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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十月是天主教傳統的玫瑰月來恭敬聖母。這期心聲的封面是一串
唸珠，唸珠中間有象徵著愛的兩朵玫瑰花。歐陽文生弟兄在詩意
中把一遍聖母經當作一朵玫瑰花。一遍遍的聖母經是一朵朵的玫
瑰花，一串串的玫瑰經是一串串的玫瑰花來獻給聖母。 
 
李林玲玲姊妹寫的聖母瑪利亞的尊稱，說明瑪利亞的身份和她的
地位的高貴。我們有一個尊號已是很好了，瑪利亞無數的尊號。
這是因為她是天主之母。感謝李林玲玲的研究與我們分享。 
 
張志強神父 Father Eric 由巴黎來訪休士頓，給許多人帶來了極大
的喜樂。感謝陳著釧的「真心地追隨」文章，這篇文章隱約地揭
露了張志強的出身。越南戰爭逼著他的父母由越南逃難到法國巴
黎，開餐館謀生，以後父母來到休士頓，繼續餐館事業，幾年後
又回到巴黎。張志強不是在安居樂業的情況下出生長大的。天主
卻召叫了他。他獻身於主，在法國晉升司鐸，現在他在巴黎有名
的耶穌聖心聖堂服務。天主的做事，真是奇妙無窮！ 
 
美華的幾組查經班都在研究舊約的七本智慧書。徐卓越神父今年
春季參加了鄰近堂區的查經班，研究了聖雅各伯書。這是類似舊
約箴言的一本智慧書，這期心聲刊載了他的心得與大家分享。 
 
郭惠正弟兄花了一年的心血為心聲寫了七篇聖保祿宗徒生平的
文章。這期心聲刊載他最後的一篇。心聲的工作人員和所有的讀
者向他致上衷心的感謝。同時也慶祝他已是研究聖保祿的專家！ 
 
「有問必答」 在這期解釋了天主教教堂可以有聖人聖像的理
由。天主教教內還有過兩次 Iconoclasm 摧毀聖像運動的悲劇。 
 
吳祖明弟兄在他「憶往思維」的專欄中，每次都有他對世界時事
的觀察，並有英明的評論。最近英國女皇去世，他注意到擁護的
呼聲由 God save the Queen 變成了 God save the King. 更重要的
變化該是 God save the People！我們感謝他「主佑世人」的文章。 
 
82 歲的庇護十二（1939-1958）去世時，大家都認為沒有人能繼
承他的智慧，氣魄，威風，聖德等等。Oct. 28, 1958 樞機主教選
擇了一位 76 歲的 Angelo Rancalli 為新教宗，大家都很失望。Pope 
John XXIII 真是一點都不像 Pope Pius XII。豈不知在短短的五年
歲月中，這位老人家震動了整個天主教，全世界也因他而獲益。
心聲感謝丁淑荃姊妹為我們介紹了教宗聖若望二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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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串玫瑰花 
    （獻給聖母） 
      歐陽文生 
 
   我呈上的這串玫瑰花， 
   不是在市場裏買來的， 
   因為花店沒有這種花； 
   也不是在花園裏採的， 
   因為花卉盛開有季節。 
   其實這花原來是你的!  
 
   記得在很久很久之前， 
   你給我一棵小玫瑰樹， 
   它就種在我的心田裏； 
   由耶穌的活水所灌溉， 
   在聖神的陽光下長大， 
   現在它能神奇地開花。 
 
   每當我唸一遍聖母經， 
   這棵植物在我口唇上 
   就會盛開一朵玫瑰花。 
   假如我唸一串玫瑰經， 
   我就擁有一串玫瑰花， 
   來奉獻我對你的孝愛。     
 
   可是我的玫瑰不一致； 
   我知道在專心祈禱時 
   每朵花都是健全美麗， 
   我害怕在分心唸經時 
   每朵花就會帶著缺陷。 
   這串玫瑰花並不完美。 
 
   我雖是既卑賤又無能， 
   做事做不到十全十美， 
   對你的孝愛又是微弱， 
   但是我有顆感激的心； 
   所以我繼續唸玫瑰經， 
   感謝你給我救主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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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瑪利亞的尊稱 
 

李林玲玲 
 
    當瑪利亞是一位十四，十五歲年輕純潔的少女時，全知全能
的天父就經過天使加俾額爾，傳達了祂的旨意，告訴瑪利亞要成
為天主第二位聖子在世上的母親。三十幾年後，當瑪利亞的兒子
耶穌基督為了救贖人類，反而被人類釘在十字架上，在耶穌臨終
前，耶穌和在十字架旁，他的愛徒若望說： “這是你的母親。”
耶穌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要聖母做我們全人類的母親。 
 
    聖母瑪利亞不論在天父眼中，或是在聖子耶穌的眼中，都是
最完美無瑕，最有資格做為全人類的母親。因此，我們世人在這
兩千年來，對聖母敬以最偉大的德行和最崇高的地位，特別尊稱
她為天主之母，暱稱為我們的 “聖母媽媽”。 
 
    事實上，這兩千年來，我們對聖母有無數的尊稱，在聖母德
敘禱文中就提及了 49 個對聖母瑪利亞的稱號，例如: 聖瑪利亞，
天主聖母，童身之聖，基利斯督之母，至潔之母，無玷者母，可
愛者母，救世之母等等。 
 
聖母瑪利亞的無數的尊稱來自幾個不同的來源: 
 

1. 教會的信理：天主之母，卒世童貞，
無染原罪，聖母升天。 

2. 聖經記載的事件：教會之母，基督之
母，聖母進教之佑，榮福瑪利亞，母
后萬福。 

3. 聖母的顯現：法蒂瑪聖母，露德聖
母，瓜達露佩聖母，蓬曼聖母，中華
聖母。 

4. 象徵性: 光耀海星，海星聖母，玄義
玫瑰聖母，曉明之星，解結聖母。 

5. 聖母的德性：無玷聖心聖母，和平之
后聖母，可愛者母，貞潔之母。       聖母無染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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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所有對聖母瑪利亞的尊稱中，其中有四個最為重要，是由
天主教會特別訂定，被尊為對聖母瑪利亞的當信之道也就是“只
要是天主教徒都該堅信，誰若不信，便不是天主教徒＂。這四個
尊稱是: 

天主之母：431 年在厄弗所 Ephesus 大公會議
訂定。強調聖母和耶穌的母子關係，血肉關係，
實在存在。人與天主真有這密切關係，超越人
的智慧、理解。 
 
卒世童貞：649 年在拉特朗 Lateran 會議訂定。
肯定天主德能恩賜在聖母身上、產前、產時、
產後童貞、終生童貞、聖而無玷。 
 
無染原罪：1854 年教宗庇護 Pius 九世宣佈。
童貞瑪利亞在始孕時，曾因全能天主的特寵，

看人類救主基督耶穌的功績份上，防止了罪惡污染瑪利亞。 
 
聖母靈肉升天：1950 年教宗庇護 Pius 十二世訂定。肯定聖母得
到天主救贖，她在結束人間生活的過程後，靈魂與肉身一同蒙召
升天。 
 
在本堂美華教會中，歷來聖母軍的名稱如下: 光耀海星，玄義玫
瑰，和平之后，可愛者母，聖母進教之佑。 
 
 
 
 
 
 
 
 
 
 
 

         聖母榮召升天           加冕為天地之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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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地追隨 
 

陳著釧 
 
    今年暑假有一件開心大事，就是張志強神父由巴黎來訪，他
的到訪，把疫情帶來的陰霾，一掃而空。心情瞬間轉換為晴空萬
里。再次看到他，讓我體會到什麼是天主永恆的愛，天主對你的
照顧及保佑，絕對不改變，不論是一日或是千年，只要你真心地
去追隨天主，這個愛永世常存。 

   張家方  張承方  張志強神父  陳著釧 徐廣元  王清臨 朱華 

  攝於美華天主堂，2022 年 8 月 7 日 
  

    那一天接到張神父二位哥哥的電話，說要請去飲茶，因為有
人想和我們見面。當時我還說現在仍有疫情，不必客氣。後來知
道是 Father Eric ，驚喜不已，立即說好。 
 
    張神父他是出生在巴黎，父母是先由越南到法國，經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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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為生。80 年隨父母及三個哥哥來美國，落腳休士頓，繼續經 
營一家餐館。後來到十歲時，又和父母回巴黎，三個哥哥則留在
美國。中間張太太有回來看三個兒子，也和教堂的朋友見面聯繫。
當張慧明教友告訴我，Eric 在巴黎當了神父。十分驚喜。天主這
樣豐厚地賞報他們張家。他是第一位由中國家庭栽培出來，並在
巴黎晉鐸的當地人。想由家中栽培出一位神職人員，是多麼的不
容易。記得他那時在美華來上主日學，必穿著乾淨，一臉笑嘻嘻，
跟我兒子及其他孩子們高興地玩在一起，他們不是乖乖地慢走每
一步，而是跑來跑去，非常可愛的一群。他晉鐸時，好想飛去法
國向他的父母道賀。因雜務纏身，心想但事卻不成。 
 
    在 2011 去巴黎時，見到他的父母，也在他服務的教堂望了
彌撒。大家同去了艾飛爾鐵塔的二
樓上面吃法國甜點。那幾天，他的
父親駕車，帶我們去了好幾個教
堂，一進去就立刻和張太太跪下，
懇請求聖母保佑自己的兒女，求他
們有好工作，有美滿的家庭生活。
一邊求一邊流淚，孩子們的大事小
事都是我們的重要事，做父母的
心，只有天主明白。              張神父在巴黎服務的聖心聖堂  
                                     
    時光飛逝，現在他已是一位氣宇軒昂終身奉獻的神職人員。
現在在巴黎的聖心堂服務。這座教堂世界聞名，去的人數，排在
巴黎聖母院之後，但在羅浮宮及艾飛爾鐵塔之前。此教堂在
1885 年開始全天明供聖體（Perpetual Adora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 經歷過二次世界大戰，多次在炮火猛烈攻擊下，奇
蹟似的存活及繼續下去。 
                                       
    有教友跟我說，能夠去那裡參與明供聖體是一大心願。現在
知道張神父在那裏，就更想去。我多年前去過聖心教堂，那時是
個觀光客，但若是能夠再去，又看到他，該多好！希望心想事成。 
 
    從他的來訪，我看到天主的奇妙旨意。父母對子女的愛是無
條件及永恆的，跟天主對我們的也是一樣。但天主絕不放棄也永
不改變。我們也要真心地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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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書內的珍珠 
 

徐卓越 神父 
 

    今年春季在鄰近的聖多瑪斯，阿奎納堂區，我第六次參加了
聖經研究班。課程是新約的雅各伯書。研究方式是用聖經學者葛
文思 Jeff Cavins1 的錄像演講。演講後有小組討論，還有教課書
和問答題目做功課。這課程有十堂課，一共有十一次演講。我獲
益良多。這篇文章是介紹雅各伯書，與教友們分享這課程精彩的
內容，以及我對雅各伯書的賞識和心得。 
 

 雅各伯書的作者 
 
    這本書是誰寫的？雅各伯書當然是雅各伯寫的。但是新約裏
有二位有名的雅各伯。 
   1。宗徒長雅各伯，載伯德的兒子，若望的哥哥。    
      2。宗徒次雅各伯，阿爾斐的兒子，耶穌的弟兄，耶路撒 
         冷的第一任主教。耶穌是獨生子，他沒有親兄弟。但
      是猶太人的風俗與中國的一樣，他們對堂兄弟，表兄
      弟的稱呼和親兄弟一樣。 
 
    教會的傳統一直認為這本書是宗徒次雅各伯寫的。現在的聖
經學者認為這本書不是雅各伯親自寫的，而是他的門徒，以雅各
伯的思想，品格，教導，更重要的是以他的名義而寫的。 
 

雅各伯書的特殊 
 
    這本書排列在新約的書信中，但是除了「我（親愛）的弟兄
們」之外(共六次)，其他地方沒有一般書信的格式和氣氛。這本
書是勸告和鼓勵的文章，或是寫作的講道。對象是散居在羅馬帝
國猶太裔的基督徒。教會初期的中心是耶路撒冷，那時教會的領
袖是伯多祿，若望和次雅各伯。耶路撒冷教會對散居在各地信徒
的關懷，類如中國政府對全世界華僑的關懷一樣。 

                                                 
1 James, Pearls for Wise Living ©2009,Ascension Press, The Great Adventure   
 Catholic Bible Study Program, Author: Jeff  Cavins, Co-author：Sarah   
 Christm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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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伯全書共五章，是雙年常年期的第六，第七週平日彌撒
的讀經一；因為沒有被選為主日的讀經二，許多教友對這本書就
不太熟悉。但是在舉行傅油聖事時，神父總是恭讀雅各伯書來表
達並實踐教會對病人的祈禱和關懷。 
 
    所有的宗徒都是全心為耶穌傳播福音的，使世人得救。福傳
的工作有兩層，即傳教和牧靈。傳教是感化不信主的人信主做基
督徒。牧靈是輔導已信主的人做靈修成聖。每位宗徒都做傳教和
牧靈的兩層工作。但是保祿是重於傳教的宗徒。雅各伯是重於牧
靈的宗徒。所以雅各伯這本書是來輔助猶太裔的基督徒怎樣活出
基督徒的生命。 
 
    雖然教會初期的基督徒有許多不幸的遭遇，忍受政府的威脅
和迫害以及猶太教的敵視，但是最大的成聖困難還是自己人性的
軟弱和犯罪的傾向。所以雅各伯書就寫了許多格言性的指導：怎
樣控制克服自己，戰勝誘惑試探，活出有智慧的生命等等的鼓勵
和勸告。所以這本書是新約的智慧書，類似舊約的智慧書，箴言。 
 

葛文思學者對雅各伯書的賞識 
 
    一般信徒恭讀雅各伯書時就能得益不少，在葛文思學者的分
析下，這本書就變得更寶貴。葛文思特別賞識雅各伯的智慧和他
的牧靈指示。書中格言性的教導就像一顆顆的珍珠。所以他的錄
像演講有一個引人注意的題目﹕ 
 

雅各伯書，智慧生活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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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文思學者把雅各伯書的五章分成十段。他故意在每一段中 
只列出一顆珍珠，使學生（讀者）自己去找更多的珍珠。下面列
出葛文思分析的十段的章節和每段含有的珍珠： 
 
段落﹕章節    珍珠﹕   
 
1。 1:1-18 把一切試探考驗認為是喜樂的機會， 
  因為天主是諸恩之源… 
                                     
2。 1:19-27 要聽信並實行天主的聖言。聽而不行是自騙… 
              天主的聖言就像一面鏡子，照了鏡子後，不要 
  忘了自己的面貌… 
 
3。 2:1-13 不要以貌取(判斷)人，（不存偏見，不懷偏心…）。 
 
4。 2:14-26 沒有行為的信德是死的，沒有信德就不能得救。 
 
5。 3:1-12 不在言語上犯罪，控制舌頭做完人… 
  人的舌頭類似船的舵，決定航行方向（品格）。 
 
6。 3:13-18 真正智慧的特徵：純潔，和平，寬仁，柔順， 
  不偏不倚，沒有虛偽… 
 
7。   4:1-10 世俗的好友是天主的仇敵。 
       天主拒絕驕傲的人，卻賞賜寵愛謙遜的人。 
 
8。 4:11-5:6 你有什麼資格或權威來判斷人？ 
 
9。 5:7-12 像農夫一樣耐心地等待。 
 
10。 5:13-20 熱忱地為病人祈禱，給他傅油，使他康復。 
  救人的善工也就是拯救自己最有效的方案。 
 

珍珠的比喻 
 
    耶穌說：「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
一顆寶貴的珍珠，就去，賣掉他所有的一切，買了它。」 
瑪十三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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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葛文思的演講中，雅各伯書裏至少有十顆寶貴的珍珠。耶
穌比喻中的商人願意賣掉他所有的一切，去買那一顆寶貴的珍
珠，我們不必花錢就可以得到十顆珍珠，所以我們應該願意花些
時間去佔有那十顆寶貴的珍珠。設法在兩星期（十天）內，星期
一到星期五，每天花半個小時恭讀一段，默想一下，除了列出的
珍珠外，是否還能找到其他的珍珠。找不到也沒有關係，只要能
記住並佔有列出的十顆珍珠就夠了。假如能找更多的珍珠，那是
更好。找到的珍珠可以加在上頁的空項裏。 
 
    我們不必記住珍珠在雅各伯書內的章節，只要記住內容就可
以了。過了一段時間，很可能還會忘掉一半，但是擁有五顆寶貴
的珍珠也是一件不平凡的事。 
 
    葛文思把雅各伯的話以珍珠來形容，中國文化會把雅各伯格
言性的教導稱為金科玉律的成聖之道。讀完雅各伯書之後，希望
大家會喜歡把雅各伯書當作靈修的教科書。 
 

珍珠的形成 
 

心聲編輯室 
 
    這些美麗的珠粒，因為它們的罕有，與寶石一樣的高貴，因
此稱為珍珠，也是高貴的裝飾品。珍珠的產生是偶然的。貝類的 
生物（蚌，蛤蜊，蚝，蠔）有產生珍珠的能力。在這些貝類的貝
殼張開時，假如有砂粒、病毒、寄生蟲等異物侵入體內，這些貝
類就覺得很不舒服，類似我們眼睛裏有小沙粒一樣。但是牠們無
法把這些異物除掉，只能接受這些異物與它們共存。貝類這些生
物就分泌出大量的珍珠質把異物包起來，珍珠質不斷地累積加厚，
使異物圓滑，不再有刺激性，於是一顆有核珍珠就形成了。有些
珍珠的顏色又是光亮潤澤，非常可愛。但是珍珠的成長需要三年
到五年之久的時間。並且平圴一萬隻貝類生物中只有一隻會生產
有價值的珍珠。 
 

人工珍珠（養珠） 
 
    以上敘述的是自然珍珠，就是有專業的漁夫去捕這些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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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的貝類生物，也是供不應求。幾世紀之前，世人就開始研究
珍珠形成的過程，經過許多實驗，專家發現貝類中最能生產珍珠
的是生蠔（Oyster），選擇好了就對生蠔開刀動手術，即用人工把
預先做好的核心為異物放在生蠔體內，促使牠產生珍珠，這些異
物就變成了珍珠的核心。人工珍珠的形成與自然珍珠形成的過程
一樣。但是培殖養珠的專家，很自然地把這些能生產珍珠的生蠔
放在最理想的條件下成長。 
 

養珠生產的困難 
 
    有價值的自然珍珠很罕有，就是人工珍珠也不容易生產。預
先要選擇最健壯的生蠔，做好準備後，然後對這些生蠔開刀，用
手術把異物放入牠們體內。牠們受了重傷後，平均每 3 隻中能生
產珍珠的生蠔只有 2 隻能康復。康復也不等於能生產養珠（人工
珍珠），大概只有 25% 的生蠔會產生珍珠，並且在 4 粒珍珠中只
有 1 粒具有可以出售的質量。飼養 16 隻生蠔才能獲得一粒珍珠；
這是 6% 成效。培殖人工珍珠，不是一件容易的事：需要技術、
耐心、時間、金錢、還要靠天主的庇佑，一場風雨或一個紅潮可
以殺掉很多生蠔。所以珍珠的價格總是昂貴。 
 

珍珠是品德的好比喻 
 

    珍珠的形成是沙粒侵入貝類生物體內後慢慢開始的，生蠔必
須忍受很大的痛苦，才會產生一顆漂亮的珍珠。生蠔要在強大的
刺激下才會分泌出珍珠質，在無盡的痛苦中，才會不斷的分泌珍
珠質，痛苦，做掙扎，磨練自己。 
 
    修養品德和生產珍珠相似。世人的品德不是在歡樂幸福，一
帆風順的條件下修養出來的。不管是信望愛三德；正義，謹慎，
節制，勇敢四大德；或其他的美德，都是偉大、可敬、可愛、美
麗的人格和風度。但是它們形成的原因，即它們的出發點，都不
是美善而是醜陋的情況。譬如：愛德是去愛不可愛的人，望德是
在絕望的情況下不放棄，忍耐是在討厭煩惱的環境中不失落自我
控制，貞潔是不陷於各處色情的誘惑，勇敢是不受傷害威脅或恐
懼等的控制，寬恕是不計較，不報仇人家對我惡劣的言語行為…
生蠔痛苦辛苦地產生了珍珠，很受世人的賞識。世人痛苦辛苦地
修養了品德，一定也會很受天主的賞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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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祿相伴與主同行 (七) 
郭惠正 Paul Kuo 

 
保祿羅馬二次被囚及殉難 (公元 67) 

 

首次羅馬被囚獲釋後（公元 63 年），保祿繼續向外邦人傳教，遠
達西班牙。當時，羅馬皇帝尼祿（Emperor Nero AD 54 - 68）在
位，極度地迫害天主教會，保祿因而再次于耶京被捕，又再一次
被押解到羅馬，史稱「羅馬二次被囚」。公元 67 年，保祿為捍衛
主耶穌基督之名在羅馬遭受斬首之極刑，保祿為此獲得了聖人的
榮冠。普世教會在每年的 6 月 29 日，訂定為聖伯多祿和聖保祿
兩位聖人的主保瞻禮，來特別恭敬和紀念這兩位偉大的宗徒。（保
祿書信總論） 
 

   

 

 

 

 

 

 

 

 

    聖伯多祿                     聖保祿 

                           
路加所寫的宗徒大事錄，在保祿首次羅馬被囚獲釋後，就此完
結。其實，路加一直陪伴在保祿身邊，直到二次被囚殉難（弟後
4：11）。在這期間，他們的足跡沒有確切的記載。他們大致往來
於耶路撒冷；馬其頓和克里特島之間，而我們也只能由保祿寫給
他愛徒弟茂德的書信中，尋得保祿在二次囚禁前後所發生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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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絲馬跡。二次被囚，保祿被嚴禁與外界接觸，那些曾經陪伴在
他身旁的弟兄和門徒，或離或散。保祿更是在鎖鏈的束縳下，孤
寂地被囚禁在獄中。但他對天主的信賴卻更加堅定：「因為，天
主所賜給我們的，並非怯懦之神，而是大能，愛德和慎重之神」
（弟後 1：7）。他甘願為基督受苦，即使被鎖鏈束縳，也阻止不
了他為主基督傳播福音。他自知將不再獲釋，但仍有許多後事必
須交待給弟茂德，他多麼地渴望著能在羅馬與他的愛徒相見，但
弟茂德最終是否與保祿在羅馬訣別，路加並未記載。 
 
保祿寫給弟茂德的最後一封書信，如同遺囑般地寫道：「你要趕
快到我這裏來！德瑪斯因愛現世，已離棄我到得撒洛尼去了；克
勒斯刻去了迦拉達，弟鐸去了達耳瑪提雅，只有路加同我在一
起。你要帶着馬爾谷同你一起來，因為他在職務上為我是有用
的。至於提希苛，我派他到厄弗所去了。我留在特洛阿卡爾頗家
中的那件外衣，你來時務必帶上，還有那幾卷書，尤其是那些羊
皮卷。銅匠亞歷山大使我受了許多苦，主將照他所行的報應他。
這人你也要加意提防，因為他極力反抗我們的道理。在我初次過
堂時，沒有人在我身旁，眾人都離棄了我，願天主不歸罪於他們！
但是主卻在我左右，堅固了我，使福音的宣講藉着我而完成，使
一切外邦人都能聽見；我也從獅子口中被救了出來。」（弟後 4：
9-17） 
 
保祿聖宗徒這慈父般的口吻，流露著孤寂，滿懷著渴望，落莫中
散發著艱忍和勇氣，因為主基督的活力一直在他的心中澎湃，他
堅定的信德，要為主見證到最後一刻。他仍要傳承主的旨意給他
的門徒，囑咐他們要繼續為主基督作證，繼續在外邦人中傳播天
主的福音。書信的最後流露出他對那些一路相伴的信徒和弟兄們
的思念和祝福：「主要救我脫離各種凶惡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
進入他天上的國。願光榮歸於他，於無窮世之世！阿們。請問候
普黎斯加、阿桂拉和敖乃息佛洛一家。厄辣斯托仍留在格林多，
特洛斐摩因患病，我將他留在米肋托。你要趕快在冬天以前來
到。歐步羅、普登、理諾、克勞狄雅和所有的弟兄都問候你。願
主與你的心靈同在！願恩寵與你們同在！」（弟後 4：18-22）他
耳提面命般提醒弟茂德，奮力堅持，不論順逆，務必宣講。傳揚
福音的工作務要謹慎，忍受艱苦完成職務。他堅信「如果我們與
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必與他一同為王；
如果我們否認他，他也必要否認我們；如果我們不忠信，他仍然
是忠信的，因為他不能否認自己。」（弟後 2：11-13）書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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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寫到他的使命終將結束，他的工作已近尾聲，他已勝利在
望：「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
我已保持了。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了，就是主，
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不但賞給我，而且也賞
給一切愛慕他顯現的人。」（弟後 4：7-8） 聖宗徒這堅定的信德，
何嘗不也是留給我們的最後遺言和最永恆的鼓勵。 

保祿聖宗徒自他皈依主基督後，竭盡一生為主作證。他是天主所
揀選的器皿。為天主傳播福音從他歸化主基督的那一剎那開始，
已然成為他餘生的使命。我們身為普世教會的一份子，正是來自
他二十個世紀前所播下的種子。我們就是天主所要收割的麥子。
保祿宗徒為天主完成了「春蠶到死絲方盡，蠟炬成灰淚始乾」的
使命。 

主耶穌基督派遣了他的門徒和他特選的保祿宗徒，為牧養祂的羊
群，為建立祂的教會，他們和耶穌基督一樣，就是那掉落在地裏
死去的麥子（若 12：24）。如今，這些麥子已長成擁有超過 13
億信徒，即我們所共享的普世教會。這是天國的工程，由主耶穌
基督和宗徒們播種，藉聖神澆灌恩寵，培育那埋在我們心靈深處
的種子，使我們在宗徒傳下來的教會內成長並分享那來自天主的
恩寵。聖保祿宗徒在外邦的天主子民中如此辛勤的耕耘，他真是
一位偉大的宗徒。 
 

    
掃祿在大馬士革路上歸化，天上有道光環射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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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祿宗徒生平事蹟一覽表 
公元 事蹟 

2-3 出生于小亞細亞的基里基雅省首都塔爾索。猶太人本

雅明派。羅馬公民。 

3-33 成長；求學；深造。拜師於加瑪里耳經師。深諳猶太

教律和神學。習得法利塞人織帳幕的手藝。 

33-36 耶穌升天後，竭力迫害天主教會和跟隨基督的信徒。

36-38 于大馬士革歸化基督。後退居阿刺伯曠野，退省並修

習宗徒的事務。三年後返回大馬士革，開始傳道。 

39-43 前往耶路撒冷拜見伯多祿。由巴爾納伯接待引見其他

宗徒。後返回故鄉塔爾索傳教。 

43-45 接受巴爾納伯的邀請，以「外邦宗徒」的身份，為基

督傳播福音。三次由安提約基雅出發，向外邦傳教。

45-48 首次奉命與巴爾納伯外出傳教。足跡遍佈小亞細亞的

中西部和南部。 

49-50 初次外出傳教結束。參加首屆宗徒會議，向宗徒們報

告在外邦傳教的事跡。 

50-52 二次外出傳教。因聖神異像，被召往馬其頓的斐理伯。

先在得撒洛尼建教。後於格林多建教。 

53-58 三次外出傳教。在厄弗所建教，在全亞細亞省傳播福

音。再次前往格林多，停留三個月後，返回耶京。 

58-60 在耶路撒冷聖殿內，遭遇猶太人攻擊被捕，為羅馬人

救出。在公議會受審，後解至凱撒勒雅，被囚兩年。

獲准向凱撒上訴，判由水路解往羅馬。 

60-63 羅馬首次被囚－由皇家管理營的百夫長，解往羅馬。

在亞得里亞海的默里達島附近覆舟，在島上顯奇蹟。

停留了三個月後，駛往羅馬。囚居兩年。 

63-67 羅馬二次被囚－時尼祿迫害天主教會期間，保祿再度

於耶京被捕，由凱撒勒雅解往羅馬。公元 67 年，受斬

首之刑，為主殉難。獄中所寫的弟茂德後書是保祿的

最後一封書信，被視為保祿的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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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後感觸 
 
一年前，徐卓越神父邀請我在心聲上投稿，分享一下我對聖保祿
宗徒的認識和他對我的影響。也正好因為我們在讀經班才剛把宗
徒大事錄和保祿書信很完整地讀完，滿懷著對聖保祿宗徒的熱情
和感動，於是就欣然地答應了神父。一年很快地就過去了，我也
終於在今年十月份的心聲完成了最後一篇。還蠻有一點點小小的
成就感。實在感謝徐神父的邀請和鼓勵，使我得以堅持完成這稍
稍帶著一種使命感的任務。 
 
記得上高中時，我們的第一節英文課，老師要我們選一個自己喜
愛的英文名字，輪到我的時候，滿腦子的名字不知要說那一個，
嘴裡突然冒出「Oliver」。老師看看我，有些訝異然後搖搖頭說：
「這個名字不像是你」，我一臉的尷尬不知如何是好。然後他說：
「你的聖名是什麼？」我說： 「保祿」。他說：「那你就叫「Paul」，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名字，很適合你」。其實在那時．只覺得是一
個很普通的英文名字，且師命難違。而今我卻特別喜歡這個名
字。現在想想，原來那麼早以前就已經和保祿宗徒結下此緣。 
 
在這一年中，反覆不斷地閱讀宗徒大事錄和保祿書信，想著一步
一步地跟隨著聖保祿宗徒的腳印，可以說愛不釋手。開始閱讀時
有些迫不及侍，想快快地讀完，後來慢了下來，捨不得一下子把
它們都讀完了。後來又匆忙地讀，怕是跟不上他們的腳步。總之，
似乎在不知不覺中，已完全與他們在一個時空中同步。那種感覺
已不再只是閱讀而已，而是全神灌注地在聆聽，聆聽聖保祿宗徒
的福傳。那是有聲的，有影像有氣息的，有目光有凝視的，會在
感動中淚水盈眶的。他所說的一切，只有一個中心，一個主題，
那就是天主之子—耶穌基督。 
 
感謝聖保祿宗徒的傳道授業和解惑。是天主聖神的指引，使我更
認識了聖保祿宗徒的一生和他的一言一行。他真是我信仰生活的
導師。 

郭惠正，2022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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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專欄   霍慧林 
 

徐卓越 神父解答 
 
智慧篇 14:7-12﹕ 
木頭如使用得當，是可祝福的；但是，人手造的木偶和木偶的製
造者，卻是可詛咒的：製造者，因為他造了木偶；木偶，因為雖
是腐敗的東西，竟被稱為神。不虔敬的人，與他行的不虔敬的事，
同樣為天主所憎惡；所以，木偶與造木偶的，都必遭受懲罰。為
此，天主必要懲罰列邦的偶像，因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了
可憎之物，成了人們靈魂的障礙，作了愚人腳前的陷阱。發明偶
像，是淫亂的開端；創造偶像，是人生的腐敗。 
 
智慧篇 15:6-11﹕ 
凡製造、愛慕、恭敬偶像的，實是邪惡的情人，只堪將希望寄於
無靈之物。有個陶人用力摶軟泥，製成各種器皿，以供我們使用；
但是，他可用同樣的泥土，做成為潔淨事用的器皿，同樣，也可
做成為卑污事用的器皿；至於，每件作何用途，皆由陶人斷定。
後來，他竟枉費心機，將同樣的泥土，捏成一個虛無的神像，不
想自己不久以前，原是由土造成的；不久以後，天主向他索還靈
魂時，還要歸於土。他並不想死亡將至，生命短促，只圖與金匠
銀匠競爭，仿效銅匠，以製造虛偽之物為榮。他的心已如死灰，
他的希望比塵埃還卑微，他的生命比泥土更卑賤。因為，他竟不
知是誰創造了他，是誰賦給了他一個行動的靈魂，是誰向他吹了
生命的氣息。 
 

我常認為觀音菩薩和彌勒佛都是偶像。有次一位佛教的朋
友對我說，難道天主教的十字架上的耶穌，還有聖母及許

多聖人像，不也是人雕刻出來的作品？你們對著牆壁上的十四處
苦路拜苦路，難道不是拜偶像？為什麼你認為我們的觀音菩薩和
彌勒佛是偶像，而你們天主教堂的雕像卻不是偶像？ 
 

這位佛教的朋友還算是客氣，只是說「你們天主教不是與
我們佛教一樣嗎？」基督教就毫不客氣地指責天主教與其

他邪教一樣地崇拜偶像。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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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智慧書的兩段 14:7-12 及 15:6-11 是指出崇拜偶像的愚
蠢與愚妄。崇拜偶像不但是犯罪，還有天主嚴厲的懲罰。但是智
慧書沒有說出為什麼不可以崇拜偶像的理由。理由是在天主十誡
中的第一條：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領你出了埃及
地、奴隸之所。除我之外，你不可有別的神。
不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
下水中之物的雕像。不可叩拜這些像，也不
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
天主；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
父親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凡愛
慕我和遵守我誡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
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出二十 2-6。申五 6-10。 
 

    天主十誡的第一誡有兩大要點。 
 1。 天主，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是唯一的真神。 
    2。 其他的神靈都是邪神，天主不准世人叩拜邪神， 
        也不准世人製造邪神的雕像及朝拜他們的偶像。 
 
    把思想，名利，金錢，權威，名人，妖怪，動物（蛟龍，鳳
凰…），天地，日月星球，山林江河，風雨雷電，火煙等認為是
神靈來代替真神的都是邪神（敵對天主的都是邪神）。分析起來，
許多所謂的「主義」：共產主義，無神主義，娛樂主義，自由主
義…也是敵對天主的。被世人認為是神靈的受造物，都是邪神，
這些宗教往往有平面的圖像和雕刻的立體像來代表他們的神靈。 
 
    因為其他宗教信的都是邪神，所以他們宗教平面的畫和立體
的像都是偶像，天主教信的是真神，創造萬物的真天主。所以天
主教十字架上的耶穌，聖母，聖人及天使的平面的畫和立體的像
都是天主的家人，親人，朋友的像。天主教的聖像不是偶像，因
為他們與邪神無關。他們是光榮天主的親友。相反的，輕視，藐
視，忽略天主的家人，親人，聖人，甚至侮辱或摧毀聖人的圖像，
這些行為絕對不會中悅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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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教外的人士時常指責天主教既無知又糊塗，為何天主
教的神學家不花些時間在聖經裏查一查禁止叩拜偶像的章節？
反而糊里糊塗地鼓勵無知的信徒去朝拜耶穌，瑪利亞，聖人，天
使的偶像。他們完全不知道天主教對恭敬聖像有深入的研究。並
且在希臘文化的東羅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在第八世紀和第九世紀，天主教教內還有一章悲慘的
「Iconoclasm 摧毀聖像運動」的掙扎歷史。 
 
    在第六，第七世紀的羅馬帝國東部幾省的區域，因為那時大
多數的平民不識字，教會運用聖像來表達，堅強信德越來越流行， 
因為世人對聖像是非常的尊敬，往往對聖像有朝拜性的表示。同
時也有許多人反對教堂裏有耶穌和聖人的聖像。聖像越流行，這
些人的反對情緒也就越激烈。 
 
    中世紀的世界中心不是在歐洲，而是在小亞西亞以君士坦丁
堡為首都的拜占庭帝國（東羅馬帝國），天主教幾乎是這帝國的
國教，也是這帝國政府的重要部份，因此教會就被這帝國所控
制，教會也往往反映著拜占庭帝皇的宗教思想和態度。假如帝皇
不喜歡教堂內有耶穌，聖母，聖人，天使圖像的話，那麼這些聖
像就會不見。 
 
    拜占庭帝國有兩次摧毀聖像的運動 Iconoclasm。第一次有 57
年之久（730-787），第二次有 27 年之久（815-842）。在摧毀聖
像運動時期，帝皇派遣軍隊，或熱忱的聖像摧毀員，到所有的教
堂和隱修院去消除聖像；如有反抗，就用暴力把這些既神聖又珍
貴的聖像摧毀掉。當然也有愛好聖像的信徒躲藏了這些聖像。兩
次的結束，是由兩位皇后執政有權後才改變了政策。第一次結束
摧毀聖像運動的是皇后 Irene。為肯定恭敬聖像是否違反聖經的
天主十誡，皇后 Irene 就召叫了所有主教和神學專家，開了一個
教會的大公會議，即第二屆尼西亞大公會議 II Nicea Counil
（787），討論聖像的問題。 
 
  1。聖經有沒有禁止世人製造天主自己和祂聖人的圖像？ 
  2。泥土，木材，金屬是否有適合做聖像材料的高貴性？ 
 
    在第一條誡命中，天主強烈地禁止世人製造邪神的圖像。並
警告叩拜偶像的人有嚴厲的懲罰。但是聖經沒有在任何地方說世
人不可以有天主自己和祂聖人的肖像。聖經本身有一大原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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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的不可刪掉，聖經沒有的不可插入。依照聖經的原則，教堂
有聖像，信徒恭敬聖像沒有天主的反對。泥土，木材，金屬都是
天主造的，只要不是罪惡的，都可以做聖像的材料。 
 
    787 年的第二屆尼西亞大公會議應該一勞永逸地解決了恭
敬聖像的問題，但是在 815 年又開始了第二次的摧毀聖像運動。
其實歷史上還有第三次的摧毀聖像運動，那是基督教宣佈脫離天
主教之後的事。基督教的前身就是天主教，剛開始否認是天主教
的時候，基督教的教堂都是天主教的教堂，教堂裏有無數神聖寶
貴並有藝術價值的平面的畫和立體的像，但是都被基督教有系統
地毀滅了，甚至十字上的耶穌苦像也沒有了。 
 
    天主教的神學說信徒可以恭敬耶穌，聖母，聖人及天使們的
圖像。但是天主教警告教友，要非常小心，對教理要懂得徹底明
白，免得教外人士指責天主教叩拜偶像。雖然如此，有些天主教
信徒的行為，在外教人的眼中，不免有朝拜偶像的印象。 
 

恭敬聖像的教理和心態 
 

1。 恭敬聖人及聖像的熱忱和程度不可超過天主。假如超過天 
    主的話，不管聖人是誰，他（她）就代替了天主，做了邪 
    神。恭敬他們的聖像也就變成了朝拜偶像。解決這問題不 
    是減低對聖人的熱忱，而是對天主的熱忱增加得更高。 
2。 在聖像前的祈禱：祈禱的對象是天主，也只可以是天主；  
    所以我們不可以向聖人祈禱。甚至耶穌也從來沒有說要對 
    他做祈禱，耶穌教導我們怎樣祈禱，為我們祈禱，領我們 
 祈禱，耶穌自己也向天父祈禱。我們說向聖人祈禱的意思 
 是請他們為我們代禱，因為他們與天主很接近。 
3。 向聖人求恩：恩賜是天主給的，聖人雖然地位很高，他們       
    沒有恩典可以賜予，因為所有的恩賜都是屬於天主的。因   
    此我們向聖人求恩也是請他們為我們轉求。既然如此，我 
    們為什麼要請聖人轉求，自己直接向主祈求，不是更好嗎？ 
4。 我們需要聖人的代禱和轉求：我們有什麼資格可以和天主 
    直接講話？還把天主當作我們一呼就應的僕人？並且可以
 隨時隨地吩咐天主我們需要些什麼？天主根本就不必理會
 我們！所以祈禱時有天主的親人為我們轉求會更有效。因    
    此教會的祈禱總是以藉著基督，或因基督之名而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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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御座  Mercy Seat 
 
天主詳細地指示梅瑟怎樣造約櫃來儲藏天主十誡，世人與天主訂

立的盟約。約櫃的蓋有特殊的名字還有特殊的設計： 

用純金做贖罪蓋，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在贖罪蓋的兩端用鎚工造一對金革魯賓(天使)， 
在這端做一個革魯賓，在那端做一個革魯賓， 
應使兩端的革魯賓與贖罪蓋連在一起。 
革魯賓的翅膀應伸開遮住贖罪蓋； 
他們的臉彼此相對，面朝贖罪蓋。 
蓋安裝在約櫃上面， 
將我交給你的約版放在櫃內。 
                             出二十五 17-22.  
 

兩位天使的姿勢形成一張椅子，即「慈悲御座」，(請看上面的

圖像)。天主坐在那裏受世人的崇拜，廣施慈悲或審判罪惡。 
 
但是天主十誡的第一條又是這樣說的：「上主你的天主，是我領
你出了埃及地、奴隸之所。除我之外，你不可有別的神。不可為
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不可叩
拜這些像，也不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
請問反對在教堂裏有聖人及天使圖像和雕像的猶太教和基督教
信徒，你們怎樣解釋這個很明顯的矛盾?  

         天主教答案下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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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思維 

主佑世人 
 

吳祖明 
 

在位 70 年之久的英國女王，伊莉莎白二世最近在平安中去世，
享年 96 歳，可說是長壽了！按照英國皇室規定， 長子查理斯三
世立即就位為國王，在眾臣歡呼：“God save the King!” 聲中默認
了。雖然公開的正式加冕儀式，將於何日何地詳細內情尚未決
定。蓋棺論定，綜觀英國輿論，一般民眾對女王在位的一生頗有
好感，而對未來的皇室則表示擔憂，其中當然有著先天和未來的
不定因素，尚看來日。 
 
二十世紀開始以來，英國國力日漸衰微，繼而代之而起的美國，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幾乎霸佔了整個地球上的經濟，武力甚至政
治。有人說美國做了世界警察，並無過分。追究起因當然很多，
大概可分三點：（1）天賜的地大物博，（2）承受了歐美地區良好
的宗教及政治基礎，（3）開放了以民為貴的移民政策，廣泛接納， 
歡迎專家移民。不幸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上列三個
原本造就成為美麗之國的因素，被某些政客用來做為“私利”，並
在兩黨之間相互攻擊，以致造成國內及國際間的許多重大衝突及
不和，甚為可惜，讓人心痛。 
 
反觀在一個世紀前被英國用槍炮打開了封建大門的中國, 卻在
韜光養晦中，不斷地改革，開發，建設，學習了許多歐美的長處，
雖然在宗教上還未遵守天主教的許多教理，卻保留著幾千年來與
基督精神相類似的道德理念。正因為半個世紀以來，國內從未遭
受到戰亂，與多數鄰國和平相處，並推動經濟發展，被聯合國評
為世上最有效的脫貧國家，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 
 
祈求天主賜予智慧給中美兩國的領導，將兩國固有的傳統優勢，
以民為主，無私地傳承下去，並防患任何在人為的惡毒，如同病
毒一般的零忍耐。在這玫瑰月的十月裏更應依靠“萬民之母” 的
聖母將我們的祈禱意願轉求給天主，為世人追求和平， 高呼 
“God save the People”.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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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我 
 

教宗聖若望二十三世 
 

丁淑荃 
 

聖若望二十三世 (1881-1963)    
享年 82 歲.。生前給人的印象是
一團和氣，風趣幽默，身材魁
偉。眾人都尊稱他 “The Good 
Pope” 好教宗。好教宗至少有
六點需要特別介紹： 
1. 富貴不能淫，安貧樂道 

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生於意大利北部的一個小
農村，他是活下的 13 個孩
子中的老三, 他 11 歲即離
家修道，到 76 歲成教宗後，
都未曾為他自己或家庭謀
財。他在遺囑上寫：“生雖
窮，人被重，樂亡貧。＂ 

2. 全力拯救落難的猶太人 
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時，Roncalli 去醫院做侍者後做隨隊
軍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以總主教身份在土耳其與希臘
做梵蒂岡大使。他引用職權簽發有效證件，使大量落難的猶
太人，可自由逃離歐洲。戰爭後，他也受到了“紀念大屠殺
協會” 的真誠表揚。 

3. 教宗若望二十三世在消除 “古巴火箭危機” 中，擔任了主要
推手 1962 年的 10 月, 當美國突然發現俄國在古巴設置了火
箭發射站，大驚之餘也打算啟用設在土耳其的火箭發射. 核
子大戰隨時都可爆發。甘迺迪總統 (JFK) 向教宗若望二十三
世電話求助.。教宗即在梵蒂岡電臺向全世界廣播，尤其是對
美國的 JFK 和俄國的克魯雪夫（Khrushchev）。他說：“我們
請求兩國的元首不要裝聾，而聽不到人類的呼叫，“和平！ 和
平！”克魯雪夫被感動了， 說：“ OK， 我就來做和平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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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久俄國就由古巴撤走了火箭，消滅了一場災難。幾個月後，
教宗頒發了通諭 “和平於世”。呼籲所有愛喜訊的人們，全世
界的人們當和睦相處。 

4. Roncalli 自己都沒有想到在 1958 年他會以 76 高齡被選為教
宗，而他也讓選他的樞機主教們吃驚，他召開了梵蒂岡第二
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由 10/11/1962 – 1/25/1965。其
間不幸，教宗於 1963 年去世，繼任教宗保祿六世繼續完成
會議。 

5. 梵二是第一次教會的自我更新，具有里程碑意義的會議。天 
主教會屬於全世界每一個民族，教會也更重視各地的特有文
化，舉行禮儀時，各地方的教會可採用地方自己的文字語言
來表達, 祭臺移前，神父在祭臺後，面對教友主持祭典。給
與平信徒們更多的使命和責任，強調教會內神職人員與教友
們的共融與合作。教宗若望二十三世將原有的 70 位樞機主教
團增加到 85 位，如此可由非洲，日本和菲律賓首次增選樞機
主教，以達到世界大同。提倡基督徒的合一，提倡和姐妹教
會的和解以及和兄弟團體的包容。教會願意傾聽其他宗教信
仰和無宗教信仰人士的心聲。梵二為天主教會在現代世界中
重新定位。                                                

6. 不同於其他聖人的封聖，
須有兩個奇跡，教宗若望
二十三世僅顯了一個奇
跡。專家稱由於他的廣受
愛載，和他是具有重大意
義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議的召集人，再加上在
1963 年時對古時孚眾望封
聖的習俗仍有效。現任教
宗方濟各於 4/27/2014 在
羅馬同日冊封教宗聖若望
二十三世及教宗聖若望保
祿二世。教宗聖若望二十
三世的聖日（主保日）不
是用傳統的面見天主的日
子，即忌日而是訂位於 10
月 11 日，梵二開幕紀念日。 
                          Time Cover, January 4,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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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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articles can be written in English.  
  
    心聲下期將於 2022 年十二月一日出版，截稿日期在十一月
十五日。十二月一開始就在將臨期內。投稿文章可以把將臨期和
聖誕節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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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贊助：感謝 David Law/Victoria Law   $200 
2022 年  八月贊助：感謝 趙建華，黃昭子    $250 
2022 年  八月贊助：感謝 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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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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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