺點、耶穌記性不好，祂永遠忘掉我們的罪

過。 

第二個缺點是，耶穌數學不好，算數不會，因為耶

穌不知道 1 和 99 那個比較多、那個比較大！耶穌

可以放下 99 隻羊去尋找一隻羊，這是數學好，還

是不好？數學不好！所以，耶穌的數學不好。 

第三個缺點是，耶穌的邏輯不好，祂講當一個婦女

掉了一個銀幣，掉了一塊錢，到處尋找。找到以

後，她把四周所有的鄰居、親戚、朋友全部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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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慶祝。那慶祝的花費要比一塊錢要多多少？這種

邏輯很奇怪。所以，耶穌的邏輯不好。 

第四個缺點是、耶穌太愛冒險，耶穌常常不按規矩，

既定的計畫，已經計畫好的，常常因為人而改變。本

來帶著門徒要去休息，但看到一群像沒有牧人的羊

群，耶穌計畫就改變了。本來很好的、固定的計畫，

照著走就好，耶穌常常改變計畫。所以，耶穌是個冒

險的人。 

第五個缺點是、阮文順樞機就用今天的福音描述耶穌

不會做生意，耶穌不懂得經濟，不會做買賣。早上五

點清晨來的人，然後早上九點來，中午十二點來，三

點來，到了晚上五點還有人來，最後耶穌給晚上五點

來的還是和早上五點來的人一樣多的錢，這不符合成

本效益啊！耶穌不會做生意。 

 

當阮文順樞機講完耶穌的五個缺點以後，他講了一句

非常讓人感動的話，就是："我愛上了耶穌的缺點"。

讓我們能反省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主耶穌基督在

我們的生命裡的那分慈悲。各位想想看，清晨就到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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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園工作的人，中午吃的飽飽的，因為中午有飯吃。

今天一天定了，有了錢，有了工作，一天穩定，到最

後可以拿到一個銀幣；安心的工作。但是那晚上五點

還在路上徘徊的人，耶穌問他們：你們怎麼還在這裡

呢？他們說：沒有人顧我們啊！各位可以想像，到了

晚上，一天都沒有工作的人，他們惶恐的心情。早餐

沒吃，中餐沒吃，不曉得明天怎麼辦，心裡面既焦慮

又沒希望。和那一早就充滿希望，有飯吃又有錢可領

的人相比...。難道不應該去關懷這樣的人嗎？ 

 

這是今天耶穌提醒我們的，生命不應該用交易、買賣

來看。就是我常講的，生命不應該用投資報酬率來計

算。天主有這樣的缺點，因為做生意、做買賣，就要

講究成本效益，就要講究投資報酬率。我做多少，你

應該怎麼樣，你要怎麼。但信仰，但天主對我們從來

不是如此，永遠對我們敞開心胸，永遠對我們寬容大

方。 

 

願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也能像阮文順樞機一樣：

我也愛上了耶穌的五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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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及其他事項   Tony Lau 
 

1.  

1.  在香港服務的關俊棠神父將於 11 月 22 日為我們舉辦

一個夫婦成長工作坊，名為「 有危有機、姻婚家

庭、面面觀」，誠意邀請大家參加。報名請電郵

nca.camea@gmail.com，謝謝。 
 

2. 由於稿源短缺，本季刊從明年開始將改為雙季刊，

逄三月及九月出版。不便之處，祈請見諒。 

3. 為了推廣婚姻及家庭的價值觀，我們於每月的第二

個或第三個週六，下午四時在 AM1400 天主教廣播

電台的「漫步心靈路」節目中播出，歡迎大家參與

分享並且推薦給你們的親友收聽。如有查詢，或欲

分享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請聯絡 Astor Li (408) 800-

6382。 

4.  會員如有任何資料更改，請儘快通知各區的聯絡組

長或 Maria Leung (408) 800-6382，或電郵

nca.camea@gmail.com，以便保持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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