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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城新竹成长岁月中，我与杜华神父(Father Dowd) 有过一段相识和相处缘份。第一次认

识杜华神父是我初中二年级时。那时，杜神父开始兼任新竹中学初中部英文教师，而他所教第

一班就是我们初二乙班(而很巧的是那也正是朱守亮老师教我国文那年)。  

杜神父教我们英文一段时间后，我和几位同学开始每周数晚去位于新竹市中山路上一栋

三层楼房(应该是”天主教教义研究处” 吧！)，那栋楼里有杜神父及其他几位神父和修士们的宿

舍、办公室、教室和会议室等。那时，杜神父在那除教我们英文外，也向我们传布天主教教

义；此外，他有时会放映电影给我们看(包括有 Spencer Tracy 和 Mickey Rooney 于 1938 年所合演

的 Boys Town 那部电影)，有时也会与我们一块玩 Bingo 游戏。当时，这种课外活动对于小小初

中生我具有极大吸引力。每逢这样晚上，我晚餐后便会迫不及待赶去杜神父那。据我记忆所

及，在那楼房里，一楼是阅览室及秘书办公室，二楼有小圣堂、教室及会议室，三楼则是神父

们和修士们的卧室。 ﹝在一本名为”杜华神父纪念集”书中，我看到一张有杜神父在内的那楼

的照片：在三楼上方刻有”升记”字样，在二楼和一楼间有两块横摆的招牌，上招牌印着”

TRAINING CENTER FOR RELIGION TEACHERS”，下招牌则印着”天主教教义研究处”。 ﹞  

无可否认，在杜华神父影响下，我逐渐常去天主教堂。我背熟多数重要经文，如天主

经、圣母经、赦罪经等。在一段时期后，我加入杜神父所组织圣母会。那时圣母会成员多半是

十几岁中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圣母会宗旨之一便是将天主教福音传给年龄更小儿童们。  

每周一次圣母会聚会时，在杜华神父指引下，在二楼会议室兼圣堂，我们做颇长时间崇

拜。每人双膝跪地，手执玫瑰经念珠用手指触摸一粒念珠配合背诵一段经文，如此重复念祷下

去。记得在一段时期中，因为长时跪地，我右膝下方曾发肿生疼。  

经过一段教义吸收和薰陶后，我偶尔会到家附近中华路旁由修女们所主持一天主堂，给

年幼儿童们讲道，基本上是由少年来教儿童啊！那时，小名三毛我小弟也成为我”布道”对象

之一。  

若我记忆无误，当时在新竹市区，距竹师附小不远西门街旁有一所谓”苦修”修女院，

住一些苦修修女们。我曾带我小弟去探访一位称为”宝拉姆姆”修女。那里有一堵墙，墙当中

有一屏风似间隔物，把里面宝拉姆姆和外面我们隔在两边。那屏风使我们看不见宝拉姆姆，只

听到她声音。她问我们姓名、年龄、何校读书等问题。虽不见其身影，她亲切而温柔声音给年

少我深刻印象。我们也知她是中国人，而非洋修女。当我们告别时，宝拉姆姆说，依规矩她可

见十岁以下孩子，因知小弟符合规定，便吩咐小弟站屏风正前方；她移动某障碍物后说已见小

弟，并说些鼓励话。这一幕人生经历，我至今犹忆。  

我清楚记得，一次杜华神父带我们到竹东山上五指峰探视原住民山地教区。杜神父亲自

驾驶白色吉普车，将七、八位初中学生放车后硬壳棚下两排椅上。一路上，年少歌声和欢呼自

然不在话下。  



<<曾经岁月系列>>      杜华神父：忆往叙今      -李伟宗-
初写于 2012 年 11月 11 日于南加州 

改写于 2013 年 8月 1 日，于北加州拉斐特女儿家 

Page 3 of 19 

抵达五指峰后，大家肚子饿了，便吃神父准备好的三明治当午餐。山地教区小教堂座落

于一条山溪旁山崖上。少年们无比兴奋攀沿陡峭山坡向下至山溪畔，手触澄清冰冷溪水，眼望

横跨山溪上轻摇于山风中绳木轻桥。犹忆我在溪畔用英语讲一句俏皮话，引起杜神父笑声。至

于讲了何话，经过多年无情岁月后，我早已忘，然而我用英语讲了使杜华神父发笑的话确是不

争事实。  

之后，在那山区小天主堂一间简陋小聚会室，我们与一些原住民山地同胞们共处一室，

一起歌唱表演。当晚兴尽后，杜神父带我们乘原车返新竹。  

另一次，杜神父用他白色吉普车载我们去竹东参加一项类似朝圣一般教会活动，大约是

去朝拜一尊圣母雕像吧！中午吃午餐休息时，我们去某街旁店里一间有餐厅的二楼。在我记忆

中，觉得我们是在一家妓女户房间里。那只是我当时直觉，当然杜神父不可能刻意带我们去那

种地方，而仅是临时找到一处吃饭休息地方而已，并没有特别调查过那间店的性质。然而，这

也应算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吧！  

在我初中二年级后暑假，来自纽约杜华神父(Father Louis J. Dowd) 和来自旧金山张志宏神

父(Father Donovan) 一同带我们这群初中学生，乘那辆白色吉普车，直奔南投日月潭而去。  

初到时，年少我被那秀丽潭景怔住了。在我毕生记忆中，给我类似反应的是 1966 年夏我

初抵 Arizona 州 Grand Canyon (大峡谷) 时第一眼目睹其伟大壮丽谷景时的震撼感。当然，经过数

十年人生历练，见过数不清美景佳色后，这种感觉已不复那样容易产生了。  

我们从靠近涵碧楼湖畔乘游艇横跨湖面，抵达对岸原住民山胞们聚居的水社。我们在湖

滨水社国民学校校区内最左端教室(如面向湖则是最右端教室) 安置下来。  

那时，从湖畔木制码头至山边水社国校有一小街，街两边有兜售各种纪念品各类小店。

站校门口朝湖望去，小街左边最靠近学校有一餐厅，店主是笃信天主教原住民山地人。  

难忘的日月潭一周里，我们几乎每日三餐都在那饭店吃。给我印象最深且至今未忘的便

是那从潭里捕获、极为新鲜、面裹油煎酥软生鲜小鱼，可整只连刺带骨吞入下肚。每次食前，

杜华神父带大家合掌感恩短祷。  

日月潭湖面上，时而云飘碧空，时而乌云满布、水色烟漫、雷响电闪、大雨倾盆。不可

测天候带给少年们无比兴奋。  

每日清晨，张志宏神父(Father Donovan) 毫无例外必独自一人泛孤舟一叶于湖面上，跃入

冷冽湖水游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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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周某日，我们清晨即起出发，爬上水社国校后面高山。刚出发时，天气晴朗。我们沿

弯曲山中羊肠小道攀登。山林中山溪旁驻足时，很多同学包括我脱鞋浸足澄清溪水，双手撩尝

看似清洁味甜溪水。如今思此情景，如彼山溪必能酿出佳美啤酒。  

我们终抵近山顶一处记忆中苍蝇四处横飞的原住民山地同胞住宅区。数十年前那时代，

那是较偏远落后地区，而那样地区都有教会踪影，可见传教士们在传布基督福音努力中如何尽

心尽力。  

中午，我们吃山胞们准备好多以竹笋为食材的午餐。餐后，在一大房间与山胞天主教友

们连谊互动。记忆中，我和一位初二同学吴松雄面对面坐于地上，两人双手互绕，双腿互缠，

表演小船流动于地。此情景当时被人拍照，相片中也有杜、张两神父坐于室中，证明确有其

事。  

午后下山时，中台湾亚热带常有的下午豪大雨倾盆而下。为能早回住处，下山速度自然

加快。山雨路滑，一位林姓同学﹝我初二乙班林毅夫﹞突然不慎滑跤，跌断左手臂骨。此事难

免影响前此持续数日的欢乐气氛。当日上山同学中包括竹师附小同学李重宝及陈棠华等，也包

括竹中初中同学吴松雄和李增寿等。其他人和姓名已不记得。  

那午后大雨使我们变成落汤鸡。当晚，在共用巨型蚊帐下，我辗转不能成眠；湿冷湖边

夜气袭人，我自知受寒感冒。次日，我发烧、流涕并感肌肉酸疼。张神父原就打算当日先回新

竹，杜神父托张神父趁便送我回去。随张神父先乘公车再乘火车抵台中市。张神父有约在先，

与其他几位外籍神父(应都是美国籍的) 约好在台中火车站相晤。铁路饭店吃饭前，依那些天在明

潭所养成天主教习惯，我合双手短祷，引起其他几位神父注意，我因觉不好意思而脸红。我深

记我所点午餐菜肴是青菜豆腐汤，当时病中觉其滋味之美世无其匹。午餐后续乘火车回新竹。

那次明潭之旅，永难忘怀。  

多年后，我后知后觉得知如下事实：张志宏神父(Father Donovan) 在台湾创办耕莘青年写

作会，提供一个给青年学子们学习翻译和写作的园地，并借此他得以与青年们多所接触，也为

天主教福音播种。张神父只带领写作会五年时光就撒手归天：1971 年 2月 15 日，张志宏神父在

一次带领青年们翻山越岭冬令活动中，走在长春祠附近时，一辆运货卡车突出车尾的木材触撞

其背囊，将他猛然推下悬崖，⋯⋯。此不幸事件带给我极大震撼，因他就是那天带着才初二小

小我从日月潭回新竹的张神父啊！  

我的人生轨迹与杜华神父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大约在我初二至初三至高一那几年有所交

集。之后，由于我父母那时深怕教会活动影响学业，便劝阻我不去教堂。我也因此逐渐与杜神

父失去连系。虽仅短短数年交集，杜华神父在我心目中却留下永恒深刻印象。我前此数十年中

对神寻觅追求，杜神父对我不无有极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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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此，我走我路，杜神父走他路，但数十年中，我不曾忘却他当年形影。 1981 年 5

月，我所写一篇名为”风城忆”文章在美国世界日报副刊分数日登出，其中也包括一些我对杜

华神父的怀旧忆往。  

我于 2004 年 11月从数十年电脑、电子事业生涯退休后，开始遨游世界，也开始做一些自

己喜为事，如建立两个自己的网站：”亚太世纪网站” (http://www .aaapoe.net/)，及”一中一世纪

网站” (http://www.1china1.net/)。在两网站中，我置入很多内容，包括前此所写一些文章，当然

其中也包含” 风城忆”那文。  

2010 年 1月 21 日，我突然收到一封含照片的电子邮件：”您好！李先生：昨日在偶然的

机会中，拜读您的「风城忆」，备感亲切！因我是您附小的小学弟，我是杜华的学生，我是保

拉的小兄弟（教会的说法，我也如此称姐姐）....。好多好多........少年时的影像，昨日一直在盘旋

涌现......。正巧日前，我们还在讨论。今年五月是杜华离开我们 20 周年了，想聚回些老朋友，在

新竹小聚。不知您的这篇文章的部份内容能否印给大家？同时农历年前，我都会去看保拉拜早

年，我会将这内容告诉她。送张照片能提供些影中人的姓名吗？我是黄智才，可能在「中山路

的教义中心」，晚上的圣母会的聚会中，或许我们曾碰见，当时我还在附小就读。 ”  

就如此，我和那位与杜华神父曾有数十年深厚关系的黄智才先生连系上。从 2010 年 1月

至 4月，黄智才又有如下含照片的通讯： “⋯⋯谢谢您们的联结网页。当时的我，这张照片是

我第一次到台北，在台大的椰林大道上。我是初中生⋯⋯” ； “⋯⋯十年前的我（当时已和杜

华安排各类学生活动）。石头英文签字旁，身旁是小余（叔谋）背后站立是戴琦，石头另一

边，和你们年岁差太远，你都不可能认识。⋯⋯”  

2010 年 4月 23 日又收到黄智才含照片的电子信：”大家好！寄送二十年前出刊的「纪念

集」部份文章（我再陆续重新整理，因每次扫描都不尽满意）。  

1. 费济时主教和杜华老伙伴，从扬州到新竹，由青年到年老....，他来介绍杜  

华最恰当。  

2. 景耀山神父几乎和杜华最后十年，生活在一起，会院中除美籍神父外，就是  

这位中国学者神父。  

3. 郎雄他对麦片牛奶神父（他在得影帝后的文稿），忆出「是他」....我们的大师兄（杜华

的老友对影帝的招呼）在十年前的感恩活动时他已略呈现疲惫，但他还专程南下新竹，全日全

程陪伴我们这些小老弟，这好像也是他动手术后参加公众活动的最后一次。  

其余文章也会整理寄送，当然如能再找到库存的「纪念集」是最好的点子，我还在  

询问中。致候全家。 ⋯⋯”  

2010 年 4月 23 日，黄智才那封 email 中也包含”影帝”郎雄为纪念杜华神父所写一篇题

为“郎雄最好的朋友：牛奶麦片神父” 短文，摘录如下：”他都叫我阿三阿三，因为我的本名

叫做郎益三。算一算，认識杜华神父已经是 56年前的事了，那一年，我才 13岁。13岁才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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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我记得那时是战亂时期，大家都在逃难，而我一个小蘿卜头，流浪到扬州，如果不是杜华

神父的照顾，真不知道今天的阿三在哪裡？杜华神父的心中充满了疼惜和爱，为了我们这些中

国孩子，他付出了一生。我永远都会记得，有一次我生病时，他坐在我的床边照顾我，就这样

一口一口的喂我吃牛奶麦片。那时我张大了眼睛看着这位黄头发的外国叔叔，我不知道为什么

他对我那么好，我也不知道是什么样的爱，让他像爸爸疼孩子一样，担心我的病。我只知道，

那碗牛奶麦片的味道，到现在闭起眼睛來，都还尝得到。杜华神父当然也有严肃的一面，特别

是对我们这些孩子。皮嘛！大人打仗，我们照样皮，照样玩啰！我记得有一次，我骑坏了脚踏

車，很怕被骂，就推着車子东躲西藏，不敢让杜华神父知道。当然啰！最后还是纸包不住火，

被发现了。那一次我看到杜华神父严肃的一面，他很认真的对我說：「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负

责，不要躲，更不要說谎、骗人。」奇怪的是，这些简单的道理从他的口中說出來，竟然显得

那么的认真和重要。战争是无情的，扬州的少年阿三，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以后，竟然有一

天会再見到杜华神父。那是从另外一位神父的口中才知道，杜华神父住在新竹，我一听心裡好

激动，年轻时的记忆向海一样「轰」地冲上脑门，就这样台湾的新竹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扬

州。后來，不管怎么样，只要经过新竹，我一定会回去看看他。当然，特别是自己又惹麻烦的

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年我 30岁，失戀了，真是很痛苦很痛苦。在去新竹的火車上，

心，像火在烧一样的苦，我当时真想跳火車死了算了。我觉得新竹，好远，好远，我忍着不让

自己提早下車，才又找到神父。他听我诉苦，陪我聊天，看电影，还拿了很多糖果给我吃。我

30 几岁了，他却看我仍然像个小孩，他陪我安静的反省，他让我生命没有提早下車。杜华神父

在晚年的时候，得了老年痴呆症，傻了。好几次我去看他，淚就一直掉。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

时，他連手都举不起了，却用力拉着我說，「阿三，要为自己拼命，让自己发光， 要为基督拼

命，让别人也发光。」杜华神父，他做了我 56年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杜

华神父，而杜华神父也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耶稣。你呢？找到最好的朋友了吗？ ”  

2010 年 4月 27 日，黄智才另一封电子信内提到：”⋯⋯OK ! 刚才已至邮局，按伟宗所给

的地址「陆空」邮寄。  

1. 20 年前出刊的「纪念集」一本。日前发出搜寻的mail ，抱歉只找到一本，还是本来为

另一个朋友回国时携回，但行程匆忙而忘了。看这次五月一日在新竹，能否还有库存回笼的册

子。  

2. 10 年的「缅怀杜华」是感恩活动后出刊的文章，目前 1000 本也快近个位数了。寄上三

本，请笑纳。  

3. 日前曾播「电话」给你，一则是要问你府上的地址，另则同时也想试试「电话卡」播

加州，可行吗？  

4. 那二本册子，大部份是「北大路青年中心」的记录，因最初的年代照片非常的少。同

时我们已没法联系及取回青年中心最早所寄放在「照相馆」的照片。  

至少这二本我们纪录了，同时也体会「新竹地区」的生活变迁，这不仅是老杜的生命

史，也更是你、我的生命历程.....。例如早期的殡葬、日月潭的舢舨、杜华的学生和毛王爷成好

友、当时青年学子的户外活动，都不是现在都市小孩所能想像到的.....，这也是我们所料想不到

的意外。这些都是陈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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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没多久，我收到黄智才所寄来”Fr. Louis J. Dowd SJ 1911~1990” (杜华神父 1911~1990) 

及“缅怀杜华” 两书，我留一份，其余我后来交给竹师附小李重宝同学。在如获至宝感觉下，

除写电子邮件给黄智才感谢他以外，我开始花极多时间和极大功夫将此两书每页都拍照留档，

并将两书以电子网页方式完整呈放于我的两网站上，与大家分享。 2012 年 9月初，我又将所有

两书电子档案合并及转换成两个 PDF 档案(基本上将此两书变成两本电子书)，如此可用标准档案

方式将此两书与更多人全球分享。对此事，我颇有一种满意成就感。 2012 年 9月 15 日至 10月

18 日间 33 天游轮及旅游时光中，我读遍在旅游前已先下载至我的 iPad 上两书的 PDF档案，在

心灵上重新审视并欣赏杜华神父一生。  

黄智才所寄给我书中，有一篇郭芳贽先生(天亚社台湾特派员，资深国际新闻工作者) 在”

杜华的福音” 演讲中，以“独子的奉献：父母把独子奉献给天主” 为题，将杜华神父一生做一

番感人陈述，复录如下：  

“在纽约州的劳彻斯特城(Rochester, New York)，1911 年 01月 25 日，一位姓杜(Dowd) 天

主教家庭里诞生了一名男婴，被取名为路易斯 Louis，为家中独子，童年时期显露着开朗而顽皮

个性，还有语言的天才，青年时期，他做过杂志推销员，业绩惊人。  

1931 年英俊高大的路易斯正逢青春年华，毕业于阿奎那中学后，就跑到西部的加州进入

耶稣会，开始学习过着终生独身的修道生涯。父母虽然不愿舍得独子的离别，却怀着坚强的信

德勇敢地接纳，把最好的礼品奉献给天主。  

1937 年，日本军队已经席卷了中国大陆的东北和北部，卢沟桥响起炮声，路易斯听到天

主的召叫── 要他去中国，就自动地向耶稣会提出要求被派往中国。在北京学习中文时，老师

给他中文取名为「杜华」，表明要他从此一生一世为「华」人，不必返回美国。  

杜修士学习国语两年，学得标准而流行的「京片」语言，再被派到上海的金科中学，不

久再以流利的方言和学生谈笑风生。  

1941 年起杜修士在徐家汇攻读神学，1944 年日本侵华战争渐入尾声，抗日战争胜利前

刻，33岁的杜修士从惠济良主教的手中领受铎品，成为杜华神父。  

共产党占领后，杜华神父在上海徐家汇「集中营」 完成神学和最后的灵修训练后，杜华

神父被派驻加州耶稣会的新传教区－江苏省扬州城，担任震旦中学的老师，教授英文等课程，

他认为可以在中国大陆福传工作上大展宏图。却未料，当中共政权封闭扬州的学校后，这位热

爱中国的杜华神父就被驱逐出境，离开中国大陆。  

杜华神父就利用这段时期先后在马尼拉，美国圣路易市工作研习，仍旧未放弃到中国的

使命。 1954 年，43岁的杜华神父搭船到了还在农业社会时期的台湾，先学会闽南语后，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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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他到新竹市，当时新竹市还没有天主教堂，他在中山路租借整层楼房，开始用闽南语在新竹

市街道传道。他发挥推销本领，开着小货车在大街小巷里用扩音器，告诉新竹市民天主教进城

了。  

青少年的导师：  

 迎合社会的需求：先是学生，后是职工青年  

 提供适时的「粮食」：补习教育，培育领袖才华  

杜华神父志在青年工作，为了接近年青人，在新竹一所县立中学教了几年英文(李伟宗

注：应是先从教当时的省立新竹中学我们初一乙班开始的。)。从美国募款所得，在中正路兴建

了两层楼的大厦，取名为类思青年中心，大理石地板每周打腊清洁明亮，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厕

所，在当时学子们更是高级享受。二楼有大约二十个床铺的学生宿舍和浴室、自修室、图书室

等，设备齐全。同时开设初中学生的补习班，以英文和数学为主，颇受到当时中学生欢迎，每

逢暑期更是爆满，因有郊游、露营、游泳、球类运动、晚会、电影欣赏等课外活动。  

补习班课程里排有天主教道理课，杜华神父的深入浅出而幽默的讲解，加上当时颇稀奇

的幻灯片和彩色挂图配合，使中学生纷纷接受天主教信仰。  

接着，杜华神父再组织圣母会，举办夏令营，作为培育未来青年领袖的摇篮。他的风

趣、真诚很受人们欢迎，大家以「阿督仔」称呼他。  

不过，当时新竹民风保守未开，受洗的中学生都曾经历与家人的「人神交战」挣扎，在

经过杜华神父的调解，家长们也都顿然开朗地接纳事实，结果证明受洗学生都有良好行为，更

热爱家庭，导致有些父母也跟着听道理后受洗信主。  

1960 年代，杜华神父眼见台湾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新竹地区开始出现不少工

厂，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纷纷单身踏入工厂，工厂大多是劳力密集产业，

设备欠周全情形下，老板无力为工人着想，杜华神父一面未能放下长久奠定基础的学生牧灵工

作，也一面在青年中心开始增加照顾职工青年和职工领袖的培训，成为新竹市为职工青年谋求

利益的第一人。  

经过耶稣会长上的允许，杜华神父于是在北大路建了「新竹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大

楼，成为当时新竹市职工青年之家，杜华神父就挥别了青年中心的学生工作，开始全心致力职

工青年的牧灵。 1965 年起积极推动成立「储蓄互助社」，和响应当时省主席所推行── 客厅即

工厂，设立「若瑟职工手工艺厂」帮助工人就业，提倡家庭副业，以改善职工青年的生活。  

在新竹市开始福传后，杜华神父最可贵的，就是工作余暇一直都在照顾一时迷途而入狱

受刑的青少年。杜华神父每周固定两次会到新竹励德补校（少年监狱），探望受刑青少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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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排难、解惑。 1970 年元月，更应新竹少年监狱之聘，担任该处的「荣誉教诲师」，完全以

爱心、热忱、精神的慰藉，在轻松谈笑中收潜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杜华神父在各地推动社会公益，慈善活动，1974 年成立「新竹救急会」以「服务

和爱心」关怀残障、病患和无法依靠的老人，1987 年被推荐为全国好人好事代表。  

杜华神父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在做青少年的福传工作，却在晚年得了阿耳滋海默症，天

主让他开始失去记忆，也减少老人痛苦的折磨，不过曾经受到他照顾的中学生和职工青年，甚

至服刑出狱的更生人，一群群地都经常来探望并感恩地回报，如同杜华神父的一群群子女。 

1990 年 05月 04 日，杜华神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服务五十三年后安逝于辅仁大学颐福园，终于

蒙主恩召，自台湾飞奔天乡。  

 子女的定义＞子女成群  

杜华神父的父母一定未料想到，他们奉献了唯一的独子给天主，上主却赐给他们在中国

和台湾有一大群子女，即使唯一独子离世二十载了，这群子女们仍旧在纪念着，怀念着杜华神

父，证明献给天主自己最美好而唯一的礼品，上主一定回给百倍赏报。杜华神父的子女才是天

主眼中的真正子女，更是杜华神父的父母的后代子孙。  

由点至面：  

 由儿子开始扩大到家庭，由学生扩及老师，由员工影响老板  

受过杜华神父熏陶的中学生也好，职工青年也好，受刑出狱的更生人好，年纪大了，如

今回忆起来，发现「老杜」真是有怪招多多。  

记得当时，我要受洗时，杜神父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我家里去见我的母亲，跟她报告她

的儿子要领洗成为天主教徒。我母亲不反对后，老杜竟「加码地」脱口而出问我母亲是否可以

听道理?来自佛国─ 泰国的母亲当然推辞说，她要照顾一群儿女未有时间去教堂听道理，老杜更

绝妙地「出招」说，他请传教员到家里来向她讲道，我母亲只好随口答应了，一年后她也领洗

了，再一年我哥哥也领洗了。  

还有，在青年中心也好，在社会服务中心也好，老杜福传对象不仅是学生，更是把来上

课的老师作为最佳服务的目标，只要看到有希望的优良老师就不停地续聘，三、二年下来这位

老师不受洗才怪呢!  

同样地，老杜对职工青年服务也是如此，不仅是要职工获得信仰，更是要让老板也能加

入天主家庭，所以，老杜很喜欢去职工青年的工厂或商店「坐坐」，「洋神父」来坐多了，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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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居民都认识了，当然逐渐不会排斥天主教了，有些老板当然偶而也跟着员工一起来社会服务

中心参加晚会活动等，逐渐接近天主啦!  

从「杜氏招」里，我们从事社工服务者可以明白，服务对象不仅是个人而已，而且还要

包括对象的周遭民众或亲友，提供最完善而适时的服务，再引导接近天主家庭里，当然迟早天

主会带领他们进入基督羊栈里。  

播种式耕耘：  

 勤奋播种─收获在天主不必在我；专心专业─不要三心二意  

从类思青年中心或社会服务中心「毕业」的「杜家学徒」们最懂得的「杜家宝贝」，就

是杜华神父大作─ 「播种」一书，书中每一课都有三步骤：圣经故事─要理─定志(具体实践办

法)，但是未有「结果」的报告。明显地，老杜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从事福传使命工作上，只有

不停地辛勤耕耘，「别问何时收获」，因为只有天主是收割者。圣经上耶稣讲了有多少个比喻

都会让我们去明白，祂才是收割者。  

所以，从杜华神父在新竹从事牧灵工作长达近三十六年，从俗人眼中似乎「一败涂  

地」，类思青年中心不见了，社会服务中心也似乎今不如昔般热闹。其实，再看看今日

天主教会内或是社会里的『至洁老友』，那个不是丰硕结果，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周遭亲友或同

事呢??  

因为，老杜一直告诫这群杜家「孩子」们，不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使用自己专长

和专才默默地为人服务，如同每日浇花一般，做个老杜『大傻瓜』里的『小傻瓜』，才是天主

所爱，而非三心二意地左盼右等做大事，到底一事无成。  

所以，从事福传的志工若要学习老杜精神，就要先明白自己的专长和专才，全心全力地

发挥来服务民众，不分老幼妇弱，才能悦乐天主；若是看到他人表现获得赞扬而去模仿，再看

到另人长处也要去学，终究只学得三分而事倍功半，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不是天意。 ”  

上面是杜华神父一生写照。另外，数十年前日月潭之旅中每晨必游泳于潭上的张志宏神

父(Father Donovan) 也把他一生奉献给台湾。 1971 年 2月 15 日，当他被卡车冲撞而飞起坠入崖下

大理石谷那瞬间，不知他心中闪过怎样思维。我在网路上做了一翻 Google 搜寻，发现如下一首

纪念他的诗：  

” 献诗：  

怀念张志宏神父～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  

引用《葡萄美酒香醇时》纪念文集  

朱广平(朱广平为耕莘青年写作会第一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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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耕莘的圣堂里，  

十字架下，仿佛看见了张神父。  

慈蔼、亲切、诚恳，  

黑边镜框下的蓝宝石，  

闪着永恒的谦逊与鼓励。  

神父！我感谢您！  

神父！我想念您！  

旧金山是您的出生地。  

十八岁时，毅然献身了耶稣会，  

牺牲、执着、乐观，  

英姿焕发二十五岁的您，  

远离家乡，为我国尽心尽力。  

神父！您爱中国！  

神父！中国爱您！  

民国五十五年的夏季，  

您创写作班，启发了多少新笔？  

立德、立功、立言，  

大专同学的热情与活力，  

也泉涌般被您疏导向山地。  

神父！您感化了我们！  

神父！我们追随您！  

十年前今日的立雾溪，  

呜咽着只有天主能解的哀泣。  

为人、忘我、舍己，  

半盲者分担健行队的行李  

被木材车击落下谷底。  

神父！圣人静山息，  

神父！典范长思忆。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于耕莘)”  

此外，我也在网路上读到作家司马中原所写“一个神父之死献给青年们” 一文中的部

分，摘录如下：  

“张神父的眼疾早已严重到近盲的程度，他两耳重听已非一天了；虽说他年过半百，并

不称老，但以一个半聋半瞎的残躯，撑持着继续在中国（意指现今的中华民国台湾）服务，实

在全靠他那股潜藏在胸臆间的精神力量。前年夏天，我在讲习会授课后，和他闲谈，谈到他眼

睛的状况。当时的情形是：我笑说：您为青年们辛劳这多年，也该退休了。在中国有句俗话：

落叶归根。您不想回到童年生长的旧金山去，专心疗病，安度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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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他诚恳的笑了起来，指着地面说：〔我的家就在这里，我喜欢这个地方，这些

人〕。去年他从美国回来，告诉我，说是眼睛开刀的治愈率和变成全盲的比例是一半一半，早

开刀和晚开刀一样，所以他没有立即动手术。 「好些事情等着做。」他说：我只好用这双坏

眼，等到实在不能用了，再去碰那一半复明的机会。张志宏神父在冬令活动中， 亲自率领着一

个徒步旅行对去翻山越岭，归向大自然的怀抱，也正是他等着做的事情之一！那夜，在夜宿天

祥山庄。是神父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起身赶往花莲，走至长春祠附近，一辆

载运木材的货卡疾驶而过，突出于车尾的木材在转弯时碰上他的背囊，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推

拥着，飞下深陡的悬崖，落进了大理石的峡谷。张神父没有立即死亡，他醒来只说了一句话；

很抱歉，我不能带领你们回去了......神父逝世于民国六十年二月十五日”  

杜华神父毕生成就，及他对新竹无比贡献，非幼小初中时我所能预知。然而，我多么骄

傲曾被他教导过、影响过。而与我只有那几天在明潭相处数日并带生病小小初中生我从日月潭

回新竹之缘的张志宏神父，虽对我无直接影响，但他生前成就也颇为牵动我心怀而令我感动。  

愿上帝保佑杜华和张志宏两位神父在天国的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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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1: 
Left: Father Dowd (杜华神父); 

5th from the right: Bill Lee (李伟宗); 
6th from right: David Lee (李增寿); 

4th from the right: Song-Hsiung Wu (吴松雄); 
4th from the lest: Robert Li (李重宝); 

6th from the left: Chi Dai (戴琦) 
Right: Tang-hua Chen (陈棠华) 



<<曾经岁月系列>>      杜华神父：忆往叙今      -李伟宗-
初写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于南加州 

改写于 2013 年 8 月 1 日，于北加州拉斐特女儿家 

Page 14 of 19 

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2: 
Right: Father Dowd (杜华神父); 

2nd from right: Father Donovan (张志宏神父) 
Front left: Bill Lee (李伟宗) 

2nd from front left: Song-Hsiung Wu (吴松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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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3: 
2nd from left: Father Donovan (张志宏神父); 

Left: Robert Li (李重宝); 
6th from left: Tang-Hua Chen (陈棠华); 

2nd from right: Bill Lee (李伟宗) 
3rd from right: David Lee (李增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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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4: 
Front: Tang-Hua Chen (陈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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