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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主保聖女凱德莉 

St. Kateri Tekakwitha (1656-1680) 

 

凱德莉的歷史背景 

聖凱德莉是住在北美的原住民聖女。她出生的時代剛好是鄭成

功帶漢人來到台灣；在當時的北美，法國人剛到北美建立了加

拿大的蒙特婁城。同時法國人在蒙特婁附近建立一個專門給原

住民的小村莊，即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當地也很快聚集了很

多個不同種族皈依天主教的原住民。往東的地方，法國人在蒙

特婁和魁北克之間的聖羅蘭河畔，建立了三河鎮。當時的北美

有兩個民族：易洛魁族和爾恭克族。法國人特別保護爾恭克族，

請他們住在三河鎮。 

凱德莉的父母 

在 1653 年易洛魁族和爾恭克族和解。在該年的冬季，爾恭克族

人與易洛魁族人一起出外狩獵，儘管雙方語言上有很大的差

異，但彼此相處極為融洽和諧。到了翌年春天，雙方仍是水乳

交融，部分爾恭克人甚至將女兒下嫁給易洛魁人為妻。易洛魁

一位大酋長，即凱德莉的爸爸，娶了一位約 15-16 歲的爾恭克女

子為妻，這位未成年女子，美好的青少年歲月都是在法國神父

所興建的城鎮中度過，並且是位虔誠的教友，可惜她的名字已

不可考。當這位年輕的酋長到了必須返鄉回家的時候（他的家

鄉在南邊約 560 公里的地方），他的新婚妻子只好流淚揮別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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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和傾囊相授的傳教士。當她坐上新婚夫婿的獨木舟時，想

到不能再看到她從小到大的家鄉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一陣心

酸。 

     小木舟溯流而上往南航行。舉目望去，河岸兩側盡是蒼勁

的松、柏、杉、白楊，脆綠的楓樹和挺立的榆樹。每天晚上，

他們停泊在不同的地方，在星光下餐風露宿，席地而眠。四、

五天之後，小溪盡頭出現了一個大湖 -- 尚普蘭湖。這個湖以險

惡著稱，不易穿越，在過去由於波浪險惡，曾經有不少人葬身

魚腹。到了湖的一角，他們停了下來，將煙草獻祭給住在湖底

深處的湖神，以祈求平安。尚普倫湖盡頭是另一個湖，早期的

法國傳教士稱之為聖體湖。後來英國人佔領之後，稱之為喬志

湖，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到了這裡就進入易洛魁族區，雖

然到達他們的家園走路約兩天，但實際上他們卻花上兩週的時

間。 

     易洛魁族區是由同血緣的五個部落所組成。在哈德遜河西

岸為安尼業部落，歐內烏部落，歐農塔克部落，戈伊歐坤部落，

以及在更西一端的今日所稱的紐約州，在尼亞加拉大瀑布週

遭，住有鄒農都安部落。凱德莉的爸爸屬於當時安尼業部落的

前三個村莊的一個位於較東邊的村莊叫做歐塞內隆。在當地，

七、八年之前，加拿大傳教士依撒格‧饒格神父及兩位同伴為

信仰流血殉道。 

     歐塞內隆為該部落最小的一支部落。它位於山丘，可俯視

莫霍克，山谷風景甚為秀麗，兩邊有綿延無際的玉蜀黍田、絲

瓜、碗豆田，也就是傳說中易洛魁族人的三姊妹。這位新嫁的

爾恭克新娘很快就瞭解到自己必須下田耕作。易洛魁族人已經

定居成性，每年要收成數千簍的蔬菜，相較於爾恭克族的四處

流浪，靠打獵及捕魚維生，凱德莉的媽媽好不容易才適應。還

有，易洛魁族的住宅對新嫁來的婦人而言，充滿了驚喜與新奇。

他們的木屋既長且寬，外觀形狀如同一個大隧道那樣，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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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戶家庭，每四個家庭為一組，木屋每側兩戶人家一起參與

長廊中間的事務，以及其他家族雜物。在每一個爐灶上有一個

屋頂窗口，讓煙排出去，並有採光功能。儘管如此，木屋之中

仍經常充滿著煙霧，並且光線不足，頗為昏暗。 

凱德莉的誕生 

當然，這位酋長夫人偶爾也會懷念故鄉，這時她會與其他嫁給

易洛魁族男子為妻的爾恭克族婦女聚會，她們聚在一起可以談

她們對耶穌基督的共同信仰。這位年輕的酋長夫人也與另外一

位教友--德霞結下深厚的友誼。在夫婿的愛心幫助下，她逐漸成

為了一位易洛魁族標準的賢妻良母。 

     嫁到易洛魁族兩年不到的時間，她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女

嬰，小名叫做小陽光，就是我們可愛的凱德莉。不久之後，又

生下了兒子，這個新組成的小家庭充滿了喜樂。小陽光（凱德

莉）的相貌出奇漂亮，有著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和一頭烏黑的頭

髮，她長得很快，大家經常看她跟在母親後頭，或是跟弟弟玩

家家酒，當小母親。當她滿四歲的時候，已開始幫忙家事，例

如：採擷野草莓、野桑椹、野藍莓等。 

     自從姊弟兩人出生之後，他們的母親日復一日地為他們祈

禱，有時候母親會輕聲細語地為他們唱以前在三河鎮所學的聖

歌。每天晚上，在週遭無人的時候，她會偷偷地在小孩的額頭

上劃下十字聖號。 

凱德莉成為孤兒 

1660 年，災難侵襲到這個小村落，天花四處蔓延。母親、兩個

小孩，甚至父親似乎都受到感染。這位已病入膏肓的母親，除

了滿眶熱淚的禱告外，能夠留給小孩相當有限的天主教信仰，

有的只有稚齡幼童所能夠記下的一些模糊的記憶而已。天花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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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肆虐，最後全家除了凱德莉之外，皆染病去世。經過很長的

一段時間後，凱德莉才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她以前漂亮迷人的

臉蛋，變成天花所留下來滿臉凹凸不平的疤痕。她的眼睛因為

受創過深，必須隨時保護，避免受到炙熱陽光的照射。河流嶙

峋水面波紋的折射和冬天雪地的反光，對她而言都是難熬的酷

刑。 

     這個孤兒的未來命運到底會是什麼樣子呢？依照易洛魁

族人的傳統，她暫時受到伯叔的收容，由伯母、嬸嬸來照顧。

她的養父母已經知道她的眼睛有問題，他們希望她的視力能逐

漸恢復正常。在易洛魁族的長型木屋內，她還能夠看得清楚，

但一到室外，如果光線明亮，她就只能摸索前進。最後族人用

易洛魁語「特卡克維達」（Tekakwitha）來稱呼凱德莉，意思是

「摸索前進者」。 

     由於凱德莉很聰明，並且手藝高超，溫柔喜樂，她的伯母

嬸嬸都說她日後會成為一名賢妻良母。他們都希望新婚夫婿會

成為其家庭的一員，並且與大家分享他打到的獵物和捕到的

魚。雖然凱德莉還很小，她的伯母嬸嬸已鼓勵她將自己打扮的

很艷麗。根據當時的徐神父直言無諱的記載：「七或八歲的原住

民女孩已非常喜愛用『瓷珠』裝扮自己。（事實上是當地原住民

利用龜甲、貝殼所研磨而成的光亮珠子，並且用細繩子串起來

的項鍊）…她們的母親更為瘋狂，有時會花上很長的時間來梳

理女兒的頭髮。母親們也非常關心女兒的耳朵是否穿洞正常，

甚至在女兒尚在強褓中，就為他們穿上耳洞。她們在女兒外出

跳舞的時候，在她們的臉上抹上油彩，並且戴上各式各樣的瓷

珠」。 

     凱德莉的伯母、嬸嬸們也希望看到她全身上下打扮的珠光

寶氣。而她，如同任何一個其他的小女孩一樣，乖乖的聽從擺

佈，甚至覺得興趣盎然。稍後，她對這些愛慕虛榮的做法感到

後悔且頗感內疚。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其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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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德莉，原住民族主保，請為我們祈禱！ 

 

 

聖女凱德莉 

2012年 10月 21日列為聖人 

 

 

網路提供的 newsaints.faithweb.com (2012 年 10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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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魁族與法國人打仗 

在當時，安尼業部落壟斷了動物毛皮的交易，將貨品賣給位於

今日的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的白人。當安尼業人聽說歐農塔克

部落邀請了一些法國人住在其部落當中（易洛魁五大族族群中

心），他們感到非常的憤怒。他們知道這個盟族並非對天主教的

道理感到興趣，而是想與法國人直接做生意。於是他們想盡一

切辦法將耶穌會的神父們趕出去，最後終於如願以償。易洛魁

族人與法國人的和平就此被破壞。易洛魁族人燒殺劫掠法國殖

民區長達數年之久。 

     在 1666 年秋天，法國將軍率領了 600 士兵離開了魁北克。

經過約四星期的跋涉，他們抵達了易洛魁族人的第一個部落，

就是凱德莉的家。軍隊將村莊燒毀並且摧毀了安尼業人為過冬

所儲藏的玉蜀黍和其他蔬果。凱德莉當時只有十歲，她被迫與

族人進入大叢林裡避難，並且在那裡度過寒冬。當時，對他們

是一大考驗，尤其是年紀大的老人家和生病的病患，以及眼睛

受創的小凱德莉更是苦不堪言。最後所有易洛魁族人，包括安

尼業部落，決定求和，並為了表示誠意，接納傳教士。根據易

洛魁族的說法，他們有意「埋葬戰斧」，為求和平。 

     在這段時間內，安尼業人在叢林中忍受酷寒之餘，決定將

他們的部落新家搭建在莫霍克河北岸。他們將該地稱之為凱納

克。 

神父來到凱德莉家 

三位耶穌會神父，即徐樂內神父、伯神父和裴神父以及一同前

往魁北克去協商和平的安尼業酋長在 1667 年夏季終於回到村

落。他們並沒有立刻被帶到安尼業首府，而是被帶到凱納克。

當地的易洛魁族人與荷蘭人交易時取得了不少烈酒。幾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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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人甚至連小孩都喝的醉醺醺的。有人認為最好還是讓三位

神父在凱納克駐留一段時間。三位神父被安置在凱德莉所居住

的木屋之中。 

     這真是天主奇妙的安排，更有甚者，小女孩被安排照顧三

位神父訪客。根據徐樂內神父日記： 

     「她接待我們時所顯現的謙虛、柔順，使得他們這些客人

異常感動。而她則被神父們的和藹可親、虔誠祈禱以及一天當

中其他服事天主的工作而感動。如果三位神父在她的村落駐留

更久一些，她將會依天主奇妙的恩寵而請求領洗。」 

     當三位神父前往首府三天之後，他們還不知道凱德莉已經

打從心底與她母親當年一樣，渴望成為一名天主教徒。 

凱德莉的辛苦生活 

隨著時間，凱德莉逐漸長大。由於眼睛不好，她大部分的時間

都不跟其他年輕女子在一起。她忙著在木屋內做家事，用兩塊

石頭磨玉米，做成美洲原住民所喜愛吃的玉米餐點：熱湯，在

早上提供一天之中唯一的一道餐飲。之後，她將剩下的菜餚放

在一個鍋子裡面，在靠近火的地方保溫。如果有人下午或是晚

上肚子餓了，可以自行取用。 

     還很小的時候，這名無父無母的小孤女已經展現了易洛魁

女子從事各式各樣手工藝方面的技巧。她針線活兒的功夫比荷

蘭女子更好。她可以把鰻魚皮飾帶處理的完美無比。她知道如

何將上衣或鞋子精巧的裝飾上箭豬的箭毛或真皮毛髮。她也會

做項鍊和裝豌豆的提袋。她還知道如何用鱘魚膠將布匹染成鮮

紅色，並且比任何人都做的漂亮。 

     當太陽不烈的時候，凱德莉也到戶外工作。她幫助嬸嬸在

分配到的田地上播種，她細心的耕作管理田地。九月收成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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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她幫忙採集堅果、栗子、核桃以及收割玉米。她的伯

母嬸嬸們對她讚不絕口，她們已經確定這個姪女將來會成為一

位好妻子。依照易洛魁人的傳統，木屋的女人，而非男人要幫

自己的女兒或孫女挑選丈夫。 

     此外，在凱德莉安靜默想和工作的同時，天主也深深的在

她靈魂深處做工。如同以前一些罕見的易洛魁女子一般，她被

獨身而居的念頭所吸引。才剛成年，她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不

要嫁人。為了這個原因，她的親人甚至與她起了衝突。有一段

時間，她被逐出小木屋，從一個鄰居家中被推到另外一個鄰居

家中。這些鄰居因為怕得罪凱德莉的伯母嬸嬸和她的伯父酋

長，一個個都不敢收留她。後來也許因為她的一位嬸嬸領洗成

為天主教徒，才使得事情告一段落，恢復平靜。 

凱德莉領洗 

在 1675 年的春天，有新的神父--藍伯維神父來到凱納克。他很

快就感覺到某些木屋的人對他懷有敵意，尤其是住在凱德莉木

屋家中的人，由於她的伯父憎惡天主教而對他不友善。秋天來

臨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不在家，不是忙著收割，就是忙這捕

魚、打獵。這時候神父前往拜訪無法離家出門的病人以及老年

人。在經過凱德莉家的木屋門前的時候，他先是遲疑了一下，

然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推開了木頭樹皮大門，走了進去。當

他眼睛習慣了室內黑暗之後，他看到一位年輕女子坐在火燼半

熄半滅的爐火旁邊。這名女子就是凱德莉，由於工作時一隻腳

受傷，而無法行走。神父於是跟她說起話來。已經有很久一段

時間，她想與神父說話，如今一償宿願。在雙方結束對話之前

她已經向神父請求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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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凱德莉（2012 年新畫） 

 
網路提供的 reflectwithdonronaldo.blogspot.com (2012/10/03) 

 

聖女凱德莉（最早的一幅畫） 

 

網路提供的 dailyheraldtribune.com (2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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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往加拿大的神父對於請求領洗的成年人會予以一番考

驗，以免造就日後更多不信的教友。凱德莉腳好了之後，一整

個秋天和冬天，她都嚴格遵從神父對日後將成為天主教徒的指

令。當神父很快就發現聖神對於這名年輕女子給予了不尋常的

恩典之後，他對她更鉅細靡遺的講解天主教的道理。想不到凱

德莉的伯父允許她成為「真正可以畫十字的人」（天主教教友），

但條件是她不得離開本族村落。藍神父對於每一個慕道者都會

進行一番調查，他也同樣的對於凱德莉的品行進行瞭解。在他

整個訪談調查中，越來越感到不可思議。徐神父在其記載中寫

到：「儘管當地的自然法則使得男性對於女性向來予以輕蔑的評

語，但沒有任何一位男子不讚美這位等待領洗的女子。那些曾

經迫害她最深的人，更是對她的美德讚不絕口。」 

     所有的天主教教友都為神父終於將為她領洗而感到高

興，而她自己當聽到神父告訴她受洗重大日子的那一天更是欣

喜若狂。她熟記所有的祈禱詞，以免延誤了此一歡欣鼓舞的日

子。 

     神父選在復活節那一天，1676 年 4 月 18 日的早晨，在聖

伯鐸祿教堂為她隆重的領洗，她的聖名是凱德莉。神父同時還

為其他兩個人領洗。藍神父後來寫到，這名十九歲的年輕女子，

從來就沒有鬆懈過她早先的熱忱，即使是在路途中遭受到許多

痛苦的考驗亦然。經過一兩個月平靜的生活之後，迫害開始接

踵而至。身為天主教徒她禮拜天不用到田裡工作。家人指責她

懶惰，並且在這一天不給她任何食物，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指

責她，嘲笑她是「天主教徒」。 

     當她到小教堂祈禱時，有人在後頭追趕扔擲石塊打她。根

據徐神父的記載，「有一天，當她待在木屋家中的時候，突然有

個年輕男子跑了進去。他眼睛充滿了憤怒，手上拿著一把斧頭，

當他將斧頭高高舉起，準備往下砍的時候，凱德莉只是默默的

低下頭，不動聲色，毫不畏懼。這名年輕男子反而被嚇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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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奪門而逃。有些迫害甚至於來自凱德莉自己的家人，他的

老伯父的一名妻子（凱德莉的伯母）誣指她與這位伯父有染。

因為她曾經心不在焉的直接稱呼他的名字，而沒有依照易洛魁

族人的習俗，稱他為「父親」。凱德莉對於這件事情耿耿於懷，

雖然沒有人相信這個謠言誹謗，但她深感沉痛。 

     這些不當攻擊持續了一年半，而更讓凱德莉痛心疾首難以

忍受的，是她的族人酗酒。從荷蘭人手中買來的酒，已經使得

整個凱納克村為之瘋狂。 

凱德莉逃走 

神父眼見這些不當攻擊和凱德莉的痛苦，建議她想辦法搬到位

於聖羅蘭河南岸的聖方濟‧沙勿略村莊去住。一直等到 1677 年

的秋天，她才有脫逃的機會。該年夏天，一名年輕的女教友經

常想到凱德莉。她以前與凱德莉同住在一個木屋之中，就像是

親姐妹一樣的一起長大。這名易洛魁族女子鼓勵她的丈夫回到

安尼業村落找她的「乾姐妹」。她的丈夫是個天主教教友，在另

外二名教友的陪同之下，一起上路。當他們抵達凱納克的時候，

聽到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凱德莉的大伯父到外地去做生意不

在家。藍神父為凱德莉寫了一封信，請她轉交給聖方濟‧沙勿

略村莊的負責人傅神父。他信上寫到：「我送一個瑰寶到你們那

裡，好好珍惜照顧她。」到了晚上凱德莉與她的「乾姊夫」和

一位同伴一起上獨木舟逃走。凱德莉的大伯父回到村子裡，知

道她脫逃之後立刻去追趕，但已經太遲沒有攔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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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凱德莉愛慕聖十字架 

藉著十字架,耶穌基督拯救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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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德莉去聖方濟‧沙勿略村莊 

當凱德莉抵達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的時候，其喜樂可想而知。

這些皈依天主教教友的熱情深深的溫暖了凱德莉的心。她「乾

姐妹」和她母親的朋友--德霞的熱忱接待，使她知道自己並不是

一個外人，而是的的確確在自己家裡面。另外，神父也知道在

他們手中有塊值得珍惜的瑰寶。凱德莉所面對的三位耶穌會神

父之中，有兩位已經見過面。當 1666 年傅神父和徐神父過訪凱

納克時，凱德莉曾經接待過他們。至於第三位神父，則是為她

寫第一本傳記的邱哲德神父。院長神父將凱德莉的靈修生活託

付給徐樂內神父輔導。在當時，成年人領洗之後，神父會讓他

們等上數個月甚至數年，才讓他們第一次領聖體。而徐神父則

認識凱德莉的心之後，就認為可以讓她在 1677 年的聖誕節初次

領聖體。 

     一位美國作者對於此次領聖體的深刻意涵有以下貼切的

描述：「…我們必須承認易洛魁人對於領聖體一向都有強烈的渴

求。從原住民神話之中可察覺到他們對於象徵耶穌基督的為世

人犧牲的聖體有熱烈的渴求。他們從來就不放棄讓自己藉由各

類痛苦的感受來超越、昇華自己。而領聖體則讓他們有機會體

驗到與耶穌基督一起受苦受難。此外，易洛魁族人一向為一種

彼此合而為一的強烈感受所苦，這種合而為一的感受，遠大於

彼此分別一個一個加起來的感覺。正如同大多數的征服者一

樣，易洛魁族人奮戰不懈的目標在於追尋和平，在其長木屋之

中團結一致的情況下所享受到的和平。」 

 上述的各種情況，凱德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明確的感受，

並足夠讓她想盡一切辦法將自己準備好，與耶穌基督結合。根

據邱神父的記載：「她的銘言是：誰能教我天主的旨意，使我能

夠身體力行？」她不僅在第一次領受聖體之前如是說，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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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死依然如此。教堂幾乎變成她的家。她凌晨四點鐘就到教

堂祈禱，太陽還沒出來時她參加第一台彌撒，在太陽升起來的

時候又參加一台彌撒。她一天之中會到聖體櫃前數次，晚上還

參加團體祈禱，當最後一名教友離開的時候，她還繼續不斷的

祈禱。天主的愛深深地吸引著她。 

     她的祈禱是遠在內心深處而不是外顯；完全來自於她源源

不絕的愛。此外，神父的記載告訴我們，她的虔誠並不只是做

到教堂裡面，凱德莉每週辛勤的工作，並且在週末仔細檢討反

省，如有缺失則懺悔辦和好聖事。 

新的考驗 

十字架一向是所有真正跟隨耶穌基督者的標幟。對於凱德莉而

言亦然如此，並且由於她的十字架乃源於她對別人的慈善工作

和愛情。聖誕節之後，村子裡的人愈來愈稀少，又是一年一度

大狩獵的季節。聖方濟‧沙勿略村莊的易洛魁人成群結隊的到

鄰近森林狩獵。他們穿上雪鞋，在雪地上追趕狩獵加拿大麋鹿、

大角鹿、梅花鹿以及浣熊。為了讓她的乾姐姐和乾姊夫高興，

她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雖然長達數週遠離村落和小教堂，她仍

然繼續已經習以為常的宗教儀式。她甚至在已結冰河旁的樹幹

上刻了一個十字架，當作一個小小的祭台。她一方面與耶穌基

督結合，另一方面也不辭辛勞的工作。她到森林砍樹，處理男

士所獵殺動物的肉，有時候必須走路到離打獵小木屋相當遠的

地方。並且她也與其他的婦女一起在木屋中製做瓷珠項鍊。他

並且也在豐盛的食物情況下，悄悄的禁食。 

       在這數個月的狩獵期間，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事

情。有一天晚上，她部落裡的一名男子，在追趕了大角鹿一整

天之後，精疲力竭的摸黑回到茅屋家中。他也沒喝水也沒吃東

西，一看到茅草屋就倒頭大睡。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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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什麼沒有睡在她旁邊，而是睡在凱德莉的蓆子旁邊。這名

婦人猜想她的丈夫一定是與凱德莉做了甚麼虧心事。由於這名

婦人不知道事實上凱德莉當時去森林祈禱，而深信他們偷偷的

幽會。而更讓她懷疑的是，就在同一天，這名男子湊巧曾經提

過他建造了一條回去聖方濟村莊要用的獨木舟，並且他需要一

名勇敢的婦女幫助他將獨木舟從森林中拉出來。而他竟然很直

率的要凱德莉去幫忙，因為他知道她有足夠悲天憫人的心來做

這件事。這名男子的妻子，既聰明又賢慧，她一句話也沒有告

訴其他人，但卻決定一回到村莊，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傅神父。 

     聖枝主日，凱德莉與所有的獵人都回到村莊，凱德莉在耶

穌復活節的那個禮拜天第二次領聖體，並且在不久之後，被接

納成為聖家協會的成員，在當時只有最忠誠、最虔誠的教友才

可以被接受成為其中一員。隨後，她被傅神父找了過去。他告

訴凱德莉那位獵人妻子所懷疑的事情，並且問她到底發生了甚

麼事？凱德莉非常平靜地，直接了當的予以否認，因為她心中

非常坦然，毫無可自責之事。傅神父聽後非常滿意。但那名婦

女卻不相信，而向一些不知道從何處知曉這件事情的人抱怨。

此時的凱德莉因深深受到打擊而痛苦萬分，其程度甚至於超過

她自己所做的苦功。 

     另外一種考驗也如影隨行的跟著她。她的「乾姊姊」很愛

她，也為她擔心。她不瞭解為什麼凱德莉不找一名身強體壯的

獵人結婚，使自己衣食無慮。凱德莉只去過蒙特婁一次，去參

訪聖若瑟修會的修女所管理的醫院。在那裡她第一次看到有那

麼多女性許下了貞潔的願，以便於更全心全意的侍奉天主。她

深深的感受到此一使命感的聖召。她的乾姐姐雖然無法動搖她

的心志，但卻說服了德霞告訴她凱德莉誤入歧途。於是換德霞

將她的想法說給凱德莉聽，通常凱德莉也很聽德霞的話。但這

一次的話題非常嚴肅，是件開不得玩笑的事情。凱德莉雖然很

敏銳懂事，但這一次卻向這名已喪偶的老婦人冷冷的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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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真的那麼喜歡結婚，那妳去結好了！至於我，我只想要安靜

和平。」德霞很不高興，決定把這件事情告訴徐神父。但凱德

莉搶先一步找到神父，告訴他一心想做的事情，神父看她意志

堅決，也只好贊成她的想法。 

凱德莉許願 

凱德莉與她的好友馬莉亞．德蘭以及另一位名叫史莉恩的休倫

族女子想在聖羅蘭河上的鷺鷥島建造一個原住民女修道院。傅

神父認為她們的信仰生活經驗有限而反對。 

     既然她無法做修女，那她是否起碼可以過在俗的奉獻生

活？徐神父在其記載中有如下的描述：「…這件事情來的有些

早，我想不應該進行的太匆忙。應該讓她有充分的時間仔細思

考。因此我又繼續考驗了她一段時間。經過徹底的檢查她的言

行舉止，以及她在各種良好道德上的優良表現，和尤其是天主

所賜給這位僕人的各種恩寵，我認為凱德莉的計畫是天主所祝

福的。有鑑於此，我終於決定允許她許願。」 

     在 1679 年 3 月 25 日聖母領報那一天早上八時，凱德莉在

領聖體之後，就發願，決志終生不嫁娶，為了專心愛慕耶穌基

督。她也向聖母瑪利亞祈禱將她引介給祂的聖子。 

凱德莉最後一年 

凱德莉生命之中的最後十二個月充滿了痛苦與磨難。也許是由

於過去天花所留下的後遺症，她越來越為頭痛所苦，在她生命

之中的最後一個夏天她更是大病不起。經常發高燒，腸胃絞痛，

再加上經常嘔吐。 

     在 1680 年的二或三月，她的一番真心誠意反而造成了大

錯。她聽人提起聖磊思悔罪苦修的方式，不管自己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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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也想起而效之。此外，聖本篤不也是滾在荊棘針刺上

悔罪苦修嗎？她於是在蓆子上灑滿了許多荊棘針刺，然後連續

三個晚上滾睡在上面。她的好友瑪利亞．德蘭看到她臉色慘白，

問她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的，並告訴她在未獲神父允許之前，

做這樣子的苦修悔罪是冒犯天主的行為。徐神父知道她驚人的

行為之後，予以斥責並且叫她將荊棘丟到火中燒掉。她立刻遵

行照辦，但體力再也無法恢復。 

     聖週禮拜二，神父認為為她做臨終領聖體和傅病人聖油的

時刻已經到了，但凱德莉告訴神父並沒有急迫性。於是神父決

定延到翌日再做。 

     當時凱德莉的大部份閨中好友皆已結束冬季的大狩獵回

到村落之中。這天晚上聖家協會中有二名教友在她身邊看護

她。禮拜三早上她領受病人聖事。她的一些忠誠教友原想陪在

她的病榻前看她離開世間，但因為那個星期適逢聖週，而她們

必須到戶外找到足夠的柴火供四旬期最後幾天使用，使得在禁

食節日的最後幾天，她們可以不工作。瑪莉亞．德蘭將此一想

法告訴神父，神父將話傳給凱德莉。凱德莉告訴她們去工作，

她會等她們回來之後再赴天國。 

     下午三時，她的好友們一起聚集在木屋之中，在病榻前看

到凱德莉逐漸喪失生命跡象，看她安詳而逝。她死的時候嘴角

略帶微笑，她當時還不滿 24 歲，時間是 1680 年 4 月 17 日。 

     數分鐘之後，她原本長滿天花痕跡和為病痛所折磨的臉一

下子又像是充滿了光澤一樣。她的同伴們認為這是她所取得的

榮光乍現在她的臉上。她母親的好友德霞當時才回家，一看就

記得她小時候的臉孔，讚美天主說：「小陽光！」 

 

在 1980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列她為真福。 

在 2012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列她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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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kweonweke Katsitsiio Teotsitsianekaron 

開在人間最美的一朵花 
(聖凱德莉墓碑銘文) 

 
三河鎮：凱德莉媽媽的家鄉 

聖方濟．沙勿略村：凱德莉入天堂地與朝聖地 

凱納克：凱德莉領洗地 

歐塞內隆：凱德莉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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