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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八月十五日

心聲這期的封面是一棵向日葵。向日葵的特點是它總是轉頭朝
著太陽。這美麗的現象可以做我們的榜樣，教我們時時處處朝
著耶穌，跟著祂的方向前進。

聖母升天瞻禮

郭惠正弟兄的主保聖人是保祿。保祿也是他敬佩的模範。感謝
郭惠正弟兄「與保祿相伴」的第六篇文章，保祿首次羅馬被囚。
徐卓越神父寫了 「祈禱的一些特色」給讀者做參考。鼓勵讀者
把他「一些簡單並有創造性的建議」嘗試一下。
感謝李仙英姊妹的「等到…」
，在這首短短的詩詞中，李姊妹運
用一星期的七天來表達她對主的愛戴，敬畏，奉獻，跟隨等種
種情緒。真是難能可貴！
心聲有一塊園地 – 查經班心得分享專欄 – 把精彩的心得刊載
出來與大家分享，使更多的人得益。本期有 David Law 的投稿，
「我每天早上最初的三十分鐘」
。在他的「意識省察」中，發現
「他是身在福中不知福。在平淡無奇的生活習慣中，充滿著天
主的祝福。」他的做法值得我們模仿，他的發現值得我們追求。
感謝李明弟兄的「漫談智慧」
。在文章中，他分析，解釋智慧並
且還給智慧一個定義。智慧是世人完美的思言行為。世人的思
言行為符合天主的思言行為時，世人就獲得了最高的智慧。
多謝吳祖明弟兄為心聲寫的「槍殺之餘」的文章。槍殺問題是
很難解決，因為美國憲法保護擁槍者。吳兄弟把解決這問題的
希望放在選民選擇願意修正憲法的政治候選人，他們當權後立
法，對擁槍者和供槍者在槍殺案中，都應負著同樣的刑事責任。
感謝丁淑荃姊妹在這期為我們介紹了嘉肋聖女 St. Clare。一提
起聖嘉肋，我們就會想起聖方濟，因為他們是同年代同鄉的聖
人 ，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 St. Clare of Assisi
（1193-1253）。聖方濟是聖嘉肋的老師及好友。這兩位都出生
於富貴家庭，都放棄豪華的奢侈生活，都為主選擇了神貧和隱
修的祈禱生活。聖方濟和聖嘉肋可以說是在天主教的聖人中，
教會生的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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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在耶穌復活後第四十天慶祝。
聖母升天：每年在八月十五日慶祝。
我們相信他們的靈魂肉身都已一起升天了。
耶穌升天的事實聖經有記載，
聖母升天的教理是耶穌救世神學的結論。
聖母的升天是耶穌救世的第一成果，
聖母的生命是活著，活出耶穌的生命：
耶穌是全心，全靈，全力，愛主，謙虛，聽命…
聖母也是全心，全靈，全力，愛主，謙虛，聽命…
耶穌是受苦，受難，死亡，復活，升天，
聖母也是受苦，受難，死亡，復活，升天。
耶穌中悅天主，天主賜他的靈魂肉身一起升天，
聖母中悅天主，天主賜她的靈魂肉身也一起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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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禮儀年的季節和顏色
心聲編輯室

與保祿相伴與主同行 (六)
郭惠正 Paul Kuo

教會的禮儀年有兩大節日﹕即耶穌聖誕和耶穌復活，因此
一年有兩大季節，其實可以說有三大季節：

首次羅馬被囚 (公元 61 - 63)

1。 將臨期是準備耶穌聖誕，要有四個主日的準備。因為聖誕
總是在 12 月 25 日慶祝，所以將臨期有時在十一月底開始，
有時在十二月初開始。聖誕節之後，有短短的聖誕期。
2。 四旬期又名封齋期，是四十天的復活節準備。教會在第四
世紀就決定，耶穌復活節要在春天月圓後的第一星期天慶
祝，所以每年的復活節不是在固定的某月某日慶祝，四旬
期也因此有時在二月開始，有時在三月開始。復活節以後
的 50 天是復活期。
3。 將臨期與聖誕期是一個季節，四旬期與復活期是另一個季
節。在這兩個季節之間是常年期。常年期並不是平凡無聊
的時期，而是成長的季節，一共有 34 星期。

保祿在凱撒勒雅拘禁了两年後，斐斯托繼任為新總督。司祭長
和猶太人的首領又迫不及待地向他控訴保祿。要求將保祿押回
耶路撒冷受審，他們便可趁機在押審的途中，除掉保祿。斐斯
托並未同意，只是答應讓他們中有權勢的人，如果他們認定保
祿確實有罪，可以和他一同前往凱撒勒雅。斐斯托一到凱撒勒
雅上任，便叫人將保祿帶來；跟隨前來的猶太人也一擁而上，
紛紛向這位新上任的總督斐斯托提出保祿所犯下許多嚴重又無
「我對於猶太人的法律，對於聖
法證明的罪狀。保祿則分辯說：
殿，對於凱撒，都沒有犯什麼罪。」
（宗 25 ８）斐斯托也想向
猶太人討好，他問保祿是否願意返回耶路撒冷受審？保祿回答
說：
「我站在凱撒的公堂前，我該在這裏受審。我對猶太人並沒

禮儀顏色

有作過不對的事，就是你也知道的很清楚。假如我作了不對的
事，或作了甚麼該死的事，我雖死不辭；但若這些人所控告我
的，都是實無其事，那麼誰也不能將我交與他們；我向凱撒上
訴。」
（宗 25 10-11）斐斯托與議會商議之後，回答保祿說：
「你
既向凱撒上訴，就往凱撒那裏去！」（宗 25 12）。

綠色：有生命的植物，生長的葉子，往往是綠色的。所以常年
期的禮儀顏色是綠色。
紫色：將臨期和四旬期是耶穌聖誕和復活的準備時期。將臨期
是要我們心靈悔改來歡迎耶穌的來臨。四旬期是準備與
耶穌共生同死，和祂一起復活。回心轉意，做補贖的懺
悔有傳統的紫色，所以將臨期和四旬期的顏色都是紫色。
白色：聖誕節/期和復活節/期都用白色，因為這是喜樂的兩大
季節。天主的奧蹟，耶穌，聖母及許多聖人的節日也都
用白色來表示他們的聖善，純潔…
紅色：天主聖神的節日用紅色，因為聖神的象徵是火舌。火的
顏色一般是紅色。耶穌受難日和殉道聖人的節日都用紅
色，因為血是紅色的。
黑色：教會的殯葬典禮已住是用黑色來表示死亡的悲哀，現在不
再用黑色，而用白色來表示我們深信死者的復活和永生…
藍色：許多人喜歡用藍色來代表聖母。但是聖母的禮儀顏色不
是藍色而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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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了幾天，阿格黎帕王和王妃貝勒尼切來到凱撒勒雅，向斐斯
托致候。他們住了多日後，斐斯托就把保祿被囚的事件，向王
訴説。他指出保祿和猶太人之間的爭辯，僅是關於他們的宗教
及關於一個已死的耶稣。因為保祿向羣眾傳播福音，並向他們
見證說那個被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由死人中復活，
而且仍然活著。阿格黎帕王也想聽聽保祿如何為自己辯護，於
是要總督將保祿帶來，在他們和所有羣眾面前來自辯。那時，
「阿格黎帕王！我今天能在你跟前，
保祿便伸起手來，辯護説：

對於猶太人所控告我的一切事，得以辯護，我覺得十分幸運，
尤其你熟悉猶太人的一切習俗和爭端，所以我求你忍耐聽我。
我自幼年以來，從起初在我民族中，以及在耶路撒冷，處世為
人如何，猶太人都知道。假如他們肯作證的話，他們從很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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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是按照我們教中最嚴格的宗派，度著法利塞人的生活。
現在，我因希望天主對我們祖先的恩許，而站在這裏受審。我
們十二支派，日夜勤懇地事奉天主，希望這許諾到來。王啊！
正是為了這個希望，我為猶太人所控告。天主既使死人復活了，
為甚麼你們竟斷為不可信呢？本來，我本人過去也認為，應盡
力反對納匝肋人耶穌的名，我在耶路撒冷就這樣作過。我不但
從司祭長那裏取得權柄，把許多聖者關在監裏；而且他們被殺
時，我還投了票。我也曾在各會堂裏，多次用刑，強迫他們說
褻瀆的話；而且分外狂怒地迫害他們，直到外邦的城市。在這
期間，我曾取得司祭長的權柄和准許，往大馬士革去。（宗 26
2-12） 保祿於是在阿格黎帕王面前，敘述了他在往大馬士革的
路上所發生的事，又講述了他如何在大馬士革受洗並歸化為基
督徒。他又說到主耶穌所托負給他使命! 他接著說：「時當正

午，我在路上看見一道光，比太陽還亮，從天上環照着我，和
與我同行的人；我們都跌倒在地。我聽見有聲音用希伯來話向
我說：
『掃祿，掃祿，你為甚麼迫害我？向刺錐踢去，為你是難
堪的。』我說：『主！你是誰？』主說：『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
穌。但是，你起來，站好，因為我顯現給你，正是為了要選派
你為我服務，並為你見到我的事，以及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作
證。我把你從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是要打發你到他們那裏
去，開明他們的眼，叫他們從黑暗中轉入光明，由撒殫權下歸
向天主，好使他們因信我而獲得罪赦，並在聖化的人中得有分
子。』因此，阿格黎帕！我對這天上的異像並沒有失信，相反
地，我首先向大馬士革和耶路撒冷以及猶太全境的人，然後向
外邦人傳報，叫他們悔改，歸向天主，作與悔改相稱的作為。
正是為了這個緣故，猶太人在殿裏把我拿住，想要向我下毒手；
但我得蒙天主的助祐，直到今天我還站得住，向卑微和尊高的
人作證。我所講的，不外乎先知和梅瑟所說過的，必將成就的
事：就是默西亞怎樣必須受難，怎樣必須由死者中作復活起來
的第一人，將光明傳佈給這百姓及外邦人。」（宗 26 13-23）。

到了羅馬，满全了保祿多年的心願，時為公元 61 年。保祿在外
邦福傳的脚步，如此第一次踏上了羅馬。保祿抵達後，雖仍繼
續受到囚禁，但獲准獨居一處，也可隨意外出，但他的右臂常
與看守他的士兵繫在一起。這就是在宗徒大事錄中所記載的
「羅馬首次被囚」（宗 27-28）。
保祿從耶路撒冷被捕，到解送至凱撒勒雅，後因上訴凱撒而被
押解至羅馬，這一路的經歷，他表達了對主基督耶稣的信賴和
服從。他無怨無悔，他義無反顧，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所有反對
他的猶太人面前；在經師長老和法利塞人面前；在百夫長和千
夫長面前；在總督和阿格黎帕王面前；在外邦人面前；在所有
眾人面前；大膽地承認自己曾經迫害過基督徒，敘述了自己如
何歸化成為基督徒，又如何蒙召成為宗徒之一。他的證詞就是
要告訴所有的人，是主耶穌基督親自揀選了他。就從他蒙召選
的那一時刻起，他秉持著那堅定的信仰，竭盡其一生為主基督
耶穌做見證。他向世人見證，耶穌基督就是默西亞，耶穌基督
就是天主之子。他要把天主對整個人類的愛，藉著主耶穌基督
所傳播的天主的福音，經由他一步一脚印地散播到世界的每一
個角落。
保祿在解往羅馬的航程中，路加一路伴随並記載了以下的事
蹟：1 保祿乘船至米辣 。 2 到克里特島。3 途遇風暴 。4 在默
里達島附近覆舟。5 在默里達島顯奇蹟。 6 乘船赴羅馬。7 抵
達羅馬。8 兩年囚居的傳教生活。這一路的艱辛實在難以想像
和體會。當然因著主的承諾和聖神的助佑，保祿等一行人最終
還是平安地抵達了羅馬。這一切事蹟全都詳細地記載在宗徒大
事錄的 27 和 28 章內。請大家務必恭讀。

辯護的結果．没有人能確切地定保祿的罪。他們退到一邊彼此
「這人並沒有作過什麼該死，或該監禁的事。」
（宗 26
談論説：
31）他們最终同意保祿得以向凱撒上訴的意願。他們於是把保
祿交給了皇家營的百夫長猶里約，連同一些別的囚犯，由海路
解送到羅馬。保祿等一行人在海上歷經了極度的挫折和艱險，
但在聖神的指引和庇佑之下，天主就這樣奇妙地引領著保祿來

路加在宗徒大事錄第 28 章最終的章節裏，只言簡意賅地敘述了
保祿兩年囚居的生活。當時有許多的人來到他的寓所聽他講述
耶穌基督的事蹟。他為耶穌基督作證，為使眾人相信，尤其是
在外邦人中，傳播天主的福音。講述天主如何派遣了祂的聖子
耶穌基督降生成人、又如何為了解救我們因違背天主的旨意所
犯的罪過、和被那些不願相信祂是天主子的猶太人，因而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用祂聖子的生命為了我們成為贖罪的祭
品。他勸戒眾人們一定要努力地尋求天主的道。他更確切地告
訴他們，天主已經把祂的救恩賞給了外邦人。他在猶太人和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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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所傳播的福音，有的人相信，也有的人不信。路加如實地
記載了保祿對那些不相信而離去的猶太人說：
「聖神藉依撒意亞

先知向你們祖先說的正對。他說：
『你去對這民族說：你們聽是
聽，但不了解；看是看，卻不明白，因為這民族的心遲鈍，耳
朵難以聽見；他們閉了自己的眼睛，免得眼睛看見，耳朵聽見，
心裏了解而悔改，而要我醫好他們。』所以，你們要知道：天
主的這個救恩已送給了外邦人，他們將要聽從。」 路加在宗徒
大事錄的結尾記載道：「保祿在自己賃的房子裏，住了整整兩
年；凡來見他的，他都接待。他宣講天主的國，教授主耶穌基
督的事，都非常自由，沒有人禁止。」（宗 28 25-31）。保祿聖
宗徒在此囚禁的期間（公元 61-63）
，仍繼續他傳教的使命。他
也時常接見由各地教會派到羅馬去探望他的專員們。在被囚的
兩年中，他寫了四封書信，除了一封私人專函外，這些書信也
藉由探望他的專員們帶回到他們的教會，在教會中向信友們恭
讀。保祿所寫的書信一直流傳至今，我們也依然在彌撒中恭讀。
一。 費肋孟書 - 這是一封文情並茂的私人信函。保祿在此信
中，請求費肋孟能夠寬恕敖乃息摩曾經作為他的家奴時所
犯的過錯。此封書信因涉及了奴隸制度的社會問題，對當
時的教會和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堪稱「基督自由的宣言」。
（費肋孟書引言）
二。 哥羅森書 - 此教會由保祿的門徒哥羅森人厄帕夫辣所創
建。保祿雖未曾到訪過此城，但此城教會的信徒們非常敬
愛保祿。他們得知保祿被囚於羅馬，就派了厄帕夫辣前去
看望，並向保祿報告各地教會，因受異端謬論的沾染，以
假智慧與高超聖德的外表，來欺騙信友的情況。保祿得知
這些消息後，遂寫了此封書信。（哥羅森書引言）
三。厄弗所書 - 本書的目的在駁斥當時在亞細亞所流行的異
端學說，因為有些人否認耶穌為天主，僅將他列於天使的
等級中，另有些人堅持舊約禁食和慶節的法律，還有人倡
言造化二元論，保祿有見於此，遂寫了這封書信。這封書
信實可稱為「公函」，因為應在各教會內公開誦讀。本書
的中心思想，即是基督的教會宛如基督的妙身：為肢體的
眾信友與為首的基督合而為一，以及肢體間彼此的連繫，
即是這一妙身生命的基礎。（厄弗所書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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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斐理伯書 - 此封書信特別流露出保祿對此城信友的親切
慈愛，語句淺近易懂，猶如父親規勸兒子，鼓勵他們，安
慰他們，並勸勉他們日進於德，甚至他個人的一些神修生
活，也告訴了他們。這是保祿在歐洲大陸所開創的第一個
教會，信友們十分愛護保祿，保祿也非常珍惜他們，因此
他破格只接受了他們的援助。保祿在羅馬坐監時，他們不
但募款救濟他，還派了教會的要員厄帕洛狄托親自送往羅
馬。此封書信即是保祿托他帶給斐理伯的教會和信友。
（斐
理伯書引言）
保祿所寫的每一封書信，都表露了他對信友們的慈懷和對教會
的熱愛。對天主之子耶稣基督由死者中復活的逾越奧蹟，為當
時那些接受而歸化為基督徒的外邦人而言，有著確切的定義和
解釋，尤其在信仰的根基上，更是帶給了他們無比的勇氣和鼓
勵。我們今日的教會，也正是奉行了這一切：或由宗徒們所傳
播的主的福音、或由保祿書信中傳述的教義和教理、或因着聖
神的德能，也引領我們的信仰得以向深處紮根。當我們跟隨著
聖宗徒傳教的步履，正是與他一起傳播主基督所帶給我們來自
天主無止盡的愛和恩寵。讓我們親耳來聆聽聖宗徒一生為主傳
播福音的字字句句。天主所預許的諾言，在聖宗徒的福傳中為
我們種下了信德、望德、和愛德的種子。天主的恩寵藉著聖宗
徒的口和他的腳步，一路引領我們與主更加親近。

人類原祖的笑話
一位剛從小學升級到初中一年級的小姑娘，在科學課開
始學進化論。老師強調人是古時由樹上爬下來的猴子生
的，這與她在教理課所學的不一樣。她去問媽媽。母親
說：人是天主直接造的，我們是由亞當厄娃生的。後來
這個小姑娘又去問爸爸，父親的思想與老師一樣：人是
古時由樹上爬下來的猴子生的。小姑娘真是搞不清了，
要相信誰呢？再去問媽媽，母親安慰女兒說：「不要煩
惱不安，我講的是我家的人，爸爸講的是他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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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一些特色
徐卓越神父
一個可愛的小女孩和她的媽媽在講話，她們談得非常生
動。兩年前她只是個嬰兒，什麼都不會。但是在過去的兩年中，
她從父母口中學了講話。並且用父母教她的話和父母會話。假
如這女孩出生時是個聾子，她聽不見父母的聲音，現在她一定
不會講有意義的話。
以上的鏡頭反映著我們的祈禱。假如我們從來沒有聽見天
主的話或聽到祂的聲音，那麼我們也無法與天主會話。耶穌的
門徒（包括我們）不會祈禱，所以耶穌，天主的獨生子，就用
「天主經」來教他們祈禱。基督徒最好的祈禱也就是天主經，
因為這是耶穌親自教授的。基督徒用天主經或是依照天主經形
式做的禱文來祈禱，就是用耶穌教授的話和天主來講話。天主
聽了，一定是非常高興。

祈禱的語言
祈禱有非常高貴的思想和意向，又是極神聖的行為。世上
所有的宗教都有禮儀性的祈禱（禱文）
，有些祈禱的語言已經是
非常古老，除了這些宗教的司祭或專家外，沒有人能聽懂。所
以每個宗教都採用現代的語言來祈禱，講道，溝通…個人的祈
禱當然是用自己的語言或方言。祈禱是和天主會話，或是對天
主講話。說話的「話」不只是聲帶從口中發出來的聲音，而是
對主來表達我們思想，感情，概念，需要，希望等等的聲明。
在語言的前題下，我們來思考一下在祈禱時，用的是什麼
語言？誰在開口講話？又講些什麼話？

1。用我們的語言，說我們的話。
因為我們的能力有限，所以一般人的祈禱，往往是求主的
幫助和祝福；在走投無路時，求主救命。我們用自己的語言，
說自己的話，我們所說的是自己的需要，事業，健康，憂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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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想到天主或許也有話要對我們說。我們不能命令天主來為
我們做事，所以我們懇求祂來幫我們做事。因為耶穌說過，求
之必得。所以我們就求，求，求；不斷地求。天主雖然不介意，
但是我們自己也可能會覺得不好意思，求得太多了。

2。用天主的語言，說我們的話。
假如我們是熟悉聖經的，我們在要求之前，往往會用聖詠
來讚美主，感謝主，然後呈上我們一連串的需要和祈求。這些
都是有關我們自己切身的事。最後我們對天主發出信任，相信
祂是遵守諾言的神，
（其實是提醒天主）正如祂拯救了聖經中無
數的聖人和罪人，祂決不會拋棄我們，我們是祂現在有困難的
子民。歸根究底我們還是在說我們自己的話。

3。用我們的語言，說天主的話。
有些科學家和藝術家是無神論的信徒，但是大多數都是有
宗教信仰的人。在祈禱中，科學家往往以數學來讚頌天主的偉
大，天地大得無邊緣，物質的結構小得在原子裏還有一個小宇
宙。生命的神奇又反映著天主的設計和智慧。天主的無限，永
恆和奧秘是他們欽佩天主的特點。音樂家以音樂的韻律來光榮
天主在宇宙中設定的旋律，畫家以顏色來表達天主創造物的美
麗。他們以自己的語言為天主說了許多好話。因為他們忙著科
學的研究和藝術的發展，很少讀聖經，他們不一定聽到天主說
了許多親密情深的話。

4。天主用祂的語言說祂的話。
我們要聆聽，也需要回答。
最好的祈禱是由天主做主動的發言人，我們聆聽。我們聽
得見天主的聲音嗎？我們聽得懂祂講的話嗎？在情緒驚慌思想
混亂時，我們聽不見天主的聲音。所以祈禱的第一條件是盡量
地把自己安靜下來。聽不懂天主的話，怎麼辦？一般說來，不
是我們聽不懂，而是我們不想或不願意依照天主的話來執行。
祈禱也可以像亞巴郎有一次和天主的交談，可以討價還價。其
他時候，亞巴郎是服從聽命的，甚至願犧牲他年老時的獨生子。
真的聽不懂天主的話，那麼找個老師，一步步地學天主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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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語言，天主的話
父母親是同一種族，講的是同樣的語言（英語，國語，西
班牙語等等）
，但是他們的語氣，重點會不一樣。母親的語言是
孩子的健康，安全，他們的朋友。父親的語言是孩子的自立，
成就，為家爭光。在講同一語言的社會裏，專業人員又有他們
的語言。土木工程師的語言是鋪路，造橋，挖隧道。金融家的
語言是資本，投資，買賣股票。醫護人員的語言是做複雜的手
術和特效藥的治療。天主的語言與世人語言當然會大有不同。
世人的語言往往是自衛自私的話。譬如：
1。天無絕人之路。
2。人不犯我，我不犯人；人若犯我，我必犯人。
（這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哲學）。
3。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各盡其責，勿管閒事）。
天主的語言是充滿著仁愛，慈悲，關懷的話。譬如：
1。婦女豈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做母親的，豈能忘掉她親
生的孩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決不會忘掉你啊？參
考依四十九 15。
2。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緩於發怒，富於慈愛忠誠，
祂懲罰罪人的子孫，直到三代四代。天主對遵守祂誡
命的義人，施恩他的子孫直到一千代。參考申五 9
3。人雖犯我，我勿犯人。
4。寬恕不止七次，是七十次的七次。
5。你為我小兄弟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

身體語言 (Body Language)
祈禱的語言該是天主的語言。但是我們講話往往是
詞不達意。所以在祈禱時，我們用身體語言，即祈
禱的姿態來補充我們聲音語言的不足。舉手表示奉
獻，伸手表示接受，合手（奉手）閉眼表示專心，下跪是誠懇，
低頭服從，鞠躬致敬，磕頭朝拜，全身伏地表示卑賤…在下一
頁的幾張圖片中，很明顯地世人以身體語言來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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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我們祈禱的對象
許多信徒，每天有固定的祈禱時間，早課，晚課，還有白
天的日課。真是好習慣！久而久之，到了時間就祈禱。習慣之
後，還要提醒自己，祈禱不是因祈禱的責任而祈禱。該是因愛
天主而祈禱。天主是我們祈禱的對象。祈禱是我們對天主表達
感情的行為，祈禱是我們對天主發出的心聲。在每次祈禱的開
始，我們要有禮貌地對天主說：
「主，請發言，祢有什麼吩咐。
祢的僕人在聆聽。」
天主要我們做事時，祂的話是召叫，任命，啟示…在回答
我們的祈求時，祂的話是困難中的鼓勵，痛苦時的安慰，悔改
後的寬恕…我們怎麼知道這是天主給我們講的話，而不是我們
自騙自的謊話呢？假如我們自己是忠誠真實，那會有自騙自的
話呢？假如我們想做為人有利而對己無益的事，這不是偶爾的
幻想，而是離不開頭腦的念頭，常在心中的傾向，這些往往是
天主的召叫和任命。我們要為服從聽命而祈禱。
「主，給我聖寵，
使我的思，言，行為符合祢的旨意，不要阻礙祢的計劃。」

祈禱是我們與天主的來往，也是天主滋養給我們的精神食
糧。人性在持久方面有很大的弱點。我們的身體很容易疲倦，
靈魂也會厭倦，我們可以用高官或重要人的飲食來解釋：重要
人物每天有人邀請作客，吃的都是最高貴的山珍海味。過了一
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菜餚也都吃厭了，簡單的家常便飯倒反而
更合胃口。祈禱也是這樣。我們很容易對神操失落興趣，對神
修祈禱感到枯燥無味。但是不要灰心，更不可放棄祈禱。不要
追求那些特殊，神秘，甜蜜的祈禱，回到祈禱最基本，最簡單
的目標來祈禱：讚美，求恩，求恕，感謝。再復習一下，特別
祈求「耐心」與「恆心」的大恩。這些祈禱是最有營養的神糧。

一些簡單並有創造性的建議

不管默想，默觀，神視類的那種祈禱是多麼的神聖，不管
聖詠充滿著詩情畫意的美麗，不管天主的話是多麼的甜蜜，過
了一段時期，慢慢地就會失去興趣和吸引力，留下的是一些微
弱的反應，天主的話也聽不進去。以前心裏有心聲，頭腦裏有
活潑的思想，現在沒有心聲，只有一片胡思亂想或是頭腦空空；
一切都變得平凡，並且乾燥無味。這是怎麼一回事？原因是我
們的精力有限，靈魂疲倦了。但是不要害怕。這是正常的現象，
甚至大聖人都遭遇過這種情況。這也就是十字架聖若望所說的
靈魂的黑夜。St. John of the Cross’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在祈禱乾枯時，找一本兒童的經本，念一些小孩子念的經。
兒童的書不是小孩子寫的，而是有學問的專家寫的。在簡單的
文字中，充滿著小孩子對上主天真的愛。念一兩端玫瑰經，不
要加油加醋地去做默想，就是空著心，空著腦子來念經，表示
你在天主面前還是一個無知的小孩子。假如你對聖經的敘述有
詩情畫意的感觸，那麼就寫一首詩，畫一幅畫。中國人重視書
法，有些人每天練字。就把練字的時間來讚美主。練寫：天主
是愛，天主創造，天主施恩，天主寬恕，天主祝福，天主保祐
等等。聖詠中有許多兩句相配的話。把它們寫成一副對聯。寫
在好的紙上還可以當禮物送人。喜歡歌舞的人可以自己寫一首
歌，內容可以是：天主的慈悲，祂的威能，祂的關懷等等。同
時還可以編一曲愛主愛人的舞蹈。效果可能不是很理想，但是
心意卻是至高的。對烹飪有興趣的人，可以煮一鍋真福八端的
菜粥，菜飯（或八寶飯）
，請朋友來吃點心。有時邀請朋友一起
到郊區去經驗五餅二魚的野餐。庭院有樹木的話，對一棵樹取
名「知識樹」，另一棵「生命樹」。自己沒有樹木但是每天有散
步的習慣，在路上一定會見到許多樹，在公園裏也有許多樹，
那麼你也可以指定一棵為「知識樹」，另一棵為「生命樹」。每
過一段時間就在「知識樹」或「生命樹」下做些默想。假如你
喜歡種花，就準備一個花盆，給它取名「撒瑪黎雅人的盆」
，在
這盆中特別種受過傷的植物，萎糜不振，快要枯死的花。慢慢
地使它健康起來，最後使它開花。你一定會很高興。同時你一
定會想到世上有許多靈魂受傷的人。所以你也會很自然地去尋
找一些靈魂受傷的人，幫助他們恢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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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天主對祂選民寫的家書，所以全是天主的話。以聖
經為出發點做默想，默觀，很可能把我們領入神視的境界。以
聖經為出發點的祈禱，一定能聽得到天主的聲音。加上天主聖
寵的幫助，也能聽得懂天主的話。我們的祈禱就像孩子和慈父
的會話：生動，密切。聖人的故事，是天主與世人的來往。模
仿聖人的行為會得益非凡。所以祈禱要與聖經和聖人連起來。

祈禱的乾枯時刻

等到…
李仙英

I have waited…
Translation by Louis Zee

我每天早上最初的三十分鐘
意識省察 David Law

等到星期一：
生命有價值。
大家都齊力，
為主傳福音！

I have waited until Monday:
I want life to have value.
I urge all to make effort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等到星期二：
福傳是使命，
不管傳到誰，
立功建天國。

I have waited until Tuesday:
I make the Gospel my Mission,
I must try to reach everyone
To build the Kingdom of heaven.

等到星期三：
奉主不簡單，
背著十字架，
為主而奔跑。

I have waited until Wednesday:
I find “Serving God” is not simple.
I must carry my daily cross
While doing all God’s bidding.

等到星期四：
害怕出賣主，
賣主成叛徒，
為錢失靈魂。

I have waited until Thursday:
I fear to “Betray Jesus” for gain,
Traitors sell the Lord for money,
For money I would lose my soul.

每天早上，不用鬧鐘，大部份時間我都會準時自動醒來。
如果太太同時醒的話，我們互相奉上一句親蜜的「早安」
，一個
微笑，再加一個擁抱。我先上廁所，然後去刷牙洗面，在鏡中
檢查自己，通常我都是睡眼矇朧，目無表情，因為魂魄未正常
歸位。怎辦？我就立刻去煮咖啡，咖啡是我的救命恩人，沒有
「它」
，我怎樣啟動我的主人 - 大腦？咖啡後，我用少於 20 秒
的時間祈禱，首先和天主打個招呼，並感謝天父給的食糧，然
後享用早餐，同時我就玩數獨 Sudoku 遊戲，這遊戲是來訓練
和測試自己的腦部思考和專注能力，在這最短時間內回復我個
人正常的思考能力。早餐後，清潔杯碟，吃藥，量血壓。然後
再整理一下儀容。

等到星期五：
懷念主耶穌，
為我而身亡，
含淚拜苦路。

I have waited until Friday:
I think of Jesus and His pain,
He died on the cross for me,
I cried while adoring the cross.

以上就是我日常共花了大概三十分鐘的時間的準備，來迎
接每天的挑戰。之後我便開始我的工作，首先我在電腦雲遊中，
風馳電掣，埋頭去看資訊，閱新聞，查股票，回電郵和視頻大
眾傳媒，之後還有不定時的早禱，運動和其他的工作…

等到星期六：
耶穌顯奇蹟，
瞎子睜眼看，
啞巴開口講。

I have waited until Saturday:
I watched Jesus’ miracles,
He made the blind to see,
He made the dumb to speak.

等到星期天：
敬拜的時間，
進堂望彌撒，
耶穌在中間。

I have waited until Sunday:
It’s time for group worship,
I go to Church for Mass,
Jesus is already in the midst.

今天，我以「我每天早上最初的三十分鐘」為題，作為意
識省察的祈禱。回顧每天這半小時的忙碌，本來是重覆又重覆，
平淡無奇的「習慣」
。但是當我細心、留意、注視到每一個細微
的環節時，我便察覺其實是很多被忽略的無數恩典。原來，主
是時常在我們中間，問題是我們是否時常懷著那份感恩的心去
遇見天主。例如我每天準時起床，每次當我張開眼睛時，都是
天剛亮的時候，沒有誤差，但有些人不能控制準時起居作息，
而影響每天的工作行程。今天我能每天準時起床，就是一份主
白白賜的禮物，我只是身在福中不知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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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不覺退休已兩年多了，生活的節奏也隨著年齡增長而
慢下來，而我開始適應改變，致力於「優質」的退休生活。例
如退休之前上班時，每天早上起牀便匆忙梳洗，胡亂吃了些食
物便趕著開車上路。現在我再不用看老板面色，一切生活都可
以自由安排，以下是我現在每天早上起牀後最初的三十分鐘所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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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察使我感到，好像是聖母每天準時喚醒了我…數年前在
我睡牀旁的衣櫃上，我安放了一座從朝聖帶回來美麗的聖母像。
很自然，每個晚上入睡前，我先向聖母祈禱請安；有些時候我
會忘記了，但我的忘記並不等於她的忘記，欠聖母的請安絕對
不能有藉口過關；可愛的母親不會放過我，就會提醒我，記得
多次，我又忘記了，睡著了，我竟然可以在睡夢中，被召喚了
起來，向聖母祈禱，然後又放心再入睡，奇妙，確是奇妙。
其次，現在上洗手間都能來去輕鬆自如，不用麻煩別人幫
助，這是福份，不要以為一切恩寵賜予都是必然的，我不知我
十年後身體狀況會如何？通過意識省察，那份感恩存在我的心，
存在我腦海中，久久不已。
刷牙是不可忽視的活動，今天感謝上主賜我一副沒病痛的
牙齒，所以我要每天努力清潔牙齒，來繼續享用各種美味食物。
原來感恩的感覺，就是來自「平安」的祝福，而平安就是來自
心靈的自由，免除那些恐懼、怨恨、憂傷、焦慮、牽掛的負面
情緒。我用聖依纳爵意識省察其中的一個方法「心靈的自由」
來檢視自己，在這半小時內我覺得哪一刻是心靈最自由的時候？
奇怪，我發覺竟然是那 20 秒的早餐祈禱。原來這是我最感平安
自由的時候就是與主相遇，此時此刻，一切都是感謝和讚頌，
主說：「… 願你們平安！」（若廿二 36）。
在省察中，我才發現早上的第一次的祈禱中，那份「主臨
在」的感覺是非常強烈。怪不得，當我煮咖啡時望天默想時，
每次都想多停留片刻，原來每天早晨天父就在天上等候我們，
我們舉頭便看到了「祂」的面容，我錯失與主相遇機會，我視
而不見、自我、粗心的壞習慣是無藥可醫？
如果問，那一段時間會令我的心靈會顯得不自由，心情不
好，被負面情緒掌握，遠離天主，我相信是當我開始的日常電
腦生活，因為大部份的新聞都是令人煩惱，欺騙的假新聞，股
票與市場本是魔鬼的競技場，一個邪惡兇險的地方，怎會令人
平安呢？
感謝主賜我三十分鐘是完美「與己相遇」的檢視和祝福，
來裝備自己，準備迎接每天挑戰的來臨，不過，我更要珍惜與
主相遇的機遇，現在我就要認真，做好和珍惜每天早上的第一
個祈禱課。阿肋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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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智慧
李 明
人生一世在追求，生命每個階段的追求對象卻不一樣。
譬如：

1。
2。
3。
4。
5。

童年的追求對象是玩具，玩耍。
青年的追求對象是愛情（戀愛，愛人，情人）。
壯年的追求對象是成就（企業，職業）。
中年的追求對象是名利（地位，權力）。
老年的追求對象是智慧。

有些人從小到老一直沒有離開童年，他們始終在追求玩具。
小孩時是小玩具，長大後是大玩具。青年，壯年，中年追求的
對象不一定是依照上述的程序，前後可以不同；並且在這三個
階段中，也可以同時追求幾種對象。
為什麼人要在老年時才追求智慧呢？不一定。有些老年人
還是不在追求智慧。年輕時就追求智慧當然是最理想的選擇。
年輕時追求其他的對象是因為這些對象很具體，吸引力強大。
因為智慧是很抽象的品德，世人要經過許多成功，失敗的經驗
後，才會想到智慧。年輕時追求的對象都沒有得到，所以現在
再試一試智慧吧。或者得到了年輕時追求的對象後，還不能滿
足；現在就追求智慧。但是歲月不留情，自己已年老了。

智慧？
智慧是什麼？智慧在那裏？誰擁有智慧？誰能教導智慧？
一連串的問題，怪不得世上的智慧不多！最簡單的智慧定義是
一切思言行為都是完美。全世界每個文化都非常尊重智慧，因
為智慧很難得。世人要有許多知識和許多錯誤的經驗後，才會
避免錯誤的判斷，有能力在一切思言行為上做得完美。到那時
候那人的年齡一定不小了。所以一般說來，老年人比較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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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智慧是豐富的知識和經驗後的結晶，非常難得！信
主的基督徒，由於信德的原因，智慧就比較容易獲得，但是也
是很困難。智慧是天主的品質，天主是智慧的根源。因此智慧
要在天主的思言行為中才能得到。人的生命活力就是思言行
為。所以智慧是要把我們的思言行為完全符合天主的思言行為。
思言行為的確是人的生命活力。我們把這用詞分析一下，
可以給我們更深一點的瞭解。思，言，行為是相連的。
1。 言是思想的聲音。言就是講話，你給我講實話，我聽
了，假如我有頭腦，我會知道你的思想。
2。 言是行為的指揮。你給我講話，要求我為你做什麼，
什麼。我照你的話做了，那麼你的言（你講的話），
就做了你的行為和我的行為的指揮。

聖言（天主的話）
聖言（英文 Word，拉丁 Verbum）是天主的話。天主的話
與我們的話一樣，是祂思想的聲音，又是祂行為的指揮。天主
的聖言不再是語言，聖言已降生為人，祂是具體的耶穌基督。
耶穌本人是天主的話，耶穌講的話是天主思想的聲音。耶穌要
我們做的事，也就是天主要指揮我們的行為。耶穌是聖言，祂
不但是總司令在發出命令，並且祂以身作則地領導。耶穌聽命，
承行天父的旨意。耶穌自己的思言行為完全符合天父的思言行
為。假如我們的思言行為符合耶穌的思言行為，那麼我們思言
行為也就符合了天主思言行為。
我們的智慧不要在年老後才追求；從小就要追求，更要在
現在追求。我們的智慧就是聽從耶穌的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不聲不響地跟著背負十字架的耶穌行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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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 神父解答

問

如何幫助不願辦告解的教友，去辦告解？幾十年來犯的
罪太多了，記不起那麼多，怎樣能詳細地做和好聖事？

以下是一個實際的例子：現在的社會有一種很普遍的現
象。母親發現未婚的女兒與她的男朋友同居。母親對這
件事很不舒服。聖誕節快到了，母親要有一個全家歡，聖誕節
全家望彌撒，領聖體，然後回家慶祝，交換聖誕禮物。但是女
兒的情況不可以領聖體。所以母親想盡方法要女兒去辦告解，
在聖誕節望彌撒，與所有家人一起領聖體。

答

不願辦告解的教友有許多原因，他們自己也有許多理由。歸根
究底是信仰的問題：他們對宗教沒有興趣，對天主教沒有好感，
自由民主的社會，可以隨心所欲（想啥做啥）。品德罪惡等等
都是中世紀的古老概念，不配 21 世紀的生活方式了…
關懷這些冷淡的教友，為他們祈禱。假如他們還接受勸告的話，
請他們也為自己祈禱，求主復活他們以前的信德。他們的信德
復活後，他們會承認他們的許多行為是罪惡的，罪惡使他們感
到不舒服後，他們會悔改，也會自動地去辦告解。
虔誠的教友要記住，許多人不像你們，他們對教會沒有好感。
逼著他們領受教會的聖事，尤其是和好聖事，反而會增加他們
對教會的厭惡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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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年沒有辦告解的人，怎能詳細地做和好聖事？不可能。世
界有多少人能記得幾十年的往事？就是記得住的大事，也記不
清所有的細節。所以罪人犯了幾十年的罪，不能記得清楚。但
是有些罪是難忘的。所以在領和好聖事時，告訴神父所有記得
起來的大罪，還有大概的次數。最後對神父說，我對這些罪，
和我所有已遺忘的罪，真心的懺悔。但是不要因慚愧害羞故意
忘了一些罪。假如在辦告解時撒謊，不但說明的罪沒有得到被
赦免，並且還加了一條冒犯聖事的大罪。
辦完告解後，不要等幾十年後再去辦告解。以後突然記起忘掉
的大罪，要趕快把這忘掉的罪懺悔地告訴神父，求主赦免。和
好聖事有赦罪的原則：所有能記得的大罪，要在這聖事中赦免。

問

在聖經中為什麼法利塞人一直表現出他們不喜歡耶穌。
其目的（原因）是什麼？

答

1。耶穌沒有討好法利塞人。祂時常指出法利塞人的虛偽
和自私。所以法利塞人就用以牙還牙的原則來對付耶穌，
所以時時處處與耶穌作對來表示他們對耶穌的不樂。
2。耶穌那時的猶太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法利塞和撒杜塞是
兩教派，也是公議會（Sanhedrin)的兩個政黨。公議會就是猶太
的政府。耶穌開始講道後，跟隨祂的人就越來越多。法利塞人
由於嫉妒，害怕失落政權，所以用各種手段使耶穌的講道失敗。

在許多的法利塞人中，有一個半，是喜歡耶穌的。一個是半夜
來請教耶穌的尼苛德摩（若三 1-9）
。他半夜去見耶穌是因為他
怕其他法利塞人的批評。另一個是邀請耶穌吃飯的西滿，他誠
懇地邀請了耶穌，但是沒有殷勤地招待耶穌（路七 36-50）
。所
以他只能算是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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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槍殺之餘

吳祖明

正擬撰寫一些與美國境內最近所發生的接連搶擊案有關事宜
時，驚悉從電視節目中，傳來消息，下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因在一個警衛較疏鬆的日本奈良市街道上為同黨同志做選
舉宣傳時，遭背後突然飛來兩顆子彈擊中，而身亡。據報道如
此槍殺事件在日本境內是非常罕見的新聞，因為從來那是一個
民眾普遍守法，擁槍極難的社會，然而槍殺仍然發生了。這不
禁使我想起 1963 年的二月，在我來美後的第二年。記得也是一
個星期五的白天，當我正在研究室中工作時，身旁的小收音機
中柔和的音樂突然中斷，傳來甘迺迪總統在德州為連任競選途
中被槍殺的消息。凶手用的是把長槍。
這兩宗重大政治人物被殺事件的背後顯示出如果有人想要預先
設計謀殺，不論其動機為何，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槍擊，而且任
何對方都難逃魔掌！特別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諸如市場，學
校甚至教堂，多年來接二連三地都發生在美國。事後檢討聲音
很響，但很快就靜了下來，留下的卻是對無辜犧牲者，無窮的
悼念及悲哀。五月在德州，Uvalde 城，19 個小學生和兩位老師，
在保護欠佳的情況下，在課室內遭到槍擊死亡的事件，引起了
全世界的注意。
在我想來，解決或緩和此等事件的方法，包括消極和積極兩種：
前者較易如對槍支買賣的管制，買/擁槍者的身份檢查，年齡和
限制等等，都是一些設法在立法層面上。如今正在加強進行的
策略，效率不高，因為美國憲法保護擁槍者。據稱現任總統就
有 4 把手槍。後者較會有效，但較困難。那就是從根本做起，
面對為何要擁槍支提出基本疑問，就好像對瘟疫的預防一般，
不讓它到處存在！這在美國社會當然很難做到，尤其是武器製
造商這麼大的一個企業。不過徐神父倒提醒我做為選民的我們
可以約束政治候選人的走向。加強在下屆選舉中朝向憲法修
正，對擁槍者和供槍者在槍殺案中對無辜身亡者，應負有同樣
的刑事責任。此外我認為在教育制度上和宗教信仰上也有很多
空間對擁槍者可以有效地加以管制，而且要從幼年時做起，因
為只有出自內心的認識才不會像電影中的 John Wayne 如此….
一推酒吧間的門，你不同意，我拔槍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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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亞西西的聖嘉肋(聖佳蘭)
St. Clare of Assisi （1193-1253）
丁淑荃
到過羅馬的人，多數也會去意大利中
部的亞西西朝聖.。亞西西是個山
城，還有城牆圍繞，中世紀的彎曲小
石徑，引導你去看壯觀的大小教堂，
城堡及清一色的石屋。這兒集美術，
建築和宗教氣氛于一體，這兒更是兩
大聖人，聖方濟與聖嘉肋的故鄉。他
們生於此，葬於此，影響了多少後
人。你無法走馬看花的用眼去看亞西
西， 你定會用心來陶醉它，沉思它。

不久，嘉肋的妹妹，Agnes, 與其他一些同心同意的婦女們也來
參加了她的團體，俗名 “Poor Ladies”。正式名是：“Order of San
Damiano”, 直到嘉肋去世 10 年後，才正式命名為 “Order of
Saint Clare”, 聖嘉肋隱修修女會。1216 年，嘉肋做會長，除了
日常的勞動和祈禱外，她貢獻了更多的時間來修改會規，由原
來傾向的本篤會會規改到最近發展的方濟會會規。在她去世前
兩天，教宗 Innocent IV 終於 批准了她的要求。這是由女士手
創的第一個會規。其中有三條規律：
1. 所有的工作都由手做。2. 共同生活。3. 貧窮是特權。
這個修會舉世聞名它的徹底貧窮和祈禱的生活方式..。修女們不
穿鞋，不吃肉，睡在地板上，保持絕對的靜默。後來嘉肋仿照
方濟, 說服她的姐妹們稍鬆， “我們的身體不是黃銅鑄造的。”
但仍強調貧窮的特質。她們不擁有任何個人或修會財產，生活
靠捐獻度日，當地人愛慕她. 她為病人服務，為來討乞的修女
洗腳。每當她祈禱完，眾人都為她臉上的光彩稱奇。
祈禱為她爭取到世上的勝利，有兩次
當其他邦城來侵犯亞西西時，都為她
的祈禱打敗。第一次她在聖堂內，尊
敬地手持聖體祈禱, 敵人就撤退了。
她對修女們說：“不要害怕， 堅信耶
穌。” 第二次，敵人來襲，在她與眾
修女們的祈禱下， 突然來的暴風雨將
敵人打散。她祈禱：“啊，天主，將這
些無助的孩子們，他們是我在禰的慈
愛中養育的，將他們交給這群禽獸，
是禰樂見的嗎？我求禰，親愛的主，
保護他們吧，對他們我現已無力。“ 因
為她的信德，許多教宗，樞機主教，

聖嘉肋於 1193 年生於一非常富裕的貴族家庭，房子是宮殿，精
通女紅,。但她受母親對宗教的熱忱, 自小就將自己奉獻給天
主，對身邊的奢侈生活無動於衷。她常常將飯桌上的食物，留
下來給街上的窮人。當她 16 或 17 歲時，聽到聖方濟的講道，
聖嘉肋大為感動，並求他幫她完成侍主的心願，聖方濟鄭重的
答應了。第二年家中逼她成婚， 她遂逃了出去。在 Porziuncola
Chapel, 聖方濟為她落髮並穿上會衣。 那一天是 1212 年的 3
月 20 日，世界上正式成立了隱修的方濟第二會。後來又有許多
在俗的人在世界各地成立了方濟第三會。
最終，聖嘉肋落腳在 San Damiano Chapel。這原是一個小堂， 建
於 7 到 8 世紀之間，供路人祈禱之用。到了 13 世紀時，幾乎
已荒廢。有一天，聖方濟路過此聖堂時，進去祈禱。十字架上
的基督對他說：“方濟，我的房子快要倒了，你要修補我的房子。
“這是基督正式召叫聖方濟用貧窮的精神來改革那時教會的糜
爛生活。聖方濟陸續地修建了這聖堂，當嘉肋要跟隨他的精神
修道時，他將這個地方給了她。而她一直在那兒平靜地生活了
42 年，直到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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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都來咨詢她。
27 年來，她都為某種重病侵擾。1252 聖誕夜，她無法下牀，但
她房內，歷歷在目，就像她自己在聖方濟大殿內參加彌撒大典，
一如日後的電視一樣。她與方濟亦師亦友的情誼從未間斷，1226
年，聖方濟去世， 她在他的病牀邊。1253 年，嘉肋去世，才
過 兩年，教宗 Alexander IV, 即為她封聖。聖嘉肋的主保日是
8 月 11 日。她是眼疾，刺綉，鍍金，裁縫，電話，電報和電視
的主保。教宗說：“保佑我們不受電話，電報和電視的罪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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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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聲下期將於 2022 年十月一日出版，截稿日期在九月十
五日。十月是玫瑰月，投稿文章可寫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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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期心聲誤載贊助為 2021 年，此期糾正並致歉。
2022 年

四月贊助：感謝
五月贊助：感謝
五月贊助：感謝

徐朱恩荷
柳鍾霖 Sophie Wang
陳玉蕊 Bobbie Chang

$ 100.00
$ 100.00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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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卓越神父
蘇靜君 葉珮瑤
張超賢 李曉如
張弘俊 張錦芳
吳祖明 丁淑荃
霍慧林
馬永平 丁淑荃
吳祖明 蕭莉莉
蘇靜君 鄭兆愉

徐憶曾 李志威 郭惠正
丁文英 Matt Thai
霍慧林 蘇靜君 吳詠芝
葉珮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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