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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华人天主教福传  

方济各嘉布遣修会省会长贝慈神父 

Fr. Thomas Betz, OFM Cap, Provincial Minister 

 

我在费城华埠圣恩天主堂和学校工作了廿五年。费城是个大城市，一

个典型的古老东部城市，有著美国其他都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我想

费城华埠也是典型的都市华埠（唐人街）。我喜欢我们的华埠，不像

纽约的那麽大，也不像华府的那麽小。依我来看，它的大小正适中。 

华埠多半座落在大城的市中心，或者靠近市中心，极端的都市化、拥

挤、密密麻麻。一般而言，华埠是新移民的首选落脚地，特别是那些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在餐馆、洗衣房和成衣厂打工的人。它

是个独特的地区，许多住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把它当成自己的邻里。

常常这些中国人对於自己居住的地方没有归属感，然而在华埠的街上、

餐馆和商店却感觉自在。 

华埠近年来面临艰难的发展压力。当市中心成为受欢迎的住宅和商业

中心时，房价升值，常常挤走了比较穷困的新移民。除此之外，华埠

通常是公共建築、体育场、会议中心、公路等等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发

展场地。这些因素也造成华埠的生存比较困难。 

郊区的中国人也与华埠有关联。华人教会通常座落在华埠，却总是吸

引相当多郊区的华人。华人教会 —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服务和福传上

通常和所在地区关係很好。在其他情况下，教会和地区可能完全没有

关联。 

费城圣恩教堂和学校在 1941 年成立，在此几年前，已经开始了对华人

传教。在建圣恩堂时，费城只有一个天主教家庭。它并不是为天主教

徒所建，而是为了给非天主教徒的华人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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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991 年，也就是 25 年前，来到圣恩堂时，社区混乱，很少人望

弥撒，英语弥撒中大约有 20 个人；经费拮据；学校註册人数急遽下降。

如今主日叁臺弥撒中约有 300 人，学生註册人数达到历史新高，而且

财政状况稳定。当年衰退的主因是教会成员的内部纠纷。这些衝突已

经解决，成员们合作无间。 

我要以圣恩堂为个案来谈谈美籍华人。我上面说过圣恩堂的建立是为

了向在美国的非天主教徒华人福传。圣恩堂主要和社会的接触是靠学

校，而因为圣恩堂经营其所属学校，它成为社区中最喜爱的机构。然

而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新的移民来到，他们在中国早已经是天主教

徒。有些人拥有高等大学教育来此教书或在科技方面工作。有些人早

就会说英文，只是比较喜欢用中文望弥撒。也有其他贫困、非法、被

压迫的移民来到，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徒。也有从台湾来的移民，不再

主要从广东来。移民也来自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福建、越南、柬

埔寨 — 都是中国人。他们说广东话、国语（普通话）和福建话，而有

些中国人几代都在这裏，只说英语。 

非华人以为中国社区只是由一个族群组成，其实不然。比起我所知的

其他任何社区，中国社区本身最为多员。它可以是由好几代一直在美

国的家庭组成，其中有些成员已经和非华人通婚；它也包括在福建餐

馆打工，因为欠了蛇头七万美元输送费而被奴役的人。 

许多华人天主徒并不注意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差异，而只投合一部分。

通常他们根本不介入穷困的新移民。圣恩堂目前的优点是我们参与其

中的一大部分，虽然并非完美。几年前正因我们不能容纳同样的差异

而几乎被毁。 

当我们谈到华裔美藉青年 — 我们的将来，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之间有很

大的差异。他们不都说英语；也不都说中国话。他们可能是广东人、

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他们各不相同。这种情形在郊区和城裏都一样。 

一个华裔美籍青年不同於另外一个的最大因素在於他们的父母。父母

亲拿著学生䕶照来美学习科学，然後在大学教书的子女，和父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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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证件在城裏贫民区外卖餐馆做菜的子女会有明显的差异。我常说

美籍华人最大的差异在於他们用何种签證进入美国（或者没有签證）。

那些以学生或专业工作人员身份来的，和来依亲、或来寻求庇护、或

不合法的人很不一样。同样地，一个家庭来美国有多久也造成区别。

美籍华人是一个多样化的民族。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美籍华人转向美国城市。全球有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在美国也有去都市化的趋势。在多数穷困的国家，人们离开乡下

到城裏去找工作和好机会，通常大都市的基础建设不足以容纳快速增

长的人口。全球的大都市，譬如墨西哥城、上海、孟买和曼谷，没有

足够乾净的水、教育、医疗、住宅和污水处理可以供应大批湧入的穷

人。 

欧洲城市是很受欢迎的居住地，但是新移民往往流落在这些城市外围

的贫民窟。美国有不平常的问题，人口密度在大而且已经定型的老城

市下降。当比较富裕的人为了特大的房子、大的草坪，和学院般的公

立学校离开，穷人留在了城裏。1960 年代城市居民加速逃离是基於种

族的原因，通常是天主教徒的白人逃去了郊区，而不是天主教徒的黑

人以低价买了逃离的白人的房子。 

费城大主教辖区包括五个郡 — 四个郊区和包括费城市区的一个郡。人

口普查统计有 75%的中国人住在城市，25%住在郊区；有趣的是，75%

的韩国人住在郊区，只有 25%住在城市。中国人赚了钱，受了教育会

搬去郊区，但是在费城，华人基本上还是城裏人。有趣的是，华人天

主教徒虽然上华埠教堂，他们多半住在郊区，意味著一大部分的华人

社区并没有福传服务。 

中国移民常常在城市找得到在郊区没有的机会。唐人街在城裏，有工

作、社区、熟悉的食物，还有社会救助。也有可能在少数社区去开和

经营小型企业，那裏大多数企业家是不敢去的。房子往往价钱适中，

亚洲移民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买房，加以修理，把衰落的社区创造成

亚洲特殊文化和社交的中心地，成了另类的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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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城市中心，非裔美国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有可观的非裔少数族

裔。 在美国有些地方墨西哥人或波多黎各人有显著的社区，而在有些

城市则有各色各样的少数民族。费城有半数以上的非裔，以及相当多

的少数白人。拉丁美裔人口之多足以在政治上有影响力。亚洲社区和

大的族群比较起来较小。亚裔常常是新的移民，不是公民，所以亚裔

的政治权力微乎其微。这是美国的典型现象。 

有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有两个基本文化，黑人的和白人的 — 城裏是黒人

的，郊区是白人的。根据这个分析，亚洲城市的青少年受非裔文化影

响 — 嘻哈音乐、建动鞋、松松垮垮的衣服，和美国黑人习惯用语；亚

洲郊区的孩子则受白人文化规範的影嚮。在这两个主导的美国文化影

响之中，中国文化对华裔美籍青少年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承认，郊区

青少年常常喜欢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风格，而城市的青少年也可能受白

人趋势的影响。 

城市的华裔青少年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我将他们简单地分为叁类： 

         1. 受城市风格和城市问题严重影嚮。这些青少年在学校裏成绩很

差，花大量时间在家庭之外，没有家长的监督。这些青少年可能模仿

非裔的嘻哈风格。有些参加帮会。这些青少年的风险包括毒品、暴力、

性试验和坏成绩。即使大多数华裔青年不完全归咎於这种风格，可是

都受它社风的影响。 

         2. 新移民，或者他们的家庭生活保持非常的中国化。这些青少年

比较喜欢讲中国话，他们通常是福建人。他们往往必须努力工作来帮

助父母亲做生意。他们中许多人在功课上显著的跟不上，特别是如果

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好英文。社交方面他们常常被其他亚洲青少年迴避

为「刚下船的」，而且也没有非中国人的朋友。这些青少年表现的是

「外来的」。 

         3. 第叁类并不真的独特。有许多亚洲青少年他们在学校成绩相当

好, 英文是他们首选的语言, 和父母相处融洽，他们避免极端的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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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风格。他们既受嘻哈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也能够由於自

身的正面意识来自由豪爽地来批判这些文化。  

天主教城市华青福传必须涉及所有这叁组的青少年。同样的方案不太

可能适用於这叁组。第二组，「外国举止」的青少年未必受其他青少

年的欢迎，在任何项目中也不会觉得自在；而极端都市化的孩子可能

会被其他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家长，视为不良影响和不健全。 

不是所有华人天主教孩子都是城市化的，也有受过教育的郊区华裔天

主教徒青年。在圣恩堂我们也专注这样的孩子，而许多这些孩子和当

地的美国本堂也有关联。但是坦白説，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移民

家庭没有好好地把信仰传给下一代。这个问题遍及全美国 — 好的天主

教家庭没有培养出上教堂的天主教青少年和年轻人。这也是我们大专

学历以上移民家庭的问题。我很遗憾地承认我们的计划比较针对城市，

而不是郊区的青少年和年轻人。 

在美国对华人青少年福传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开始於教会成员的孩子。

虽然有时候天主教青少年会邀请他们的非天主教朋友参与，但是青年

福传主要是为天主教家庭提供的服务。这种福传我称为「天主教教

理」，是为天主教信仰的陶成。 

第二种是从邻里开始。福传的主要对象是非天主教徒。可能有介入的

天主教青少年，但是不作为主要目标。如果不够强调福传的宗教意义，

天主教的青少年在这组裏很可能觉得奇怪或者不寻常。我们的福传主

要是这种方式。在圣恩堂我们和非教友的接触以两种基本的方法 — 经

由我们的天主教学校（有 300 个学生，只有 25 个来自天主教家庭）和

从我们的操场和健身房。在高密度的城市社区，操场和健身房是重要

的资源。这种模式可能是福传或服务或两者兼顾。圣恩堂是两者兼顾。

我们初、高中学生皈依的数目相当可观。然而我们对城中穷困青少年

的服务并非考虑他们是否会皈依。在费城华埠，天主教会被视於亲民

和一流服务的机构。我们竭力维持教会家庭的形象，在基督内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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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恩堂，我们提供城市华裔青年几项服务： 

1. 我们的学校可能是最好接触年轻人的方法。学校的程度高，它在一

个衰退的公立学校系统中提供了优秀的教育。我们的学生难免有城市

的问题，但是比起公立学校的孩子明显地优越很多。我们许多学生对

基督有很深的信仰，虽然他们中很少终其一生都坚持天主教信仰。 

2. 我们通常地提供健身房和操场给青少年和孩童，而总是有年轻人使

用，他们迫切地需要这些资源。我试著亲近这些青少年，让他们觉得

在我们的教会轻松自在。 

3. 我们在夏天提供一些年轻人的节目 — 去游泳、去遊乐园等等。对这

些很少有机会去度假或者有这些经验的城市青少年非常重要。数百的

孩子和年轻人利用这些机会。大多数受益者不是天主教徒，也不上我

们的天主教学校。 

4. 我们为青少年办避静。同样的，大多数参加的青少年不是来自天主

教家庭。这是许多人第一次机会来思考宗教的问题或者认识基督。有

些人因为这些避静而皈依，但是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或学校的人很少

会在成年依旧保持著信仰。 

我们的主日弥撒通常有 15 个或者更多的青少年不和父母亲一起。这些

青少年真正的爱天主，要事奉主。然而，没有家庭的支持，很难维持

信仰的实践。我要强调的是这些青少年是真诚的，而很多来自天主教

家庭的青少年成年後也不奉行他们的信仰。我也要指出有些青少年和

年轻人仍然继续实践自己的信仰，或者去教堂多年，并且仍然参与。 

圣恩堂结合了服务和福传去接触城市青年也逐渐介绍了基督给一些人。

儘管在实践信仰和领圣事上有些误差，这些孩子真的爱基督也竭力遵

守诫命。我也相信即使他们不再经常望弥撒，他们的信仰依旧有其影

响力。年轻人不再去望弥撒的最普通原因是因为工作；很多青少年在

餐馆工作，星期日必须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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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恩堂有一群优秀的年轻福建人，他们在中国就是天主教徒。这些年

轻人会去望弥撒，但是也同样会被工作干扰。这群年轻人和其他青少

年并不融洽，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有良好关係。 

圣恩堂不只是接触到青年，我们对於中国社区，也试著以基督为主成

为一个爱和友谊的中心。圣恩堂一直对年轻人有特别的关注，但是对

於成人我们也有显著的服务。 

      1. 圣恩堂是社区很多会议和活动的场地。华人社区认为圣恩堂是重

要的社区资源。 

      2. 圣恩堂共同创立并且免费提供场地给免费的医疗诊所，每星期治

疗将近 50 位穷人，特别是无證移民。 

      3. 圣恩堂非常热中於社区。许多教会成员担任费城华埠发展会、安

乐耆老中心和其他机构的董事。我担任费城华埠发展会的总裁多年。 

      4. 圣恩堂是个值得信赖和尊重的社区组织。需要帮助的人总是先去

圣恩堂，他们相信总有好心人会儘可能地帮忙。 

圣恩堂一直是社区的一个重要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机构。但是我们福

传吗？我们行善不是主要使人皈依，但是我们确实要分享福音。至少

我们让那些接受我们服务的人知道我们是因为在基督的希望中做我们

所做。 

几年前我们注意到从福建省来的新移民。有些福建人开始来望国语弥

撒，在此之前主要是台湾人。当福建社区开始增长，我们仍然没有看

到很多人望弥撒。这时候圣母军很坚固，於是我要求他们专注於这个

社区。经由祈祷和家庭拜访，福建教友目前占了国语弥撒的多数。 

有一个重要的华人团体我们没有有效地接触就是大学生，特别是国际

学生。说来惭愧，本地的新教教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在校区投

入了资源。我们的参与不温不火，不够热烈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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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传的最大障碍是天主教的平信徒不愿深入参与，没有慷慨地给出他

们的时间和爱心来邀请他人认识基督。新教的平信徒兄弟姊妹暸解他

们福传的角色。虽然有许多天主教徒儘己可能地在做，但是我们仍然

缺乏去深入华人社会的热火，特别是对大学校区。我们也有功劳，我

们对於帮助穷人 — 城市青年、餐馆工人、非法移民做得很好，可是福

音是给所有的人，并且基督吩咐我们要对所有人传道。我们应该做得

更多。 

 

 

>> 返回美国费城华人天主教教堂网页 -- http://www.holyredeemer.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