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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這期心聲的內容非常豐富。封面是「悅滿中秋」的設計，祝大家中秋
節快樂。感謝張漱昕神父致教友的公開信。誠邀教友祈禱，使美華子
弟今年在變異新冠病毒的情況中，可以平安健全地在學校上課。 

郭惠正弟兄的主保聖人是保祿。保祿不但是郭惠正的聖名，也是他敬
佩的模範。感謝郭弟兄在來年願意寫六篇有關保祿的文章來充實心聲
的內容。本期有他的第一篇文章，掃祿的歸化。 

感謝霍慧林姊妹分享她先生的領洗是她一生最美麗的祝福。 
感謝 Magdalene Bryant 的 Reflection on “Who will be saved?” 虔誠的
教友總是關心世人的得救。我們祈禱希望每人都能得救。 

徐卓越神父在「天主聖神」的文章裏，引導讀者對天主聖神的概念，
要由神秘莫測的抽象，變成神秘莫測的具體，天主聖神是靈魂的呼吸。 
感謝歐陽文生弟兄在十字架下的反省中，指出使耶穌最傷心的是人們
麻木冷淡的無情。 

美華有國語，粵語及英語的聖經閱讀/分享團體。每週聚會時會員有精
彩的心得分享。心聲將開闢一塊新園地，取名查經班心得分享專欄，
把精彩的心得分享刊載出來，使更多的人得益。分享的內容不是長篇
文章，而是對聖經某一節的感觸。這期心聲有三大心得與大家分享。 

1。 感謝李明弟兄對服務加納婚宴僕人的欽佩。這些僕人雖不認識耶 
 穌，但是無論耶穌吩咐什麼，他們就做什麼。李明弟兄自認他雖
 認識 耶穌，卻不會那樣的聽命。 

2。 感謝李林玲玲姊妹蕩子回家的分析。李林姊妹能看出這位年老的 
 父親有兩個兒子，都是蕩子。小兒子是明顯的蕩子，已悔改回家
 了。 大兒子也是個蕩子，他是身在心不在的在家，不把父親當作
 父親。甚至他還不知道他有悔改的必要。 

3。 感謝 David Law 的「不明白」分享。他不明白聖經，但是他不放   
    棄。承認他自己智力有限。天主聖神會光照。 

吳祖明弟兄在他憶往思維專欄中，指出人們不同心協力地抵抗病毒，
反而把病毒政治化來攻擊對方。感謝吳兄的指教，人們只有不斷的互
助而非互侵才能得到天主的垂憐。 

丁淑荃姊妹為我們介紹了一位我們不熟悉的法國聖女，聖加大利納，
拉布蕾（修女）。她入會不久，聖母就選了她（二十四歲的加大利納修
女），委任了一個神聖又不平凡的使命，去鑄造一個聖母自己設計的聖
牌並推廣這個聖母無原罪聖牌。感謝丁淑荃姊妹為我們解釋了這聖牌
的設計，來歷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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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父的話 
 張漱昕神父致教友書 

 

誠邀祈禱 
  
主內的弟兄姐妹們！ 

 
 

  新學期即將開始，很多孩子和家長期

盼著回到美麗的校園讀書。但由於變異新

冠病毒迅速蔓延，導致很多家長和學生們

擔憂。政府及學校也做了很多努力，但效

果不明顯。由此看到人的能力的限度，我

們還需要天主的助佑。因此，美華堂區邀

請每位心聲讀者一起為學生們祈禱。求天

主保佑學生們新學期平安，健康，學有所

得，學有所用；也求天主聖神賜予政府工

作人員及學校領導智慧，能部署好新學期

的有關事宜。此祝 
 
主祐，平安，健康！ 

          張漱昕神父上 2021年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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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祿相伴與主同行 （一） 
 

掃祿（保祿）歸化 （公元 36) 
 

郭惠正 Paul Kuo 
 
掃祿還是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殺之氣，遂去見大司祭，求他
發文書給大馬士革各會堂，凡他搜出的這道門的人，不拘男女，
都綁起來，解送到耶路撒冷。當他前行，快要臨近大馬士革的時
候，忽然從天上有一道光，環射到他身上。他便跌倒在地，聽見
有聲音向他說：「掃祿，掃祿，你為甚麼迫害我﹖」他答說：「主！
你是誰？」主說：「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但是，你起來進城
去，必有人告訴你當作甚麼。」（宗 9：1-6) 
 
聖保祿宗徒的一生精采豐富。早年的他，奉行法利塞人所闡述的
宗教教義，一切以梅瑟的法律為依據，遵守舊約的一切規條。他
接受了完全正規的猶太宗教和神學教育。對天主的認識和尊敬堪
稱無懈可擊。只是這狹隘的宗教定義，因著耶稣基督，以默西亞
天主之子的身份所傳授的新約信仰，完全背道而馳。篤信舊約教
條的猶太經師和法利塞人包括掃祿（保祿在歸化前的名字）和無
數的猶太人，完全否認了耶穌基督，甚至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掃祿也激進地迫害並逮捕所有相信耶穌和跟隨耶穌的基督徒。就
在掃祿前往大馬士革 (今敘利亞首都）時，已取得附有特權的證
書，使他可以在各會堂內拘捕基督信徒。復活的主耶穌基督在途
中以天主的光明顯現給他，並使他失明了三日。主耶穌在異像中
告訴一位正在大馬士革的門徒阿納尼雅說：「你去罷！因為這人
是我所揀選的器皿，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國王和以色列子
民前，因為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字該受多麼大的苦。亅（宗 9：
15-16）。阿納尼雅三日後在大馬士革尋得掃祿並為他覆手，掃祿
從此歸化了基督，他的眼睛立時復明並充满聖神。 
 
主耶穌親自揀選了保祿成為衪的器皿，更藉著這位聖宗徒的苦
路，把祂的名字傳揚給了外邦人的我們。天主豈不就是藉著這器
皿使我們認識了基督-永生的天主之子嗎？主耶穌在人世間只有
短暫的三十三年，祂為了我們的罪，把自己當作祭品，如同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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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謙卑地奉獻給天主成為贖罪之祭。聖保祿宗徒盡其一生所傳
達的就是這一個信仰，耶穌基督是默西亞；耶穌基督是救世主；
耶稣基督是贖罪的羔羊；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他邀請我們一起
分享這器皿中天主所傾注的一切恩寵。不只為猶太人，也為祂所
創造的所有人類和萬世萬物。 
 
讓我們一起來尋行聖保祿宗徒一生為主傳教的足跡吧！讓我們
來追隨他從落馬失明到蒙召皈依，追隨他在外邦人中所建立的教
會和他堅苦傳教的足跡，聆聽他因耶穌基督之名教導我們如何遵
守天主的誠命，默想他以耶穌基督之名為我們祈求天主的憐憫，
感念他藉耶穌基督之名在聖神內使我們與天主和好，懷念他最終
在羅馬因耶穌基督之名，光榮且誇耀地為主殉難。聖保祿宗徒的
苦口婆心，就是要讓我們真正地認識基督，相信基督，為叫我們
也能成聖並在成聖的旅途中，在基督內，在聖神內，與天主合而
為一。因為天主早在創世以前，已在基督內揀選了我們；又由於
愛，預定了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天主（弗
1：4-5）。我們也因著這信仰，和耶穌基督一樣，成為屬神的天
主之子。 
 
聖保祿宗徒歸化時大約三十二三歲，他一生為主耶穌基督奉獻犧
牲的福傳之路就從那一刻開始。復活後的主耶穌基督親自揀選了
這一位宗徒，為叫後世的我們
因著保祿宗徒的歸化也能認
識耶穌基督-天主之子。那
麼，保祿是怎樣的一個人，他
為何先前要迫害耶穌和那些
信從耶稣的基督徒呢？ 
 
保祿又名掃祿，約於公元 2年
或 3 年，生於小亞細亞(今土
耳其)基里基雅省首都塔爾索
城。父母都是猶太人，屬本雅
明支派，生來即為羅馬公民。
自幼受了良好的教育，先在塔
爾索城，後往耶路撒冷深造，
拜當時極負盛名的加瑪里耳
經師為師，對於猶太教律和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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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極深的造詣。耶穌升天後，他一本對猶太教和祖傳法律的
熱誠，竭力迫害基督的教會，就在他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公元
36 年），基督忽然在異光中顯現給他，使原為基督徒的迫害者，
剎那間變為自己的宗徒。保祿為準備自己來日善盡宗徒的任務，
遂退居阿剌伯曠野凡三年之久，後返回大馬士革。但因該城的猶
太人要陰謀陷害他，不得不暗地出走上了耶路撒冷，在那裡拜見
了伯多祿之後，由耶路撒冷返回了老家塔爾索（新約保祿書信總
論）。 
 
保祿宗徒皈依了天主，信從了基督，並終其一生堅信不移地為基
督作證。把天主對人類的恩寵，從狹義的猶太人散佈到廣義的外
邦人 (宗 9：15)。從十二位宗徒到現今全世界 1.2 億的天主教
徒，保祿宗徒的皈依成為我們旅途中教會的領航者和舵手。他義
無反顧地勇往直前（斐 3：13)，為完成耶穌基督所託負的使命，
為告訴世人耶穌基督就是救世主默西亞，為證明耶穌基督就是天
主所恩賜給全人類的永生天主之子（宗 9：20 - 22)。 
 
保祿宗徒在皈依主基督前極盡所能，和法利塞人沆瀣一氣地迫害
基督徒，殺害了耶穌的門徒斯德望。然而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
主耶穌基督，默西亞，這位從死者中復活的天主之子召叫了他，
更選派了他為復活的基督所顯現給他的這事作證，並派遣他到外
邦人裏，到普世，為他曾一直反對和迫害的，那由死者中復活的
主基督傳播天主的福音。他從此一生為主基督犧牲奉獻，而最終
他也為主而奉獻犧牲。(宗 9：1-19; 22：3-16; 26：2-18) 。    
 
天主召叫人的方式原是如此不同。我看見掃祿因主基督在天主的
光耀中跌倒在地，聽到主基督質問掃祿為何要迫害祂？他在聖神
的啟發下，三天後頓時皈依成為基督的門徒且立即開始了他為主
傳教的任務。而我的蒙召又何嘗不是在天主的計劃中！天主曾召
叫了我的父母親，使我從一出生就開始了祂在我身上所計劃的使
命。雖然在我過去大半的人生中，多半不瞭解也不在乎身為基督
徒的意義，直到我認識了這位偉大的聖宗徒，因著他對主基督的
信德，因著他奉獻了自己的生命只為見證耶穌基督復活的奧蹟。
而這位從死者中復活的主基督，在聖保祿宗徒苦口婆心的福傳
中，就是天主所恩賜給我的永生天主之子，是我這一生喜樂的泉
源，憂慮的慰藉，痛苦的承擔，永生的渴望。這就是聖保祿宗徒
竭盡其一生所傳播的信德的根源。當我跟隨著他的腳步和聆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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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言一行時，隨時隨地裏我所聽到的是主的聲音，我所看見是
主的身影，而我所感受到的是在主內的平安。 
 
保祿宗徒的歸化，何嘗不是我的歸化？當然主基督沒有那麼戲劇
性的召叫我，但他對我的計劃和對宗徒的計劃其實是如出一轍。
宗徒的話是信德的堅持，是望德的見證，是愛德的行動。我們追
隨著他的腳步，其實就是我們跟著聖人在成聖的旅途中與主一起
同行。聖保祿宗徒自皈依後，他為主耶穌基督所行所做的一切，
就是為教我們一起分享天主器皿中滿盈的恩寵，而這恩寵不但取
之不盡用之不竭，我們還可以自由開懷地享用。 
 
讓我們一起來跟隨保祿宗徒的足跡，從初次遠赴外邦傳教一直到
最終為主光榮地殉難於羅馬。我將於以下的各期心聲，與大家分
享下列的主題：保祿初次傳教 (公元 45 - 48) ；保祿二次傳教 
(公元 50 - 52) ；保祿三次傳教 (公元 53 - 58) ；羅馬首次被囚 
(公元 61 - 63) ；羅馬二次被囚 - 為基督殉難 (公元 63 - 67) 。 
 
讓我們一起與聖保祿宗徒同行，相信在他的引領下，我們定能時
時與主相遇，並能在聖神的陪伴中享受天主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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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小測驗答案  
1。有些中國父母給他們子女提名：亨利，查理，喬治，傑克，   
   曼麗，亞納，露西，麗沙…看起來都是中文字，其實都是西 
   方名字。十二位宗徒中，有兩位的名字不是傳統的猶太名字， 
   而是希臘名字。請問是那兩位？ 
        安德肋 和 斐理伯，（Andrew & Philip）。 

2。十二位宗徒中，有三對是兄弟。請列出這三對兄弟。 
        伯多祿和安德肋。  
  長雅各伯和若望。  
  次雅各伯和達陡。 

3。七位執事的職務是為每天分配食糧，尤其為照顧講希臘話的 
   寡婦而建立的。但是很快地有兩位執事就做了講道和傳教的 
   工作，請問是那兩位？ 

        斯德望 和 斐理伯。 

4。有幾位宗徒有兩個名字。請把他們的另一個名字列出： 
    a。伯多祿 ，西滿。 
    b。保祿，掃祿。 
    c。猶達，達陡。 
    d。瑪竇，肋末。 
    e。多默，狄狄摩。 

       f。巴爾多祿茂，納塔乃耳。 

5。這兩位宗徒的脾氣很暴燥，因此他們有個綽號，他們的綽號 
   叫什麼？ 
            雷霆之子：長雅各伯和若望。 
6。耶穌復活那天的下午，有兩位門徒從耶路撒冷到厄瑪烏小村  
   莊去，路上遇到一個陌生人（耶穌）。兩位門徒其中之一叫   
   克羅帕，但是聖經沒有提起另一個門徒的名字。許多人都在 
   猜想另一位門徒的名字。你認為是誰？ 
         大概是克羅帕的太太，瑪利亞。 

7.  根據若望福音的記載，耶穌臨終時，在祂十字架下有一位      
    男士，四位女士，其中有三位叫瑪利亞。她們是誰？ 
    祂的母親瑪利亞，克羅帕的妻子瑪利亞和瑪利亞瑪達肋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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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最美麗的祝福 
 

霍慧林 
 
   耶穌在世時，許多人承認祂是先知，但是很少人接受耶穌是
「默西亞─救世主」。外子陳維智 Wise Chen 的接受耶穌是「默
西亞─他的救主」，是我一生中最美麗的祝福。 
 
    我回想在 2020 年的 2 月 10 日，Wise 被送到 St. Luke’s 醫
院的急診室。當 Wise 知道 Amy1會在第二天來病房看望他，Wise
問我 ：「我可以請神父給我領洗嗎？」  

 
  我還記得當時 Amy 在電話裡，聽了我轉達 Wise 的提問後，
她是這樣回答的：「從現在起，妳和 Wise 好好為這個意向祈禱，
我會轉告神父，但現在我不能告訴你們答案。」  
 

放下了電話後，Wise 很用心的和我一起唸了一串玫瑰經和
慈悲串經，為他想成為基督徒的意向祈禱。 

  
  Deacon Patrick (張家樂執事)，在五點半之前就已來到 Wise
的病房。在 5:50 P.M.左右，Amy 帶來了 St.Luke’s 的神父 Father 
Jojo（一位菲律賓神父）。 Amy 告訴我們，她已請示過我們美華
堂的張漱昕神父的意見，張神父表示，一切都由 Father Jojo 來
決定。 
 
  Wise 告訴 Father Jojo 他想領洗的意願，Father Jojo 也知道
了 Wise 身體的狀況，在他的評估下，Father Jojo 願意給 Wise
得享入門三件聖事之恩寵。  
 
  在 2-11-2020年的 6:11 P.M. Wise Chen (陳維智)正式加入成
為天主的孩子。他的聖名 Christopher.   
 
     Wise 和我高興得難以形容！ 
   
                                                 
1    Amy Cheung, 黎慧娟，張家樂執事的夫人。她是醫院院牧，         
          Hospital Chaplain 又是美華牧靈服務組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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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Jojo 為了要讓 Wise 能更清楚自己為何願意受洗，認
識天主教信仰，加入教會的行列 。問了 Wise 幾次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信耶穌嗎」？  
 
  我從 Wise 的回應，可看到他內心感到的忐忑、疑惑，Wise
並不是不相信天主，而是對自己日後能否善度信仰生活，抱著擔
心和憂慮，恐怕自己未能盡好教友的本份。 
 
  Father Jojo 告訴他，領洗後，穿上基督，成為一個新人。藉
著洗禮已歸於死亡與祂同葬了，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
榮 ，從死者中復活了，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度生。  
 
  這確實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因為要一下子擺脫固有的思維模
式，加上現代的基督徒要不斷與世界的黑暗勢力對抗，是一件不
容易的事情。  
 
  Wise 成為基督徒後的第一個擔憂，就是怕被他固有的思想
遮蓋了對耶穌的認識。我希望他能表現的更堅強一點，但我很快
地覺悟到，耶穌堅強了我們的信德，使我們恢復了平安的心在上
主面前真誠地顯露了自己的軟弱，更可能得到天主的悅納。果
然，很高興，在 Wise 和我軟弱的時候，也順利地度過了生命的
難關。 
 
  很快，一年半過去了，現在我們保持每天讀聖經，按時望彌
撒，祈禱和分享聖言的生活。尤其是參加了星期一的讀經分享群
組，讓我們更是明白耶穌的教導，體會到上主的恩典真的無處不
在，只要你用心，你就會發現，就會感恩。 
 

真的，鬼門關前走一回，就知道我們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
若無上主作我們堅強的依靠，就真的徬徨無「主」而惶惶不可終
日。而危機就是轉機，只要心念一轉，上主的恩寵就在眼前；但
怎麼以前就是不曾清楚地看見，而要逼到最危急的關頭才能有所
感受呢？ 

 
    回復到正常生活之後，讀經班的分享，加上 Deacon 
Patrick/Amy 時時對 Wise 的關懷，使我和 Wise 都覺得與耶穌更
親近了，不必等到危急時才去慌忙地尋找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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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Who Will Be Saved?” 
 

Magdalene Bryant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so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him might not perish but might have 
eternal life.” John 3:16. Will anyone who believes in Jesus be saved? 
“Whoever believes in Jesus has eternal life but whoever disobeys 
him will not see life, but the wrath of God remains upon him.” John 
3:36 
 
     One day I was walking in my neighborhood, an evangelist 
approached me and said to me:  “Whoever believes in Jesus will be 
saved.”  He most likely was quoting John 3:16. Jesus said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road b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ose who enters through it are many.” Matt. 
7:13.  
 
     In Luke’s gospel, “Someone asked Jesus: Lord, will only a 
few people be saved?  Jesus answered him: Strive to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many, I tell you, will attempt to enter but will 
not be strong enough.” Lk 13:23.   
 
     The Book of Daniel written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said, 
“Many of those who sleep in the dust of the earth shall awake; Some 
shall live forever, others shall be an everlasting horror and disgrace.” 
Dn 12:2.  
 
     Who will be saved?  Through Baptism we becom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  God has loved u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f we want 
to remain in God we must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avoid sins.  
“Whoever sins belongs to the devil.” 1 John 3:8.  Besides loving God we 
must also love our neighbors.  Jesus said to the Pharisees :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This is the greatest and the first commandment.  The second is like 
this: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Matt 22:37-39.  If anyone 
loves God but hates his brothers, he is a liar. 1 John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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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ry to scripture teaching, some theologians including 
some bishops and priests in our times have taught that God is so          
merciful no one will go to hell. However,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ffirms the existence of hell and its eternity.  
Immediately after death the souls of those who die in a state of 
mortal sin descend into hell, CCC 1035. Since we do not know 
when we die or when Jesus will come again, we must be vigilant. 
Jesus said this about His second coming: “Two men will be out in 
the field; one will be taken, and one will be left.  Two women will 
be grinding at the mill, one will be taken, and one will be left. 
Therefore, stay awake! For you do not know on which day your 
Lord will come.”  Matt 24:40-42 
 
     For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hell exists, be aware our Blessed 
Mother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has revealed to many the visions of 
hell.  On July 13, 1917, the Lady of Fatima had shown the three 
shepherds in Fatima the vision of hell.  In more recent times, in 
March 1982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appeared to three young girls 
in Rwanda, Africa and took them in mystical journeys to see heaven 
and hell.  That story was documented in a book: Our Lady of 
Kibeho.  All those apparitions had been investig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Vatican. Besides these, many other revelations on hell can be 
found in Saint Faustina’s Diary and other documentar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Gospels proclaim the good news of 
Jesus’ death and subsequent resurrection. After forty days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From there he will come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roughout Jesus’ ministry he taught us the truth and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God is love and he wants all of us to be saved, but we 
must listen to God’s words and keep all his commandments. I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St. Luke wrote that after Jesus ascended into 
heaven, he sent down the Holy Spirit to strengthen his apostles to 
give them the courage to go out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of salvation. 
Let us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to grant us wisdom and fortitude to 
live a virtuous life and to overcome Satan’s temptations and false 
teachings, and that one day we will be in heaven with Jesus and all 
the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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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聖神  徐卓越神父  
 
    天主是神，所以祂是非常的神奇。天主又是三位一體；雖然
三位都是天主，只是一個天主。我們對所有世物的經驗和知識都
是一位一體，因此我們無法理解這奧理。神學家把「一個天主」
以「一家天主」來解釋，因為我們對家有具體的體驗。但是天主
一家的三位是一律平等的，這又不是我們家庭的現象。 
 

天主的奧妙超越世人理解的能力 
 

    天主聖父和天主聖子的奧理、我們比較容易接受，並且自認
也能理解，因為我們有父母子女的體驗。但是天主聖神不像是我
們家庭的成員，不符合我們的思想。既然天主是「一家」天主，
那麼父、子、孫就非常合情合理、或者是父、母、子。所以聖父，
聖子和聖神的天主是完全超越我們的經驗和概念。 
 
    無知而自大的世人，要把無限的天主縮小到自己小小的腦袋
裏。我們想不通的就是沒有意義的事或是無理的東西。聖奧思定
也受過這種誘惑。有一天聖奧思定到海灘去散步，希望能得到一
個靈感來解決他想不通的聖三奧理。突然他發現有個小孩子在海
灘挖掘一個洞，然後用蚌殼拿海裏的水倒在他挖的小洞裏。聖奧
思定好奇地問他：「孩子，你在做什麼？」這孩子說：「我要把海
裏所有的水，放在我挖的小洞裏。」聖奧思定笑了：「傻孩子，
你這麼小的洞，那能儲藏一海的水？！」。孩子回答說，「你也不
比我更聰明。你小小的頭腦豈能瞭解天主無限的奧理！」。據傳
說，這是天主派遣的天使，說完這話，就不見了。以後聖奧思定
不再向想不通的方向鑽牛角尖了。相反的，在他想得通的地方聖
奧思定努力研究、賞識天主的奧秘和偉大。 
 

天主聖神是神秘莫測的抽象 
 
    天主聖神給我們的印象是神秘莫測的抽象。聖經在天主創造
天地時已有聖神的記載，但是不很明顯，所以我們看不出來。 
「在起初天主創造了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
黑暗，天主的神在水面上運行。」創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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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的「神」究竟是什麼？我們閱讀的聖經都是翻譯的版
本，原文（希伯來文）的用字是「Ruah  – 氣」。這個字的意
義很廣泛。中文在這方面和希伯來文倒很相似。「氣」是空氣的
氣，氣息的氣（呼吸），志氣的氣。甚至是武術中氣功的氣。 
 
    除了「氣」以外，這個字還有「風」的意義。風的含意也很
多。颱風，龍卷風，狂風暴雨顯示風的威力；風又是對人有益的
能源，所以農夫在湖旁或河邊建立風車取水，來灌溉田地；現在
電力公司用風力來發電；春風吹百花開的詩情，又表達了風有創
造/恢復生命、美麗的能力；風和日暖的風給人帶來舒暢。 
 

天主聖神又是神秘莫測的具體 
 
    天主創世時，祂只用口創造。祂只要說一句話，就會實現。
祂說：「天地、日月、星球、陸地、海洋、動物、植物、樹木、
花草…」祂一說就有。但是在造人時，天主就親自動手，祂像陶
匠一樣用泥土形成了人，「亞當」有十全十美的身體，但是這身
體只是死板板地躺在那裏，沒有生命，一直到天主對他吹了一口
氣他才活起來。「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了人，在他鼻孔內
吹了一口生氣，人就成了一個有靈的生物。」創二 7。 
 
    厄則克爾先知有一個神視，他看到在古戰場有無數陣亡將士
的骨頭，乾枯不堪，並且混亂地分散在全戰場。天主叫厄則克爾
對這些枯骨預言使他們復生。於是這些分散的枯骨就骨頭與骨頭
互相結合起來，再放上筋，加上肉，包上皮，但是還沒有氣息。
天主又叫厄則克爾向氣息預言。氣息就由四方聚來，進入了枯
骨，他們就復活了，並且站了起來。厄則克爾先知的神視一再說
明了天主的氣是人的生命。參考厄則克爾書三十七章。 
 
    耶穌復活那天的晚上，他顯現在宗徒面前。他要讓宗徒親
眼看到他已復活，不要緊張害怕，而要感到平安和喜樂。大家
都沒有想到的，耶穌在這時刻賜予宗徒們赦罪的權柄。他不是
隨便地說了一句話，而是隆重地以天主聖三之名宣佈的。在他
再次祝宗徒平安後，耶穌說：「就如父派遣了我，我也同樣派遣
你們。」說了這話，就向他們噓了一口氣，說：「你們領受聖神
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留誰的，就給誰存
留。」參考若二十 20-23。耶穌把一口氣與聖神連起來是具體地
表達聖神是天主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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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節那天，眾人（聖母，宗徒，門徒和女門徒）都聚集
一處。忽然，從天上來了一陣響聲，好像暴風颳來，充滿了他
們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開好像火的舌頭，停留在他們每人
頭上，眾人都充滿了聖神，照聖神賜給他們的話，說起外方話
來。宗二 1-4。聖經坦白地把耶穌受難時的宗徒描寫成一批貪生
怕死的匹夫（漁夫）。聖神降臨後的宗徒，尤其是伯多祿，變
成了大無畏精神的宗徒，充滿熱忱，勇氣和智慧，不辭辛勞，
日夜傳教，甘心為耶穌見證，樂意為耶穌殉道。 

 
聖神臨在的重要 

 
    正如呼吸是生命不可缺少的功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
很少注意到呼吸。呼吸正常，沒有什麼了不起。一直到呼吸有困
難或是沒有呼吸時，我們才發現患了大病，因為沒有呼吸就是死
亡。聖神的重要就像我們的呼吸。祂的確是神祕莫測的神靈，但
是祂是我們靈魂的呼吸，也就是我們生命的呼吸，我們需要呼吸
天主的氣息，擁有天主的精神。 
 
    無神論的信徒說：「信主不信主，聖神臨在不臨在，有什麼
關係？我還是可以工作，追求學問，發展前途，成家立業，做好
人，為人，對社會做貢獻。」這是無神論的哲學，也是很吸引人
的學說。但是無神論的信徒不知道，他們的生命並不是那麼的美
麗。從信德的角度來觀察，他們就像以往十年中，美國電視戲劇
廣播的一項節目 The Walking Dead 行走的死人。活的身體，死的
靈魂。每天忙著在做許多事，但是沒有追求生命中最有意義的
事，疏忽了最重要的事。他們呼吸的不是天主的神氣（聖神），
而是反對天主的毒氣。 
 
    正如厄則克爾對分散的枯骨預言後，這些枯骨就骨頭與骨頭
互相結合起來，再放上筋，加上肉，包上皮，氣息進入了枯骨，
他們就復生了。我們要為行走的死人祈禱，願天主的氣息進入他
們，使他們成為行走的聖人。正如天主在亞當的鼻孔內吹了一口
生氣，他就成了一個有靈的生物。我們也求主在無神論信徒的鼻
孔內吹一口生氣，使他們呼吸天主的氣息，擁有天主的精神。使
他們明白與天主作對，對他們不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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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活出信仰的生活 
 
    在富裕的社會裏，每個嬰兒都是一個寶貝；大家都歡天喜地
歡迎這小生命的來臨，無微不至地來照顧他（她），並有許多方
式來慶祝。天主教的信徒，時早時晚會想到嬰兒的領洗。 
 
    天主教的教友對嬰兒領洗有根深蒂固的概念。領洗是非常重
要，因為出生時每個人都有原罪，帶著原罪就不能升天。洗禮會
洗除原罪。一旦嬰兒不幸去世，可以直升天堂。嬰兒領洗好像是
買一張隨時可用的升天機票。現在嬰兒一切正常，並且非常健
康，醫藥先進，有病可治，毫無夭折的可能。所以領洗不是一件
急切要做的事。 
 
    許多人誤會領洗是一個精神性的洗澡，早些晚些沒有多大關
係。其實這是精神生命呼吸的開始。大家都知道，嬰兒一出生，
他（她）應該馬上就呼吸。假如他（她）不呼吸，可以等多久不
致有害腦細胞？嬰兒的領洗就是嬰兒出生後呼吸天主的氣息（聖
神）。拖拖拉拉地不為嬰兒領洗，就是等於讓自己的寶貝幾個月，
甚至幾年不呼吸。所以嬰兒的領洗是他（她）出生後，第一件最
急切要做的事。 
 
    一個人犯了大罪（即死罪），開始時是很不舒服，良心也很
不安。但是人的適應力是非常大，過了一段時間，就習慣了，良
心也不再指責了，甚至也不在乎了。雖然是這樣，事實卻沒有改
變。原來的大罪，趕出了天主聖神，本來自己是天主聖神的宮殿，
現在卻做了魔鬼和罪惡的宮殿。沒有聖神的臨在，就是不再呼吸
天主的氣息，不再擁有天主的精神。正如以上所說的，做了一個
行走的死人。 
 
    假如一位教友在幾個月前，幾年前，甚至幾十年前犯了大
罪，請不要繼續停留在罪惡裏，趕快與天主和好，辦告解，獲得
大罪的赦免，使聖神回到你身上，再呼吸聖神的氣息，再擁有天
主的精神，帶著聖寵，做一個行走的聖人。 
 
    大罪停止了呼吸天主聖神的氣息，就做了行走的死人。小罪
雖不致於停止呼吸但是阻礙了呼吸。正如患有氣喘病的人，就不
能吹笛簫笙喇叭等樂器。所以呼吸的毛病也該趕快治好。領洗後
不領堅振聖事，就像成年人只有孩子的肺來做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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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下的反省 

     歐陽文生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後， 
 還有兵士來到祂跟前； 
 原本是來打斷祂的腿， 
 使祂不能再勉強呼吸， 

 促使祂盡速斷氣死亡。 

 他們看見祂已去世， 

 就沒有打斷祂的腿。 

 一個士兵卻用長槍 

 剌透了耶穌的肋膀， 

 立時流出了血和水。 
    
 主，你為了我流出了 
 最後一滴血，一滴水。 
 可怕的十字架酷刑是 
 苦不忍思，慘不忍睹。 
 但那士兵長槍刺透的 
 不是你的心而是肋膀。 
 使你傷心的卻是我的 
 冷淡心硬，麻木無情。 
 培育我有顆溫軟的心， 

 與你的心同跳，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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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Under the Cross 
  

Vincent O’Young 
 

Jesus had expired on the cross 
Before the soldiers were sent  
With the order to break his legs,  
Thereby to hasten his death.  
Seeing Jesus was already dead,   
So they did not break his legs.  
But one of the soldiers pierced 
Jesus’ side with his lance,   
Immediately from the wound 
Blood and water flowed out.  
 
Lord, for me, you poured out 
your last drop of blood and water. 
The torture of the crucifixion  
Is horror to watch, even to imagine. 
What the soldier pierced in reality 
Was not your heart but your side.  
What really breaks your heart  
Is my numbness and indifference.  
Lord, train me to have a soft heart  
That feels and beats with y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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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心得分享 
 

1。服務加納婚宴的僕人  李明 
 
    在加納婚宴耶穌行了第一個奇蹟，把水變成了酒。耶穌也因
此有了名聲。這是耶穌福傳的一件大事，充滿著意義和教導。我
只分析這故事的一個小細節，我有很深的感受和心得。 
 
    瑪利亞和耶穌是參與婚禮的賓客，在慶祝新郎新娘的歡宴
時，瑪利亞發現婚宴快要沒有酒了，就對耶穌說，他們快要沒有
酒了。耶穌對她說，母親大人，請勿多管閒事，我的時候還沒有
到。聖母一定委勸耶穌要幫忙，得到他的同意後，瑪利亞就對僕
役說：「他無論吩咐你們什麼，你們就作什麼。」若二 5。 
 
    猶太人吃飯前要洗手，為了這取潔禮，新郎家設備了六口石
缸，每口容量 20-30 加倫。賓客不是在石缸裏洗手，而是用石缸
裏的水來洗手。大概來的賓客很多，六石缸的水都用完了。耶穌
對僕役說：「把石缸再灌滿水。」然後就拿一些水送給婚宴的主
管人。他嚐了水變成的酒，讚美新郎把好酒放到最後。 
 
    假如我是那時的僕役，我會聽耶穌的話，把石缸灌滿水，但
是我不會把這水來冒充酒送到婚宴的主管人。我明明知道這是
水，豈能開玩笑？婚宴沒有足夠的酒喝已是一件失禮的事，再用
水來冒充酒，是把尷尬的局面弄得更糟糕。為避免新郎全家丟
臉。我不做。 
 
    再仔細地反省一下，我真是沒有信德！我的態度和行為也很
可怕。我不相信耶穌，我只相信自己。豈不知我只有坐井觀天的
知識，並且我還有自以為是的固執偏見。我的見識不廣，我的知
識膚淺。對在天主的旨意，我真的懂些什麼？ 
 
    服務加納婚宴的僕人是我的好榜樣。耶穌吩咐他們時，耶穌
還沒有名聲，他們也不知道耶穌有行奇蹟的能力。他們不認識耶
穌，但是他們信任了耶穌。耶穌吩咐什麼，他們就做什麼。我認
識耶穌，我已知道耶穌的身份和祂所行的奇蹟，所以我更應該信
任耶穌。耶穌吩咐什麼，我也就做什麼。效果一定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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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蕩子回家（路十五 11-32）李林玲玲 
 
耶穌所講的這個比喻是這個樣子的: 一個人有兩個兒子，小兒子
要求父親把歸他的那一份家產給他，然後起身往遠方去，在那裡
將分給他的財產揮霍一空，只能屈辱地去為人放猪為生，但是連
求一個溫飽都沒有，這時他決定回家，請求父親的原諒。但是當
他回家時，他仁慈的父親在遠處就看見了他，幾乎不給他表示悔
改的機會，就跑去歡迎他，熱切的擁抱他，並宰了肥牛犢慶祝小
兒子的回來，又把上好的袍子，戒指和鞋子給他穿戴。大兒子從
田地工作回來，見到父親對這既叛逆又無恥歸來的小兒子這樣的
優待，反觀自己一直忠誠工作卻從未受過任何獎賞，感到非常生
氣而且嫉妒。他父親就出來勸他：孩子，你始終和我同在，我一
切所有的都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復活，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們理當歡喜快樂。  
 
 
 
 
 
 
 
 
 
 
 
 
 
 
 
 
 

Prodigal Son (1669) by Dutch Painter Rembrandt van Rijn 
 
很多人讀了這個比喻，常會把焦點放在小兒子身上，看到他起初
的叛逆和放蕩、後來生活的潦倒、悔恨、回頭；然後是父親的愛，
一直渴望著小兒子的回歸。因此很多人都會產生同感，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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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中覺得自己是蕩子，是那個小兒子，而深感自己需要回頭，
皈依天主懷中。  
  
這個比喻，近年來，在盧雲神父的著作《浪子回頭》一書中，揭
示了其中更深的意義。事實上，盧雲神父是通過荷蘭名畫家林布
蘭獨特的《浪子回頭》的名畫，才發掘到耶穌所說這個蕩子比喻，
其中有更深一層的意思，就是除了弟弟外，還有一個隱藏的蕩
子，就是哥哥！他就是在林布蘭特的畫中，站在最右邊，身穿華
服，臉上充滿冷漠和譴責。弟弟的忤逆放蕩很容易看出來，他的
迷失顯而易見，是公認的壞人，哥哥一生順服父親，做事認真負
責、守規矩，人人尊敬他。  
  
外表看來，哥哥無可指摘，但這不代表他完全沒有犯罪，無需悔
改。當哥哥看見父親擁抱迎接那回頭的弟弟而大事慶祝時，他突
然變得忿恨不平、苦毒、冷漠和妒忌。過去，他的這一面一直深
藏於心，一個正人君子，竟然有這麼大的恨意和妒忌，有這麼多
的批判、譴責和偏執。哥哥自誇有功，心懷不平，對弟弟毫無悲
天憫人之心，他既沒有感受父子之愛，也沒有感受兄弟之誼。所
以弟弟的迷失，比哥哥的這種深植於生命深處的冷漠憤怒，容易
悔改得多，哥哥本人是非常不容易察覺和分辨他自己內心的迷
失，他的憤怒不平的情緒早已遮蓋了理智，更遑論會為此心生懺
悔!  
  
故事中可以看出來，不論是放蕩迷失，但回頭悔改的小兒子，或
是冷漠，憤怒又心存恨意和妒忌的大兒子，他們都有一位照顧他
們、真正關心他們的父親，一個會走到路上四處張望，天天盼望
著不孝子回頭的父親。父親對待大兒子也是一樣，當大兒子對父
親心生不滿，不肯進家中去時，老父親竟然自己走出來，對大兒
子的這種情緒反應，沒有做任何評論，反而向大兒子說好話，告
訴他：凡我所有的一切都屬於你。  
  
耶穌在這個比喻中啟示我們，這仁慈的父親就是我們的天主，天
主總是期待，並且真心原諒那些叛逆，放蕩，但迷途知返如同小
兒子的人們，同時天主對那些遭遇逆境，就抱怨天主不公平的像
大兒子的人們，也是如此。無論他們如何抱怨天主、遠離天主，
天主還是主動地尋找他們，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這是天主對我們
世人永恆不變的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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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不明白 David Law                                  
 
感謝張家樂執事的邀請，在七月我便參加了新約聖經的讀經班。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友一起學習，完成閱讀整本新約聖經，是
我一直以來的一個願望。今天 8 月 5 日我們的讀經是若望福音
10 至 14 章，內容相當豐富。張執事每次都會介紹故事的背景和
人物作開場白，而各位姊姊都是課前做好溫習和準備，在數次讀
經中，大家在熱烈氣氛下分享對經文的各人經驗。感謝各位資深
教友們的無私分享，在各位姐姐面前、我真的拿不出什麼來分
享，所以每次我總是乖乖地靜靜聆聽，不過這也推動自己去加強
事前的準備，希望到時也可以貢獻一些分享的力量。 
 
若望福音第十一章是拉匝祿復活的故事，這是我們每年四旬期慣
常頌讀的福音之一，這次我沒有更深入的體驗，反而當我再閱讀
時，我選了其中的一小段經文作為我的默想，原因是我「不明
白」。 
 
拉匝祿病了，瑪利亞和姐姐瑪爾大派人去通知耶穌，耶穌認為這
病不至死，所以便停留多兩天。後來耶穌便對門徒說要去見拉匝
祿，說：「我們的朋友拉匝祿睡著了，我要去叫醒他。」(若十一
11) 原來門徒是不明白耶穌的說話。然後，耶穌就明明地向他們
說：「拉匝祿死了。」（若十一 14）耶穌說話有時我們不明白，
但是，如果我們肯用心、細心、專心地回味祂所說的，耶穌的心
事便會不經意地顯現流露出來。第十一章 15 至 16 節說： 
 

耶穌說: 「為了你們，我喜歡我不在那裡，好叫你 
們相信；我們到他那裡去罷！」號稱狄狄摩的多默 
便向其他的同伴說：「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罷！」 

 
耶穌這句話是甚麼意思？什麼是：「為了你們，我喜歡我不在那
裡，好叫你們相信。」相信門徒也不明白耶穌的說話，否則為何
多默會說句不明所以的話：「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罷！」聖若
望也沒有解釋清楚。 
 
如果不明白我們便要問明白，聖神從來是不怕問的，衪是我們的
百科全書。我嘗試找英文版本看，也是不明白耶穌的意思，後來
當我加入第十四節，將十四和十五節連貫一起看，便得到一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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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我也嘗試將其中標點符號稍微修改，而整句話的意是便成: 
 
耶穌說: ：「拉匝祿死了，為了你們，我喜歡我不在那裡。」 
然後說：：「好叫你們相信，我們到他那裡去罷！」 
 
聖神繼續帶領，原來耶穌一早有準備去復活拉匝祿，聽到死訊時
他打算去拯救拉匝祿，藉著死而復生的奇蹟，來使大家相信祂。
如果耶穌早去治病，那麼死而復生的喜訊，便不能出現。如果有
選擇的話，相信門徒所喜歡看到的，是令人驚喜的死而復生的故
事；當然，耶穌治病也是可行的方法。 
 
我的解經有沒有問題？多年前有位神父說：「如果釋經是令我們
會更加願意去接近天主，去更愛天主的話，那便是了。因為所有
聖言，其中含義莫過於此。」不過如果不對的話，請包容指正。 
 
至於號稱狄狄摩的多默，他的說話確是有點莫名奇妙，聖若望也
不想批評他的兄弟。想起門徒，我便想起徐神父的卓越大作，「修
理破壞的靈魂」，第一章是漁人的漁夫，第二十五頁是有關宗徒
多默： 
 

耶穌的好友拉匝祿在伯達尼去世， 
耶穌知悉後還留了兩天才去奔喪。 
最後衪說：「我們到他那裏去罷！」 
多默多嘴，「我們也去，與他同死。」 
多默插嘴，當然不切實際。 

 
原來多默插嘴，他完全不明白主的說話，他也說了一句莫名其
妙，連自己不明白的話「大家一起去死！」啍，真是難聽，他真
是多嘴。所以結論是多默的話，是不切實際，大家不用花時間去
理解。 
 
言詞幽默的徐神父，在他的文章中評價多默是： 
 

    多默，多默，他不是多著幽默。 
    多默，多默，他也不常守緘默。 
    天主做事，用心至切，神妙莫測； 
    耶穌選擇多默，把不才變人才， 
    給平凡的世人希望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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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謝張執事，和各位姐姐 Ella， Helen，Bernadette，及其他
教友的分享，感謝徐神父暗中的指導，感謝耶穌在我們中間。一
個人讀經，很多時覺得會很苦悶，因為自己認識有限。如果一群
人一起讀經的話，那就可以互相幫助，互相分享。如果再加上一
些伴讀的資料，那更是理想。 
 
願聖神的帶領，幫助我們繼續學習，完成整部新約聖經的讀經。
天主，我們同心讚美你。 
 
 
 
 
 

口禱，心禱，身禱，默禱… 
 

 
 

跟著爸爸一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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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神父  解答 
 
問題一： 
在 2019 年五月的心聲，學習到～【年代已久且已損壞的祝聖過
的聖像,唸珠等聖物可以像沒有祝聖過的聖像唸珠一樣的處理。
（先拿下金屬的十字架和聖牌,埋在土地裏。把唸珠的珠粒打
碎。撕碎的聖像,打碎的唸珠都變成了廢物,可以與其他的廢物一
樣的處置。）聖像,聖物失去了原來的完 整和目的後,也就失去了
神父,主教,教宗所給的祝聖祝福。】  
  
現在有教友問：那些祝聖過的蠟燭，已被燒得很短了，該如何處
理？  
 

 這些短短的蠟燭可以照以上的方式來處理。把它們融化 
 了，或是弄成細塊不再像蠟燭，那麼蠟燭的祝聖也就失掉

了，與其他的廢物一樣的處置。我有一個小小的嗜好，就是把這
些短短的蠟燭再充分運用一下。 
 
我在堂區當本堂神父時，我注意到一年兩年後教堂有許多這些短
得不能再用的蠟燭，我把它們放在不用的小鍋裏用火融化，假如
我要禮儀的顏色，我就放一支或半支小孩子繪畫用的蠟筆， 綠
的，紅的，紫色的。 

我用汽水罐（aluminum pop can）做模型。在罐底的中心用小釘
打一個洞，然後用清潔煙斗的鐵絲做燭心 (pipe cleaner for 
wick)。燭心穿過小釘洞後，打個結。再用泥或麵團封好罐底免
得熱的蠟會從罐底漏出。罐頭上要做一個大口，這樣融化的蠟可
以容易地倒進罐頭。新的蠟燭在涼了之後會縮小，再融化一些
蠟，再充滿。這些工作最好在舊報紙上做，清潔時省麻煩。一切
完畢後，再用鉗子把汽水罐剝掉。每支蠟燭的大小式樣都是一
律。因為燭心是鐵絲，不會燒掉，所以蠟燭點了一段時期，要把
燭心剪短。假如有興趣，不妨試試。 
 

 

答 



 27 

問題二： 
為什麼稱聖母為海星？Mary, Star of the Sea? 
 

 聖母是天主的寵女，她是人類的光輝。愛戴聖母的人自然  
 而然地把她當作一顆明星。聖母有海星之稱的背景是拉丁語

言的奇妙及世人對聖母的尊敬和依靠。 

 

開始時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稱呼。Stella Maria，明星瑪利亞。但是拉丁

有另一個字 Mare (Maris)，與 Maria 的名字很相似，意思是海或海洋。

Maris 的字根還在現在的英文字裏。譬如：Marine Biology，海洋的生

物學；Maritime，海上，航海；Marine, 美國海軍的陸戰隊。 
 
Stella Maria, Stella Maris 以一般人的眼睛來看，也只是相差一個
字母。但是拉丁文意思卻完全不一樣。 
 
    第一個是明星瑪利亞，第二個是海上的明星。但是愛慕聖母
的人，故意把第一個名字讀成第二個名字，瑪利亞，海上的明星。
後來從拉丁翻譯到各種語言時，總是以第二個名字出面。中文的
簡稱是海星。  
 
    其實，瑪利亞，海上的明星很有意義。 正如海員在茫茫無

際的滄海中，很容易失落方向。假如他們在晚上能看到他們熟悉

的一顆明星，他們就知道他們航行的方向。世人在人生茫茫無際

的苦海中，更容易失落方向。瑪利亞就是黑暗中的那顆明星，給

世人指示方向。 

 
問題三:  
為意向奉獻的教友，若是可能，是不是應該出席他(她)所奉獻的這台

彌撒？ 
 
 

  YES!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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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天主旨意 
 

吳祖明 
 
冠狀肺炎病毒侵犯人間已經過一年又半載了, 狀況起伏不定。看

來此一病毒因經自然關係已在人間迅速變種傳播，連幼童都逃不

過了，除非加以有效地控制，諸如疫苗接種，口罩戴用，保持距

離等方法，一時難以消除。使得人間的交流，特別是親友們在假

日，節日間的互訪倍增困難。。 
 
尤為讓人困惑的是為了控制病毒的擴散，竟有一些人士將其用為

攻擊異己的政治工具，而將本應屬於自然科學研討，漸失問題的

焦點轉變為誣蔑對方，以設法取得經濟或政策上的優勢，對於防

疫則毫無幫助！不禁使我想起上世紀在美國境內對禁煙問題的

是非，雙方鬧得不可開交。最後終因確實無疑的醫學根據，證明

吸煙對其本人及其周圍的人，在健康上都有嚴重地傷害，當局才

制定了一套嚴禁吸煙的方針。想來要解決目前的病毒防控問題也

不例外，恐怕將經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中美兩國是分別建立在東/西兩方的大國，顯然在文化上有很大

的差異。東方人看重群生，而西方則注意個人發展。再加上東方

的歷久經驗及西方的“拿證據＂的科學態度，導致政府在對處理

疫情控制及後果上有顯然的不同。然而東西雙方的人心都是向善

的，雖然在宗教信仰方式上有所不同，但都不缺對“神＂存在的

觀念。我個人覺得閱讀聖經及論語有許多非常類似的地方，也有

獨到的地方，特別是前者對生命“未來＂的看法。有人說天國的

嚮往應從地球上做起。病毒在地球上已存在千萬年了，只是這一

次天主再一次用嚴厲的方式告訴我們，人們只有不斷的互助而非

互侵才能得到天主的垂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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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聖加大利納 拉布蕾 - 丁淑荃 

St. Catherine Laboures 
 

大家都比較熟悉聖母
無原罪聖牌，又稱顯
靈聖牌的來歷及意
義。這期我想介紹給
大家比較不知道的拉
布蕾修女的家事， 她
是聖牌的見證人。  
 
信仰，家庭和堅毅是
拉布蕾家族的寫照。
珠艾（Zoe）是她未做
修女前，受洗在家的名字。1806 年, 珠艾誕生在法國一個小農莊
裏， 她的父母都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又辛勤工作，媽媽慈祥，爸
爸卻極權。他們曾共有過 17 個孩子，但在那醫藥貧乏又窮困的
時代，只有 11 個孩子幸存，8 個是男的。珠艾排名倒數第三，
與比她大十一歲的姐姐，Marie Louise, 和小她兩歲的妹妹，
Tonine, 三個姐妹更親近。 
 
當珠艾九歲時， 媽媽終因積勞成疾而去世。三個姐妹最終負起
了沉重的家務，負責全家及十幾位住宿農工的烹飪，洗滌和清掃
等事。珠艾和妹妹還要照顧癱瘓的小弟，他在媽媽去世前出了車
禍。 牀縱然如此繁重的工作，珠艾每天都清晨起 ，步行近兩哩
路，去一個醫院參加早晨六時的彌撒。 
 
珠艾非常羡慕她的姐姐 Marie Louise, 入了仁愛修女會，最終珠
艾也加入了仁愛修女會, 並取名為加大利納 (Catherine)。入會不
久，聖母就選了她這位二十四歲的加大利納修女，在 1830 年 11
月 27 日，委任她一個神聖又不凡的使命，去鑄造一個聖母自己
設計的聖牌並推廣這個聖牌，聖母許下凡在頸上繫帶此牌的人， 
恩寵會因他們的信德而傾注給他們。聖牌的正面是聖母顯現時身
穿白色的長衣，藍色的斗篷和白色的頭紗。她腳踏地球，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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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腳踏著蛇的頭顱。地球上刻著 1830,也是聖母要向惡魔開戰
的日子。聖母的雙臂向下垂，雙手放射著無限的光茫照耀著地 
球。圍繞著聖母的是一個橢圓形的框架，架上以金色寫下「噢！
瑪利亞無原罪之始胎，我等奔爾台前，望爾為我等祈!」的禱文。
背面的影像是一個十字架坐立於一條橫樑上，貫穿橫樑的是一個
「M」字。在「M」字的下方有耶穌和聖母的聖心。。耶穌的聖
心裡有一個荊棘編織的莿冠；聖母的聖心內有一把利劍被刺透。
他們的心都是充滿著愛的火焰。圍繞著這整個圖像的就是十二顆
星。那十二顆星, 其一說是代表耶穌基督的十二宗徒，他們圍繞
著聖母，代表教會。1832 年在教會批准後，聖女按此景象製造
的第一批聖牌完成，並在法國巴黎分發給眾人。聖母所許諾的恩
典, 隨即降臨於那些佩戴聖牌的人身上。奉獻給聖母的敬禮也迅
速擴大。奇妙的恩典、健康、和平、繁榮跟隨而來。不久，人們
便稱這個聖牌為「顯靈聖牌」。在 1836 年，通過了在巴黎的教
庭審核，教會正式宣告此次的聖母顯現是真實的事故。顯靈聖牌
並不涉及迷信，聖牌是一個對祈禱、信德、以及對聖母轉禱力量
的有力見證。這聖牌，為我們人類帶來了很多奇妙的善果。 
 
大概沒有任何出家人比拉布蕾修女為她的原生家庭，不停地祈禱
和付出所有所能的時間和精力來照顧家人的了。她愛她父親，可
是父親在反對和阻礙她進修會無效下，拒不再見面。姐姐突然離
開了修會， 在她離會的 12 年中，使拉布蕾修女深感哀痛。一個
兄弟又完全叛教。她的小妹，也是她兒時親愛的心腹陪伴，在長
久痛苦的病熬下去世，留下一對兒女。而女兒，Marie, 還是單
親家庭，並有兩個小小孩。拉布蕾修女不停的為她姐姐祈禱，她
寫信告訴姐姐: 「我求聖善的天主和榮福聖母光照妳….。」 十
二年的苦禱，終使姐姐又回到了修院。 在她小妹病中臥床時，
她的愛心和安慰不僅照顧了小妹的家庭，更使她的妹夫痛改前
非，最後帶了一個平安的靈魂去面見天主。她對妹妹的一雙兒女
也頗關心，後來外甥去做了神父，最後還做了院長。她想盡了辦
法將 Marie 的兩個女兒送到離她巴黎總院不遠的學校去讀書,以
便就近照顧。只要時間和旅行許可，她總會去訪問其他的拉布蕾
兄弟家庭。寫她傳記的作者說：「聖女出家是為了修會生活，但
她從來沒有離開天主賜給她的那種溫馨的家庭人際關係。」 
 
聖女 1876 年 12 月 31 日在巴黎總院去世， 她的遺體一直沒有
腐爛，在一個玻璃棺內，在聖壇下任人瞻仰。 1947 年 7 月 18
日教宗碧岳十二世為她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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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稿﹕ 
 
關懷及愛護心聲的教友和朋友們，請接受我們衷心地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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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articles can be written in English. Views from young 
people would add a lot of richness to our parish life.  
  
    心聲下期將於 2021 年十一月出版，截稿日期在十月廿五
日。十一月是美國社會的感恩月，十一月也是教會的煉獄月，特
別為煉獄的靈魂祈禱，救主使他們早日升天。投稿文章可以寫有
關感恩節的故事和中國的感恩風俗習慣，或是有關煉獄的教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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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年   六月贊助：感謝 Anonymous Donor     $100 
      

發行人： 張漱昕神父 
 

主編:  徐卓越神父 
      印刷: 蘇靜君 葉珮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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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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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莉莉 葉珮瑤 

      寄發:  蘇靜君 鄭兆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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