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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例會 Monthy Meeting
每月第三個星期二

晚上 7:30pm
聖堂203室舉行

（本月例會：11月20日）

行善Charity      團結Unity      友愛Fraternity      効忠Patriotism 

《哥倫布騎士會》創辦人麥堅夫尼神父(Fr Michael McGivney）

本 屬 會 12位 兄 弟 連 同 黃 公 宇 神 父 及 甘 立 祖 神 父 於 上 月 （ 11月 ）
24日 ， 獲 晋 昇 成 為 《 哥 倫 布 騎 士 會 》 「 第 四 階 騎 士 」 。 恭 喜 ！

愛在騎士

記得在讀英國文學作品的時候，讀到
過有關騎士的相關的事，那時的騎士手中拿
著長矛，銳劍赫赫威嚴，馳騁疆場，效忠國
王。

今非昔比，當真正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
加入了騎士後，發現過去的在小說中所描寫
的騎士與今天所見到的騎士有著天壤之別，
現在的騎士效忠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手中
所持有的不是刀劍盾牌，而是友愛，團結，
行善，效忠。

這成為了現今騎士所佩戴的武器。在今
天這個時代，人們之間所缺乏的就是這些，
人與人之間，人與團體之間，家庭與社會之

間，沒有了愛，沒有了團結，人人都為自
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人們嘴邊
的口頭禪。

愛在騎士，就在這個時期，卻出現了
Kights of Columbus天主的騎士，讓他們來擔
負起傳播行善、團結、友愛、効忠的信仰。
來發揚天主的正義，這成為了今天教會史上
一道亮麗的風景。願所有的KofC成員都能發
揮出應有的騎士精神，為堂區，社會無私奉
獻。

	 騎士兄弟 甘立祖神父Rev John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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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大政府定每年

的 11月11日為『國殤日』

(Remembrance Day)，紀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

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中捐軀

的加拿大軍士。第一個國

殤日於 1919年在整個英聯

邦舉行，原稱『停戰日』

(Armistice Day)，紀念第一

次世界大戰於 1918年 11月
11日上午11時結束。在加拿大，從1923至1930年，停戰

日在包括11月11日那個星期的星期一舉行，也會在同一

天慶祝感恩節。1931年，國會議員亞倫尼爾(Allan Neill)
提出法案，提議將停戰日固定在每年的11月11日，並將

『停戰日』改名為『國殤日』，提議獲得通過，第一個

正式定名為國殤日在1931年11月11日舉行，而當年的感

恩節則提前在10月12日慶祝。

加拿大全國各地都建有紀念碑，紀念加拿大軍隊在

國內和海外的軍事行動，位於首都渥太華的『國家戰爭

紀念碑』 (National War Memorial)原本是紀念曾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服役的士兵，後來也用來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韓戰和隨後的和平任務中捐軀的士兵，國家戰爭紀

念碑象徵加拿大人在所信奉的價值觀受到威脅時、表現

出無私的奉獻和無比的勇氣。在國家戰爭紀念碑隔鄰的

『無名士兵墳墓』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埋葬了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捐軀、但不知姓名士兵

的遺體，這具遺體是從維美嶺(Vimy	 Ridge)附近的墳場

掘出來的，這座墳墓和被埋葬的無名士兵代表所有在過

去、現在和將來為加拿大捐軀的士兵。在首都渥太華『

和平塔』 (Peace Tower)內的紀念室 (Memorial Chamber)，
擺放了紀念冊 (Books of Remembrance)，供人弔唁，而全

國大部份的城市都有紀念碑、建築物或房間，紀念在這

些城市出生、長大和生活、為國捨身的加拿大人。

每年，在國殤日，國民都向為國捐軀的加拿大士兵

致敬，我們會配戴罌粟花 (poppy)、參加紀念儀式和參觀

紀念館，並在上午11時默哀兩分鐘。如同往年，哥倫布

騎士本著該會四大方針之一的『效忠國家』也參加國殤

日大遊行，在11月10日星期六參加由萬錦地域退伍軍人

協會 (Markham District Veterans Association)主辦的大遊

行，參加者包括市長薛家平、副市長積希夫和其他政府

官員、議員、社會賢達及青少年團體(包括童軍、空軍少

年團)等，並獻花圈向為國捐軀的加拿大士兵致敬。

今年剛好是哥倫布騎士會成立的130週年，1882年
麥基夫尼神父在美國康奈狄格州紐海文市聖瑪利亞聖堂

成立哥倫布騎士會，得到熱心教友的支持和當地政府的

批准和承認，為會員和他們的家庭給予經濟援助，為辭

世、患病、有殘障和有需要的會員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支

援和救助，時至今日，哥倫布騎士會從當初只得幾名會

員的組織成長為在包括美國、加拿大、菲律賓、墨西

哥、波蘭、多明尼加共和國、玻多黎各、巴拿馬、巴哈

馬、處女島、古巴、危地馬拉、關島和塞班島等多個國

家成立了超過一萬四千個屬會和擁有超過一百八十萬名

會員。哥倫布騎士本著該會的四大方針﹕行善、團結、

友愛和效忠為教會、社區和國家服務﹐歡迎所有年滿十

八歲的男性忠實天主教徒參加，查詢及報名，請與哥倫

布騎士中華殉道聖人屬會騎士總長郭詠觀醫生聯絡，電

話﹕416-716-3872或電郵 jasonkwok@rogers.com

哥倫布騎士參加遊行  向捐軀加國士兵致敬

SK Jason Kwok,   Grand Knight / CMCC Council #1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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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For Greater Glory 	
出品國家：	墨西哥

導演：Dean Wright
編劇：Michael James Love 									
主演：Andy Garcia,
              Peter O’Toole
片長：143 分																																																																

For Greater Glory 一片可
中譯為「光榮戰事」，乃因此
片所講述的是一件為主作戰、
犧牲自我、勇往直前的史迹。

歷史背景：墨西哥早於十六世
紀受西斑牙的殖民式統治，又於十
九世紀法國試圖影響墨國政府的治國
方針，墨國人民飽受殖民地之苦，
怒不可言。當天主教教會於十九世紀
末在墨西哥奠下福傳的鞏固根基之
後，墨西哥政府於1917年推行新憲
法，要嚴管外國宗教力量在國內的
擴張，到二十年代初無神論者卡列斯
（P.E.Calles）上台後，以強硬手段推
行 1917年的憲法，當農民要求擁有
自己的耕種土地及人權時，當地的天
主教教會不便插手，介於中立地位，
卡列斯政府却誣揑教會偏袒農民，遂
將之迫害，濫殺神職人員，人民遂
於 1926年進行反政府起義，稱自己
作Cristeros(來自墨西哥文Viva Cristo 
Rey，意譯：	 基督君王萬歲)	 ，墨西
哥政府稱Cristeros為反革命份子，自
稱自己是Cristiada(「反基督軍」之
意)，戰事從1926連續至1929年，死
傷人數以萬字計算為單位，歷史家稱
之為「墨西哥革命」 (Mexican Revo-
lution)，亦可稱作「基督軍戰爭」
(Cristero War)。這場革命發生的早期
均以游擊戰爭方式進行，直至流亡海
外的哥魯斯亞特 (Enrique Gorostieta)
於1926年回國，重整軍心，率兵和
卡列斯政府公開抗爭，無奈三年之後	
(1929年中)，政府軍滲入其內部，突
襲哥魯斯亞特，將之擊斃，革命軍元
氣大挫。

1928年年底駐墨西哥美國大使

莫 盧 ( D w i g h t -
Morrow)於卡列
斯 政 府 、 梵 蒂
岡教廷、和墨國
天主教會三者之
間 ， 遊 走 兼 游
說 ， 才 將 此 事
件趨向平息。據
說，哥倫布騎士
會對此戰事的調
停有所介入，此
片略有提及。					

片中的將軍哥魯斯亞特曾於二
十世紀初為墨國獨裁著胡亞特 (Vic-
toriano Huerta) 組織反當地教會的軍
隊，胡亞特倒台之後，他流亡海外，
到革命戰事爆發後，他重返墨國，接
受雙倍工資，才去領導「基督軍」進
行革命(For Greater Glory一片的下半
部有所描述)。他可算是一名高級顧
佣兵  (soldier of fortune) ，不過當他
目睹滿地烽烟，才重執干戈，為教會
而戰，至捐軀沙場，乃功蓋其過也。

該片的上半部集中於一個十三
歲孩童的經歷，透過他的零碎觀點
去看教會所受到的迫害，下半部才聚
焦於哥魯斯亞特身上。此孩童名叫
Jose Luis Sanchez，由一名墨國少年
Mauricio Kuri飾演，初登銀幕，不過
不失，相當稱職，他親眼目睹他的神
師Father Christopher	 (由名演員彼得	
.奧圖  (Peter O’Toole) 飾演)	 被政府軍
隊槍斃，此事遂激發他參加革命軍，
他最終殉道，後於2005年被梵蒂岡封
為真福。

「 光 榮 戰 事 」 的 整 體 成 績 ：
此片根據法國歷史學者美雅 ( Jean 
Meyer)的1976年的著作「基督軍革
命」(The	 Cristero	 Rebellion)改
編而成，於2009年開始於墨國多個
城市拍攝，由「魔戒」 (The Lord of 
the Rings)的視覺效果指導維特 (Dean 
W r i g h t )初 執 導 演 筒 ， 米 高 . 路 扶		
(Michael James Love) 編劇。維特對劇
情節奏之跌宕的掌握不過不失，動作

場面頗具氣氛。路扶的劇本對歷史細
節交待得不大詳盡，跳接頗嫌唐突，
假如用第三身式的旁白叙述及貫串事
件的原由，效果會截然不同。

本片聘用名演員Andy Garcia 飾
演哥魯斯亞特，相當稱職盡力；由
彼得.奧圖  (Peter O’Toole) 飾演Father 
Christopher，但在開場後半小時遭墨
國軍隊槍决，此角色出鏡的時間實在
較短。

此片於今年4月在墨西哥首映，
反應頗佳，全賴天時地利人和所致，
後於6月在美國公映，反應平平，可
惜一直未能在加拿大的影院上映，未
知是甚麼原因?	假如此片能公諸大銀
幕，肯定有一定的觀眾群	 (起碼有教
會的觀眾)，即使不明史實，但動作
連場，有一定娛樂性價值，全片耗資
一千二百萬，製作認真。加拿大影院
商人拒絕此片此舉，實屬眼光淺窄，
短視不堪，難怪加國影壇一直不成氣
候。在本國天主教刊物The Catholic 
Register 的2012/11/25的一期內，Fr. 
Raymond De Souza撰文大讚此片，
推薦信徒們都應去看，筆者亦有同
感，為主服務之輩萬勿錯過！

「光榮戰事」為主而戰

Paul Ng,   Recorder / CMCC Council #15463

電影欣賞《光榮戰事》
免 費 招 待

哥倫布騎士會特別介紹電影
《光榮戰事》，片中敘述天主教
神父因為維護宗教自由而受迫害
及致殉道，這是192 6年，墨西
哥人民為宗教自由抗爭的真實事
蹟，	英語對白，英文字幕

歡迎各教友免費入場，並有
茶點招待。因座位有限，為免向
隅，可致電4162985619或電郵
kbwu@rogers.com留座。

日期：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

時間：1:30pm

地點：Council Chamber,
               Markham Civic Centre, 
               101 Town Centre Boulevard,   
                Markham.

（電影被評級為「R」，故只招待各成年教
友及其親友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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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創意當然好，但卻要
小心被誤解、誤用，計而變成政
府的無限擴大，神的地位被廹縮
細。有很多人認為事事都要問
一下：〝耶穌會怎樣做？ (What 
would Jesus do?)〞才叫政治正
確，但是，很多事情卻逐漸地變
了質，反而影响到宗教信仰和社
會訓導。

「耶穌會怎樣做?」 (What 
would Jesus do?)口號，從上世紀

90年代開始出現，在很多群眾運動中都出現過，意思是
叫政府學習耶穌憐憫窮人，從而平均財富、增加福利。

但這是偷換慨念的論據，根本不應該存在，簡單
說，在耶穌的三年工作中，耶穌主要在宣講要為世人的
罪而死，讓信衪的人得永生，卻從沒有與政府爭論政府
福利事項，更何況是財富再分配。耶穌當然提倡賙濟窮
人，但卻是叫個人、教會去做慈善工作，而不是叫窮人
依靠政府、通過稅收，來達到財富再分配。例如，路加
福音(Luke)第十四章21，講的是個人行為，而並非叫政
府去宴請那貧窮的、殘廢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耶穌留給世人的名句：「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
歸天主」，就是要政府與神的事不可混淆，政府的手越
長，神的地位便越縮細。例如，左派的大政府主義越
得寸進尺，他們便越想將神從公眾中除去，大家試想想
看，最大政府主義的共產黨，所主將的就是沒神論。反
而，越是擁護小政府主義右派理念的政黨，便越是尊重
宗教及神的地位和社會訓導。耶穌為甚麼這樣說呢？因
為你的錢財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因為政府大到一
定程度，人就會去敬拜政府，將天主放在次等地位。

例如，從今年開始，加州Santa Monica市再不准聖
誕佈置 (Nativity Scenes)擺放在公共地方。

耶穌並不支持當時的羅馬社會，衪有很多機會面對
羅馬人、稅吏長，但從沒有與他們爭論政府開支或福利
事項。聖經甚至講不工作的人不能得吃，而應該去勞動
得食，怎會喜歡選一個政府，去瓜分別人的財富，而不
懂創造財富。聖經中〝塔冷通〞 (Talentum)故事就是鼓
勵創造財富，是資本主義的雛型，再加上耶教文明的〝
愛人如己〞，便令這個世界得以向着真善美航行。

教 宗 本 篤 十 六 世 ( P o p e 
Benedict XVI)上月出版第三本
書"Jesus of Nazareth – The Infancy 
Narratives"，內容主要敘述主耶
穌的童年，又提及他的研究有關
主耶穌出生年份有錯、甚至沒有
動物在場。

對於非教徒而言可能會感到
奇怪，但教友們早已知道，聖經
並沒有記載主耶穌出生日期，最
重要的訊息是：主耶穌的的確確
降生成人，曾經居住在我們中間。其他的枝節就讓我們
發揮無限的想像力，而又不會破壞聖經的完整性。

一個宗教最重要是教友們有慈悲心，而宗教本身
又對人類文明有重大貢獻。在旅途中的教會當然不是完
美，但就是因為愛人如己精神，所以便有如自我反醒機
制，非洲的奴隸販賣制度得以廢除、美國的黑奴得以解
放，與種在世人心中的愛人如己精神有極大關係。前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 I )曾代表天主教會向
上主和非洲人請求寬恕，在2000年又向天主求寬恕對猶
太人所犯的一切罪行，其後又對亞洲人民的道歉，並義
無反顧地承擔道德責任。一個有道德勇氣、肯承認以往
過失的教會，自然不會重蹈覆輙，而日趨完善，又豈會
介意不知道主耶穌的出生日期。

由於天主教有悠久的歷史與傳承，真有興趣知道是
否有前人在神視中 (heavenly vision)，曾經看見當時情況
(Nativity scene)。

身處多元化的加拿大，我們仍可享有很多公共活動
空間。本月15日，有三間教堂：St. John’s Presbyterian 
(長老會)、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Anglican(聖公會)
、Prince of Peace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天主教堂)	聯
合主辦一項名為「伯利恆城的重現！」 (Bethlehem Alive!)
活動，內容包括由天使向瑪利亞報喜，….，至到主耶穌
在馬槽降生的故事，有聖誕詩歌與分享。

事實上，聖經有很多留白的地方，對從事藝術創
作，大有發揮空間、增加創作靈感，而又不會影响到聖
經的完整。例如，聖經的第一宗謀殺案，創世紀 (Gen-
esis)第四章1-16，講加音 (Cain)謀殺亞伯爾 (Abel)，加音用
甚麼兇器呢？一塊石頭？一根樹幹？殺人過程又如何？
聖經並沒有交待，因為，最重要的訊息是「不可殺人」
，這都和聖經主旨：「愛主愛人」，一脈相承。加上其
他枝節，簡直可以創作成偵探故事，但總不能以擾民為
目的。

從主耶穌的誕生，看....

David Kong,   Financial Secretary / CMCC Council #15463

因稿件過擠，本騎士屬會之《行事錄》及《

備忘錄》暫停刊出。 有關最近各項工作及活動，

請向騎士總長/副總長或各騎士查詢。

*	 是期《騎士通訊》印刷費用由KC Auto Body 
Specialist (905-472-2928)及Unique Work-
shop (905-472-8883) 全數贊助。謹此致謝！

凡惠顧汽車車身或機械維
修，即可免費獲得洗車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