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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城新竹成長歲月中，我與杜華神父 (Father Dowd) 有過一段相識和相處緣份。第一次

認識杜華神父是我初中二年級時。那時，杜神父開始兼任新竹中學初中部英文教師，而他所教

第一班就是我們初二乙班 (而很巧的是那也正是朱守亮老師教我國文那年)。 

杜神父教我們英文一段時間後，我和幾位同學開始每週數晚去位於新竹市中山路上一棟

三層樓房 (應該是”天主教教義研究處” 吧！)，那棟樓裏有杜神父及其他幾位神父和修士們的

宿舍、辦公室、教室和會議室等。那時，杜神父在那除教我們英文外，也向我們傳佈天主教教

義；此外，他有時會放映電影給我們看 (包括有 Spencer Tracy 和 Mickey Rooney 於 1938 年所合演

的 Boys Town 那部電影)，有時也會與我們一塊玩 Bingo 遊戲。當時，這種課外活動對於小小初

中生我具有極大吸引力。每逢這樣晚上，我晚餐後便會迫不及待趕去杜神父那。據我記憶所

及，在那樓房裡，一樓是閱覽室及秘書辦公室，二樓有小聖堂、教室及會議室，三樓則是神父

們和修士們的臥室。﹝在一本名為”杜華神父紀念集”書中，我看到一張有杜神父在內的那樓

的照片：在三樓上方刻有”升記”字樣，在二樓和一樓間有兩塊橫擺的招牌，上招牌印

著 ”TRAINING CENTER FOR RELIGION TEACHERS”，下招牌則印著 ”天主教教義研究

處”。﹞ 

無可否認，在杜華神父影響下，我逐漸常去天主教堂。我背熟多數重要經文，如天主

經、聖母經、赦罪經等。在一段時期後，我加入杜神父所組織聖母會。那時聖母會成員多半是

十幾歲中學生。就我記憶所及，聖母會宗旨之一便是將天主教福音傳給年齡更小兒童們。 

每週一次聖母會聚會時，在杜華神父指引下，在二樓會議室兼聖堂，我們做頗長時間崇

拜。每人雙膝跪地，手執玫瑰經唸珠用手指觸摸一粒唸珠配合背誦一段經文，如此重複唸禱下

去。記得在一段時期中，因為長時跪地，我右膝下方曾發腫生疼。 

經過一段教義吸收和薰陶後，我偶爾會到家附近中華路旁由修女們所主持一天主堂，給

年幼兒童們講道，基本上是由少年來教兒童啊！那時，小名三毛我小弟也成為我”佈道”對象

之一。 

若我記憶無誤，當時在新竹市區，距竹師附小不遠西門街旁有一所謂”苦修”修女院，

住一些苦修修女們。我曾帶我小弟去探訪一位稱為”寶拉姆姆”修女。那裏有一堵牆，牆當中

有一屏風似間隔物，把裡面寶拉姆姆和外面我們隔在兩邊。那屏風使我們看不見寶拉姆姆，只

聽到她聲音。她問我們姓名、年齡、何校讀書等問題。雖不見其身影，她親切而溫柔聲音給年

少我深刻印象。我們也知她是中國人，而非洋修女。當我們告別時，寶拉姆姆說，依規矩她可

見十歲以下孩子，因知小弟符合規定，便吩咐小弟站屏風正前方；她移動某障礙物後說已見小

弟，並說些鼓勵話。這一幕人生經歷，我至今猶憶。 

我清楚記得，一次杜華神父帶我們到竹東山上五指峯探視原住民山地教區。杜神父親自

駕駛白色吉普車，將七、八位初中學生放車後硬殼棚下兩排椅上。一路上，年少歌聲和歡呼自

然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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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五指峯後，大家肚子餓了，便吃神父準備好的三明治當午餐。山地教區小教堂座落

於一條山溪旁山崖上。少年們無比興奮攀沿陡峭山坡向下至山溪畔，手觸澄清冰冷溪水，眼望

橫跨山溪上輕搖於山風中繩木輕橋。猶憶我在溪畔用英語講一句俏皮話，引起杜神父笑聲。至

於講了何話，經過多年無情歲月後，我早已忘，然而我用英語講了使杜華神父發笑的話確是不

爭事實。 

之後，在那山區小天主堂一間簡陋小聚會室，我們與一些原住民山地同胞們共處一室，

一起歌唱表演。當晚興盡後，杜神父帶我們乘原車返新竹。 

另一次，杜神父用他白色吉普車載我們去竹東參加一項類似朝聖一般教會活動，大約是

去朝拜一尊聖母彫像吧！中午吃午餐休息時，我們去某街旁店裡一間有餐廳的二樓。在我記憶

中，覺得我們是在一家妓女戶房間裡。那只是我當時直覺，當然杜神父不可能刻意帶我們去那

種地方，而僅是臨時找到一處吃飯休息地方而已，並沒有特別調查過那間店的性質。然而，這

也應算是一件頗為有趣的事吧！ 

在我初中二年級後暑假，來自紐約杜華神父 (Father Louis J. Dowd) 和來自舊金山張志宏神

父 (Father Donovan) 一同帶我們這群初中學生，乘那輛白色吉普車，直奔南投日月潭而去。 

初到時，年少我被那秀麗潭景怔住了。在我畢生記憶中，給我類似反應的是 1966 年夏我

初抵 Arizona 州 Grand Canyon (大峽谷) 時第一眼目睹其偉大壯麗谷景時的震撼感。當然，經過數

十年人生歷練，見過數不清美景佳色後，這種感覺已不復那樣容易產生了。 

我們從靠近涵碧樓湖畔乘遊艇橫跨湖面，抵達對岸原住民山胞們聚居的水社。我們在湖

濱水社國民學校校區內最左端教室 (如面向湖則是最右端教室) 安置下來。 

那時，從湖畔木製碼頭至山邊水社國校有一小街，街兩邊有兜售各種紀念品各類小店。

站校門口朝湖望去，小街左邊最靠近學校有一餐廳，店主是篤信天主教原住民山地人。 

難忘的日月潭一週裡，我們幾乎每日三餐都在那飯店吃。給我印象最深且至今未忘的便

是那從潭裡捕獲、極為新鮮、麵裹油煎酥軟生鮮小魚，可整隻連刺帶骨吞入下肚。每次食前，

杜華神父帶大家合掌感恩短禱。 

日月潭湖面上，時而雲飄碧空，時而烏雲滿佈、水色煙漫、雷響電閃、大雨傾盆。不可

測天候帶給少年們無比興奮。 

每日清晨，張志宏神父 (Father Donovan) 毫無例外必獨自一人泛孤舟一葉於湖面上，躍入

冷冽湖水游泳，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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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週某日，我們清晨即起出發，爬上水社國校後面高山。剛出發時，天氣晴朗。我們沿

彎曲山中羊腸小道攀登。山林中山溪旁駐足時，很多同學包括我脫鞋浸足澄清溪水，雙手撩嚐

看似清潔味甜溪水。如今思此情景，如彼山溪必能釀出佳美啤酒。 

我們終抵近山頂一處記憶中蒼蠅四處橫飛的原住民山地同胞住宅區。數十年前那時代，

那是較偏遠落後地區，而那樣地區都有教會蹤影，可見傳教士們在傳佈基督福音努力中如何盡

心盡力。 

中午，我們吃山胞們準備好多以竹筍為食材的午餐。餐後，在一大房間與山胞天主教友

們連誼互動。記憶中，我和一位初二同學吳松雄面對面坐於地上，兩人雙手互繞，雙腿互纏，

表演小船流動於地。此情景當時被人拍照，相片中也有杜、張兩神父坐於室中，證明確有其

事。 

午後下山時，中台灣亞熱帶常有的下午豪大雨傾盆而下。為能早回住處，下山速度自然

加快。山雨路滑，一位林姓同學﹝我初二乙班林毅夫﹞突然不慎滑跤，跌斷左手臂骨。此事難

免影響前此持續數日的歡樂氣氛。當日上山同學中包括竹師附小同學李重寶及陳棠華等，也包

括竹中初中同學吳松雄和李增壽等。其他人和姓名已不記得。 

那午後大雨使我們變成落湯雞。當晚，在共用巨型蚊帳下，我輾轉不能成眠；濕冷湖邊

夜氣襲人，我自知受寒感冒。次日，我發燒、流涕並感肌肉酸疼。張神父原就打算當日先回新

竹，杜神父託張神父趁便送我回去。隨張神父先乘公車再乘火車抵台中市。張神父有約在先，

與其他幾位外籍神父 (應都是美國籍的) 約好在台中火車站相晤。鐵路飯店吃飯前，依那些天在

明潭所養成天主教習慣，我合雙手短禱，引起其他幾位神父注意，我因覺不好意思而臉紅。我

深記我所點午餐菜餚是青菜豆腐湯，當時病中覺其滋味之美世無其匹。午餐後續乘火車回新

竹。那次明潭之旅，永難忘懷。 

多年後，我後知後覺得知如下事實：張志宏神父 (Father Donovan) 在台灣創辦耕莘青年寫

作會，提供一個給青年學子們學習翻譯和寫作的園地，並藉此他得以與青年們多所接觸，也為

天主教福音播種。張神父只帶領寫作會五年時光就撒手歸天：1971 年 2月 15 日，張志宏神父在

一次帶領青年們翻山越嶺冬令活動中，走在長春祠附近時，一輛運貨卡車突出車尾的木材觸撞

其背囊，將他猛然推下懸崖，⋯⋯。 此不幸事件帶給我極大震撼，因他就是那天帶著才初二小

小我從日月潭回新竹的張神父啊！ 

我的人生軌跡與杜華神父的人生軌跡基本上大約在我初二至初三至高一那幾年有所交

集。之後，由於我父母那時深怕教會活動影響學業，便勸阻我不去教堂。我也因此逐漸與杜神

父失去連繫。雖僅短短數年交集，杜華神父在我心目中卻留下永恆深刻印象。我前此數十年中

對神尋覓追求，杜神父對我不無有極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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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此，我走我路，杜神父走他路，但數十年中，我不曾忘卻他當年形影。1981 年 5

月，我所寫一篇名為”風城憶”文章在美國世界日報副刊分數日登出，其中也包括一些我對杜

華神父的懷舊憶往。 

我於 2004 年 11月從數十年電腦、電子事業生涯退休後，開始遨遊世界，也開始做一些自

己喜為事，如建立兩個自己的網站：”亞太世紀網站” (http://www.aaapoe.net/)，及”一中一世紀

網站” (http://www.1china1.net/)。在兩網站中，我置入很多內容，包括前此所寫一些文章，當然

其中也包含” 風城憶”那文。 

2010 年 1月 21 日，我突然收到一封含照片的電子郵件：”您好！李先生：昨日在偶然的

機會中，拜讀您的「風城憶」，備感親切！因我是您附小的小學弟，我是杜華的學生，我是保

拉的小兄弟（教會的說法，我也如此稱姐姐）....。好多好多........少年時的影像，昨日一直在盤旋

湧現......。正巧日前，我們還在討論。今年五月是杜華離開我們 20 週年了，想聚回些老朋友，在

新竹小聚。不知您的這篇文章的部份內容能否印給大家？同時農曆年前，我都會去看保拉拜早

年，我會將這內容告訴她。送張照片能提供些影中人的姓名嗎？我是 黃智才，可能在「中山路

的教義中心」，晚上的聖母會的聚會中，或許我們曾碰見，當時我還在附小就讀。” 

就如此，我和那位與杜華神父曾有數十年深厚關係的黃智才先生連繫上。從 2010 年 1月

至 4月，黃智才又有如下含照片的通訊： “⋯⋯謝謝您們的聯結網頁。當時的我，這張照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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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和杜

華安排各類學生活動）。石頭英文簽字旁，身旁是小余（叔謀）背後站立是戴琦，石頭另一

邊，和你們年歲差太遠，你都不可能認識。⋯⋯” 

2010 年 4月 23 日又收到黃智才含照片的電子信：”大家好！寄送二十年前出刊的「紀念

集」部份文章（我再陸續重新整理，因每次掃描都不盡滿意）。 

1. 費濟時主教和杜華老伙伴，從揚州到新竹，由青年到年老....，他來介紹杜 

華最恰當。 

2. 景耀山神父幾乎和杜華最後十年，生活在一起，會院中除美籍神父外，就是 

這位中國學者神父。 

3. 郎雄他對麥片牛奶神父（他在得影帝後的文稿），憶出「是他」....我們的大師兄（杜華

的老友對影帝的招呼）在十年前的感恩活動時他已略呈現疲憊，但他還專程南下新

竹，全日全程陪伴我們這些小老弟，這好像也是他動手術後參加公眾活動的最後一

次。 

其餘文章也會整理寄送，當然如能再找到庫存的「紀念集」是最好的點子，我還在 

詢問中。致候全家。⋯⋯” 

2010 年 4月 23 日，黃智才那封 email 中也包含”影帝”郎雄為紀念杜華神父所寫一篇 題為

“郎雄最好的朋友：牛奶麥片神父” 短文，摘錄如下：”他都叫我阿三阿三，因為我的本名叫

http://www.1china1.net/
http://www.aaapo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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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郎益三。算一算，認識杜華神父已經是 56年前的事了，那一年，我才 13 歲。13 歲才初一

囉！我記 得那時是戰亂時期，大家都在逃難，而我一個小蘿蔔頭，流浪到揚州，如果不是杜華

神父的照顧，真不知道今天的阿三在哪裡？杜華神父的心 中充滿了疼惜和愛，為了我們這些中

國孩子，他付出了一生。我永遠都會記得，有一次我生病時，他坐在我的床邊照顧我，就這樣

一口一口的餵我吃牛奶麥片。那時 我張大了眼睛看著這位黃頭髮的外國叔叔，我不知道為什麼

他對我那麼好，我也不知道是什麼樣的愛，讓他像爸爸疼孩子一樣，擔心我的病。我只知道，

那碗牛奶麥 片的味道，到現在閉起眼睛來，都還嚐得到。杜華神父當然也有嚴肅的一面，特別

是對我們這些孩子。皮嘛！大人打仗，我們照樣皮，照樣玩囉！我記得有一次，我騎壞了腳踏

車，很怕被罵，就推著車子東躲西藏，不敢讓杜華神父知道。當然囉！最後還是紙包不住火，

被發現了。那一次我看到杜華神父嚴肅的一面，他很認真的對我說：「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負

責，不要躲，更不要說謊、騙人。」奇怪的是，這些簡單的道理從他的口中說出來，竟然顯得

那麼的認真和重要。戰爭是無情的，揚州的少年阿三，萬萬沒有想到，到台灣以後，竟然有一

天會再見到杜華神父。那是從另外一位神父的口中才知道，杜華神父住在新竹，我一聽心裡好

激動，年輕時的記憶向海一樣「轟」地衝上腦門，就這樣台灣的新竹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二個揚

州。後來，不管怎麼樣，只要經過新竹，我一定會回去看看他。當然，特別是自己又惹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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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像火在燒一樣的苦，我當時真想跳火車死了算了。我覺得新竹，好遠，好遠，我忍著不讓

自己提早下車，才又找到神父。他聽我訴苦，陪我聊天，看電影，還拿了很多糖果給我吃。我

30 幾歲了，他卻看我仍然像個小孩，他陪我安靜的反省，他讓我生命沒有提早下車。杜華神父

在晚年的時候，得了老年癡呆症，傻了。好幾次我去看他，淚就一直掉。記得最後一次看到他

時，他連手都舉不起了，卻用力拉著我說，「阿三，要為自己拼命，讓自己發光， 要為基督拼

命，讓別人也發光。」杜華神父，他做了我 56年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那就是杜

華神父，而杜華神父也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那就是耶穌。你呢？找到最好的朋友了嗎？” 

2010 年 4月 27 日，黃智才另一封電子信內提到：”⋯⋯OK ! 剛才已至郵局，按偉宗所給的

地址「陸空」郵寄。 

1. 20 年前出刊的「紀念集」一本。日前發出搜尋的 mail ，抱歉只找到一本，還是本來為

另一個朋友回國時攜回，但行程匆忙而忘了。看這次五月一日在新竹，能否還有庫存

回籠的冊子。 

2. 10 年的「緬懷杜華」是感恩活動後出刊的文章，目前 1000 本也快近個位數了。寄上三

本，請笑納。 

3. 日前曾播「電話」給你，一則是要問你府上的地址，另則同時也想試試「電話卡」播

加州，可行嗎？ 

4. 那二本冊子，大部份是「北大路青年中心」的記錄，因最初的年代照片非常的少。同

時我們已沒法聯繫及取回青年中心最早所寄放在「照相館」的照片。 

至少這二本我們紀錄了，同時也體會「新竹地區」的生活變遷，這不僅是老杜的生命史，

也更是你、我的生命歷程.....。例如早期的殯葬、日月潭的舢舨、杜華的學生和毛王爺成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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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青年學子的戶外活動，都不是現在都市小孩所能想像到的.....，這也是我們所料想不到的意

外。這些都是陳舊的歷史，⋯⋯” 

之後沒多久，我收到黃智才所寄來 ”Fr. Louis J. Dowd S.J. 1911~1990” (杜華神父 1911~1990) 

及 “緬懷杜華” 兩書，我留一份，其餘我後來交給竹師附小李重寶同學。在如獲至寶感覺下，

除寫電子郵件給黃智才感謝他以外，我開始花極多時間和極大功夫將此兩書每頁都拍照留檔，

並將兩書以電子網頁方式完整呈放於我的兩網站上，與大家分享。2012 年 9月初，我又將所有

兩書電子檔案合併及轉換成兩個 PDF 檔案 (基本上將此兩書變成兩本電子書)，如此可用標準檔

案方式將此兩書與更多人全球分享。對此事，我頗有一種滿意成就感。2012 年 9月 15 日至 10

月 18 日間 33 天遊輪及旅遊時光中，我讀遍在旅遊前已先下載至我的 iPad 上兩書的 PDF 檔案，

在心靈上重新審視並欣賞杜華神父一生。 

黃智才所寄給我書中，有一篇郭芳贄先生 (天亞社台灣特派員，資深國際新聞工作者) 在”

杜華的福音” 演講中，以 “獨子的奉獻：父母把獨子奉獻給天主” 為題，將杜華神父一生做一

番感人陳述，複錄如下： 

“在紐約州的勞徹斯特城 (Rochester, New York)，1911 年 01月 25 日，一位姓杜(Dowd) 天主

教家庭裡誕生了一名男嬰，被取名為路易斯 Louis，為家中獨子，童年時期顯露著開朗而頑皮個

性，還有語言的天才，青年時期，他做過雜誌推銷員，業績驚人。 

1931 年英俊高大的路易斯正逢青春年華，畢業於阿奎那中學後，就跑到西部的加州進入耶

穌會，開始學習過著終生獨身的修道生涯。父母雖然不願捨得獨子的離別，卻懷著堅強的信德

勇敢地接納，把最好的禮品奉獻給天主。 

1937 年，日本軍隊已經席捲了中國大陸的東北和北部，盧溝橋響起炮聲，路易斯聽到天主

的召叫 ── 要他去中國，就自動地向耶穌會提出要求被派往中國。在北京學習中文時，老師給

他中文取名為「杜華」，表明要他從此一生一世為「華」人，不必返回美國。 

杜修士學習國語兩年，學得標準而流行的「京片」語言，再被派到上海的金科中學，不久

再以流利的方言和學生談笑風生。 

1941 年起杜修士在徐家匯攻讀神學，1944 年日本侵華戰爭漸入尾聲，抗日戰爭勝利前刻，

33 歲的杜修士從惠濟良主教的手中領受鐸品，成為杜華神父。 

共產黨佔領後，杜華神父在上海徐家匯「集中營」 完成神學和最後的靈修訓練後，杜華神

父被派駐加州耶穌會的新傳教區－江蘇省揚州城，擔任震旦中學的老師，教授英文等課程，他

認為可以在中國大陸福傳工作上大展宏圖。卻未料，當中共政權封閉揚州的學校後，這位熱愛

中國的杜華神父就被驅逐出境，離開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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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華神父就利用這段時期先後在馬尼拉，美國聖路易市工作研習，仍舊未放棄到中國的使

命。1954 年，43 歲的杜華神父搭船到了還在農業社會時期的台灣，先學會閩南語後，耶穌會派

他到新竹市，當時新竹市還沒有天主教堂，他在中山路租借整層樓房，開始用閩南語在新竹市

街道傳道。他發揮推銷本領，開著小貨車在大街小巷裡用擴音器，告訴新竹市民天主教進城

了。 

青少年的導師： 

 迎合社會的需求：先是學生，後是職工青年 

 提供適時的「糧食」：補習教育，培育領袖才華 

杜華神父志在青年工作，為了接近年青人，在新竹一所縣立中學教了幾年英文 (李偉宗註：

應是先從教當時的省立新竹中學我們初一乙班開始的。)。從美國募款所得，在中正路興建了兩

層樓的大廈，取名為類思青年中心，大理石地板每週打臘清潔明亮，現代化的抽水馬桶廁所，

在當時學子們更是高級享受。二樓有大約二十個床舖的學生宿舍和浴室、自修室、圖書室等，

設備齊全。同時開設初中學生的補習班，以英文和數學為主，頗受到當時中學生歡迎，每逢暑

期更是爆滿，因有郊遊、露營、游泳、球類運動、晚會、電影欣賞等課外活動。 

補習班課程裡排有天主教道理課，杜華神父的深入淺出而幽默的講解，加上當時頗稀奇的

幻燈片和彩色掛圖配合，使中學生紛紛接受天主教信仰。 

接著，杜華神父再組織聖母會，舉辦夏令營，作為培育未來青年領袖的搖籃。他的風趣、

真誠很受人們歡迎，大家以「阿督仔」稱呼他。 

不過，當時新竹民風保守未開，受洗的中學生都曾經歷與家人的「人神交戰」掙扎，在經

過杜華神父的調解，家長們也都頓然開朗地接納事實，結果證明受洗學生都有良好行為，更熱

愛家庭，導致有些父母也跟著聽道理後受洗信主。 

1960 年代，杜華神父眼見台灣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新竹地區開始出現不少工廠，

許多十幾歲的青少年為了減輕家庭負擔，紛紛單身踏入工廠，工廠大多是勞力密集產業，設備

欠週全情形下，老闆無力為工人著想，杜華神父一面未能放下長久奠定基礎的學生牧靈工作，

也一面在青年中心開始增加照顧職工青年和職工領袖的培訓，成為新竹市為職工青年謀求利益

的第一人。 

經過耶穌會長上的允許，杜華神父於是在北大路建了「新竹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大樓，

成為當時新竹市職工青年之家，杜華神父就揮別了青年中心的學生工作，開始全心致力職工青

年的牧靈。1965 年起積極推動成立「儲蓄互助社」，和響應當時省主席所推行 ── 客廳即工

廠，設立「若瑟職工手工藝廠」幫助工人就業，提倡家庭副業，以改善職工青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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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市開始福傳後，杜華神父最可貴的，就是工作餘暇一直都在照顧一時迷途而入獄受

刑的青少年。杜華神父每週固定兩次會到新竹勵德補校（少年監獄），探望受刑青少年，替他

們排難、解惑。1970 年元月，更應新竹少年監獄之聘，擔任該處的「榮譽教誨師」，完全以愛

心、熱忱、精神的慰藉，在輕鬆談笑中收潛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杜華神父在各地推動社會公益，慈善活動，1974 年成立「新竹救急會」以「服務和

愛心」關懷殘障、病患和無法依靠的老人，1987 年被推薦為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杜華神父從青年到老年，一直在做青少年的福傳工作，卻在晚年得了阿耳滋海默症，天主

讓他開始失去記憶，也減少老人痛苦的折磨，不過曾經受到他照顧的中學生和職工青年，甚至

服刑出獄的更生人，一群群地都經常來探望並感恩地回報，如同杜華神父的一群群子女。1990

年 05月 04 日，杜華神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服務五十三年後安逝於輔仁大學頤福園，終於蒙主恩

召，自台灣飛奔天鄉。 

 子女的定義＞子女成群 

杜華神父的父母一定未料想到，他們奉獻了唯一的獨子給天主，上主卻賜給他們在中國和

台灣有一大群子女，即使唯一獨子離世二十載了，這群子女們仍舊在紀念著，懷念著杜華神

父，證明獻給天主自己最美好而唯一的禮品，上主一定回給百倍賞報。杜華神父的子女才是天

主眼中的真正子女，更是杜華神父的父母的後代子孫。 

由點至面： 

 由兒子開始擴大到家庭，由學生擴及老師，由員工影響老闆 

受過杜華神父熏陶的中學生也好，職工青年也好，受刑出獄的更生人好，年紀大了，如今

回憶起來，發現「老杜」真是有怪招多多。 

記得當時，我要受洗時，杜神父神不知鬼不覺地跑到我家裡去見我的母親，跟她報告她的

兒子要領洗成為天主教徒。我母親不反對後，老杜竟「加碼地」脫口而出問我母親是否可以聽

道理?來自佛國 ─ 泰國的母親當然推辭說，她要照顧一群兒女未有時間去教堂聽道理，老杜更絕

妙地「出招」說，他請傳教員到家裡來向她講道，我母親只好隨口答應了，一年後她也領洗

了，再一年我哥哥也領洗了。 

還有，在青年中心也好，在社會服務中心也好，老杜福傳對象不僅是學生，更是把來上課

的老師作為最佳服務的目標，只要看到有希望的優良老師就不停地續聘，三、二年下來這位老

師不受洗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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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老杜對職工青年服務也是如此，不僅是要職工獲得信仰，更是要讓老闆也能加入

天主家庭，所以，老杜很喜歡去職工青年的工廠或商店「坐坐」，「洋神父」來坐多了，鄰里

居民都認識了，當然逐漸不會排斥天主教了，有些老闆當然偶而也跟著員工一起來社會服務中

心參加晚會活動等，逐漸接近天主啦! 

從「杜氏招」裡，我們從事社工服務者可以明白，服務對象不僅是個人而已，而且還要包

括對象的週遭民眾或親友，提供最完善而適時的服務，再引導接近天主家庭裡，當然遲早天主

會帶領他們進入基督羊棧裡。 

播種式耕耘： 

 勤奮播種─收穫在天主不必在我；專心專業─不要三心二意 

從類思青年中心或社會服務中心「畢業」的「杜家學徒」們最懂得的「杜家寶貝」，就是

杜華神父大作 ─ 「播種」一書，書中每一課都有三步驟：聖經故事─要理─定志 (具體實踐辦

法)，但是未有「結果」的報告。明顯地，老杜就是要告訴我們，在從事福傳使命工作上，只有

不停地辛勤耕耘，「別問何時收穫」，因為只有天主是收割者。聖經上耶穌講了有多少個比喻

都會讓我們去明白，祂才是收割者。 

所以，從杜華神父在新竹從事牧靈工作長達近三十六年，從俗人眼中似乎「一敗塗 

地」，類思青年中心不見了，社會服務中心也似乎今不如昔般熱鬧。其實，再看看今日天主教

會內或是社會裡的『至潔老友』，那個不是豐碩結果，影響著他們的生活週遭親友或同事呢 ?? 

因為，老杜一直告誡這群杜家「孩子」們，不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而是使用自己專長

和專才默默地為人服務，如同每日澆花一般，做個老杜『大傻瓜』裡的『小傻瓜』，才是天主

所愛，而非三心二意地左盼右等做大事，到底一事無成。 

所以，從事福傳的志工若要學習老杜精神，就要先明白自己的專長和專才，全心全力地

發揮來服務民眾，不分老幼婦弱，才能悅樂天主；若是看到他人表現獲得讚揚而去模仿，再看

到另人長處也要去學，終究只學得三分而事倍功半，賠了夫人又折兵，當然不是天意。” 

上面是杜華神父一生寫照。另外，數十年前日月潭之旅中每晨必游泳於潭上的張志宏神

父 (Father Donovan) 也把他一生奉獻給台灣。1971 年 2月 15 日，當他被卡車衝撞而飛起墜入崖下

大理石谷那瞬間，不知他心中閃過怎樣思維。我在網路上做了一翻 Google 搜尋，發現如下一首

紀念他的詩： 

” 獻詩： 

懷念張志宏神父～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 

引用《葡萄美酒香醇時》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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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廣平 (朱廣平為耕莘青年寫作會第一任秘書) 

我回到耕莘的聖堂裡， 

十字架下，彷彿看見了張神父。 

慈藹、親切、誠懇， 

黑邊鏡框下的藍寶石， 

閃著永恆的謙遜與鼓勵。 

神父！我感謝您！ 

神父！我想念您！ 

舊金山是您的出生地。 

十八歲時，毅然獻身了耶穌會， 

犧牲、執著、樂觀， 

英姿煥發二十五歲的您， 

遠離家鄉，為我國盡心盡力。 

神父！您愛中國！ 

神父！中國愛您！ 

民國五十五年的夏季， 

您創寫作班，啟發了多少新筆？ 

立德、立功、立言， 

大專同學的熱情與活力， 

也泉湧般被您疏導向山地。 

神父！您感化了我們！ 

神父！我們追隨您！ 

十年前今日的立霧溪， 

嗚咽著只有天主能解的哀泣。 

為人、忘我、捨己， 

半盲者分擔健行隊的行李 

被木材車擊落下谷底。 

神父！聖人靜山息， 

神父！典範長思憶。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於耕莘)” 

此外，我也在網路上讀到作家司馬中原所寫 “一個神父之死 獻給青年們” 一文中的部

分，摘錄如下：  

“張神父的眼疾早已嚴重到近盲的程度，他兩耳重聽已非一天了；雖說他年過半百，並

不稱老，但以一個半聾半瞎的殘軀，撐持著繼續在中國（意指現今的中華民國台灣）服務，實

在全靠他那股潛藏在胸臆間的精神力量。前年夏天，我在講習會授課後，和他閒談，談到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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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的狀況。當時的情形是：我笑說：您為青年們辛勞這多年，也該退休了。在中國有句俗話：

落葉歸根。您不想回到童年生長的舊金山去，專心療病，安度餘年？ 

神父他誠懇的笑了起來，指著地面說：〔我的家就在這裡，我喜歡這個地方，這些

人〕。去年他從美國回來，告訴我，說是眼睛開刀的治癒率和變成全盲的比例是一半一半，早

開刀和晚開刀一樣，所以他沒有立即動手術。「好些事情等著做。」他說：我只好用這雙壞

眼，等到實在不能用了，再去碰那一半復明的機會。張志宏神父在冬令活動中， 親自率領著一

個徒步旅行對去翻山越嶺，歸向大自然的懷抱，也正是他等著做的事情之一！那夜，在夜宿天

祥山莊。是神父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個夜晚。第二天早上起身趕往花蓮，走至長春祠附近，一輛

載運木材的貨卡疾駛而過，突出於車尾的木材在轉彎時碰上他的背囊，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推

擁著，飛下深陡的懸崖，落進了大理石的峽谷。張神父沒有立即死亡，他醒來只說了一句話；

很抱歉，我不能帶領你們回去了......神父逝世於民國六十年二月十五日” 

杜華神父畢生成就，及他對新竹無比貢獻，非幼小初中時我所能預知。然而，我多麼驕

傲曾被他教導過、影響過。而與我只有那幾天在明潭相處數日並帶生病小小初中生我從日月潭

回新竹之緣的張志宏神父，雖對我無直接影響，但他生前成就也頗為牽動我心懷而令我感動。 

願上帝保佑杜華和張志宏兩位神父在天國的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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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1: 
Left: Father Dowd (杜華神父); 

5th from the right: Bill Lee (李偉宗); 
6th from right: David Lee (李增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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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th from the left: Chi Dai (戴琦) 
Right: Tang-hua Chen (陳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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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Summer at Sun Moon Lake (1955年暑假日月潭之旅)    Picture 2: 
Right: Father Dowd (杜華神父); 

2nd from right: Father Donovan (張志宏神父) 
Front left: Bill Lee (李偉宗) 

2nd from front left: Song-Hsiung Wu (吳松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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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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宏神父); 

Left: Robert Li (李重寶); 
6th from left: Tang-Hua Chen (陳棠華); 

2nd from right: Bill Lee (李偉宗) 
3rd from right: David Lee (李增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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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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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