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年十二月 
 

 

 

 

 

 

 
 
 
 

休士頓美華天主堂通訊雙月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cension Chinese Mission   2

本期目錄  
 
項目                                 項頁 
 
目錄                                    2 

主編的話    徐卓越神父                     3 

神父的話 快樂的果實 - 張漱昕神父  4       

本期特稿 在新冠疫情中的聖誕節 – 李邦寧  5   
 跟著爸爸祈禱  6     

                他們立刻捨下網，跟隨了祂 – 李明  7 
 Sharing a book review – Sophie Wang  9 
測驗答案 十月份聖經小測驗答案 13 

聖經 基督徒的全副武裝 14
      

 簡介路加聖史（下）– 徐卓越神父   15 

 四部福音的象徵圖像     19 

有問必答    問題#1：怎樣處理破壞或不要的聖物  20 
 問題#2：耶穌怎麼會絆倒我們？     20 

聖人與我     西埃納的聖加大利納 – 丁淑荃  22 

 賓根的聖賀德佳 - 丁淑荃  24 

                天主教的四位女聖師  25 

憶往思維    年終期望 – 吳祖明          26 

徵 稿   27 

贊 助         $300. 00                      27 

心聲志願工作人員名單                    27 



 3 

主編的話： 
 
    
 
 
 
首先恭祝每位心聲讀者及心聲同事 聖誕快樂！新年如意！ 
心聲這期的內容豐富，並有許多參考性的資料。 

感謝張漱昕本堂神父在百忙中抽空為心聲寫了「快樂的果實」。
教導大家反省 2020 年生活，做個篩選，去其糟泊、取其精華。 

李邦寧姊妹在新冠肺炎病毒時期觀察到病毒帶來的痛苦和培養
靈修的好機會。感謝李邦寧的建議，把痛苦當作犯罪的補贖，
把養成的靈修好習慣，當作禮物送給小耶穌。 

李明弟兄以他的經驗和我們分享「捨下網，跟隨耶穌」的心得。
正如宗徒一聽到耶穌的召叫，立刻捨下魚網 fishing net ，跟隨
了耶穌，我們也該捨下互聯網 internet，做些耶穌吩咐的事。 

感謝 Sophie Wang 柳鍾霖姊妹和我們分享她的 Book Review on 
“My Three Childhoods by Lucy Wu Mainer” 柳鍾霖姊妹敘述作
者把她的生命分成三個階段，每一階段都像是童年時期，都有
學習，成長和成熟。正如俗語所說的，「活到老，學到老」。 

本期繼續刊載徐卓越神父的簡介聖路加史（下）。 

霍慧林姊妹的有問必答專欄中，回答了怎樣尊敬地處理破壞的
或不要的聖物，又解釋了耶穌會是絆腳石的難題。 

丁淑荃姊妹每期都有她「聖人與我」的專欄，使我們認識了教
會的許多聖人聖女。我們衷心地感謝丁姐。天主教有四位（女）
聖師。上期丁姐介紹了大聖德蘭和小聖德蘭。這期她介紹西埃
納的聖加大利納和賓根的聖賀德佳。賀德佳是十二世紀的人，
那時沒有現代的英文，法文，德文，意大利，西班牙，葡萄牙
等的語言。這些都是當時沒有教育人講的方言土話。有教育的
人都用拉丁，所以聖賀德佳的寫作，都是用拉丁文寫的。 

在「憶往思維」專欄中，我們感謝吳祖明弟兄，他每期都有適
時的文章；這期是「年終期望」。大家都不能否認，2020 年是世
界困難多端，新冠肺炎病毒普天下的一年。與 2020 年告別後，
希望明年是健康平安的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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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快樂的果實 
 

張漱昕 

心理學研究表明一個快樂的人容易與人建立良好的關係，
傳遞正能量，影響身邊的人。尤其與伴侶建立持久的依戀關係，
因此保持婚姻穩定。生活快樂的人比不快樂的人更有明確的生
活目標，願意為大眾謀福利，推動社會的進步，使世界變得更
美好。如果快樂的人多了，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就多了，社會就
能良性發展。社會進入良性發展，會給更多的人帶來快樂。由
此可見，快樂的生活不僅給我們個人帶來正能量，而且也為社
會帶來了福祉。 

問題是人如何才能快樂呢？從心理學調查問卷結果總結以
下幾點，良好的人際關係，自己事業的成功和對社會的貢獻，
休閒娛樂（參加體育運動、享受大自然、聽音樂），及參加宗
教活動都可以讓人快樂。這與教會不斷提醒我們躲避引人犯罪
跌倒的人、地、事物有異曲同工之妙。教會提醒我們躲避的同
時，是讓我們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清楚的認識到，和
誰能建立良好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成功。什麼地方讓我們心曠
神怡、心情舒暢。什麼事物給我們帶來喜樂、希望。我們多接
觸這樣的人、地、事務，這樣我們的生活就會有更多的快樂。 

現在已進入十二月份，是今年的歲末時刻，即將迎來新的
一年。也是將臨期，教會禮儀年開始的時候。是期待聖誕節及
新年來臨的時刻。也是總結和計畫的時刻。讓我們靜下心來總
結過去的一年，什麼事情讓我們感到有價值，什麼事情讓我們
獲得喜樂，什麼事情讓我們懷有希望，什麼事情使我們憂鬱，
什麼事情使我們痛苦，什麼事情使我們迷失方向，什麼事情使
我們陷入困境。讓我們清楚的反省生活的每個細節，做一個篩
選，去其糟泊、取其精華。健康的、正面的，我們明年繼續；
頹廢的、負面的，我們明年改變。這樣不但增進我們自己的健
康、幸福生活，同時也讓我們身邊的人感受到幸福的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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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中的聖誕節 
 

李邦寧 
 
    我們即將在新冠疫情中迎接聖誕節，今年的全球疫情在我
們的生命中是前所未有的，對有些人來說因為失去了親人或失
去了工作似乎已按耐不住了，也許會向天主抱怨說：「天主你
在哪裡？為什麼我們的祈禱沒有得到答覆？」可是我們是否想
到耶穌看見世人受苦更是悲傷心痛！ 
 
    在兩升多年前祂為了我們的得救，降生在不起眼的馬槽
中，以卑微的身份臨於俗世。祂順服地完成天父的旨意被接升
天後，人卻依舊經常敗壞於虛無之物當中遠離了主耶穌。如今
這新冠疫情雖是全人類健康的危機，但更可怕的是當我們遠離
了天主，這將是基督徒信德的危機。我們是可以藉著科學家發
展的疫苗控制疫情，但是信德的危機需要基督徒本身積極努
力，以熟讀聖言，時常祈禱，及靈修上的提升來加強信德。 
 
    回想起在四旬期時，教堂因疫情考量遵守教區規定而關閉
了。我們每週一在教堂的基信團也只能以網絡會議的方式進
行。慶幸的是這一個團體平日已建立了濃厚的感情，大家不但
持續進行，而且因人數增加，並邀請多位新領洗的教友，已擴
展成立新的小組。目標是在一年內讀完新約。上個月按照進度
先讀馬爾谷福音。我們讀到這位伯多祿的愛徒，以生動的敘述
來描寫耶穌與伯多祿和宗徒們的互動，特別是平息風浪的奇蹟
發生時，耶穌在船上依枕而眠，遇到風浪時宗徒們叫醒耶穌，
給祂說：師父我們要喪亡了，你不管嗎？耶穌平息風浪後，對
他們說：為什麼你們這樣膽怯? 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谷
四:37-40）。我想這似乎是我們在疫情中的寫照。 
 
    當我們遇到災難或遭受困難挑戰時，常像宗徒們一樣驚
惶，忘了信靠天主，忘了天主的慈悲。我也承認自己的生活在
疫情中受到些許影響，記得在發燒的時候，我提醒自己多唸玫
瑰經和慈悲串經，感謝聖母的慈悲讓我度過危機。在這之後我
竟然忘了效法教宗的信德，特別是教宗已經將這個世界奉獻交
托給法蒂瑪聖母，我們應深信在聖母的護佑下，人類一定會克
服新冠疫情，因為聖母已應允她的無染聖心終將得勝。相信聖
母轉禱的力量，就是該把所有的事藉著聖母交托給天主子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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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的恩寵，我去年十月到法蒂瑪和露德朝聖之旅能平
安順利。因著這恩寵讓我在疫情蔓延中時時依賴聖母，聖母開
了我的心眼，藉著聖神指引閱讀了 Father Gaitley 的著作＂【安
慰耶穌的心】(Consoling the heart of Jesus, by Michael E. Gaitley, 
MIC)。在書中作者提到耶穌渴望世人認識祂的心。“耶穌的心
深愛著我們，但卻極少獲得我們的愛。＂耶穌渴望能獲得世人
愛的安慰。我想當我在為疫情擔憂的時候，耶穌看著我的神情
一定比我更難受。我可以藉著默想和注視聖像，來到耶穌面前
安慰祂，更期盼有更多的兄弟姐妹在彼此關愛中能感受到耶穌
與我們同在的喜樂。正如這位 Father Gailey 所敘述的“天主希  
望我們成為衪的朋友，希望我們不要畏懼衪，要主動親近祂。＂    
 
    在將臨期，我們如何準備自己迎接耶穌降生呢？是如經上
所說﹕「你們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切自會加給你
們。」（瑪 6：33)；還是像小孩子一般要求更多的恩寵呢？如
果我們尋求天主的國是否該引用聖方濟常用的禱文祈禱： 
 

主，求賜我正直的信德，堅固的望德，十
全的愛德，敏銳的見識和清晰的眼光，
主，求使我承行你聖善而真確的旨意。 
 

    在這新冠疫情的聖誕節，我們繼續讀經與祈禱，尋求天主
的旨意，並獻上感恩的心，特別是以加深我們的信德作為聖誕
禮物，送給耶穌說:「我信賴你。」我相信每當我們安慰耶穌時，
天父的慈悲必融入我們生命中，賜予寵愛，平安和喜樂。阿們！ 
 

 

  
      
 
   
  
              跟著爸爸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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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立刻捨下網，跟隨了祂 
 

李 明 
 

 古時的人們， 
 有些是靠網來謀生； 

 那就是漁夫捕魚的魚網。 
 今天的世人， 

 沒有網就活不成； 
 必需靠傳播信號的電子網。 

  
 西滿伯多祿和他的哥哥安德肋，在船上向海裏撒網；這是
他們的職業，他們是捕魚的漁夫。耶穌對他們說：「來，跟從我！
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立刻捨下網，跟隨了祂。（參
考瑪四 8-20）。 
 
    雅各伯和他
的弟弟若望，在
船上同他們的父
親載伯德修補破
裂的魚網，耶穌
召叫了他們。他
們也立刻捨下魚
網，魚船和自己
的父親，跟隨了
祂。（參考瑪四
21-22）。 
 
    現在教會培養的神職人員，大多數是青年，還是在讀書的
學生。他們的跟隨耶穌，因為年齡還小，不是放棄以往的職業，
而是決定將來的前途。但是耶穌有時也召叫已有專業的成年
人，譬如老師，醫師，工程師，會計師，店員，警察，經理，
老闆…去做漁人的漁夫。這些人的職業都需要用電腦來上網工
作。還有隨身帶的手機和筆記本。在聖神的光照下，他們真的
也捨下網，跟隨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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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多數的信徒，不覺得耶穌在召叫他們去做漁人的漁
夫。但是耶穌的召叫卻是每天都有的。並且耶穌一召叫，每位
信徒都應有「立刻捨下網，來跟隨祂」的精神。但是耶穌在什
麼時候召叫我們？去做什麼？又捨下了什麼網？ 
 
    我們捨下的不是捕魚的魚網，而是「電子網」，即網絡，網
站，網路，網址的電子網，互聯網 internet。電腦，電視，電話，
無線電收音機，手機，隨身可帶的電子筆記本等等都需要互聯
網 internet 來上網 online 才能有功效。在電話上與遙遠的親友
連絡，問好，聊天；收看電視節目，體育運動，球類比賽，新
聞報導，世事分析，連續劇；收聽無線電收音機上的音樂或氣
象報告；隨時隨地得知當日的股票情況…這些都是電子網裏捕
到的魚。大家都喜歡運用電子機器，依靠電子網也就不知不覺
地上了癮。為了高貴神聖的事務，理智說應該立刻捨下網來跟
隨耶穌(不是來做漁人的漁夫，而是與耶穌同在，做祂的同伴，
或是為耶穌做些小事）。但是要立刻捨下我們的網，我們的本性
總是依依不捨。 
 
    因此我們每天要訓練自己，一聽到耶穌召叫，就立刻捨下
網，跟隨祂。譬如：有時祈禱或堂區的活動與最喜歡的電視節
目在同一時間，「立刻捨下」的做法就是先祈禱，先參加活動，
假如時間允許，然後再看節目。我們不要先做自己最喜歡的事，
然後再祈禱。假如自己也覺得在電腦上玩的遊戲已太久了，或
是在手機上聊天已太長了，就趕快結束，抽出十五分鐘去閱讀
聖經，在天主面前聆聽耶穌的講話。 
 
    這種精神可以擴大到其他情況。假如在看書或在打掃時，
突然想起已亡的親友，馬上停止一分鐘，為這些親友祈禱，感
謝他們在世時給我們的恩惠，求主恩賜他們早日升天。有時在
祈禱時突然發現與遙遠的親友很久沒有連絡了，就在祈禱後，
就與這位親友寫封信或打個電話。同樣地，給有病的朋友寄張
康復卡，給少出門的親戚寄張關懷卡，更好地，去拜訪他們一下。 
 
    總而言之，在聖神的光照下，突然地，神奇地，有時我們
會發現要以耶穌之名做些善工。那麼立刻，趕快，今天就做是
最好，不要拖拖拉拉地等到明天去做。因為「明天」之後還有「明
天」，所以「明天」永遠不會來到，想做的事也永遠不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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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A Book Review 
“My Three Childhoods by Lucy Wu Mainer” 

 

Sophie Wang 
 

     I have been active in Rice University Women's Club for many 
years. Our Book Club have discussed many good books. I had the 
honor of leading a book club discussion recently. l would like to 
share my review of “My Three Childhoods Through Life Love and 
Liberation” by Lucy Wu Mainer with our parishioners. 
  
   Author Lucy Wu (married to Frank Mainer) divided her life 
into 3 parts. To me, she separated her very colorful life into three 
stages and called them three childhoods, is very creative, 
meaningful and appropriate. She learned, grew and matured In 
each. 
  
First Childhood (1933 – 1954, Mainland China & Taiwan) 
  
She came from a family of eight children. She is the oldest among 
the three girls. Her life went through the Sino-Japanese War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 & WWII. After the Imperial 
Japanese  surrender in 1945, the family was faced with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y. Until 
1949, when her family ( from Beijing) followed the Nationalist 
Party retreating to Taiwan. During the first 16 years of her life, her 
family had to be uprooted several times. 
 
   Lucy went to and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Taiwan, she 
had a heart-breaking experience of fail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aiwan as well as in China, students fail the 
entrance exam no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but the limited openings of the college). This unfortunate event 
seriously str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cy and her proud 
father. They were barely on speaking terms until the day she came 
to the USA for college in 1954. She described the day how her 
father went to see her off, boarding a ship at Kaoshung pier. He 
was the last one to stop waving good-bye on the pier. How much 
she wished she could continue to wave at him, maybe even to 
throw him a big kiss. She burst out crying instead. It was sup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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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the happiest day of her life, the day of her liberation from her 
estrangement from her dad. She finally appreciated and realized 
that her dad still loved her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not on 
speaking terms. So she was determined to study hard and make 
him proud again. 
  
    Because Lucy was the oldest of three girls, even though only 
nine years old, she already shouldered many responsibilities when 
needed, that was to be her mom’s BIG little helper. During this 
childhood, she found the only way to ease the pain of missing her 
friends was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s she felt when she knew she 
was helping to make her mother’s life a little easier. How mature! 
  
Second Childhood 
(1954 – 1994 in Illinois and New York) 
  
    Life at the Barat College of the Sacred Heart, a Catholic 
liberal arts college (Lake Forest, Illinois) started Lucy’s second 
childhood. She loved Barat College. Barat College opened her to 
all forms of arts and made her a lifelong opera fan. This college 
educated her and polished her. It really prepared her to enter the 
America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educated circles. She learned 
dignity, humility, grace, style, elegance, manners and respect for 
oneself and for others. It also instilled in her a sense of 
self-confidence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people. 
  
    JOB AT UN: After graduation from Barat College in 1957 
Lucy landed a job work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She really loved 
New York City and her job at UN. She expressed how rewarding 
was her job at the UN with so many intangible bonuses. She told 
about her opportunities to witness some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Nikita Khrushchev's shoe-banging incident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1960). In 1961, she was able to watch President 
Kennedy.  Another time, she ran into John Glenn accompanied by 
Secretary General Dag Hammarskjold for a UN visit. She raved 
about meeting many dignitaries and celebrities, especially about 
the excitement of meeting her number one idol Yul Brynner. She 
learned a very unique quality of important people,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umbler they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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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at the UN (New York) was wonderful! She enjoyed 
everything she wished for in life in many forms of arts and sports. 
Her second childhood thus far was truly satisfying and rewarding, 
and no regrets whatsoever! She felt she has finally grown up. 
  
    TEACHING IN PUBLIC SCHOOL: After 6.5 years at UN, 
Lucy started teaching. She felt teaching at public school in New 
York City was her true calling. In the meantime, she met and 
married Frank Mainer, a very good, honest, down to earth, 
dependable man who loved Lucy unconditionally. They had a most 
harmonious marriage and heartwarming relationships. Together 
they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Lucy got a fellowship at Seton Hall University, N.J. and 
received her Ed.D. around the mid-1980s. By then, Lucy had 
already taught for 20 years. Eventually, she taugh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 system for a total of 
30 years. 
  
      Lucy’s talents were not limited to her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lso in organizing various kind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as singing, dancing, performing etc. These activities 
developed the kids' talents and boosted their self-confidence. She 
felt very satisfying that she could claim that every year she 
influenced at least a few of her students and mad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m. 
  
     She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er retirement to join her 
husband and enjoying each other’s company full time. But 
unfortunately, Frank died of kidney failure just before she retired. 
That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chapter of her life! 
  
    Even though she had many friends and a close family, Lucy 
felt very alone for quite some time, she convinced herself that she 
had to carry her own cross. And her most positive spirit reminded 
her: “Wait! Didn't Jesus carry the cross for us?” That sudden 
thought gave her strength!  
 
    Lucy retired and came out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chapter of 
her life. She moved to a beautiful retirement home in Florida that 
Frank and she picke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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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Childhood 
(1995 on, in Florida and Nevada) 
  
      She remembered what Frank used to say to her: “When I 
am gone, I want you to have a party like we ‘Shanty Irish’ do. We 
don't cry. We celebrate life. I want you to find a good, younger 
man. Don't be a widow for too long.” 
  
    Lucy was not looking for any romance, nor a relationship 
with any man, at least not yet. But, since Lucy was so full of life 
and was good at and so interested in so many things, very soon, 
she was flying airplanes, driving sports cars, sailing boats, going 
on vacations & visiting families etc. She did all these with a 
neighbor. She was drowning in a pool of self-indulgence and 
pleasure seeking in a fantasy world. She woke up after 
five-year-long joyride. 
  
    Lucy then picked up her interest and talent in art. She even 
served on the board of Art Council of Pasco County, Florida. She 
started Ballroom dancing, through the dancing activities, she met a 
really kind and gentle person Eugene. They were together for 
almost 3 years, until Eugene showed signs of Alzheimer's. Lucy 
realized that at almost 70 years old herself, she was not sure she 
c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for Eugene. So she 
accompanied Eugene back to his mother country of Poland.  She 
made sure that he would be very well cared for and happy. She 
said: “Eugene will always remain in the tender part of my heart. I 
loved him in a very special way.” 
  
    Lucy then moved to Reno, Nevada to liv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to 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finally could enjoy one 
another's company and idiosyncrasies again. Even there she could 
not give up her interest in dancing. She had her 3r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 retired Marine dancer. 
 
She st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s helped to make her a stronger and 
more independent person and to be better prepared to face her 
advanc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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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y felt she has fully grown up and found her purpose in life. 
She has the satisfaction of knowing she had served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30 years with joy and rewards! 
   
I walked through Lucy’s life journey and feel like I got to know 
her very well. I found her to be a very talented, colorful and 
successful woman. In the diversity of her life, she always stayed 
positive, therefore always enjoyed her work and her life. Her Irish 
husband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her about life and death. I 
believe sharing is a sign of caring, and Lucy is a very caring 
person. 
  
 I was very touched by Lucy‘s story. I believe her story resonates 
with so many people in our generation. Her example of studying 
hard, working hard, playing hard and maintaining a positive 
attitude is a very good one to follow no matter what our age or at 
what stage of our life.\ 

十月份聖經小測驗（答案） 
 
1。 他不會說話，他的發音又像狼。神奇的，他的血卻循環在 
    每個猶太人的血管裏。 亞巴郎。（啞巴狼）   
 
2。 這位猶太的偉大領袖，是隱修女的兒子（參考英文）。 
   農的兒子若蘇厄（戶十一 28），Joshua, son of Nun  
 Nun 農是他父親的名字。 
 Nun 的英文意義是隱修女。 
 
3。 達味的曾祖母是個外邦人，她是那裏人？叫什麼名字？ 
    摩阿布人，叫 盧德。 
 
4。 三個字的中文名字，二個字相同，一個不同，往往是兄弟 
    的名字，有時是近親的名字。譬如：蔣經國，蔣緯國；楊 
    春發，楊春揮。聖經裏有兩位名人，他們的名字也佷相似。 
    厄里亞，厄里叟。Elijah, Elisha. 列下 第二章      
      
5。 耶穌治癒了許多病人，有些人已病了很久很久，最長的有 
    A。12 年； B。18 年； C。38 年； D。40 年。  
    C。患病 38 年的癱子。 若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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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全副武裝 
Eph. 6:11-17 弗六 11-17 

 
 

 
 
                                           救恩當盔 
 
                                           正義當甲 
                                  
                                           真理當帶 
                                
                                           信德作盾 
                                                            
                                           聖神作劍 
 
 
                                           福音作鞋 
 
 
 
 
你們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裝，為能抵抗魔鬼的陰謀，因為我們

戰鬥不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率領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

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裡邪惡的鬼神。為此，你們應拿起

天主的全副武裝，為使你們在邪惡的日子能夠抵得住，並在獲

得全勝之後，仍屹立不動。所以要站穩！用真理作帶，束起你

們的腰，穿上正義作甲，以和平的福音作準備走路的鞋，穿在

腳上；此外，還要拿起信德作盾牌，使你們能以此撲滅惡者的

一切火箭；並戴上救恩當盔，拿著聖神作利劍，即天主的話， 

弗六 11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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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路加聖史（下） 
 

徐卓越 神父 
 

路加的宗徒大事錄 
 

多才多藝的路加，他不但是醫師，並且
是有詩情畫意的文學作者，現在他又證
明是一位一等的歷史學家。他記載的名
字，地點，日期和事蹟等等的真實都可
以通過歷史家嚴格的檢查。 
 
這本書的記載有二十八章之長，包括許
多演講。譬如：伯多祿有三次演講（二
15 – 36，十 34–43，三 12-26），斯德望

在公議會有講辭(七 1–53)，宗徒會議上有雅各伯的支持演講
（十五 13–21)。還有保祿到處的講道（演講）。我們可以好奇
地問，為什麼這麼多的演講？理由也很多：1，演講是傳教講道
的必要。2，演講是當時流行的寫作方式。3，路加的高級教育
包括演講，他在這方面既具有才能又有修養。4，路加編的字句
能把別人的話表達得更直接有效。 
 
   宗徒大事錄是教會歷史的第一頁。正如書名所說的，是記載
宗徒們做的大事。但是這書沒有記載所有的宗徒做的大事，中
心人物是兩位宗徒：伯多祿和保祿。因此這本書可以很明顯地
分成兩部份： 

1。  前部是從耶穌升天到雅各伯宗徒的殉道（第 1章到 12 章），  
    這段的記載，大部份是敘述伯多祿的事錄。 
2。 後部是從保祿第一次傳教行程到結束（第 13 章到 26 章）， 
    這段的記載，大部份是敘述保祿的事錄。 
 
 

伯多祿 – 耶穌的全權代表 
 

    耶穌對西滿說：你是伯多祿（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
立我的教會（瑪十六 18）。耶穌在世時，一切是由耶穌自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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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耶穌升天後，教會無形的一切由聖神來決定，教會有形
的一切由耶穌任命的宗徒之長伯多祿來作主。伯多祿無疑的是
教會的領袖，他也不怕做領導。耶穌升天後的第十天，是五旬
節的那天，天主聖神降臨到一百二十位信徒身上。耶穌的小團
體就活躍起來。這一天也被認為是教會的生日。伯多祿馬上給
群眾講道，當天受感化並領洗的人有三千之多。 
 
    教會最初的成員都是猶太人，所以一切都是按照猶太的風
俗習慣來活出耶穌的教導。教會一天一天在增長擴大，後來外
邦人也信奉了耶穌。因此教會的成長帶來了成長的問題。假如
這（些）問題不解決，教會的成長就會停止。第一個大問題是
外邦人是否要受割損禮，先歸化成猶太人，然後再做基督徒。
為了這件事，宗徒們和當時的領導人物在耶路撒冷開了一個大
會，後來歷史稱這會議為 A D 48 年的耶路撒冷大公會議。會議
在討論後由伯多祿宣佈，雅各伯支持，外邦人不必經過猶太教
來做基督徒，他們可以直接做基督徒。這決議聲明了耶穌建立
的是一個獨立的宗教，不是猶太教的一個支派。同時這公會議
也公開解除了禁止（不潔）食物1的規律。因為天主所造的動物
沒有不潔的。宗徒大事錄的大舉動，都是前無先例的第一次，
但是這些舉動奠定了教會以後做事的方式和方向。 
 
    為了照顧只講希臘話而不會講希伯來話的寡婦，教會建立
了執事制度來分發麵包和食糧。第一批祝聖的有七位執事，但
是很快地他們的使命就由分發身體的食糧轉為分發精神的食
糧。執事斯德望為辯護信仰耶穌的真理而殉道。執事斐理伯在
撒瑪黎雅傳教，並獲得很大效果。            
 
    除了耶路撒冷以外，宗徒大事錄中還有另一個信仰中心，
那就是安提約基雅。虔誠的信徒向希臘人講道，宣傳主耶穌的
福音。信而歸主的人，數目日增。巴爾納伯由耶路撒冷去了安 
提約基雅，並且還到塔爾索去找掃祿。找到後，便領他回到安
提約基雅。他們一整年在那教會中共同工作，教導了許多人； 
在安提約基雅最先稱門徒為「基督徒」。 
                                                 
1 獸類：吃草並有劈開腳蹄的動物才算是潔淨的動物，缺一不可。 

 水鮮：要有鱗並有翅（scale and fin ) 才算是潔淨的水鮮，缺一不可。 

 禽類：吃肉的禽類（獲獵的肉或腐爛肉）是不潔的鳥。譬如老鷹和 v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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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祿 – 又名外邦人的宗徒 
 
    在宗徒大事錄的前半本，我們已見到迫害教會的掃祿在大
馬士革歸化成跟隨耶穌的保祿。他一信主，就要傳播耶穌的福
音，但是效果很不好。保祿大概自己不知道，他的歸化對他很 
不利。有些信主的弟兄，懷疑他是間諜。他以前的同道，憎恨
他做了叛徒，並設法要謀殺他。在這種情況下，為了他的安全，
信主的弟兄們勸保祿離開耶路撒冷和大馬士革地區。保祿退休
到老家塔爾索去，究竟在那裏多久無法肯定，大概有十年之久。
保祿又在阿拉伯停留了三年，為什麼他在那裏，我們也無法知
道，大概是為分辨和靈修。所以有一段十四年的歲月，保祿沒
有什麼宗教活動，教會也沒有他的消息，一直到巴爾納伯去塔
爾索找到了他，領他回到安提約基雅為止。保祿歸化時，他大
概是三十歲，他再次出面時，已是四十五歲左右的人了。 
 
    宗徒大事錄的後半本是保祿的事錄。路加就以保祿的三次
傳教行程為記錄的程序。保祿的傳教有一個原則。有人傳教過
的地方，他不去，免得人家誤會他要搶奪別人的功勞。保祿以
開荒的原則，到沒有傳教士去過的地方去傳教。猶太人不接受
保祿後，他決定向外邦人去講道傳教。 
 
    前前後後三次的傳教時間有十五年。在三次傳教行程之
間，他回到安提約基雅的傳教基地。雖然保祿到處傳教，他並
不是每天或每週都旅行到下一個城市去講道。在有些地方保祿
停留了一段很長的時間，譬如：在格林多，一年半；在迦拉達，
兩年；在厄弗所，三年。在斐理伯的凱撒勒雅的監獄裏，兩年；
在羅馬受軟禁，兩年… 
 
    保祿熱忱傳教，戴月披星，到處奔跑，為了救靈，不惜一
切犧牲。他的確有了不起的效果；他感化了無數的外邦人，但
是也付出了極大的代價。路加在宗徒大事錄一一地記載了保祿
崎嶇困難的傳教生活。謙虛的保祿，從來不抱怨他的苦楚，也
不誇張他的成就。但是有一次他被逼著要為自己辯護，他在致
格林多後書（十二章 21-28 節）把他所受的所有苦難完全講出
來： 「我慚愧的說：在這方面好像我們太軟弱了！其實，若有
人在什麼事上敢誇耀 ─ 我狂妄地說：我也敢…」保祿以下的
話我用統計的方式一一例出，使我們更容易看出保祿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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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批評他的人相比：  保祿的身份： 

 希伯來人嗎？  他們是，我也是。 
  以色列人嗎？  他們是，我也是。 
  亞巴郎的後裔嗎？  他們是，我也是。 
  基督的僕役嗎？  - - - - - -  我更是。 
 

因做基督僕役而付出的代價﹕ 勞碌  比別人更多 
        監禁  更頻繁 
        拷打  更厲害 
        冒險死亡  每日都有 
 
旅程上的遭遇﹕  江河的危險，  盜賊的危險 ， 
   同族人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  
   城市的危險，  荒野的危險， 
   海洋的危險， 假兄弟的危險。 
                      
具體的苦難﹕    被猶太人鞭打  五次 
  杖擊  三次 
  被石擊  一次 
  遭翻船  三次   
  淹在海裏  一日一夜 
    
日常生活﹕  辛苦勞碌，屢不得眠，忍飢受渴。 
   忍受寒冷，赤身祼體。 
 
每日的繁務﹕    為眾教會的掛慮。 
 
    在傳教時保祿時時處處顯出使人敬佩的精神和態度： 
 
保祿的人生觀﹕  耶穌基督 為至寶 
   生命 是為基督  
   死亡 能得益 
   世物 當作垃圾廢物 
   世人的判決 無所謂 
   天主的判決 最重要 
 
宣講的十字架﹕  對猶太人 是絆腳石 
   對希臘人 是愚妄 
   對保祿 是福音 



 19 

路加給我們留下的家寶 
 

    路加寫的福音，是最容易讀而明悟的。路加給我們寫
下了耶穌誕生的細節，因此我們有耶穌聖誕的故事和慶
祝。路加在福音中給婦女相當高的地位。這本書是為
Theophilus 而寫的，這名字的意義是「主的朋友」或「愛
主的人」，無疑的這本書也就是為我們而寫的。 
 
    天主教的歷史，有兩千年的悠久。每個時代都有艱難
和人造的災害（迫害），但是也有可歌可泣的信德和事業。
路加寫的宗徒大事錄是教會歷史的第一頁。教會的歷史，
一開始就是可歌可泣。因為教會是耶穌的奧體，所以教會
也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奧蹟。沒有信德的人，對教會
往往是悲觀的。有信德的人，對教會總是樂觀的。 

 

 
 
 
 
 
 
 

四部福音的象徵圖像 
 

瑪竇是人：因為這部福音的開端是列出耶穌的家譜。 
馬爾谷是獅子：若翰像獅子一樣在沙漠裏吼聲講道。 
路加是牛：因為這部福音以聖殿的祭獻（牛）做開始。 
若望是老鷹：若望的寫作像老鷹一樣在高空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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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神父 解答 
問題一:  
 
照片中 “破損的被祝聖過的聖像＂是否
要有特別處理的方式？ 

 
處理破損的聖物有一個基本的原
則，假如這聖物失去了原來的形狀

（不管是故意的或意外的），聖物的祝聖
也失去了，聖物就不再是聖物了。 
 
假如教友不想再保留這損壞的耶穌聖心
聖像，就把它徹底地毀壞掉。假如教友不
忍心親眼看見這聖像的摧毀。那麼就把它
放在不透明的塑料袋或紙袋裏，然後用錘
子或是硬的物件把它打得粉碎。細得像粉
一樣，然後把這些細粉撒在草地上。假如
還有大的碎塊，就把碎塊埋葬在土地裏。 
 
假如聖物是紙的聖像，聖衣，或是神父做
彌撒穿的祭片，現在已不合式或已破舊不
堪，最簡單的處理方法就是把它們撕碎，
然後把撕碎的餘物燒毀。 
 
問題二： 
 
路加福音第 7 章 23 節,【若翰派二徒訪問耶穌】那段的最後一
句，【凡不因我絆倒的，是有福的。】請問： 

耶穌怎麼會絆倒我們？ 
 
耶穌降生為人是為拯救人類，祂決不用心來為害我們，
使我們絆倒。不過世人和耶穌的關係是得救的關鍵。不

能得救就是最大的絆倒。拒絕耶穌，不信耶穌，拋棄耶穌，侮
辱耶穌…都是絆倒的行為。世人的確會因耶穌而絆倒，但是他
們的絆倒是他們自己的決定。耶穌只是有些人的絆腳石。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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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承認他是司祭長和法利塞人的絆腳石。他們反對耶
 穌，所以耶穌對他們說：「匠人棄而不用的石頭，反而成 
 了屋角的基石…天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結果
 子的外邦人。跌在這石頭上的，必被撞碎；這石頭落在誰
 身上，必要把他壓碎。」司祭長和法利塞人聽了祂的這些
 比喻，知道祂是指著他們說的。參考 瑪二一 42 – 45。                                    
 
2。 耶穌因聖體的教導，許多門徒就拋棄了祂。祂在強調祂的
 肉是食物，祂的血是飲料後，他的門徒中有許多聽了便說：
 「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從此，祂旳門徒中有許
 多人退去了，不再同祂往來。耶穌沒有趕走他們，是他們
 自動離開耶穌的。參考 若六 55 – 66。   
 
3。 伯多祿的教導：不信賴耶穌是絆腳石。「所以為你們信賴 
 的人，是一種榮幸；但為不信賴的人，是『匠人棄而不用
 的石頭，反而成了屋角的基石』；並且是『一塊絆腳
 石，和一塊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們由於不相信天主的 
 話，而絆倒了…」參考 伯前二 5-8。 
 
4。 若望的教導：那信從祂（耶穌）的，不受審判；那不信的，
 已受了審判，因為他沒有信從天主獨生子之名。若三 19。 
 
5。 保祿強調需要有信賴耶穌的教導：外邦人沒有追求正
 義，卻獲得了正義，即由信仰而得的正義；以色列人追求
 使人成義的法律，卻沒有得到這種法律…那麼，這是為什
 麼呢？是因為他們不憑信仰，只憑著行為追求。他們正碰
 在那塊絆腳石上…參考 羅九 30 - 33。 
 而我們所宣講的，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
 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一 23。 
 
6。 耶穌沒有使人們跌倒。但是不信賴耶穌的人，就因不聽祂
 的話而沒有得救，他們選擇了自己的跌倒。我們再來看一
 看這間題提起的故事。若翰的二位門徒可以回去報告祂：
 「瞎子看見，瘸子行走，癩病人潔淨，聾子聽見，死人復
 活，貧窮人聽到喜訊」。參考 路七 20– 23。耶穌行了這
 麼多的奇跡，對祂有好感的人，決不會固執不信，錯過身
 心靈魂的得救。所以信賴耶穌的人真是有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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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西埃納的聖加大利納 
St. Catherine of Siena, Italy 

 

丁淑荃 

 
主編提議我介紹聖教會的四位女聖師， 上期
我們有了大，小聖德蘭，這期繼續介紹另兩
位女聖師，一位是意大利人，一位是德國人。 

 
    聖加大利納生於 1347 年，其
母共育有 25 個子女，但半數都
亡，聖女是排行第 22 名，其後她
的雙胞妹妹也去了。加大利納五或
六歲時，就開始有神視見耶穌的恩
寵，願意終生獻於聖教會。其父母
最終答應了她，在家居小室修行，
念經祈禱，勤操苦行，成了道明會
第三修會的會員。 
 

1366 年，耶穌又顯現給她，
有聖母瑪利亞與一群天使立在耶
穌旁邊，耶穌把一只戒指戴在她手
上，作為祂與加大利納締結神婚的
標記。自此，加大利納手上真的有
一只結婚戒指，可是除了她之外，別人都無法看見。這一事件，
後來成為許多藝術家作品的靈感來源。 

 
  魔鬼常常用各種伎倆，誘惑她犯罪。加大利納一心依靠天

主，克服各種誘惑。 不久以後，她獲得並遵照天主的啟示而結
束隱居生活，出外傳教做拯救靈魂的工作。如同別的道明會第
三會會士一樣，聖加大利納常去醫院侍候病人。而且她往往選
擇最令人憎惡的病人。在瘟疫盛行時，她也同樣去醫院。為拯
救靈魂，她還去監獄探望。 



 23 

耶穌曾對聖加大利納說：「我希望你對別人多行愛德善行，
通過這些愛德善行與我更密切地結合」 。故此如有人向聖女請
教靈修方法，她都儘力指示他們如何行善避惡，修德成聖。 

 
耶穌向她顯現的次數越來越頻繁。不但在她家一人居小室

的時候，而且在公共場合也有。當她在教堂裡望彌撒或領了聖
體以後，常有神魂超拔的情況，念經祈禱時，身體往往也會被
提升空中。1375 年的一天，加大利納在意大利，比薩城，聖克
利蒂那小堂望彌撒時，領聖體後，突然神魂超拔。就在那時她
的雙手雙足和肋部出現了聖五傷口，鮮血淋淋，加大利納感到
異常疼痛，竟當場昏厥。這些聖傷在她生前，(應她自己的要求)
只有她一人能看見，待她死後，傷痕才顯出來，人人可見。 

 
那 時 意 大 利 若 干 城 市 ， 尤 其 是 意 大 利 的 佛 羅 倫 薩 城

Florence，貴族們互相征戰不停，又與教宗發生誤會，加大利納
全力調解。 起源於 1309 年， 教宗 Pope Clement V 將聖廷由
羅馬遷去了法國的亞維農，其後 70 年，全部教宗均是法國人。
1376 年，她親赴亞維農覲見教宗 Pope Gregory XI，勸教宗返回
羅馬。她還寫了一封信給教宗說：「餓狼正向羊群攻擊，卻找
不到救星援助他們…」 教宗接受了她的勸告，於 1376 年 9 月
13 日由亞維農起程返回羅馬。加大利納又不顧生命的危險，往
佛羅倫薩調解爭端去了。 

 
    聖加大利納除了是哲學家，神學家，在那個年代， 婦女在
社會上根本沒有地位， 而她竟能在政治圈大顯身手，調停了教
廷的分離，加速了意大利的和平。聖加大利納一生為教會服務，
任勞任怨。1380 年突患重病，半身不遂。4 月 29 日安然逝世，
年僅 33 歲。 
 

在加大利納去世後，大家對她的尊敬和追念發展地很快。
加大利納於 1461 年榮列聖品，為十四世紀的女聖人。1866 年
尊為羅馬的主保，1939 年與 Assisi 的聖方濟各同被尊為意大利
的國家主保，1970 年被教宗 Paul VI 尊為聖教會的聖師。因加
大利納編寫的靈修書籍，共四大卷，即著名的《對話錄》（The 
Dialogue），還有書信四百封，對各項靈修問題，有很精准的
見解，也給讀者提供了當時教會歷史的寶貴資料。1999 年， 教
宗 Pope John Paul II 尊她為歐洲的三大主保聖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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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賓根的聖賀德佳 
St. Hildegard of Bingen, Germany 

 
丁淑荃 

 
德國賓根的聖賀德佳（1098

年－1179 年），又被稱為是萊茵
河 的 女 先 知 （ Sibyl of the 
Rhine），中世紀德國神學家、12
世紀天主教聖人，德國藝術家，
詩人，科學家， 文字發明者， 德
國女性古典音樂作曲家，2012
年又被追贈為教會聖師，是天主
教會史上第四位女性聖師。

 
聖賀德佳出身貴族，她在家

中排行第十，生來體弱，父母在
她八歲時將她送給教會以抵付
什一稅（tithe）或為政治因素。
賀德佳進入德國迪希邦登堡
（Disibodenberg）附近一間修道
院，院長優塔 Jutta, 也是一女貴族。優塔非常受人歡迎，吸引
了許多追隨者，儼然形成一座小型女修院。1136 年優塔去世，
賀德佳被選為 Benedictines 女院長。1150 年左右，賀德佳帶領
她日漸成長的修道院，搬到北方 30 公里處，萊茵河畔的賓根地
方，稍後又在賓根對岸的愛賓根建立了另一所修道院。  

 
她在很年輕時就曾表示自己有「神視」的恩寵，但她很少

吐露過自己的神視現象。1141 年，賀德佳的神視扭轉了她的生
命：在此次神視中，天主讓她頓悟各種經書文本的真義，並命
令她寫下她在神視中見到的一切。一開始，這讓她的心靈負擔
著難言的重擔，造成了她身體上的病痛。最後，她說：「拒絕
接受寫書的召喚──這並非出於固執，而是為了謙卑。直到天主
為此降罪於我，使我臥病不起。」賀德佳希望她的神視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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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的認可。後來有了教宗 Pope Eugene III 的祝信，賀德佳
終於敢完成了她的第一部記錄神視內容的作品：《認識主道》，
並在 1153 年出版，馬上就名揚整個的神聖羅馬帝國。 

 
由於近代人對中世紀教會史，女性史的學術研究，讓賀德

佳成為一個焦點人物，特別是她所創作的音樂。約有 80 首作品
留存下來，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禮儀劇（Liturgical Drama）。她
使用一種自行變體的中世紀拉丁文譜寫樂曲，時有造字、縮字
與併字。除了音樂之外，她也撰寫醫學、藥草學、地理學的論
文，她還發明了一種「祕名語」（Lingua ignota），以 23 個「祕
名字母」（Litterae ignotae）組成，大約有 900 個詞彙，可說是
人造語言的前鋒。 

 
賀德佳晚年創作豐富，她寫宗教歌、譜曲，讚美詩等..1150

年─1163 年寫成的《生命功德書》（Liber vitae meritorum），
以及 1163 年寫成的《神聖功業書》（Liber divinorum operum）。
在上述兩部作品中，賀德佳進一步詳細解釋了她的微觀神學與
宏觀神學：人乃是天主所造物中的頂峰，也是反射大千世界之
美的一面鏡子。 

 
    賀德佳尚著有《自然界》（Physica）與《病因與療法》（Causae 
et Curae），兩者對自然史及自然物的療效均有探討，遂被合稱
為《自然奇妙百用之書》（Liber subtilatum），這幾本作品內容
中仍透露出賀德佳的宗教哲學──人是萬物之靈，萬物為人效力。 
 
     Pope Benedict XVI 可能更懂得他的德國鄉親，在 2010 年
兩次稱讚聖賀德佳說她對收到天主聖寵的謙虛及她對教會的服
從，令人讚揚。他還說她在神視中對教會神學的理解，更彰顯
出人類的救恩史，從創造到末日。在他任內，他還強調：“讓我
祈求聖神的到來，求祂啟示教會內聖又勇的女教友，像聖賀德
佳一樣，將她們由天主收到的聖寵發展為對聖教會的千秋貢獻。 
 

天主教的四位女聖師 
 
1。西班牙阿維拉的大聖德蘭 St. Teresa of Avila 1515 – 1582 
2。法國里修的小聖德蘭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1873 – 1897 
3。意大利西埃納的加大利納 St. Catherine of Siena 1347 – 1380 
4。德國賓根的聖賀德佳 St.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 -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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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年終期望 

 

吳祖明 
 

去年聖誕節過後，從教堂拿回來的一盆聖誕紅，一直放在
大門口保養著。葉色從紅變綠，最近發現又開始漸漸變紅了。
相信耶穌正預告著我們，2020 年以前 祂曾以救世主的身份初
次來到人間，又將再度重臨。 

 
    回想過去一年， 從農曆新年前開始， 全世界的人類就不
斷遭遇著空前的浩劫。 我們面對的敵人，竟是肉眼看不見，鼻
子聞不到的一種新型肺病毒。它在人間的大量互傳，最早發現
在中國的武漢。三月初開始，在美國發現時，我們的總統先生
只是輕描淡寫地說了一些不着邊際的風涼話，而有科學頭腦的
民衆及對病毒有認知的專家們已開始深深擔憂了。 
 
    一直與聯合國國際衛生組織有關單位保持聯繫的中國政
府，在很短的時間內有效地控制了全國病毒的蔓延，並將其所
得的經驗及研究結果公佈于世，希望與世界各國共同打擊此一
病毒。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國由於是總統選舉年，卻將此一意
見政治化了。並且還用來打擊中國現行的政權，甚至毫無根據
地誣告是出於陰謀。對於迅速傳染的病毒全國卻無一致有效的
控制政策，再加上特殊的聯邦國情，各州意見紛紛。事至今日，
全美國已有一千多萬人感染，死亡人數已超過二十五萬大關，
其數據也居世界首位。 
 
    在每週的彌撒中，神父與教友們不斷地祈求天主的憐憫及
早日恢復常態。如今大選已經塵埃落定，祈求天主保佑即將上
任的新政府工作人員，迅速展開有效地防疫工作，早日與世界
各國共同合作，將此一病毒從人間消除，並做好未來其他可能
有關的類似病毒的預防工作。相信在天主的助佑下，像美國這
樣一流的醫學科技，一定會在 2021 年帶領全球趨向一個完美健
康的世界。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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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稿﹕ 
 
關懷及愛護心聲的教友和朋友們，請接受我們衷心的感謝。同
時也請你們多多投稿來充實心聲的內容，使閱讀資料更豐富。 
心聲是美華文字的園地，給教友們一個機會和場地用文字來分
享與主同在及與主同行的經驗。正如名字所指出的，是美華教
友的心聲，喜怒哀樂的信仰感情都可以在這塊園地裏發表出來。 
 
我們也歡迎青年與少年們寫出帶著純潔稚氣愛主的文章！文章
題目不設限，可以自由發揮！在排版必要時編者有權刪改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articles from our young 
people. The articles can be written in English. Views from 
young people would add a lot of richness to parish life.  
  
    雙數年心聲在雙月出版，單數年在單月出版，下期心聲將
於 2021 年 1 月出版，那就是下個月。截稿日期在聖誕和新年
間的那個星期。請大家在百忙中特別抽空寫作，投稿。謝謝。 
 
    主題： 新年：新約帶來新態度，新思想及新生活， 

讀者來函： 假如閱讀心聲後有心得，意見，願意分享，請來信，
     一旦被選定，我們將酌情刊登。請署全名，地址。 

贊  助:  「心聲」將由募捐的方式自給自足，歡迎您盡量贊助， 
     來款支票請寄本堂，並請註明「心聲」。主必厚報！ 
 

2020 年  十  月贊助﹕感謝   Bing Gang Lin      $200. 00 
        十二月贊助﹕感謝  周林翠華           $100. 00 

發行人： 張漱昕神父 
 

主編:  徐卓越神父 
      印刷: 林玲玲 

    網路:  張超賢 李曉如 
    特約: 張弘俊 張錦芳 徐憶曾 李志威  

       吳祖明 丁淑荃 丁文英  Matt Thai 
      打字:  霍慧林 Polly Wu 

校對: 馬永平 丁淑荃 霍慧林 蘇靜君 李志威 吳詠芝       
裝訂:   吳祖明 丁淑荃 蕭莉莉  

      寄發:  蘇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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