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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本期心聲的主題是父親。封面是恭祝每位有父親地位的讀者父
親節快樂。孩子對天主的概念往往是在自己的父親身上開始。 
 
徐卓越神父寫的「父親地位的重要」在幾年前已發表。由於父親
的重要，作者稍微修改後，再給大家一個機會來復習一下。 
 
像對待首長一樣對待父親，摘取於網路。這題目就解釋了一切。 
 
My dad, my best teacher by Sophie Wang. We thank Sophie Wang 
for sharing her dad’s love for her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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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篇文章，我們都知保祿宗徒為傳
教受盡苦難，這篇文章又指出保祿在凱撒勒雅監禁的苦楚。  
 
在天主教的禮儀中，六月是敬禮耶穌聖心的月份。心聲感謝丁
淑荃姊妹在她「聖人與我」的專欄中，介紹了聖女瑪加利大∙
瑪麗 ∙亞拉高修女，她是推廣耶穌聖心敬禮的有力啟發人。 
 
吳祖明弟兄的「祈求天主」真是一篇由聖神光照，有耶穌教導
的祈禱，充滿著智慧和愛德。吳兄沒有為自己的幸福祈求，他
讚美感謝天主給世人的大恩，救主耶穌，並以福傳對世人來傳
播耶穌的愛。他又祈求世界和平，尤其是中美兩國的領袖要有
合作。我們感謝吳祖明弟兄的祈禱，他的祈禱也值得大家模仿。  
 
許多心聲讀者要求，很想多知道一些有關教會裏的修會事宜，
感謝李明弟兄，他花了些心血，奉獻了不少寶貴的修會資料。 
 
心聲開闢的一塊新園地，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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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謝徐朱恩荷姊妹
分享她的信主過程和經驗。她的宗教生活真是信德的奧蹟！ 
 
有問必答的專欄解釋了「跟隨耶穌不包括惱恨自己的家人。」
相反的，天主和耶穌都教導我們要多多地愛戴自己的家人。只
有家人要我們去犯罪時才會有矛盾，若有矛盾，那麼天主至上。 
 
心聲鼓勵讀者參考一下第 30 頁的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中文用
詞。請教友在寫作和談論自己的宗教時，運用天主教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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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地位的重要 
 

徐卓越神父 
 

天主是萬有真源，宇宙的主宰，生命的大父母。祂給生物

繁殖的能力，分享祂創造的偉大。祂以分工合作的方式來分配

生殖養育，傳宗接代之事，男的為父，女的為母。 

 

中國的婚姻家庭觀念是夫妻以「外子」，「內人」來稱呼；

太太做家務，先生在外面做生意或是在專業上建樹。對於子女

的養育，由內人來辦：從懷孕到孩子上學畢業，都由母親來掌

管。外子要辛苦工作賺錢，父親最重要的責任是使家庭富裕，

不要為金錢而擔憂。這些看法當然不是完全正確。 

 

現代的家庭結構改變了不少。大多數家庭的父母都要工

作。中國以前的傳統看法也不符合了；一家不再是一個外子，

一個內人。現在的一個家庭裏有兩個外子；業餘後母親還要做

內人，有時夫妻兩人都做內人。傳統的成家立業觀念也有改變。

許多夫婦同意先立業，然後再成家(生子女)。有些夫婦乾脆決

定只要立業不想成家。子女不再是家庭表列上的第一項。 

 

由於科學醫學的前進，婦女不需要男人來受精懷孕。並且

女人有經濟獨立的機會，教養子女的經費，自己也可以負擔，

所以不需要有丈夫。丈夫就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在這演變

不停的社會中，父親有什麼地位？是不是還需要他？值得研究

一下。 

 

不管科學的發達，經濟的發展，男女的平等。父親不但是

重要的，並且永遠是必要的。人是由男女兩性而出生的，也是

生活在男女兩性的社會裏的。男孩子在父親身上學男人做事為

人的氣魄。女孩子在父親身上認識男人的性格。孩子沒有父親

的影響，他們的思想，感情，待人接物，做事為人的方式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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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往往會由於沒有受到男性的教導，或是受了太多母親女性

的影響，偏見太重，可能因偏見而不健全。許多有錢，有名，

有權威及有聲望家庭的子弟，會有不道德的行為，做犯法的事。

主要原因是他們的父親為著自己的名利，忙碌不堪，沒有時間

和孩子們在一起來教導他們。 

 

那麼父親的地位究竟在那裏？男人要怎樣做才能當一個好

父親？這事要從婚姻開始。新郎新娘在結婚時就該有成家立業

的意願。不想成家（生男育女）的夫妻一旦有了孩子，會有反

感的情緒。他們認為孩子不是天賜的寶貝和喜樂，而是一個極

大的負擔和麻煩。在不知不覺中透露出他們不悅的態度。一般

來說，良好的子女出生於婚姻美滿的家庭（當然也有出軌的）。

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的前驅。丈夫的英文名字是 Husband， 

這個字有農夫和丈夫的意思。我想把丈夫當作農夫做比喻來研

究父親的責任和地位。 

 

農業是以農作物為主的職業。農夫要考慮到土地的質量來

決定他的農作物。有些土壤最適合於種稻，有些土壤種麥，有

些種果樹，種棉花，大豆，玉米等等。假如先生是農夫，那麼

太太是什麼呢？照這個比喻來討論，太太是一塊田地。假如太

太的質量適合於種菜，她是菜園，先生就是種菜的農夫。假如

太太的質量適合於種花，她是花園，先生就是種花的農夫。假

如太太的質量適合於種果樹，她是果園，先生就是種果樹的農

夫。太太的的質量適合於某種農作物，他的先生就是種某種農

作物的農夫。太太有決定性，也證明了她的重要性。所以丈夫

對太太要非常尊敬。賞識她的才能和優點。他們兩人所做的事

一定要同心協力。相反地說，假如太太是最適合於種西瓜的沙

土，先生一定要在那裏種大米。兩者不配，一定會失敗。 

 

農作物都需要水份和肥料，不管土壤是多麼的肥沃，久而

久之這塊土地總會有供應不足的情形。在農夫為農作加水施肥

時，這些需要品不是直接給農作物的，而是先施放在田地裏，

然後再由田地來滋養農作物。孩子們往往認為一切都是媽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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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實媽媽能這樣做是爸爸給了她這種條件。為了農作物， 

農夫還要改良土壤。土地太乾，要灌溉澆水。太溼，要裝水管 

排水。播種前要耕耘翻土，使寬鬆的土壤能透氣排水。好農夫

是非常愛他的田地的。好丈夫是非常愛他的太太的。要有農作

物的豐收，農夫和農田一定要相配。要有優良的子女，丈夫和

太太一定要相親相愛。 

 

在農田準備好之後，農夫才可以在田地裏撒種。播種是農

作物的開端，種子可以在肥沃的土壤裏發芽生長。但是只是生

長還是不夠。農夫還要培養保護。他要及時澆水拔草。爬藤的

要給它們架子，樹木要長得直，樹枝不可以太密，死枝和歧枝

都要剪掉。在每個生長階段，農夫還要設法保護，使農作物避

免被昆蟲，野獸和飛鳥吃掉。 

 

靠著勞力和努力，農夫可以控制許多因素。靠著經驗他也

可以按照季節和氣候來種菜種花，種豆種瓜。但是狂風暴雨，

酷寒炎熱的天氣是他無法控制的。俗語說得對，農夫是靠天吃

飯的人。所以農夫要堅信天主，成敗托付於主手；時常祈禱，

求主照顧相助。 

 

農夫丈夫的比喻指出母親做的是滋養工作，所以大家都覺

得母愛的溫暖和甜蜜。父親做的是改良糾正和保護工作；對父

親的愛，我們嚐不到甜蜜也感不到溫暖。但是父親的工作時常

與天主的旨意有關，所以他的愛充滿著天主的智慧。智慧能使

人在生活中走上正大光明之道。這個簡單的比喻含有很實際的

教導：假如一個男人願意依照做一個好農夫的原則來做丈夫，

他一定能成為一個偉大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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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對待首長一樣對待父親 
 

摘取於網路 
 
    前些天，工作出了些差錯，攪得我心神不寧！那天晚飯後，

父親打來了電話，說：“明天我去給你們送白米、白菜，自家種

的，你們不用在外買，省點錢……” 
 
    聽了父親的話，心情煩亂的我口氣有些生硬的說：“這大冷

天，你就不要折騰自己了！兩袋白菜能值幾個錢？”正在刷碗的

妻子一聽情況不妙，趕緊跑來，搶過電話，一邊應承著一邊謝

著父親。 
 
    結束通話電話，妻子嗔怪著說：“父親給我們送白米、白菜

也是一片好心啊，你怎麼那麼說呀！看看你對待首長那勁頭，

你什麼時候能拿出一半來對待你父親呀？” 
 
    想想也是，咱對待首長向來謹小慎微、畢恭畢敬，而對待

父親呢，很多時候似跟“恭”與“敬”還相去甚遠，而父親大概早

已習慣了，也從來不跟我計較。別看妻子整天說話沒個準兒，

這句話還真說到我心坎上了。前思後想，實在有些慚愧。以往

的就過去了，這次父親來送白米、白菜，一定要好好對待。 
 
    第二天，父親冒著嚴寒來了，我趕緊泡上一杯熱茶，雙手

捧到父親面前。父親先是愣了，隨後趕緊站起來，雙手接了過

去。他將水杯裡的茶水喝下去一半時，我剛端起來要添水，父

親趕緊使勁兒握住我的手，說啥也不肯讓我為他代勞了。 
 
    父親有煙癮，交談中他曾兩次不由自主地掏口袋，可是香

菸還沒拿出來，又若無其事地把手抽了出來。我知道，他是怕

我說他。當我再次察覺他的舉動時，我邊從茶几下摸出打火機，

邊告訴父親: “想抽就抽一支吧。” 父親歉意地笑著，目光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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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猶豫，直到我手裡的打機“啪”一聲跳出了火苗，他才掏出煙

來。我為他點菸時，他夾煙的手指有些顫抖。 
 
    午飯後，父親要返回去了。他想乘公車再轉長途高鐵，我

決定叫輛計程車送他到高鐵站。計程車停到父親身邊，我一步

上前幫父親打開了車門，父親要上車時，我用右手護住車門的

上沿，怕父親碰了頭。父親看到我這一舉動，笑容頓時凝固了，

用一種詫異又很感動的眼神看了看我，才坐進了車裡…… 
 
    下午四點多，母親打來了電話，說父親平安到家了，母親

還說，父親回到家裡很高興，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把我給他倒

茶、點菸、開車門的事兒，不厭其煩地講了好幾遍…聽著母親

的述說，我突然眼角酸酸的、澀澀的，百感交集！ 
 
    倒茶、點菸、為首長開車門…平日裡，我在首長面前不知

重複過多少次，而在父親面前，僅僅做了一次，父親便記住了、

滿足了，覺得自己幸福了！想到這些，我心裡如貓抓一般難過… 
 

  
 
 
 
 
 
 
 

點評：這篇文章寫得樸實無華，處處洋溢著真情，

讀來讓人感同身受，發人深省，耐人尋味，感人至

深！的確，作為社會上的一員，我們每個人每天都

在忙著為自己的事業和未來打拼，但是就在忙碌

中，我們或許忘記了自己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為

人子女。父母才是這世界上唯一無條件愛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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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ad 
My Best Teacher 

 
by Sophie Liu Wang 

 
 
   I often marvel at how God has given 
me so many blessings! My education, 
husband, career, family, children, 
grandchildren, etc. are just a few on the 
long list. He has also given me 
excellent health and boundless energy. 

It is truly His Amazing Grace! Every time I think of this, I believe 
that God is doing all these miracles in me through my father. 
 
    Without the tremendous love and support of God through   
my dad, I would never be the person I am today. Every time I read 
the stories of some tragic characters; I have great sympathy for them. 
I also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ey became tragic characters mostly 
because they lacked true loving care during their growing up years. 
I always think that if I wasn't so lucky and God did not give me a 
great dad to encourage, guide, and support me, I might be one of 
those pitiful characters. 
 
     I didn't grow up with my parents. I was sent to keep company 
for my dad's widowed Aunt in a different province when I was 3 
years old. While I was with my great-aun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portation, my mom had to be home to take care 
of our big extended family, only my dad could take time out to visit 
me for a few weeks every year. 
 
     I was not brought home by my father until I was seven years 
old. So, when I returned home, I had acquired a strong village 
(country) accent, I was often teased and bullied at school. I also felt 
like a stranger at home, and was afraid of everything, because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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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lings, cousins, and relatives all knew each other, but they did not 
know me. However, dad always used encouraging words and with 
an understanding heart, he raised my self-confidence. Dad also used 
concrete actions to teach me precious lessons. The fondest memory 
of my dad is from this period. And this is how he taught me: 
 

 
In the Fourth Grade 

 
     When I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I had a monthly exam. 
Because of the craftwork, my teacher once gave me a zero grade 
and I could not be ranked. When I took that report card home and 
showed it to my parents, I was worried that my father would be 
disappointed and angry. In my growing up years, I studied hard, I 
loved to study, and buried my head in studies. I had always been 
among the top of my class with good grades. I thought: “It is terrible 
this time!”  
  
     After dad saw my grades, he didn’t look angry at all. He 
kindly asked me to come closer to him and asked why the teacher 
gave me a zero grade. It was not because I was lazy and didn’t work 
hard, it was because the teacher didn’t like my doll, for my doll was  
done totally by my own hands, instead of using the beautiful plastic 
doll head, im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he asked us to buy. 
Dad turned to my mother and said, "This is not Lingling's fault."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I returned the report card with my 
dad’s signature to the teacher, I noticed that my father did not sign 
the report card as usual when my report card had good grades, he 
wrote instead in the "Parent comment section: “This child is very 
diligent and hardworking. She is perseverant. She shall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in the future". 
  
    This incident had a great impact on me, a little girl of 
nine-year-old, being humbled by the teacher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for getting a grade of zero but met with my father's most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ing support. It etched on my mind and 
became a big shining light in my life. I learned to 'work even 
ha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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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unior High 
    
     When I was in junior high school, one day a family of five 
came to our door begging for food. My dad invited them into our 
dining room and asked them to be seated. He personally attended 
them and kept urging them to eat more. Afterwards he wrapped the 
uneaten food for them to take home. He also gave them some 
clothes and money. I learned the lesson: “people should not be put 
in a caste". I learned the meaning of true "sympathy and sharing.” 
  

With my Brother 
 
     In old times, every Chinese family wanted a son. After three 
daughters, mother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of course, she spoiled him. 
However, Dad had never let us three girls feel that our brother was 
any more special to him than any of us. I remember being skinny 
and small when I was eight years old. One day my mother told me to 
carry our chubby three-year-old brother to the playground to play. 
After walking for a certain distance, I was very sweaty.   I put my 
brother down for a rest. After the rest, I put him up on a roadside 
stand. I turned around and asked him to get on to my back, ready to 
carry him again. But my brother was naughty. While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he pushed my shoulders from behind forcefully. I fell 
forward on the pebbled ground. My right knee, right elbow and arm, 
and nose all started to bleed. I carried my brother home while 
crying in pain. My mother cleaned me while scolding me for not 
being careful. She said: “Fortunately, your brother was not hurt.” 
  
     That night, my dad came home. After hearing this, my brother 
was punished. My dad also told him in most strict terms that he 
should never deliberately push his sister in the future. I learned later 
my complaint caused disagreement between my parents and 
distressed my dad. Feeling my dad’s difficulty in my heart, I never 
complained easily after that incident. I learned to be "fair" and 
"forgiving ". To this day, I still carry three scars from that big fall, 
but have only the warmest memories of gratitude to my dad. Years 
later, my brother and I are not only siblings, but also good friends. 
What a wonderful turnaround! What a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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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the Pain 
 
     During our childhood, dad cut the hair of all of us kids. One 
day, my dad felt that the scissors were pulling my hair again, he 
asked me: "Lingling, does it hurt?" I replied cheerfully, "Dad, it 
doesn't hurt". Dad was very pleased. He praised me for being able to 
withstand the pain. I learned more about "endurance" and "not 
complaining". 
 

Not Base Money on Pursuits 
   
     After graduat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stayed at 
home for a year. I was admitted to the US Naval Institute. At that 
time, my monthly salary would be NT$3,500.00. But I thought the 
research work was more meaningful in the Institute of Chemistry of 
Academia Sinica. However, the Institute of Chemistry’s monthly 
salary was only NT$900.00. Dad encouraged me to pursue meaning 
rather than money. He told me not to think about the big gap in 
monthly salaries. I followed his advice and a few months later, I met 
Chao-Cheng Wang (Ferd), my husband, and this happened at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of Academia Sinica. What a wonderful 
arrangement God had made!  From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that  
“Idea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I have learned so much wisdom from my dad that I can use it 
all life long. Because of all these, I realized how amazing God's 
Grace has been! I am so thankful for all my blessings that God has 
given me through my father! 
 

  
 
 
 
 
 

 



 13 

與保祿相伴與主同行 (五) 
 

郭惠正 Paul Kuo 
 

保祿在凱撒勒雅監禁 (公元 57 – 59)  
 

保祿在第三次外出傳教後，回到了凱撒勒雅。如同以往，他總
是會前往耶路撒冷，向宗徒和長老們敘述他在外邦傳教的經歷
和教會的現況。在保祿一行人準備前往耶京述職前，有一個先
知，名叫阿加波，從猶太下來。他來到保祿前，拿起保祿的腰
帶，將自己的手腳捆綁了，說「聖神這樣說：猶太人要在耶路
撒冷捆綁這條腰帶的主人，將他交在外邦人手中」。他們一聽這
話，就勸保祿不要上耶路撒冷。保祿回答說：「你們為甚麼啼哭，
使我心碎呢？為了主耶穌的名，我不但準備受綑綁，而且也準
備死在耶路撒冷。」他們既無法阻止保祿，於是說「願主的旨
意成就罷！」 (宗 21 11-13) 當保祿完成他第三次外出傳教歸
來後，他知道他終將為主而殉難。正因為他的認知和對主耶穌
堅定的信德，他的內心充滿了基督的活力，他的一言一行都是
為了主耶穌基督而做。 
 
過了幾天，保祿和同行的門徒便收拾了行李出發前往耶路撒
冷。他們抵達後，弟兄們高興地接待了他們。第二天他們又去
見了雅各伯和眾長老們並向他們請安。之後，就將天主在外邦
人中藉他的服務所行的事，一一敘述了。他們聽完後，就一同
光榮天主。猶太人卻惡意地詆毀保祿在外邦人中傳教的不當，
説他不要給孩子行割損禮；又誣陷說他的傳教不因循律法例行
等等。宗徒和眾長老們便要求保祿帶四個有願在身的人去行取
潔禮。保祿就把這幾個人帶去，第二天同他們一起行了取潔禮，
以後進了聖殿，呈報取潔的日子何時滿期．何時為他們每人奉
獻供物。這樣作為使眾人知道保祿是個循規蹈矩，遵守法律的
人。當保祿在耶路撒冷聖殿內守取潔禮七天快結束前，有一群
由亞細亞來的猶太人見保祿在聖殿內，就煽動所有的群眾，向
他下手。他們一擁而上將保祿拉出聖殿外，要將他殺害，但幸
為羅馬的千夫長里息雅救下並下令將保祿帶回營內審問。因為
保祿本是羅馬公民。他們快到營地時，保祿向千夫長要求，允
許他向猶太人說幾句話。千夫長准許了，保祿於是站在台階上
向猶太人致詞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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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位仁人弟兄，諸位父老！請聽我現在對你們的分辯。」他
們聽見保祿用希伯來話向他們致辭，就更為安靜了。保祿說：「我
原是猶太人，生於基里基雅的塔爾索，卻在這城裏長大，在加
瑪裏耳足前，對祖傳的法律，曾受過精確的教育；對天主我也
是熱忱的，就如你們大家今天一樣。我曾迫害過這道，直到死
地；不論男女，逮捕綑綁送入獄中；就是大司祭和整個長老團，
都可給我作證；我從他們那裏領了給弟兄們的文書，往大馬士
革去，有意把那裏的這樣的人加以逮捕，帶到耶路撒冷來處罰。
當我前行臨近大馬士革時，約在中午，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
環射到我身上，我便跌在地上，聽見有聲音向我說：掃祿，掃
祿！你為甚麼迫害我？我回答說：主，你是誰？他向我說：我
就是你所迫害的那個納匝肋人耶穌。同我在一起的人，只看見
那光，卻聽不見那對我說話的聲音。我說：主！我當作甚麼？
主向我說：你起來，往大馬士革去，在那裏有人要告訴你，給
你派定當作的一切事。由於那光的炫耀，我看不見了，就由我
的同伴用手領著，進了大馬士革。有個人名叫阿納尼雅，是虔
誠守法的人，所有住在那裏的猶太人都稱譽他。他來見我，站
在旁邊向我說：掃祿兄弟，你看見罷！我當時向他一望，就看
見了他。他說：我們祖先的天主，預揀了你，叫你認識他的意
願，看見那位義者，並由他口中聽到聲音，因為你要向眾人，
對你所見所聞的事，為他作證人。現在你還遲延甚麼？起來領
洗，呼求他的名，洗除你的罪惡罷！我回到耶路撒冷，在殿裏
祈禱時，就神魂超拔，看見主向我說：趕緊，快快離開耶路撒
冷，因為這裏的人，將
不接受你為我作的證。
我就說：主！這是因為
他們知道：我經常把信
你的人下在監裏，並在
各會堂裏鞭打他們；當
你的證人斯德望的血傾
流時，我本人還站在旁
邊予以贊同，並且看守
殺他的人們的衣服！他
向我說：你去！因為我
要打發你到遠方外邦人那裏去。」（宗 22 1-21） 
 
之後，保祿被帶到在公議會上受審，他在法利塞人和撒杜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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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激烈地爭辯。千夫長只好再次將他帶回營裏。次夜，主基督
顯現給保祿說：「你放心罷！你怎樣在耶路撒冷為我作證，也該
怎樣在羅馬為我作證」(宗 23 11)。千夫長探知猶太人要殺害保
祿的陰謀，便委派了兩名百夫長，要他們預備二百名士兵，七
十名騎兵，二百名長槍手，並備妥牲口讓保祿騎上，在夜間的
第三時辰，出發前往凱撒勒雅，保祿因此平安地被解送到凱撒
勒雅的斐理斯總督那裏。 千夫長還寫了一封信叫士兵帶去給總
督：「喀勞狄裏息雅向總督斐理斯鈞座請安。這人為猶太人拿
住，快要被他們殺掉時，我聽說他是羅馬人，就帶軍隊到場，
把他救出。我想要知道他們所以控告他的緣由，就帶他下到他
們的公議會去。得知他被控告，是為了他們的法律問題，並沒
有任何該死或該監禁的罪行。有人告知我，將有陰謀陷害他。
我便立刻打發他到你這裏來，並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訴他。祝
你安好！」於是士兵照所命令的，夜間帶領保祿到了安提帕特；
第二天，讓騎兵跟保祿同去，別的就回到營裏。他們進了凱撒
勒雅，把信呈給總督，並引保祿到他面前。總督讀了信，便問
保祿是那一省的人；既查知他是基里基雅人，便說：「等控告你
的人來到，我再聽審你。」遂下令把保祿看守在黑落德王府裏。
（宗 23 23-35） 
 
大司祭阿納尼雅和幾個長老又帶了律師特爾突羅來到凱撒勒
雅，要向總督控告保祿。特爾突羅向總督控告説：「我們查出這
人實在是個危險人物。他鼓動天下的一切猶太人作亂，又是納
匝肋教派的魁首。他還企圖褻瀆聖殿，我們便把他抓住了。【本
想按我們的法律來審判他，可是千夫長裏息雅趕到，以武力將
他從我們手中奪去，命令控告他的人，到你這裏來。】。那些在
旁的猶太人也一起附和律師所控訴的一切。 
 
總督示意叫保祿說話，保祿於是開口說：「我知道你多年以來，
就作這民族的判官，所以我可放心為我自己的事作辯護。你能
夠查知：自從我上耶路撒冷來朝拜，到現在還不過十二天。他
們在聖殿裏，或在會堂裏，或在城內，沒有看見我同甚麼人爭
論，或集合過群眾。對於他們現在控告我的事，他們也不能向
你證明。但是有一點，我卻向你承認：就是我確是依照他們所
稱為異端的道，事奉祖先的天主；凡合乎法律及先知書上所記
載的一切，我都相信。我對天主所有的希望，也是他們自己所
期待的，就是義人及不義的人將要復活。因此，我自己勉力，
對天主對人時常保持良心無愧。我離開耶路撒冷多年以後，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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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裏，是為賙濟我國人，並呈獻祭物。這期間，有人見我
在聖殿裏行取潔禮，既沒有集眾，也沒有作亂。不過，只有幾
個從亞細亞來的猶太人，他們若有告我的事，他們應該到你面
前控告。或者，如果這裏的這些人，見我站在公議會前有甚麼
不對，他們儘可提出；即使有，無非是為了我站在他們中間所
喊的這一聲：為了死者的復活，我今天纔受你們審判。」(宗 24 
10-21) 總督聽完了保祿的回答，雖已明白了一切事由，卻有意
拖延，說要等息裏亞千夫長下來後再來審斷。 
 
他命百夫長看守保祿，且要從寬對待，也不要阻止他的近人來
接濟他。他和他猶太籍的妻子得魯息拉，也請保祿講論有關信
仰基督耶穌的道理。只是當保祿講論到公義、節操和將來的審
判時，斐理斯和息拉卻因心虛和害怕而驅逐了保祿。保祿在凱
撒勒雅受總督監管，其政治的因素大於宗教的因素。長老和總
督之間，只是利用保祿向耶路撒冷的掌權者索取政治上的利
益。猶太人的長老欲藉保祿傳播主耶穌由死者中復活而導致民
族動亂為由，蓄意殺害保祿，而羅馬總督斐理斯意欲以此向跟
隨保祿的人收取賄賂。保祿是以政治犯的身份受到監禁，卻始
終沒有被定罪。保祿也因此得以在這拘禁期間，繼續他傳教的
使命，信徒們也得以到他被拘禁的寓所聆聽和探望。待續… 
 ><> <><   ><> <><   ><> <><   

 幾句耶穌聖心禱文 
 

 耶穌聖心，天主之聖殿。 
 耶穌聖心，慈愛之聖所。 

 耶穌聖心，愛德之烈窰 
 耶穌聖心，諸德之深淵。 
 耶穌聖心，贖罪之犧牲。 
 耶穌聖心，我罪之補贖。 
 耶穌聖心，為我被刺傷。 
 耶穌聖心，為我而忍耐。 
 耶穌聖心，為我在等待… 

六月是耶穌聖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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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Ste.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 

聖瑪加利大 ∙瑪麗 ∙亞拉高（貞女） 
丁淑荃 

 
瑪加利大∙瑪麗∙亞拉高修女是推廣耶
穌聖心敬禮的有力啟發人。她於 1647 年
生於法國，是亞拉高夫婦的獨女。她從
小就與普通的孩子有異，愛安靜的祈禱，
常訪教堂。並在九歲初領聖體後，就對
自己無情的體罰，以致因嚴重的風濕病
而臥牀四年。這時， 她向聖母發願想進
入女修院， 她的病立刻痊愈。她遂在自
己的名字中加了“瑪麗＂。她常看到耶
穌在她面前顯現，但未對任何人談起，
她自以為那是常事。父親去世後，家中經濟一度被親戚所控，
在窮困中，她唯有在教堂的聖體龕前祈禱，才得到無限的慰藉。 
 
當她 17 歲時，家中經濟好轉，母親將她裝扮起來，要她多參加
社交活動。 一晚當她才由舞會上回來，還穿著盛裝，她突然見
到了在苦難中的耶穌，混身血跡斑斑。耶穌指控她竟完全忘記
了祂，耶穌讓她看到祂的聖心對她充滿了愛，因為她曾對祂的
母親瑪利亞許過願。瑪加利大·瑪麗想起了她多年前的許願，決
定實行。遂於 1671 年 5 月，她進入了法國在 Paray-le-Monial, 的
聖母訪親會女修院 (Visitation Convent)。 

在 1673 年的 12 月，耶穌要求她特別奉獻給祂的聖心，並允許
她將她的頭平安得枕在祂聖心上。祂的 “人心” 是祂聖愛的標
記。耶穌向她啟示了祂有多少美妙的聖愛等著向人們分施。 耶
穌向她解釋，祂需要她去向全世界告知耶穌聖心的大愛，祂選
了瑪加利大·瑪麗去做這個工作，去要求所有的人對耶穌聖心的
敬愛，並要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領受聖體，星期四舉行 “守
聖時”，默想耶穌在山園的祈禱和十字架的苦難，並在每年五旬
節之後的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舉行慶祝耶穌聖心的瞻禮。（今
年的耶穌聖心節在 6/24/2022）。瑪加利大·瑪麗曾經歷這樣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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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長達多年，直到她去世。在修院裏，對於這些所謂的顯現，
她被上級開始錯誤地判斷為幻影，也遭到了姐妹們的反對，以
至於她自己對它們的真實性都表示了懷疑。她最後還是說服了
她的長上 Mother de Saumaise，她目睹的是真實的。直到耶穌會
會士克勞德·德·拉·科隆比耶爾（Jesuit Claude de la Colombière）做
了她的神師之後，並堅信她的啟示不是神秘的幻想。到 1683
年，她才被修院徹底接受，並做了副院長。她僅在世 43 年，於
10/17/1690 被天主接去。她臨終時說：“我除了天主不需要他
物，將我自己完全沉浸在耶穌聖心內。 
 
她去世後，耶穌聖心瞻禮很快地被耶穌會奉行，但普世“教會”
在她過世 174 年後才正式接受。9/18/1864，教宗 Pius IX 封她
為真福，數年後她的墓被開啟，她肉身無恙，很快兩個痊愈奇
跡因她的代禱而發生。教宗 Benedict XV 於 5/13/1920 封她為聖
人。1928 年教宗 Pius XI 正式宣佈訂耶穌聖心節，要普世敬仰。
聖瑪加利大·瑪麗的聖日是 10 月 17 日。 

下面是耶穌對聖瑪加利大∙瑪麗的承諾的集合，也有利於聖心
的奉獻者： 

1.我會給他們所有必要的恩典。 
2.我將為他們的家人帶來和平。 
3.我會安慰他們的所有苦難。 
4.我將成為他們生命中，尤其是死   
  亡中的避風港。 
5.我將在他們的所有努力中傳播 
  最豐富的祝福。 
6.罪人將在我心中找到來源和無 
  限的憐憫之海。 
7.溫熱的靈魂將變得狂熱。 
8.熾烈的靈魂將很快升為完美。 
9.我願祝福那些將彰顯我聖心形 
  象的房屋。 
10.我將把最堅硬的心送給祭司。 
11.傳播這種奉獻精神的人的名字  
   會寫在我的心中，永遠不會被   
   取消。 
12.我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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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祈求天主 
 

吳祖明 
 
每逢父親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的天父。 以下是我今年對
祂的祈求。 
 
父啊，天地萬物無始無終的主宰，由於禰的仁慈，將禰唯一聖
子，委曲求全以耶穌基督之名，經無玷聖母來到人間，教導我
們什麼是“愛＂。使得人們在這個地球上開始瞭解並接受禰的
旨意。可惜，人們為了自我的私利，只有幾年的時間竟將禰的
聖子活活地釘死在十字架上。而禰卻用預定的奧秘，三天後使
祂復活，並顯現在人間，繼而升天，如今已與禰永遠受享於天
國。為了繼續發揚禰的愛，禰將稱為聖三的聖神，也派到人間，
以無形的聖化，繼續不斷的在人間散佈著“愛＂。 
 
父啊，請寬恕我們的罪過，在過去二十個世紀中, 人間發生了
有記錄的兩次世界大戰，不知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被犧牲了，並
有更多的人在爭奪彼此的利益中而喪生。然而，禰卻不斷地用
各種方式將禰的愛，繼續傳佈到人間。就在我成長三十多年的
教會生活中，就見證到多少位神父，他們自願放棄了各自熟悉
的環境，來到此間要努力地將禰的福音用愛的方式傳播著，使
更多的人因禰的名，而受洗。天父，感謝禰的大愛，在五月十
五日， 我見證了另一位來自中國的神父，在完成了本地的學業
後，又繼續在禰的祝福下，要去他城深造。請祝福他，在美完
成學業後，他會回到中國去傳播福音，因為那裏更有成千上萬
的“羊群＂等待著禰將要派去的好牧者。 
 
天父，祈求禰將“智慧＂賜給世界各國的領導者們。 讓他們放
棄彼此間的仇恨，用禰寬恕的方式來解決一切的衝突。特別是
最近發生在俄烏之間的戰爭。特選自：“630 期，恆毅雜誌，
李家同弟兄文，如果沒有仇恨，不可能有戰爭, 而戰爭迫使善
良的人去殺死善良的人。” 更祈求禰祝福中/美兩個大國，因為
他們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期望能在他們合作中增進適合
人生的產業, 進而促進世界的大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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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修會 
 

李 明 
 
   天主教有許多的特徵，其中之一就是修會。每個修會都有
他們的憲章和會衣（Habit 服裝），雖然我們不知道他們是屬於
那個修會，假如他們穿了會衣，我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會士，
男的是修士，女的是修女。 
 

 
修 士 的 會 衣 

 
小姑娘玩著穿修女的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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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修會究竟是什麼呢？以修會的宗旨（最基本的目的）
來做定義，修會是「靈修成聖的團體」或「團體性的靈修成聖」。
那就是志同道合的一些人，生活在一起，集體做神操，靈修… 
 

沙漠裏的隱修士 Desert Fathers 
 

    羅馬帝國在第四世紀初，停止了迫害基督徒的政策，給了
教會宗教的自由，天主教就慢慢地興旺起來。同時教會裏發生
了一個新現象：沙漠裏的隱修士（Hermits)，又名 Desert Fathers。 
 
    教會得到平安後，有些虔誠的信徒渴慕與主接近，避免世
俗的誘惑，減少世事的煩惱，離開了城市或村莊，到偏僻的荒
野地方，造一間茅屋或搭一個帳蓬，單獨地住在那裏，做祈禱
默想，與主會話相遇。這些信徒叫隱修士（Hermits)。附近的
教友會送他們食物和糧食。他們自己也種些蔬菜來補充一下。
同時他們為教友祈禱，在靈修上給教友一些指教。有名的隱修
士有沙漠長老之稱 Desert Fathers。 
 

修會的形成 
 

    雖然隱修士尋求的是單獨地與主同在，但是沙漠裏的隱修
士多了之後，因為他們是志同道合，他們發現有些活動可以一
起做。讀經，默想，休息，睡眠 – 個人；祈禱，用餐，學習，
種菜等等 - 集體。很自然地他們就建了一棟較大的房子，其中
每人有一間小臥室，其他的廚房，餐廳，教堂，教室等等都是
公用。這就是隱修院 Monastery 的開始。Monastery 的成員叫 
Monk。創始人往往是第一任的院長，以後的院長都是選的。隱
修院中有領導才能的那位也往往會被選當院長。隱修院的範
圍，吸引力，影響擴大了，這隱修院就變成了一個修會，同時
這隱修院也做了這修會的司令中心。一個隱修院的人數多了，
他們會到別處去建立一個分院。 
 

本篤，本篤會和其他修會 
 

    本篤出生於一個意大利的貴族家庭。由於天主的召叫，年
輕時就放棄了貴族的權利和奢侈的生活，做了個隱修士。本篤 
本來就有天賦的領導才能，隱修時培養了他的聖德又增加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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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他在世時建立了十二個隱修院，第一所隱修院1是在
Monte Cassino。本篤也為這隱修院寫了這修院的規律。這是有
名的本篤規律，Rules of St. Benedict。這規律顯示了本篤的智慧
和精神。規律很仔細，尤其是怎樣管理隱修院，並使所有的成
員和睦相處。這規律中有值得注意的幾點。本篤把隱修士一天
的生活分成三段。八小時的祈禱，八小時的睡眠，八小時的工
作，（工作包括勞動，讀經和做善工）。本篤又把工作和祈禱的
精神連起來：祈禱是他們的工作，工作是他們的祈禱。 
 
    本篤在世時已有很大的魄力和影響，他去世後，他的繼承
人把本篤建立的隱修院連起來，把所有的隱修士組織起來，變
成了一個修會；這是歐洲天主教的第一個大修會。因為這修會
實踐本篤的思想和精神，很自然地稱這修會 – 本篤會。本篤寫
的規律也就是本篤會的會規。 
 
    本篤會是修會的模範。因為本篤會的會規非常合情合理，
以後大大小小的修會在建立時，都參考本篤會的會規，不是完
全照抄，但總是採取本篤會規中的許多重點，因此許多修會的
性質都是大同小異的。所以本篤不但自己直接地對教會有貢
獻，並且對其他修會也可以說有間接的貢獻。 
 

修會的演變 
 
    隱修院和修會的目的是要他們的成員成聖。成聖包括愛主
愛人，只是愛天主而不愛世人的愛，不是天主喜歡的愛。只顧
自己成聖，不幫助別人成聖，還是不夠神聖。所以很自然地隱
修院旁邊有學校來幫助小孩子讀書識字。有講道口才的隱修士
帶領教友做避靜。關懷病人，照顧貧民，扶助移民，為人民服
務往往也是修會的使命。有時教會有異端邪說，假如某一修會
有人才的話，教宗就任命這修會去糾正那些異端邪說。天主教
的四大修會，本篤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和耶穌會都有傳教
的熱忱，他們有組織地派遣會士到非洲，亞洲，南美洲，中美
洲，北美洲去傳教。到不同文化的地區去傳教，好像是農業的
墾荒。非常辛苦。感謝修會往往把福傳當作他們的第二使命。 
                                                 
1 在這一千四百多年漫長的歲月中，這所隱修院已重建了好幾次。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在 1944 年又被錯誤地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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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會開始時總是由男士為男士建立的。但是女士對成聖，
對愛主不落後於男士。耶穌受難時婦女對耶穌的愛戴和忠心遠
遠地超過宗徒。所以修會建立後，就有許多婦女要求加入修會，
與男生一樣地接受修會的宗旨，符合修會的條件，遵守修會的
訓練和規律。修會面對著婦女渴望靈修成聖的需要，調整了自
己的結構，把修會組織成兩組，一組為修士，另一組為修女。
所以本篤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現在都有修士，修女。我們
不知道為什麼耶穌會沒有修女。不過有些女修會是依照耶穌會
會祖依納爵的精神和神操建立的，但是不使用耶穌會的名字。 
 
    正如男士為男士建立男修會，也有女士為女士建立女修會
的。在天主聖神的指引下和天主聖寵的助佑下，有才能的女士
就為婦女建立女修會。以下是三個很好的例子： 
 
嘉肋 Clare of Assisi，是方濟各 Francis of Assisi 的學生及好友，
建立了「貧窮嘉肋修會」Order of Poor Clares.  
 
伊麗莎白。安。席頓 Elizabeth Ann Seton（1774-1821）是美國
出生的第一位聖人。她的故事非常動人。她原來是聖公會的成
員。十九歲與席頓先生結婚，二人共育有五個子女。先生去世
後，她信了天主教。子女成長後，她做了修女。以後辦了一所
天主教的女校。又建了一個女修院。後來正式成為聖若瑟的慈
善修女會 Sisters of Charity of St. Joseph。 
 
印度的德肋撒修女出生於歐洲 Skopje, Macedonia,1910。她加入
的修會是教育印度貴族家的女兒的。這修會的使命不能滿足德
肋撒的愛人心願。她退出了這修會，創立了另一個女修會，The 
Order of the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愛德傳播修會。她的修會在
印度特別是為 「貧中之貧，憐中之憐」的人們服務的，Serve the 
poorest of the poor。這位修女的偉大得到了諾貝爾的和平獎。
現在她已被封為天主教的聖女。  
 

做修士/修女的條件 
 

    天主召叫了青年去當修士/修女後，他們就向吸引他們的修
會申請。接受後，要經過一段考驗時期來分辨「這修會與他（她）
是否相配。」假如適合，就正式學習這修會的生活，精神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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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一切都順利的話，在學習期滿時發願。這是臨時性的願。
三年或五年，臨時性的願要發兩次，最後發終身願。 
 
    「發願」究竟是什麼一回事？發願是給天主一個誠摯的許
諾，願意做這件好事，寧死不改變。違反自己發的願是犯不守
信用的大罪。 
 

大多數的修會有三個願： 
 
1。 神貧願 Poverty。放棄對財物的所有權。以前的財產，富 
    家子弟遺產的繼承權，都要放棄，或送人。做了修士/修女 
    後的收入，不屬於自己而是屬於修會。修會給零用錢。 
2。 貞潔願 Chastity。失去配偶的人，可以當修士/修女。但是  
    當了修士/修女，就不可以結婚。修士/修女犯了不潔的罪， 
    這罪是雙倍的嚴重。第一是違反天主誡命，第二是違反自   
    己的願，自己自願許給天主的諾言。 
3。 服從願 Obedience。上司的觀點，不一定會符合你的意見。 
    上司的決定不需要你的同意。上司可能是不對，你不服從   
    一定是不對。不管上司怎麼樣，你的服從不會不對。對既 
    聰明又有才能的修士/修女來說，這個願可能是最困難的。 
4。 耶穌會有第四個願。因為這個修會是在誓反教大批脫離教   
    會時建立的，所以他們的會祖依納爵再加上第四個願，那 
    就是無條件的忠心服從教宗。 
 

修會在教會的地位 
 
    天主教有無數的修會。每個國家有他們的修會，有些大的
教區也有他們的修會。每個修會都有重要的地位。我們最好用
另一種方式來賞識或分析修會的地位。他們是屬於誰的？ 
 
A。屬於教宗的四大修會，Pontifical Religious Orders.  
    1。 本篤會。  會祖 Benedict of Nursia 480 – 547 
    2。 方濟各會。會祖 Francis of Assisi 1182 – 1226 
    3。 多明我會。會祖 Domingo Guzman 1170 – 1221 
    4。 耶穌會。  會祖 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      
     從會祖的生死日期，可知這些修會的歷史大概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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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屬於主教的修會，Episcopal Religious Orders，由當地主教   
     批準而成立的修會，全世界這類的修會多不勝數。中國大    

     陸現在的女修會，大多數都是屬於這類的修會。 
 
C。國家性的修會，很難統計。但是我們有三個具體的例子： 
    鴉片戰爭打了敗仗後，中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西  
    方許多國家都侵略中國，佔領中國的土地，搶劫中國的財                                                       

     富。但是有些國家的天主教建立了特別的修會，到中國去    

     傳教，使中國人有機會聽到耶穌的福音而信主得救。譬如： 
 
  德國有 SVD 聖言會。 
  美國有 Maryknoll 瑪利諾修會。 
  愛爾蘭有 Columban 哥倫邦修會。 
 

天主教信徒的身份 
 

    根據梵蒂岡統計，天主教 2020 年的人口有 1.2 billions，十
二億，比中國人口少一些。但是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只有三種。 
 
1。 Laity –    平信徒：教友。 
2。 Clergy –   神職人員：主教，神父，執事。 
3。 Religious – 修會成員：修士，修女。 
    男修會裏有神父，但是他們的身份還算是屬於修會的成員。  
    假如修會的神父當了主教，他們就暫時不屬於修會，而是
 屬於教宗，一直到他們辭職或退休為止，然後再回到他們       
    原來的修會。 
 

修士修女的英文稱呼/名詞 
 
    Monk： 隱修院的隱修士（包括神父）。  
    Nun： 女隱修院的隱修女。 
 Brother：男修會裏沒有神父身份的會士。 
 Sister：  不是女隱修院的隱修女都稱 Sister。    
     
 以上是非常簡單的修會介紹。每個大修會至少有幾百年的
歷史，每位會祖的生平，都有許多精彩的故事。如有興趣做深
入的研究，有許多書籍可以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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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的奧蹟   
享受從天主而來的恩典 

 
徐朱恩荷 

 
 

    1960 年 12 月領洗至今已快要 62 年

了，在這期間有數不清的感恩。回想認識

主的道路真是很特別，我的大女兒麗斐在

五歲時生病，醫生開的藥，她全吐掉，也

不知帶她去了多少醫院？看了多少醫生？

她總是哭鬧，不願吃藥，使得我和我的先

生束手無策。有次我在買菜時碰到一個朋

友，她帶著她的孩子要去大堂。我問她，「大

堂是什麼？」她說是教堂，因為這所教堂

的神父是位醫師，他專門為生病的教友們

看病，她正預備帶著她的孩子去看病。我

問她，我的孩子可以請神父看看嗎？因為她病的難受，每天哭

鬧，我們已經走投無路，傷透了腦筋。 
 
    這位朋友說；「妳若相信主耶穌，妳就來吧，雖然我知道神
父是專門看教友們的病，但他很仁慈，我相信他會為妳的孩子
治病。」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教堂，也是我第一次遇到神父。神父為
麗斐看了病後，給她吃一種藥，看起來像是巧克力糖。麗斐吃
了神父給的藥，沒有把藥吐出來，不多久，麗斐的病也就痊癒
了。 
 
    我開始加入了慕道班，聽神父講道，那時麗斐下面還有妹
妹和弟弟，我帶著五歲的麗斐，四歲的麗華，三歲的治平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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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堂聽道理。治平太小，常在地上爬來爬去玩耍。但是神父 
給我授洗時，也讓我三個孩子與我在同一天領洗了。這一直是
我和孩子們津津樂道的事。小女兒麗慈生下不久，我也把她帶
到教堂領洗。只有我先生，因為工作忙碌，我同時也覺得他是
成年人，他應該自己知道，所以我從來沒有勸他參加慕道班。
但我每天祈禱的意向，總是希望他能成為基督徒。 
 
    在 2008 年，我先生，徐立超，突然說他想領洗。我告訴他，
天主教和基督教不同，天主教至少要聽一年的道理。他說沒問
題，他很認真地上慕道班，一年後，他自己覺得還需要再聽一
年，所以上了兩年的慕道班後，於 2010 年在徐卓越神父的主持
下領洗，吳祖明是他的代父。感謝主的恩典，我先生成為主內
弟兄後，也很熱心地參與教會的活動。 
 
    還有一件我很感恩的事，就是在台灣，每次我經過輔仁大
學，心中就會想，若是我兒子上大學時，可以考上輔仁大學，
那該有多好！時間在彈指一揮間，兒子也要考大學了。結果兒
子真的如我願，考上了輔仁大學。我得知此消息，高興的真是
難以形容！ 
 
    感謝主，現在兒子在加州的教會，也參與教堂服事主的工
作，媳婦和孫女也都是熱心的教友。 
 
    我年紀大了，兒女們也各有所成，且也都為人父母了。他
們已經不需要我再教導什麼，但我自己總結一生的經驗，我仍
然想要告訴他們及有緣的朋友︰「聖母媽媽為天主救贖工程的
付出，她的事跡，我們一定要牢記不忘，每天唸玫瑰經，經過
聖母媽媽在她聖子耶穌面前轉求，真的會幫助我們平安，並且
充滿喜樂地度過這一生。」  
 
    回想自己領洗後 60 多年的生活，蒙主的恩典實在太多，很
難詳述。有很多次，我都體驗到主的奇妙工作。每當我或是我
們家遇到什麼比較重大的事，或難以決定，或令人緊張焦慮，
在我們誦唸玫瑰經之後，總是變得很清明；更不要說很多危險
的緊急情況，最後總能化險為夷。本人想以這篇拙作，感謝耶
穌賜予我的恩典，同時表達我對聖母的敬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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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神父  解答 
 
路加福音十四:26 – 27，耶穌轉身向群眾說： 

「如果誰來就我，而不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女、
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不能做我的門徒。不論誰，若
不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不能做我的門徒。」 
 

 如果做不到耶穌上面所說的， 
 那麼我還能成為基督徒嗎？ 

 
 這個問題有兩部份。路加十四章 26 節是前部份。路加十  
 四章 27 節是後部份。這兩部份的答覆不一樣。 

我們先來處理路加福音十四章 27 節：「不論誰，若不背著自己
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不能做我的門徒。」耶穌背著祂的十
字架，領我們走向天國。假如我們不背我們自己的十字架，不
跟在耶穌的後面，我們怎麼能到達天國？門徒的定義就是跟著
師父。所以不跟隨耶穌就絕對不能做耶穌的門徒。 

現在我們來討論路加福音十四章 26 節： 「如果誰來就我，而
不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女、兄弟、姊妹，甚至自
己的性命，不能做我的門徒。」這個答覆就複雜了。 

假如不知道耶穌有其他教導的話，絕大多數的人讀了這句話
後，都會拒絕耶穌無理的要求。「為什麼我要惱恨自己的親人，
尤其是養育使我長大的父母，來投拜一個名叫耶穌的猶太人為
師父，做他的徒弟呢？」 

假如知道耶穌有其他教導的話，就不會相信耶穌會有這樣無理
的要求。這完全是相反耶穌的性格和哲學。耶穌的福音是愛，
他的傳教方式和目的也是愛，不是惱恨。 
 
以下是耶穌不會有這種無理要求的理由： 
1。 耶穌在山中聖訓說：「你們一向聽說過：你應愛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瑪五 43-44。耶穌教世人要愛他們的仇人，豈能要求做祂 
 的門徒反而要恨自己的近人？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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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主十誡的第四誡是孝順父母，照顧子女，兄弟姊妹要和  
 睦相處，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兒女、兄弟、姊妹無疑
 地是違反這條誡命。 

3。 天主十誡的第五誡是不可殺人。為什麼做耶穌的門徒要為
 害自己的生命？ 
4。 耶穌對宗徒說，我給你們一條新誡命，你們要彼此相愛， 
    如同我愛你們一樣。（若十三 34）。宗徒與宗徒之間是朋友 
    的關係，父母，子女，兄弟，姊妹是血肉的關係。耶穌不
 可能教導朋友間要彼此相愛，血肉間要彼此憎恨。 

5。 妻子是天主給男人的終身伴侶，他們要相親到合二為一， 
    變成一體，因此耶穌不准離婚。惱恨妻子不是要破壞合二    
    為一的婚姻嗎？  

6。 耶穌離家傳教時，祂沒有惱恨祂的母親。為什麼做祂的門   
    徒反而要惱恨自己的父母？在耶穌的十二位宗徒中，有兩 
    位（次雅各伯和猶達)是耶穌的堂兄弟或是表兄弟，耶穌可 
 以有堂兄弟或表兄弟和祂在一起，為什麼做祂的門徒要惱 
    恨自己的兄弟姊妹呢？ 
 
知道不知道耶穌有沒有其他的教導都不能回答「惱恨」家人這
個問題。所以我們要回到原來的問題再研究一下。「如果誰來就
我，而不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女、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不能做我的門徒。」 
 
這裏的惱恨不可能是無緣無故的惱恨。一般來說，我們的親人 
都願意我們跟隨耶穌，做祂的門徒，幫助世人得救升天。我們
要愛耶穌，同時也可以愛我們的家人，大多數的時候是沒有衝
突的。偶爾我們的家人可能阻礙我們跟隨耶穌道路，那就是他
們要我們犯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一定要做個選擇，並且一
定要選擇耶穌。所以路加就用了「惱恨」這兩個字。 
 
譬如：父親要女兒去做妓女，增加收入。母親教她的孩子到商
店裏去做小偷，減輕家裏的開支。兄弟姊妹出主意，開一家投
資的機構，為人家買，賣股票，借這機會偷錢。一位高級官員
娶了一個外國美女，後來知道她是間諜。被她迷了，要求他把
國家的安全秘密交給她的情報機構。在宗教受迫害時，反教可
以保持生命。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應該放棄他們，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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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中文用詞 

請教友在寫作談論宗教時，運用天主教的語言。 

英文 天主教的用詞 基督教的用詞 
   
God 天主 神，上帝 
Yahweh 雅威 耶和華 
Holy Spirit 聖神 聖靈 
Pray 祈禱，唸經      禱告 
Weekdays 星期一，二，三… 禮拜一，二，三… 
Sunday 主日 禮拜天 
Worship （望）彌撒 （做）禮拜 
Clergy 的稱呼 神父，執事 牧師，長老 
Parish 堂區 教堂，教會 
Parishioners 教友 兄弟姊妹 
Mary 瑪利亞，聖母 瑪利亞 
Joseph 若瑟 約瑟 
Apostles 宗徒 使徒 
Peter 伯多祿 彼得 
Paul 保祿 保羅 
James 雅各伯 雅各 
Matthew 瑪竇 馬太 
Mark 瑪爾谷 馬可 
John 若望 約翰 
Bless 降福 祝福 
Acts of Apostles 宗徒大事錄 使徒行傳 
Revelation 默示錄 啟示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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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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八月一日出版，截稿日期在七月十
五日。祈請讀者把相助你們專心祈禱的方式和你們默想後的心
得寫成文章，投稿在心聲發表與大家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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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年  四月贊助：感謝    徐朱恩荷             $  100.00 
            五月贊助：感謝    柳鍾霖  Sophie Wang      $  100.00 
            五月贊助：感謝    陳玉蕊  Bobbie Chang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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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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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