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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業團的協助人



「認識耶穌基督，讓他人認識祂，把祂帶到所有地方。」聖施禮華這樣表達他最深切、衷心 
的願望之一。自1950年以來，透過主業團的協助人與團員們的祈禱和支持，他們在五大洲眾 
多的使徒冒險事工，使這願望成為事實。幾年後，聖施禮華說：「今天，彷彿是個夢境，受 
到祝福的美夢，在大城市邊緣的許多貧民窟裡成為現實，在那裡我們以愛接待他們，關注凝
視著他們的眼睛，因為我們一視同仁。」

耶穌基督想要跟世上每個人親密的合而為一 ，尤其是那些最脆弱或沒有防禦力的人。「我實在 
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25:40）這個教 
導是我們『看護者的聖召』對待每個人的核心原因，也是教宗方濟各不斷堅持的一點，對我 
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挑戰。

從一開始，聖施禮華就樂於依靠許多協助人（包括非天主教徒、非基督教徒和非信徒）的支
持。他們受到他的感召，熱切的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並發現天主離他們很近。主業團的團
員每天懷著感恩之情為協助人祈禱，使他們每個人透過喜樂的回應「看護者的聖召」，也能
找到天主微笑和感恩的面容。

主業團監督
范康仁蒙席



主業團
是什麼 ?



主業團是聖施禮華於 1928年 10月 2日所創辦
的一個天主教的組織。它的全名是「聖十字架
及主業監督團」，也可簡稱為「主業團」或「天主
的事業」。
　　主業團的宗旨是為教會的福傳使命作出貢
獻，提倡社會各階層人士，在日常生活情況
下，特別在聖化個人的工作時，活出合乎基督
教信仰的生活。
　　主業團的訊息是，每一項有價值及誠實的
工作均可成為一種光榮天主的活動。對聖施禮
華而言，聖化工作意味着依照耶穌基督的精神
辦事：認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藉以光榮天主
及服務他人，以這方式為聖化這個世界作出貢
獻。

主業團為她所有的信眾及其他欲參與這些活動
的人士提供宗教和屬靈的培育，好使每人在自
己的崗位上、在教會內、在世界能加深對天主
的認識，更加愛祂，為信仰作見證，並努力與
他人以基督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各種問題。
　　如同教會其他機構一樣，主業團是由一位
監督（蔡浩偉主教）、他的神職人員及男女平
信徒所組成。還有許多人，其中許多是協助
人，參與它舉辦的活動。
　　主業團的協助人是協助主業團舉辦各項活
動的男男女女。按照他們個別的能力和範疇，
以祈禱、捐助和工作等等來幫助主業團的各種
活動。這本小冊子提供了一些見證來說明協助
人怎樣幫助主業團以及幫助主業團的理由。

Jean-René Philibert的家人
在魁北克（加拿大）的協助人



「當我們對仁愛與平安的渴求，因著能
活化一切人為努力的基督精神而擴展
時，將有助於解決困擾人類的重大問
題。」

聖施禮華

社會上來自任何角落的所有種族，宗教和文化
的男男女女，均可以成為主業團的協助人。不
論是否天主教徒，是否基督教徒，甚至是無宗
教信仰的人也可以成為協助人。主業團的信
眾，連同很多其他的男男女女，在世界各地促
進教育和社會活動。
　　他們的協助可以是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聖
施禮華在一次南美洲的教理旅程中對一位秘魯

女士這樣說：「我們需要像妳一樣的協助人為
我們祈禱，像妳一樣的協助人，會微笑。」資源
及物質上的幫助可以是透過他們的工作或者是
捐助。對於那些與主業團信眾在人類的發展中
有共同理念的人來說，聖施禮華經常這樣說：
「我有很多不是天主教徒的朋友，他們會送給我
們一點兒他們一直以來以為必需留為己用的東
西。他們慷慨地貢獻他們的時間，和他們生命

主業團
的協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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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來支持主業團的使徒工作。」
　　那些天主教徒的協助人和非天主教徒都贊
同這些神修和使徒工作方面的活動，它們都是
為服務天主、教會和所有人靈而設的。協助人
中不但有平信徒，而且有屬於世界各地不同教
區的神職人員，以及修會團體，他們都以祈禱
去協助主業團。
　　協助人則獲得主業團的監督連同所有信

眾，懷著熱情和謝意，每天為他們祈禱。此
外，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參加主業團為
他們提供的靈修指導。天主教徒的協助人也可
受惠於教會頒佈給那些協助主業團的人一些神
益。例如：在年中的特別日子裏獲得大赦的恩
寵，條件是要履行教會規定的條文，和出於熱
誠地重申成為協助人的意願。

Janaiha Faith Nelson，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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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理想
雖然我沒有接受過宗教培育，但在我祖國的雀鳥聲和山川的美麗中使我
相信有一位造物者，因此我希望加深對宗教的認識。某日，我的機會來
了，因為有一所主業團的中心在我家附近開辦了。在那裡我能找到資
料、提出問題、閱讀…、我還學會了祈禱。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在短
短數年間，我決定成為一位協助人，因為我認同那些導師教導年輕人的
理念，這些在我少年時是我所希望能夠學會的：如何認識天主，和活出
高尚的生活、工作、瞭解和尊重他人、和一些有益身心的娛樂活動。幾
年後，我領受了聖洗聖事。聖施禮華的訊息幫助我去聖化我大部分時
間在花園裡進行的工作：當我澆水或施肥時，我會想到天主如何在乎
我，當花兒欣欣向榮的時候，我會為所有人的內修生活的成長而作出祈
求。

Yedik Almasbekovich Mamrainov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一名園丁和維修工人。

親屬與朋友
我聽說過協助人就如主業團信眾的親戚和朋友一樣，這正如我所想
的。至於主業團所提供的靈修培育，我亦獲益良多。我把我的祈禱和奉
獻，與其他協助人的祈禱和奉獻連同一起，協助主業團的福傳工作。

Marie Jones
英格蘭薩里郡萊瑟黑德，已婚，育有三個孩子。

給病人的鼓勵
我認識主業團已有三十多年了，去年我成為一名協助人。我是一位社會
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負責鼓勵病人。1991年我被診斷患有多發性硬化
症，並且被診斷只有七年壽命。多年來，我的病情逐漸惡化，現在更是
舉步維艱；最近，我更失去了閱讀和書寫的能力。然而，在那次診斷
後，我竟活了將近二十年。雖然我不認為我有主業團的聖召，但我卻感
到我和主業團的聯結，猶如我是那大家庭的一分子。聖化日常生活這教
導使我獲益良多：我所作的每一件事，雖然看起來很瑣碎，但若聯同天
主而作則具有無限的價值。

Christoph Flaspöhler
德國波恩附近的Wachtberg，一名社會工作者，曾任職銀行界。

主業團協助人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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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如同教跳舞
於我而言，作為一位協助人是一項挑戰：這是激發我作出超乎個人能力
的動機。有時，我會被邀請去舉辦舞蹈工作坊，或統籌一個家庭日，又
或去幫助青年會的活動。有幾個月，我為家中有兩至十歲兒童的父母提
供家庭輔導課程。我學會了信仰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你一定要深入
地鑽研你的信仰。正如當你教跳舞時，你需要穿上你的芭蕾舞鞋，並且
要不斷提升自己的舞蹈技巧，信仰也有着同樣的理念：沒有深度，沒有
實踐的信仰是沒有效用的。

Judith Gerbrands
荷蘭林堡 科爾克拉德，一位舞蹈老師。

在鞋子中發現天主
我是一個補鞋匠。因我女兒 Agnieszka的緣故，我認識了主業團。是
她告訴我可以把天主帶到我修補鞋子的工作中，可以幫助我更好地工
作。我的病使我不得不減少我的工作（我正等待接受腎臟移植，與此同
時我每週得去醫院洗腎三天）。作為協助人，我所作最重要的是奉獻我
那嚴重的疾病和洗腎的過程，與頌唸玫瑰經。醫生囑咐我要作長時間散
步，我就是利用那散步時間來頌唸玫瑰經的。

Józef Morawski
波蘭 華沙。

從籃球到加深對天主的認識
透過一位打籃球的朋友我認識了主業團。她十分關注其他隊友，縱使她
們信奉不同的宗教，她的行動令我非常感動。因為我是一位東正教教
徒，最初我以為她不會與我談論心事。然而，經過多次參加籃球培訓班
和與她交談後，我得以認識主業團的精神，多年後，我要求成為一位協
助人。於我而言，能夠加入這項工作是多麼美妙的事。我最感激的是我
可以幫助他人成為天主的朋友，使他們能加深對天主的認識。

Rania Nicolas
黎巴嫩貝魯特的 Achrafieh，一位任職銀行的高級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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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文化
我喜歡為年輕人提供培育服務，包括來自貧困家庭的兒童，因為他們通
常不能在家中得到這種培育。這些培育能夠鞏固他們的道德品格，幫助
他們克服身邊的負面壓力。作為一位協助人，我會為這事盡力幫忙。在
我的工作中，我會專注於創造優質的，帶有鼓勵訊息的動畫故事，去提
倡一個積極的世界觀。我認為這是幫助福傳工作的小小作為。

Chris Chow
生於特立尼達，西班牙港。現居加拿大多倫多，是一位動畫師。

新視野
我患有一種可導致極其痛楚的先天性疾病和嚴重貧血。現在，我仍未從
上一次的病發中恢復過來，那次我昏迷了六天，之後我不能獨自走路
了。我把這些病痛全部獻給主業團和煉靈。從病患中找到意義為我的生
命開啟了新視野。同時，我感受到我家人以及主業團信眾的祈禱在支撐
着我。因着各人的祈禱，我現今仍然活着。當有人問我是否想成為一位
協助人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對我來說，成為協助人是一種表達感
激的方式，多謝主業團給予我的培育，使我能在信仰上輔導其他人。

Suzanne Ngono Ayissi
喀麥隆 杜阿拉。一位教育輔導員。

在我的堂區內
自 2004年以來，有十多位來自主業團宿舍的青年到我其中一個堂區參
加一項社會服務計劃。我以祈禱和其他捐助幫助他們，每年我更為他們
提供住宿。我參加主業團在蒙特利爾附近為司鐸所舉辦的月省，那兒教
導我們對教宗要忠誠，學習教會的訓導，並不斷鼓勵我們要在工作和虔
敬兩者之間作出平衡，把一切轉為祈禱以光榮天主。我的司鐸職因主業
團而鞏固了。此外，我更目睹這些青年心甘情願地每天工作八小時。當
他們停下來或當他們筋疲力盡時，他們通常會手拿一本書閱讀：他們絕
不會浪費時間呢。

Father Rheal Forest
加拿大馬尼托巴省，在其教區內他牧養五個印第安區。

主業團協助人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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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
我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來自拉馬拉，是一位路德會基督徒，嫁與一
希臘東正教徒。我們住在耶路撒冷。我之前正在找一個地方，好讓我的
孩子能夠學習基督教信仰。為此，我的兒子開始參與一個在耶路撒冷的
主業團中心為男孩所舉辦的活動。其後，我的女兒則開始參加為女孩而
舉辦的活動，跟著我也開始參與為婦女舉辦的培育和其他活動。我願意
成為一位協助人，我明白我們的社區十分需要這些培育。再者，我希望
把主業團傳播給這城市的居民，這樣，主業團可以幫助他們如同它幫助
過我一樣，正因我在主業團的月省中能夠找到力量去繼續我的工作──
我是在一所小學教書，那裡絕不缺少我們的年代所常見的問題──在那
裡我不但找到了智慧讓我與同事尋求正面的解決方法，還讓我為了接觸
學生而找到了新主意。

Hanada Nijim Noursi
一名教師

為主業團祈禱
我們的城市，還沒有一個主業團中心，但天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這
加強了我傳播聖施禮華教導的責任，這是發自我的感激之情。近幾年，
我對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工作改觀了。經過一天的辛勞，在回家後，
還要滿足女兒們的需求，這已經變成了我愉快的體驗。為感謝這一切，
在祈禱時，我總會為主業團的福傳工作祈禱。

Sunil Thomas
生於科威特，居於印度班加羅爾。已婚，育有兩個女兒。他是一位市場推銷總監。

每天頌唸玫瑰經
我和我妹妹皮拉（Pilar）成為協助人已超過十五年了。皮拉本來是一位女
裁縫師，可是因為病了一場，導致她雙目失明，不得不停止工作。我是
一位家務助理，多年來我在 Don Orione House 照顧殘障男孩。在那裡
我遇到了一位主業團司鐸。他是第一位告訴我有關主業團的人。於是我
開始參加一些講座，但我妹妹卻要留在家中。之後，我會把在講座中所
聽到的一切向她解釋。後來，我們發現我們可以在家中舉辦這些講座，
這樣她便可以參加了。這些聚會很快便成為協助人的學習圈。我妹妹和
我每個月都捐獻一些金錢來幫助主業團的福傳工作，每天我們還會為這
些福傳工作多作祈禱呢。

Alicia and Pilar Martinez
阿根廷 羅薩里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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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una 護理中心
馬德里【西班牙】

Laguna護理中心位於馬德里的 Lucero
區，座落於一所三層高的樓宇之內，佔

地近 10,000平方米。它旨在為長者提供
安寧照顧和精神科的綜合服務。2002年，

Vianorte基金會為紀念聖施禮華百周年冥辰而成立這中
心。這中心成立的靈感是來自主業團創辦人的教導，藉

由他的生平和著作傳授給我們。

　　一支跨學科的專業人員團隊，是安寧療護的專

家。為了照顧病人，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志願

者、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和司鐸緊密地

一起工作。這些專門護理可以在病人的家中、住院病

房，或在日托中心，根據每個病人的需要、他們的病情

和他們家庭狀況所需而提供的。

Irtysh 文化中心
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

Irtysh 建於 2007 年，援助來自多個國
家。該中心的主要活動是一所語言學

校，極符合哈薩克斯坦的需要，那裡正著

手增加透明度和發展的進程中。學生和其他

人可以參加教育、文化和娛樂活動，這是培訓計畫的一

部分，旨在傳遞友誼、尊重、包容、體育精神、慷慨和

對靈修觀的開放。

　　教育活動包括每年的藝術和科學研討會、由主講嘉

賓主持的時事、社會方案、遠足、午餐講座，論壇與文

化之旅等。該中心也提供基督徒培育和神學課程等。

主業團協助人 計劃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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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學校（小學）及德信中學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

德信學校（小學）及德信中學是由東亞教

育促進會（EAEA）主辦的兩所天主教男子
學校。EAEA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非牟利
機構，由一群專業人士，其中包括主業團信

眾，所成立的。

　　德信學校位於九龍半島，而德信中學則座落於新界

馬鞍山。兩所學校各約有學生一千名。德信學校還附設

一所擁有超過 400名學生的幼稚園。
　　兩所學校均以天主教信仰原則和理念為基礎，為學

生提供全人教育。德信學校亦注重家長的參與，並致力

提倡家長能以學校和社區為夥伴，發揮其為孩子的首要

教育者的角色。

　　中文「德信」一詞，包涵「信任」的意思，亦可理解為

「信德」，這的確是一個合適的名稱，因為學校所提供的

培育，令到皈依信仰的使徒工作得以實現。隨著學生數

目與日俱增，校內天主教學生的比率亦見上升。每年復

活節期間，亦有不少家長、教師及學生領洗。

　　陳日君樞機出席慶祝德信中學創校週年的感恩聖祭

時說過：「對中國教會有莫大的幫助」，這無疑是指德信

中學宣揚信德及加深個人信仰的任務。

Terral社區中心
巴賽隆納【西班牙】

拉巴爾區位於巴賽隆納的舊城區內，是該

市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區；此外，它亦是移

民人口比例、失業率和中途輟學記錄最高

的社區。Terral社區中心則建於這個社區內，
為每天來自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和

融入社會的設施。

　　「1@1」是 Terral提供的課程之一，它採取教學的方
法是：每位志願者須個別跟進參加計劃的人，負責她們

的學習和進度。志願者來自各階層，不分年齡，其中有

大學生及研究生、退休教師、家庭主婦等等。這課程旨

在幫助女學生不會在 16歲前輟學，因為這年齡正是她們
可自行決定投身社會工作或繼續升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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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業團的信眾和協助人，無論是否天主教徒，
連同許多其他人仕，在世界各地因應每個國家
和環境的需要，創辦促進教育、社福及文化中
心，無分種族，宗教或社會地位。誠如聖施禮
華所說：「你們需要為對抗貧乏，無知，疾病和

苦難而去投入於一場硬仗中。」
　　這些計劃包括大學，職業學院，診療所，
婦女教育和培訓中心，學生宿舍，中學，健康
院等等。

施予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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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Phu My 孤兒院的工作營。由澳洲的 Nairana舉辦。

　　它們是由在俗專業人仕創立，特別重視牧
養人靈工作。聖施禮華解釋：「我們的精神恰好
是去鼓勵基層人仕去提出改善的方法，因為每
一個國家或社會團體的情況，需要或可做的事
都是各有不同，那些使徒工作的具體活動也要

組織得適合時宜，無論它是一所大學或學生宿
舍，或是一間醫務所，或是一所為農場工人而
設的農校。」

「我們的表現，應該能使別人在見到我
們時便會說：這人是位基督徒，因為他
不懷怨恨，因為他諒解他人，因為他不
是狂熱主義者，因為他不做情慾的奴
隸，因為他肯自我犧牲，因為他散播平
安，因為他會去愛。」

聖施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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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由地改善世界
我學會了透過祈禱、在工作中樹立好榜樣，和寬容地與別人談話來營造
一個更有人性化的環境。作為一位協助人，能激發我為別人服務，而且
開拓新的機會，自由地但更有責任感地為改善世界而工作。我試著將這
些經驗傳授給他人：雖然我們會跌倒和面對許多挫折，但因察覺到基督
對我們的愛，使我不斷地嘗試去成為一位聖人。

José Carlos Neves Epiphanio
巴西 São José dos Campos。一位農藝師和研究員。

微小的回饋
我是家中八個孩子中排行第六，自小便參與主業團的基督徒培育活動。
在我接受到那麼多培育之後，很自然地，我想作出些少回饋。首先是我
的祈禱，當我經濟狀況許可時，我便奉獻一些捐助，我也奉獻我的工作
來作幫助。我服務的機構專責籌募資金去提供助學金給司鐸或修生前往
羅馬的聖十字架宗座大學進修。於我而言，作為一位協助人，在某程度
上，我是主業團這大家庭的一分子。為感謝他們多年來給我的培育，我
嘗試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別是我的基督徒生活，還有我作為妻子和母親
的角色。

Marie Kollen
法國。已婚，育有三個孩子。

寬恕
我是一位伊斯蘭教徒。一位朋友送了《道路》一書給我。在閱讀後，使我
希望為主業團作出些貢獻。我真的非常喜歡「我也可以幫助其他人」這種
想法。我曾在 Albacete的 Nerpio Club舉辦的不同類型活動中幫忙。
我認為這讓我更加瞭解天主教教會，而我非常欣賞這個教會。我的生活
變得充實起來，而作為一位伊斯蘭教徒並不是一個障礙。在很多事情
中，最使我驚訝的是學習寬恕別人這行動。我知道寬恕並非易事，這是
我想學習去實踐得更好的事。

Habib Moussa Fardoun
生於黎巴嫩。是一位什葉派伊斯蘭教徒。擁有電腦科學學位，

居於西班牙 Albacete，正在完成他的博士論文。

施予的喜樂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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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夏令營供應蔬菜
我以前經營雜貨店的時候，慣常會幫助青少年夏令營。我們的食品是來
自批發市場的。能夠成為一位協助人我感到十分幸運，因為聖施禮華普
世成聖的訊息鼓勵我嘗試努力地完成工作，孝愛教宗，並為他祈禱，以
及祈求聖母的幫助。主業團的各項活動歡迎所有人仕參與，不管他們的
政治或宗教傾向，種族或經濟狀況。在我生病期間，我特別感受到主業
團的家庭氣氛：一位住在主業團中心的醫生每天都會來探望我，其他住
在中心的成員也致電問候我。在我昏迷時，他們更把一張附有聖施禮華
聖髑的祈禱卡送給我，從那時起，我的病情便好轉過來。

Manuel Cid Carnero
烏拉圭 蒙特維多，一位退休的蔬菜商人。

我對天主教教會的愛
我每天會為主業團的監督和其使徒工作祈禱，若我工作量不多時，我便
會提供協助：例如，我在這學期因工作量較少而感到高興，因為可以幫
忙在每週星期六負責一個教育課程。雖然我不是天主教徒，我的參與是
我對天主教教會「愛」的表達，也為基督徒合一作出貢獻。此外，這工作
對我個人而言亦很有意義，尤其是當我見到這班女孩子們日漸成長：當
她們在成長，我也成長起來。

Janaiha Faith Nelson
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正在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以作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去改進國家
我在阿比讓一個為年青在職人士開設的 Niere中心的一個協會工作。這
協會為剛開始職業生涯的青年人舉辦文化和體育活動。雖然我的貢獻不
多，於我而言，這是幫助主業團的一個途徑，也是作為我所得到的培育
的謝意。還有，我更能加深自己基督徒的培育。這也是一種為國家作出
貢獻的途徑：嘗試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

Nandjui Djidji Brice Bokra
象牙海岸 阿比讓，一位銀行內部審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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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上的得益
我是透過一位朋友認識主業團的。她邀請我到 Kimlea參加月省。隨後，
我決定成為協助人，因為我發現，我可以參與為不幸的人所做的工作。
我理解到，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天主賜與我物質上的資源是我的職責，與
他人分享也使我靈性上得益。每天，我頌唸玫瑰經為主業團的使徒工作
祈禱，在彌撒中我部分意向也是為這使徒工作。每月我會作些捐獻，也
為 Kimlea學校的烹飪課程捐出牛奶和菜園的產品。

Mary N. Gichuiri
肯雅 Nyeri，一位退休老師，現時在農場工作。

我什麼都是借來的
我深信如果天主賜給了我所有物資，我便有義務要與他人分享。我喜歡
「協助」這個詞語，因為作為一個協助人不單只是幫助：於我而言，應
是我如何回應天主的愛，亦即承行天主對我的旨意。我堅信我所有的一
切並不屬於我的，一切都是借來的；全是屬於天主的。因此我希望在我
能控制的範圍內，以任何方式作出貢獻。我會盡我所能獻出我所有的一
切，我能做到的一切：我想這就是天主對我的期望。

Miguel Kalbakgi Xikh
生於敘利亞阿勒頗，現居於委內瑞拉。是一位推銷員。

我家的氣氛改變了
數年前，為了尋找一些關於世界與人生意義的答案，我便參加了堂區的
慕道班，在那裡認識了一些人，他們讓我接觸了一個主業團中心。不
久，他們邀請我成為協助人。起初我不知道能否辦得到，但最後我決定
成為協助人。我開始幫助青年會的活動，同時我亦參加有關天主教教理
和家庭問題的課程。這些培育課程給我新的力量和經驗去改變我的日常
生活。我學會了投放更多時間和努力，使我那大家庭裡的每個成員更快
樂。真的，我可以說從那時起，我們的家庭氣氛發生了變化：每位成員
更積極地互相關懷，和有更多的歡樂。

Üde Ütt
愛沙尼亞 塔林。一名家庭主婦，育有六個孩子。

施予的喜樂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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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靜靜工作的心 
我是失明的。我在一次車禍中失去了我的視力。透過培育活動讓我明白
到婚姻生活是我成聖的途徑：盡力去做一個最好的丈夫和父親。此外，
我知道假使我失敗了，因着天主的恩寵，我可以重新開始。我學會聖化
每天的一切，甚至是那些小衝突。我明白教會像是一個身體，她有手
臂、腿、頭和腳。或許我缺乏方法得到一份活躍的工作，那就好像是教
會的手和腳，但每一個人都可以，以他們對基督的愛、他們的日常祈禱、
他們的克己，默默耕耘而又不變地成為賦予教會生命的心臟一樣。

Jose Maria Ayesa Cacho
菲律賓 怡朗。一位企業家，在一所非牟利組織工作，

該組織專務籌集資金以支援盲人。

一視同仁
通過主動幫助那些最貧苦的人，我開始思索：為什麼我們被創造呢？是
為天主，及為幫助別人 ! 當我問「Opus Dei」是甚麼意思時，他們告訴
我：「天主的事業」，接着我便說：這是我想做的事。每當我協助那些為
窮人而辦的活動時，我感謝天主，因為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做更多的事使
自己更接近全能的天主。同時我問自己：如何可以做得更多呢？這可以
幫助我改進家庭及工作中所要履行的職務，從而更好好地服務他人。那
團結、善良、靈修指導、謙虛和多元化的培育非常吸引我：亞洲人、非
洲人…所有民族都團結一致，一視同仁，這令我深受感動。

Aisha Badamana
肯雅 Kilimani。是一名伊斯蘭教徒。
「小鳥兒幼稚園」的董事和持有人。

賓至如歸
我第一次接觸主業團是在黎巴嫩。我開始到主業團中心，並發現我與天
主更接近了。我知道他們有很多需求，我試圖以各種方式提供幫助；後
來我發現我可以成為一位協助人。現在我每月作出捐獻，並每天為主業
團祈禱。這使我與天主更親近。它也為我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渠道去關注
社會。

Sultani Zegaib Saab Andere
墨西哥城。是馬勞尼禮天主教徒和參與社會福利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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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tree中心
倫敦【英國】

Baytree中心位於倫敦布里克斯頓區，是
英國被列第七位最貧窮的地區，這是一個

多種族的社區，有大量難民聚居，而且失

業率和犯罪率均高。

　　這中心的設立是為了填補社會結構的空隙，幫助弱

勢群體（不分種族或社會階級）去適應融入社會。Baytree
擁有四十名員工和超過一百名志願工作者，年復一年，

它已幫助了一千多名來自約一百個不同國家、不同年齡

的婦女。

　　參與該中心的婦女發現家庭生活的價值，以及如何

使其家庭與家庭以外的專職配合。他們學習閱讀和書寫，

及基本會計和電腦操作，填寫面試表格的技巧，如何教

導子女功課，明白交通標誌等等。

精道所 (Seido Foundation)
長崎【日本】

「精道語言研究所」於 1959年開辦，起初
只是一間小型的語言學社，多年後，直至

1971年它已發展成為一項較大的教育計
劃：「精道教育促進所」（Seido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它被確認為一所公
益協會。

　　現在，如同初期一樣，人們主要的需求是英語班：

在日本，所有的學生都花上數年時間去學習英語，才入

讀大學。

　　此外，精道所也在日本不同地區提供其他教育課程，

如在長崎縣開辦學校，也在其他城市設立教師及學生宿

舍。

施予的喜樂 計劃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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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lea技術訓練中心 Kimlea Technical Training Centre
TIGONI【肯雅】

Kimlea位於肯雅 Kiambu區，是一所職業
培訓中心，為曾在 Limuru的茶葉及咖啡
種植園工作，而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婦女

提供服務。那些不能參加正規課程的婦女也

可以參與Kimlea 的外展計劃，那兒提供的課程有識字班、
家政和照顧兒童、個人衛生、女裝裁縫、機器縫紉等等。

　　Kimlea也有一間醫療診所，每天可為大約 40位病人
提供服務；初期它只是一所流動診所，現在則擁有自己

的樓房。感謝協助人的幫助，他們也為孩子們提供食物，

而診所則以非常合理的價錢提供藥物。此外，診所也設

有一項Kimlea CHEP Project（兒童健康計劃），為二十所
學校的小學生提供定期的醫療服務。每所學校約有一千

名學生，因為資源缺乏，若不是因著這項健康計劃，他

們便得不到保健服務。

Campus Biomedico大學
羅馬【意大利】

因著真福歐華路，聖施禮華的第一任繼承

人的促使下，Campus Bio-Medico大學在
羅馬成立了。現今它佔地 75公頃，設有
一間最先進的綜合性醫院和一所生物醫學

和生物工程學的高級學術研究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Biomedicine and Bioengineering）。該大學能
提供 7個學位課程。在 Trigoria的大學校園內的新綜合性
醫院於 2008年開幕，它是根據最新的醫院標準所建成
的，並設有一所老人保健服務中心、兩個門診中心及一

所放射治療中心。

　　其目的是提供優質護理、與病患者建立友好關係和

營造友善氣氛。在與歐洲各公司和大學合作進行的各類

研究項目中，最近正進行一個名叫 Life-Hand的項目，一
班醫生與生物醫學工程師首次成功地使用大腦脈衝把一

隻仿生假手活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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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zef Morawski，華沙（波蘭）。

主業團在 1928年 10月 2日由聖施禮華創立，
它是天主教的聖統制內的一個組織 — 它在教會
的法律地位是「屬人監督團」 — 宗旨是在所有
生活環境中傳揚「人人都可以成聖」的召喚。日
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可以轉化成為與天主相遇和
服務他人，以及改善社會的機會。現在主業團
有超過 88,000成員，其中包括司鐸和平信徒，
男男女女，分佈於世界各地。
　　主業團信眾最直接的使徒工作是在家庭
裡，在工作中和社會中活出基督徒價值觀。藉

著天主的恩寵，地方教區也受益於這些使徒工
作：除了使信徒更密切地參與彌撒和其他聖事
外，更使福傳工作可以在那些沒有實踐信仰的
地方擴展，幫助弱勢社群，與主教和教區司鐸
們更緊密地共融等等。
　　「你們的理想實在很崇高」聖若望保祿二世
曾這樣說過，「自開始即提倡那後來成為教會在
梵二大公會議期間及其後所提出的平信徒神學。
這就是主業團的使命及精神：在現世中邁向與
天主契合的生活，每人藉恩寵的幫助去奮鬥務

意想不到的
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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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是被天主揀選去宣揚普世成
聖，去闡明日常生活、平凡的事務都可
以是一條成聖的道路。你們可以說他是
平凡事務中的聖人。誠然，他深信一個
人若能生活在充滿信德的景況中，每一
件事都可以轉化為與天主相遇的機會，
每一件事都能成為祈禱的誘因。從這樣
來看，日常生活就會流露出意想不到的
豐盛，成聖之道確實掌握在每個人的手
中。

聖若望保祿二世

求改善自己，以身作則為耶穌作見証。」
　　我們可以簡短地介紹關於主業團一些獨有
的精神：以身為天主兒女作為個人的靈修基礎；
熱愛臨在於教會內的耶穌基督，在聖體及聖言
中與祂相遇；使彌撒聖祭成為基督徒生活的中
心和根基；孝愛聖母；服從教宗和教會的訓導；
待人寬厚，體諒別人，與人和睦相處；跟隨基
督的喜樂；生活一致，將信德滙合在日常生活
的各方面；明白職業工作的重要性，以孝愛天
主和具服務精神盡力完成工作；愛好自由和個

人的責任。
　　要全面活出天主教的信仰，一位基督徒必
須心懷樂善好施的熱誠，盡可能去解決我們身
邊的問題。聖施禮華曾寫道：「一位基督徒不
能滿足於一份只讓他賺取自己和家庭生計的工
作：他廣闊的心胸會引領他伸出援手去幫助別
人，以愛德和公義作為動機。」主業團的信眾和
協助人都努力地回應這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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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身上遇見基督
我在 20年前認識主業團，那時我正在攻讀醫科。我服務的那所醫院的
工作非常繁重，主業團給我的建議是：對待每一位病人儼如對待耶穌基
督一樣。這便成為我工作的動力，自那時起，我一直試着這樣去執行我
的工作。我更幫助垂死的病人去反省他們的一生，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可讓醫院牧靈部的司鐸去探訪他們。

Peter Stevens
澳洲 悉尼，與妻子育有六個孩子。

在一所復康醫院工作。

一個重大的發現
我的一位朋友奧傑塔（Odette）告訴我關於一個主業團的中心。過了一段
時間，我的生命開始改變：我找到了真正的信仰，數月前我成為天主教
徒。我知道我可以把每一行動奉獻給天主是我一生重大的發現：我非常
雀躍，而且幫助我克服生活上所帶來的種種痛苦。我得到的培育不但幫
助我改善家庭生活，還幫助我改善我與朋友之間的關係。我嘗試了解為
天主的光榮而工作的重要性，也見到它的成果。

Marie Louise Nya Finké
喀麥隆 雅恩德。在一所技術學院任教。

我是我
不久以前，因我兒子要在倫敦上大學，搬到 Netherhall House居住。因
此讓我遇到主業團。那裡的基督徒培育活動加強我是天主兒子的意識，
與每天需要為個人成聖而作出奮鬥。「在我生活的各範籌內，無論我在
那裡、與誰在一起，我不會按情況扮演不同的人，因為我是我」這理念
特別吸引我。

John Devlin
英國薩福克郡，伊普斯威奇。是一位發展項目經理。

意想不到的豐盛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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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們的網絡
我十五歲時，曾經參加過一個為青年人舉辦的月省。當聽到在俗世中我
們也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時，我感到驚訝。我意外地發現了位於長
崎的三河烹飪學校（Mikawa Cooking School），並決定去那裡學習。那
兒尊重自由的氣氛，實際基督徒的訓練，非常適合我身處的環境。之
後，我聯同三河的一些舊生和幾位朋友，在互聯網上開設了一個網站，
以便我們談論有關教育孩子的問題。這個網站的規模還是很細，但我有
開辦一個協會的夢想，「三河母親會」，去幫助育有小孩的婦女。

Sakura Kawaguchi
日本長崎。是一名廚師。

反映著基督
我在聖十字架宗座大學攻讀企業傳訊課程時遇上了主業團。作為一位協
助人，我盡力為主業團祈禱，並廣傳聖施禮華的訊息。我也盡力把小小
的捐獻捐給Centro Romano di Incontri Sacerdotali（羅馬司鐸聚會中心）。
我從靈修指導、學習圈、月省及週年避靜這些活動中所得到的幫助，加
深了我作為一位司鐸的認知。例如，對於司鐸應穿長袍這一建議，很好
地提醒我：「我的衣著應反映出一個司鐸的心和生活，即是說，基督的心
和生活。」

Robert Bellarmin Sisi
剛果民主共和國 伊迪奧法 (Idiofa) 教區的一名司鐸。

奉獻每一筆每一劃
透過培育，我學會了去愛我作為畫家的職業，因為把工作做好是用來光
榮天主的，也幫助我實踐德行。例如，我學會當我獨自工作時、或難以
集中精神時，我可與主談話。當我的工作變得更困難時，我會想及某
人，或許是這幅畫的未來主人，我便將每一筆每一劃奉獻給天主。這樣
我便可確保我的畫是以愛與祈禱來完成的。

Sunshine Plata
菲律賓 馬里基納城。是一「咖啡畫家」，

以咖啡作顏料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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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的病人在一起
我是一名物理治療師，為患腦退化症的病人和那些 3至 8歲身體有缺
陷、有自閉症或精神病患的兒童服務。我以運動來幫助他們在某程度上
恢復平衡。自從我成為協助人後，我把這些兒童和長者交託給天主。早
上，我會奉獻我的一整天給天主，並為他們祈禱。晚上，我會把一天的
經歷奉獻給天主。如此，我學會了每時每刻，我所做的一切成為親近基
督的機會。

Aude Durroux
法國 巴黎

在音樂中找到天主
音樂一直是我的優先事項：我希望成名，勝過他人，並取得成就，但在
參與基督徒培育後，我深信最重要的是所有行為的動機是基於愛主愛
人。我也意識到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工作也是一樣：我不再那麼
在乎自己在螢光幕上出現的次數；反而，我更關注怎樣通過節目讓更多
人發現音樂的美妙。現在，我明白如果你知道你為什麼做那件事，目的
為何，你的人生會變得更令人振奮。我知道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奉獻給耶
穌，當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愛天主而作時，便會變得更有意義和更值得我
們出一份努力。

Arturo García Lourdes
墨西哥城。一位介紹古典音樂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相信令我看見
自我成為協助人後，使我驚訝不已的是，我每次能在一些雖然看來是微
不足道的事情裏找到超性的意義。當我凝視天主時，我看事物的目光改
變了：這賦予我的生命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我明白你不需要看見才相
信，但你必須自由地選擇：相信令你看見。這觀點會改變你的一生；你
在塵世的旅途中不再是單調了，而是變成一個愉快的歷程。

Juan Pablo Valencia Montero
生於智利 聖地牙哥。現居於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任職廣告界。

意想不到的豐盛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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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於天主的旨意
我成為協助人是因為我不想懷有戒心去活出信仰。普世成聖這教導使我
意識到成聖並不是單憑一己之力去作偉大的事，而是放棄己見，順從天
主的旨意，這樣就成了天主所作的行動。以這種生活方式，我們明白生
活並不是我們獨自去活的。作為協助人，使我明白我們不單要祈求上主
賜予我們想要的東西，就像對祂作出要求般，其實當我們對祂開放我們
的心時，祂就自然對我們的祈求有所回應。

Masao Horikawa
日本 長崎，經營自己的骨科診所。

強調自由
於我而言，作為一名協助人是使我的基督信仰成長和參與社會新福傳的
一種方式。我以祈禱和捐獻幫助主業團。我很樂意這樣做，這是為了我
對主業團信友的愛，亦因為我深信將人帶給天主的重要性。
　　我是一名法官，我熱愛我的工作。我盡量按照基督徒準則和聖施禮
華關於尊重個人尊嚴的教導去工作。
　　特別吸引我的是他強調公民和專職生活的自由。透過我得到的基督
徒培育，我獲得力量為爭取天主要求我的忠信每天開始、又再開始地奮
鬥。

Guadalupe Quijano
墨西哥 坎佩切州。是坎佩切州高等法院院長。

不僅是咖啡店
我的大女兒把我介紹給主業團時，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那時，她告
訴我有關臺北開辦的一所學生宿舍；我為了幫助這個計劃，故成為協助
人。因著天主的恩典，我丈夫和我在 2008年復活節領了洗。當我邀請
一位朋友成為協助人時，我給她一個能夠更接近天主的機會。另一件有
所改變的事就是我的咖啡店，「巴黎咖啡館」。我經營這店已四十多年
了，多年來，我結識了許多朋友，當中有許多人在這裡以不同的方式更
接近天主。

Huang-Chun Chen
臺灣 澎湖。一家咖啡店的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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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瓦拉大學
應用醫學研究中心 (CIMA)
潘普洛納（Pamplona）【西班牙】

2002 年， 納 瓦 拉 大 學（University of 
Navarre）的附屬醫院和醫學院已具備五十
年的教研經驗，遂成立了應用醫學研究中

心。目前擁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超過四百

名的員工。研究員都認為這個研究中心的一大強項是促

進各學科的交流應用，具體表現出科學研究的重要與服

務人群的精神。

　　頭幾年，中心在不同學科研究領域取得超過四十項

專利，這些學科包括：肝臟病基因療法，心血管學，神

經學，和腫瘤學。這四項醫學領域中包括研究一些引致

某些國家死亡率高達 90%的疾病。這些研究對醫生如何
給予病人良好的照顧有極大貢獻。

女性綜合發展中心 
(CEFIM)
拉巴斯（LA PAZ）【玻利維亞】

位於拉巴斯（La Paz）的 CEFIM專業訓練
所，是致力於幫助玻利維亞的婦女。在

該國文化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低於男

性。CEFIM的出現，成為一種改變的動
力，它協助培訓婦女的職業技能，幫助他們學習一技之

長並促進就業。同時，也回應製造業和服務業技術人才

的龐大需求。

　　這是第一所被該國官方認可的職訓和替代的高等教

育機構。它根據基督徒倫理和準則，實行個人化的教育

方針。多得來自多國的合作和許多玻利維亞的捐助者，

一所新中心在 2009年 7月成立了。中心裡有課室和工作
室，可容納 300名學生。除了照顧長者，提供接待和膳
食的職業訓練課程外，這裡還開設了專業烹飪和糕點製

作課程，快速學士學位（Accelerated Baccalaureate）和
其他短期課程，可供大眾申請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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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上學院 (ISSI)
金沙薩（KINSHASA）【剛果】

護理專上學院（ISSI - Higher Institute of 
Nursing）於 1998 年在金沙薩（Kinshasa）
的市郊成立。這間機構教導護理人員在剛

果社群中認知自身的角色及責任。學生除了

學習專業技能以賺取薪金外，他們更學習以專業的態度，

提供個人服務給病人、醫生、和家人等。學院的教學體

制是採取緊隨監察制度，讓每位學生在每個階段都有人

從旁指導。課程之外，學生也在金沙薩的不同醫院實習。

學院並對其他醫院的醫護人員提供進修課程和舉辦研討

會。

　　學生所付的學費僅佔訓練費用的一半，而且有獎學

金可供有經濟困難的學生申請。當他們完成訓練後，無

論在首都或在該國的其他地方，他們都非常容易地找到

相關的工作。他們的專業、親切、而又富人情味的表現

廣受推崇。

Nocedal技術和專業學院
聖地牙哥【智利】

Nocedal 學院從 1996 年起招收來自 EI 
Castillo的男孩（EI Castillo位於 La Pintada
地區，是聖地牙哥其中一個窮困且資源稀

少的市鎮）。那裏的居民幾乎無望改善他們

的生活指數：許多青年為了幫補家計而被迫輟學。

　　認同 Nocedal計劃的支持者，讓大約 1,000名學生
獲得良好基督教價值觀的教育，令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他們證明了人人都可以從多元化和建基於優良的人文及

專業教育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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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行服務天主教教會的牧靈使命，主業團
主辦的教理和人性的培育活動是歡迎社會各界
人仕參與的。教導信友去實踐一套適合他們個
人情況的靈修計劃，按照各人自己的方法，在
日常事務中，鼓勵他們熱愛並跟隨基督，幫助

他們去深入鑽研天主教信仰的寶庫和體會按照
福音生活所帶來的喜樂以及履行個人領洗時的
承諾。
　　在這些培育活動中，其重點是去聖化工作；
那就是：信友盡善盡美地去完成它，奉公守法，

天主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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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業團的主要任務是為其信眾和那些願
意接受的人，提供在俗世中做一個好的
基督徒所必需要的靈修方法。
                                                   

  聖施禮華

緊隨道德操守，尋求在工作中與天主契合、服
務他人、為社會進步而作出貢獻。
　　總括來說：主業團的目的是去幫助人發展
他們所有的人性和超性潛能，並利用它們為天
主和鄰人服務：他們希望能忠於信仰的要求，成

為一位模範公民、一位在職業上、家庭裡及社
會生活中，可以自由地和堅定地去活出自己理
想的天主教徒。

最後晚餐的細節 , Gi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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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能和天主建立關係
我的名字是廖堅，大家都稱呼我「阿堅」。從 1993年起我便在澳門黑沙
會議中心工作，2008年 12月，我成為了主業團的協助人。雖然我不是
天主教徒，但我知道我也可以和天主建立關係，我身為協助人，感覺與
祂更親密。
　　我以每月捐款和祈禱作為奉獻，也將我的工作奉獻給天主。此外，
我會製作曲奇餅，賣給在會議中心參加活動的人仕，以幫忙籌務款項。
　　我努力地工作和將之獻給天主，作為我為主業團的祈禱。我學會每
天朝拜聖體和於每天中午 12時頌唸三鐘經，我也學會重視家庭工作。
雖然我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但我可以從觀察中學習。與我一起工作的
是主業團的信眾，無論是從事那一項工作，他們都會盡力完成它。從他
們的榜樣讓我獲益良多。我體認到，不管是什麼工作，都能中悅天主，
使人成聖，甚至就連勞動工作也是一樣。我最欣賞的主業團精神，就是
以純真的態度，向別人請教自己不懂的事情。我也學到優雅和得體的舉
止。這裏的人總是充滿喜樂和團結。藉著主業團，我學會怎樣祈禱、閱
讀聖經、和做好我的工作。

Agin Lao廖堅 
在澳門黑沙會議中心的家管部工作。

一件稀有的貨品
聖施禮華的訊息非常有邏輯而又實事求是：重視你們的每一天，每分鐘，
以神聖的方法去生活。我們無須用奇怪或複雜的方法去追隨基督。我用
祈禱和一些捐獻幫助主業團。我會參加某些培育活動，但更重要的是，
我開始努力地依照我的信仰去生活。無疑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但這卻是
可能的。

Rokas Masiulis 
立陶宛 維爾紐斯。一名商人。

天主之友 見證

自從我皈依後
2009 年的夏天，我踏進了天主教教會這個大家庭，不久之後，我成為
了協助人。這對我靈修生活的成長很有幫助，也使我有機會告訴周遭的
人，我們透過工作、家庭生活、社交、以及在我們的工作表現和日常職
責中都被召成聖。這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和諧而圓滿。

Marcus Litzberg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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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中心的設立
小時候，我去過幾次一間由主業團信眾成立的青年中心，那裏有許多有
趣的活動，氣氛很友善。多年後，我結了婚，住在挪威，我遇到一位從
斯德哥爾摩來的主業團信友，她經常來奧斯陸，嘗試舉辦定期月省。我
立即從她身上看到標誌著天主教徒的那種積極和喜樂的精神。很自然地
我立即提供所有可能的方法給予支持：挪威並沒有主業團中心，所以這
位朋友每次來奧斯陸參加月省時都會住在我家，而我也盡量邀請人去參
加月省。

Isabel Hidalgo 
挪威 奧斯陸。挪威一間家庭政策機構的代表。

絲綢包著的鋼鐵
基於種種原因，我曾經需要堅固我的信仰。有次瀏覽網頁時，我恰好連
結到主業團的網站，立即引起我的興趣；那裡有我需要的資訊。我便聯
絡他們，去了一次避靜。那次避靜使我收穫豐富，我在謙遜、真誠、不
讓人注意⋯等等課題作出深入反思，也看到需要內心尤如鋼鐵般堅毅，
但外表卻用柔軟的絲綢包著。聖施禮華的訊息既合時宜，又有吸引力，
就像為我這個完全沉浸於這俗世中的人而設一樣。我以一些實在的小事
來協助主業團。例如，我會幫忙每月在馬丁舉行的月省，為我來說，這
是極大的喜樂。

Mirovslav Mazuch 
斯洛伐克 馬丁。一名法官。已婚，育有四個孩子。

奉獻我的病痛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的病痛給予我接近天主的機會，所以我盡量安排
時間繼續參加學習圈和教理講座。我學到為各種意向將病痛奉獻給天
主。我有很多意向：我的家人，教宗，主業團的監督。奉獻這些病痛能
夠支持著我。與其將心思放在持續的痛苦上，我盡量讓自己快樂。

Chikaodili Rosemary Nnoli 
尼日利亞 拉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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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注意到的細節
我很小的時候就領了洗和領了堅振，但對信仰沒有深刻的了解。友人
邀請我參加月省，漸漸地，我了解到信仰背後的道理。我在修車房工
作，替意外後修復了的車子上漆，而在每件工作中，我向天主祈求一些
特定的意向。我經常處理車子不會被看到的部分，但隨著將工作變為祈
禱奉獻給天主，我處理這些細節時絕不馬虎。我學習如何以實際行動活
出天主教信仰並教導別人同樣去做。為我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這能夠
幫我加深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Gavin Dixon 
生於愛爾蘭 斯立果，現居於都柏林

永不太遲
我花了好多年時間才完成皈依的旅程。之前我一直相信自己走在正確的
路上，有一個迎合我心意的天主。可是透過朋友，我逐漸認識基督徒的
生活為何物。2008年，一位主業團的朋友給我每週單獨上課去準備初領
聖體和堅振聖事。當我獲邀成為一名協助人時，我覺得能夠主動幫助主
業團是理所當然的，祈望其他像我一樣的人也能得益。對我而言，這是
一份天主的禮物，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做天主的事業。從我 37歲初領
聖體時，我可以說，尋找真正的快樂是永不太遲的。

Patricia Lafuente 
巴拉圭 亞松森。一名記者。

從好奇到獲得喜樂
我出生於聖彼得堡的市郊。我的父母都是老師。他們都是誠實的好人，
可是，就像蘇維埃政權下長大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會和孩子談論天
主。我第一次接觸信仰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對那些公開宣認他們對耶
穌基督信仰的人的信賴，可是我內心沒有太大動搖。對我來說，天主只
是我在遭遇困難時才會想起的對象。然而 2007 年情況改變了，照顧我
兒子的保姆帶著他去了普希金的聖若望天主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
也跟著去了。我在彌撒中感到自孩童以來未曾有過的快樂。從 2008年
起，一些來自莫斯科的主業團中心的信眾，在我們的堂區舉辦月省。在
月省中，和透過閱讀聖施禮華的著作，我發現一個基督徒並不只是每星
期天花一小時拜訪天主，而是要恆常地活在天主的臨在中。今年我離開
了一間頗富盛名的公司，到 White Stone 出版社工作（一間由兩位神父
創立的出版社，在俄羅斯出版和分派信仰刊物）。我的新公司規模較小，
但富有挑戰性。就算遇到困難，我堅信天主比任何困境更堅強。

Natasha Zubova 
俄羅斯 聖彼得堡。任職出版業。

天主之友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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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閱讀聖施禮華的著作
身處香港，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認識聖施禮華，故此，清泉出版社決
定在不同的堂區舉辦書展，從而方便讓更多教友可以接觸到聖施禮華被
翻譯成中、英文的著作。首次書展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九日在聖瑪加利大
堂舉行，日期是由該堂本堂神父所訂定，然而，巧合的是，一月九日正
是主業團創辦人聖施禮華的生日，這真是個奇妙的安排！
　　我的經驗就是，每次書展都有少許不同之處。而當我每一次在堂區
預備書展時，我會先到聖堂的聖體櫃前祈禱，祈求聖施禮華的代禱。
　　在書展中，《我願意》和漫畫版的《流水終會穿過山嶺》往往是最受
歡迎的兒童書籍。此外，還有一些教友詢問我們有關聖施禮華及主業團
舉辦的教理班、講座和避靜等事宜。除此以外，我從書展義工身上，看
到他們總是充滿熱誠的。他們之中有主業團信眾，主業團協助人與他們
的朋友，以及其他平信徒等。透過這活動，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密切。
　　不管怎樣，《道路》一書總是最暢銷的，我告訴人們這本書已被翻
譯成三十七種語言。我想這正如聖施禮華在《道路》第831節中所說：「你
是塊投入湖中的小石子。藉你的表樣和言語，你產生了第一個漣漪…這
一個，造成另一個…另一個，又另一個…一個比一個大。」

Lucia Kwong陳淑儀
一位前銀行行政人員，她運用她的企業經營技能致力於推廣 

聖施禮華的著作。

機遇和因果
我是一名書籍裝訂工人，有些聖施禮華的著作因緣際會的來到我手中，
例如是《道路》、《鍊爐》、《天主之友》等。當我修補這些書本時，書本的
內容就如種子般在我心裡成長。朋友時常來我的工作室告訴我他們的困
難。我不一定能給他們解答，不過我可以指引他們正確的方向。 所以，
很奇妙地，我的書籍裝訂的工作室變成了我的使徒工作站，這裡有一幅
聖施禮華的畫像保護著我們。我的朋友們常常從這位聖人身上獲得很好
的忠告而離開。

Juan Carlos Bordolli 
烏拉圭 蒙特維多。一名裝訂及修補舊書工人。

皈依的路
成為一名協助人，為我是一條皈依的清晰之路。這使我內心充滿喜樂，
因為我確實感到自己是天主的兒子。藉著每天直接與天主相遇這個奇妙
經歷，幫助我打開心扉，敞開心胸。沒有一天我不去朝拜聖體的，要是
我沒有時間在祈禱中陪伴天主，我會感覺迷惘。工作上偶有空閒的下
午，我便會將時間獻給我的家人：感謝聖施禮華，我明白到分擔我太太
養育六個孩子的工作是多麼重要和美麗呢！

Giuseppe Messina 
意大利 巴勒摩。一名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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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基金會醫院
埃努古【尼日利亞】

位於埃努古的「尼日基金會醫院」是致力

改善尼日利亞東南地區人民的健康。多

年來，這地區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譬如

說：嚴重的細菌感染，缺少醫療中心和醫護

人手短缺等。

　　1993年在一間臨時的房子裡開始了這項計劃。經營
的第一年，醫院醫治了超過一萬名病患者，人數逐年增

加。病患者數目的增加清楚地說明醫院需要更大和更多

的設施。懷著這個目標，籌款活動於 1996開始，得到本
國還有外國機構熱心的捐助。

　　新設施一點一滴地齊備。目前，醫院在內科醫學、

一般外科、婦科、產科、骨科、泌尿科、放射和物理治

療方面提供基本及中級的醫療保健服務。

Campus Muengersdorf
科隆【德國】

成立於德國的 Campus Muengersdorf是
受基督徒思想所啟發的，那兒有三間學

院：國際學院，家庭管理中心及會議中心。

國際學院提供學生住宿並致力於文化培育，

當中有一項活動讓老師與學生可在不同領域學識上作學

術交流。

　　家庭管理中心提供餐飲業和家政的專業訓練，著重

團隊合作，每個人的重要性，有效地運用時間，和靈活

性的組織管理。這些價值觀和技術訓練，與市場對服務

業及人力資源的需求不謀而合。

　　隸屬於 Campus Muengersdorf的會議中心，透過會
議、聚會和研討會（這些都是對大眾開放的），提供大眾

機會進行時事的探討，以及提供一個平台讓教師和專家

對話，課題涵蓋經濟、神學、藝術、音樂等。

天主之友 計劃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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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mbee:一起為非洲「All together for Africa」
2002年聖施禮華封聖時，Harambee非洲
國際協會（Afric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亦在那時誕生。從那時起，協會在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推廣教育項目和在世界各地促進

交流和認知。

　　頭十年間，多謝來自上千人的捐獻，Harambee在安
哥拉、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剛果共和國、幾內亞比索、

象牙海岸、肯亞、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尼日利亞、

盧旺達、塞拉利昂共和國、南非、蘇丹和烏干達資助了

33個項目（包括學校、教師培訓課程和其他社會活動）。
　　受到聖施禮華的感召，Harambee 認真實踐這句格
言：辦教育，而不只是蓋學校：不只是蓋房子，也尋求

在非洲教師身上產生正面影響。

　　目前，這個協會已拓展至意大利、法國、西班牙、

葡萄牙、荷蘭、愛爾蘭和美國（www.harambee-africa.
org）。

Pedreira 佩德雷拉教育及社福中心 (CEAP)
聖保羅州【巴西】

CEAP，即是，佩德雷拉教育及社福中
心，創立於 1985年，是由一群持有相同
理念的專業人士和學生所建立的成果。這

中心致力於改善巴西聖保羅州南部佩德雷拉

地區的社會狀況，那裏，年齡介乎 10至 18歲的青年和
青少年被邊緣化的情況很嚴重，濫用藥物和青少年犯罪

的問題也不少。這些年來 CEAP已獲得 22項表彰，工作
的成果廣泛地得到認同。

　　CEAP提供為期兩年的管理課程，此外也有一些基礎
訓練課程，包括家居事務、電工、資訊科技助理、資料

處理和電信通訊。95% 的學生在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
約 4%的學生獲得管理職位或開始經營自己的事業。接
受過 CEAP訓練的學生也在超過 400間公司內工作。
　　CEAP的工作藉著一些活動，如「孩童及家庭教育」
和「青少年與家庭培育」課程延伸到學生的家庭成員。此
外，每年有超過 500個家庭得到醫護和牙科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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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
一位與我們
關係密切的聖人
聖若瑟瑪利亞施禮華在 1902年 1月 9日生於
西班牙巴巴斯托城內的一個基督徒家庭。他從
小就體會到痛苦：在不足四年內，他先後失去
三位妹妹，以及家族生意的失敗。雖然如此，
那些迭起的苦難沒有令他失去喜樂和對天主的
信賴。
　　在 1925年 3月 28日，他 23歲的時候，
在撒拉高沙晉陞司鐸。他的第一台彌撒聖祭，

是為剛在四個月前去逝的父親靈魂的安息而奉
獻的。從那一天起，彌撒聖祭便成為他生命的
重心，並能讓他從中汲取牧靈工作的力量。
　　在 1927年春天他遷往馬德里，在那裏他
不辭勞苦地為一個幫助窮人和弱小者的慈善團
體作神師。當他以這形式奉獻自己，為天主和
鄰人服務時，在 1928年 10日 2日的一個靈修
避靜中，吾主讓他看見主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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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施禮華：
一位與我們
關係密切的聖人

在「出谷紀」裡（出 33:11），我們讀到天主與梅
瑟「面對面地談話，如同朋友之間對話一樣」。
我認為雖然在某程度上，審慎這塊面紗給我們
隱藏了很多細節，但我們有充分的理據去將這
些字應用在若瑟瑪利亞施禮華身上，因他提出
與天主「如同朋友般談話一樣」，將世界的大門
打開，讓天主親臨其中，去行動和轉化萬物。

若瑟 拉辛格樞機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

1972年在卡斯德多拉（Castelldaura）（西班牙 巴塞隆納）的聚會

　　1946年聖施禮華遷到羅馬，一方面為了將
主業團拓展到全世界，另一方面亦表示他與羅
馬教宗是緊密地連繫著的。在這永恆之城內他
不遺餘力地為他熱愛的教會服務，積極地拓展
主業團的使徒工作到世界各地。
　　他在 1975年 6月 26日中午時份與世長辭。
2002年 10月 6日他被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冊
封為聖人，他的遺體安放在主業團羅馬總部和

平之后監督座堂內。自他逝世那天起，因他代
禱而獲得的恩澤報告不斷地寄到主業團羅馬總
部：依皈天主、決心深入地實踐基督信仰、治
癒、物質的恩惠……。他的一生和他的教導啟
發了和幫助了成千上萬的人靈，他們信賴他的
轉禱，視他如一位能堅強他們信仰的朋友。

「在天主的偉大計劃中，每一項細節都非常重
要，即使是你的，即使是我這謙遜卑微的見證
人，甚至乎是那些隱閉的見證人，他們簡樸地
將信仰活出於每天的家庭關係、工作關係和友
誼中。」

教宗 方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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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如一座加油站
我在一個德國傳統路德會的環境中長大的。2005年 4月 19日，我叔叔
向我提及一位德國人剛被選為教宗。一向對天主教沒有興趣的我在好奇
心的驅使下，便扭開電視機來看。從那時起，教宗的話語便不斷縈迴在
我腦海之中。我開始探索有關信仰和教會的事宜。我便買了一本「天主
教教理」來閱讀，我很快便找到了答案，解答常存在我心中的疑問。有
一天，當我在瀏覽某大出版社的網頁時，被一本名為「道路」的書所吸
引。從閱讀中我明白到天主教教會才是我的目標所在。我便聯絡了附近
的堂區，並在 2007年領受了堅振聖事。我買了更多關於聖施禮華的書
籍和從互聯網中得到有關主業團的資料。藉此，我知道在科隆將有一個
介紹聖施禮華傳記的發佈會，於是我便決定和爸爸一同前往參加。過了
不久，我開始參加由主業團舉辦的不同類型的培育活動。我意識到這些
活動，特別是月省，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充實。它們仿如一座心靈加油
站，讓人能夠在平凡的生活中向前邁進。我感到要為主業團効力，當我
與那裡認識的朋友磋商後，我便決定成為一位協助人。

Christian Wilke 
德國 費爾肯斯坦。一位在監獄裏工作的護士

欣然面對一切
從我參加主業團所舉辦的培育活動開始，我獲益良多但未能回報。現在
我成為了協助人，便能略盡綿力。此外，我卻從中得到幫助去聖化我的
日常生活及欣然地去完成每一件事情的裨益。對我來說用心祈禱，和將
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是一項挑戰：每天起床、祈禱、照顧孩子、購物、
做家務、處理一堆堆的污穢衣物、做飯等等。我學會了將工作按優先次
序安排得更有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學會怎樣從我的鄰居，身邊的人、
受苦的人、需要幫助的人、以及那些温馨愉悅的關係中發現天主。在默
想聖施禮華的訊息，我發現到一個人怎樣能從自我中心釋放出來的自由
自在、胸襟廣闊和豐厚親切的人情味。

Maria Spenger瑪利亞史賓加
奧地利，一位幼兒園教師

我是首位受惠人
驟聽起來似乎有點自私，但我卻認為成為了協助人後，我是首位受惠
人。如果我不是主業團的一份子或去做使徒工作，我的生命幾乎是沒有
意義的。我時常不期然地複述聖施禮華的格言或軼事。他特別吸引我的
是：面對那些看來超越我們能力所及的困難的勇氣，和接納我們所不
喜歡的事物，堅定地認清我們是在天主的手中，除祂以外我們便一無是
處，有祂同在則能肩負超越我們能力所及的事情。這兩點歸納為一，最
重要的是：藉著祈禱與天主契合。

Alejandro Emilio Canale Becker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在「El Encuentro」社區之家及「Mapfre基金會」工作。  

聖施禮華 : 一位與我們關係密切的聖人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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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
聖施禮華對我的生命有莫大的影響。他默默耕耘，不求回報的服務榜樣
打動我成為 Condoray鄉土計劃（一個主業團協辦的活動）的推動者。我
領悟到要將精力投入幫助別人去自力更生和改善生活。此外，聖施禮華
給了我很多恩惠：例如女兒 Naomi是藉他的轉禱才能出世：因應我當
時的健康狀況，有些醫生建議我去做流產手術，並且要簽署一份文件來
表示自己會承擔一切風險和後果，但我和家人請他替我們轉禱，祈求一
個奇蹟，於是Naomi便順利出世了；還有，我的兒子是我屆高齡所生的。
為表示感謝從聖施禮華獲得的種種恩惠，兒子取名若瑟瑪利亞！

Raquel Morán
秘魯，一位育有五名子女的家庭主婦

金石良言
在我準備考論文試前數月，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其後得到兩份相當不錯
的工作，但我總覺得像是缺少了甚麽似的。我認為我有能力做更偉大和
更有趣的事。當我在這胡同般的困擾中尋找出路之際，我在互聯網發現
了聖施禮華的雋語錄，它們雖然是短短的段落，卻喚起我的注意及給我
推動力去付諸行動。那些金石良言彷彿是為我而寫的。當我認識到要在
我日常生活中尋覓天主時，我與工作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工作質素改
進了，對自己的要求提高了，因為我清楚我是為甚麽而為之。現在我再
不會行事草率和敷衍失責。因為最重要的是，工作是為天主而做的。

Sergei Biziukhin
俄羅斯，一位東正教徒和歷史學家

在修會內
在 1985年我有幸認識了真福歐華路，聖施禮華的第一位繼承人。他成
為我的真正父親及寶貴的神師：他在我們取得教會法定位置的路途上給
我極大的幫助。在梵二後的日子，主業團給予我們莫大的支持去實踐緊
守教會教理和教規。鑑于主業團在神修上給予我們的恩澤，我認為最佳
的答謝方式就是我們承諾為主業團祈禱。此後，我們每成立一個團體，
就自薦為主業團的協助人。我們的協助方式主要是祈禱。每天我們特別
為司鐸的聖德奉獻我們的生活和將主業團的使徒工作放在我們的祈禱
中。對我而言，這協助主要是彰顯支持教會內天主的工作和接受它的神
益。雖然主業團的定位有別於修會的奉獻生活，但是我們都是尋求天主
的召喚，聖化我們的生活，在這路途上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互相扶持，
尊重各自不同形式的特殊神恩。

Mother María Jesús Velarde 
西班牙 Galapager，耶穌聖心聖瑪利的女兒修道院。

她是這一宗座組織的創辦人及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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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厨房
自從認識了聖施禮華無私地向天主自我奉獻和他所傳揚的家庭觀念之
後，我決定成為一位協助人。我時常感謝他因為回應了天主的召叫說
「我願意」，所以做就了我們聚集在這裡。從此整個家庭和我的工作都轉
變了：當我看見二百人在餐廳進餐時，我會為他們祈禱，我明白這是最
直接的途徑將他們與天主連繫；當我準備一道特別的菜式時，我請求天
主賦予我靈感去弄好它，務求滿足客人的需要。而我會向天主說：「這是
為祢而做的」。

Juan Pedro Espinosa Sánchez
慕西亞，西班牙，一位餐飲業的表表者，是慕西亞區廚師會會長。

在越南的等待
最初我認識主業團是藉着《道路》這本書，這是主業團創辦人的著作，是
由堂區神父送給我的。那可以從工作中聖化自己而成為聖人的訊息感動
了我。這本書成為我在大學時的神修讀本。1997年我開始參加在胡志明
市每月舉行的學習圈和講座，之後我便成為一位協助人。最初我們只有
5人參加這些培育活動，現在已增至 30人。我們將教理班的教材翻譯成
越南文，亦在月省和其他活動中提供即時傳譯。我時常為主業團祈禱，
希望它能盡快在越南展開穩定的工作。

Pham Kim Uyen
越南 Tan Bien，在一個人力資源部工作。

在戲院和劇院內
我們藝人常常要面對良心的問題，並且需要堅毅地去活出信仰；推卻一
件不道德的工作會引致失掉往後其他工作的機會。我慣常在我堅持修改
電影劇本時將之交託在聖施禮華的手中，有時我會得到極大的成果。我
也會利用冗長的彩排時間，向我的同事談論生命的意義、家庭、在生活
中的成功與失敗…等等。

Adam Woronowicz 
波蘭華沙，一名電影及戲劇演員。

聖施禮華 : 一位與我們關係密切的聖人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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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在 2005年 4月皈依天主教。我從電視上看到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世的
最後日子之後，在我五內泛起莫名的感觸：一絲哀愁、對天主的盼望、
一個再次尋找一條正確道路的需要，是那樣的强烈和明顯，令我立即展
開我奇妙回歸信仰的旅程。一天，在斯德哥爾摩的主教座堂內，我認識
了一位神父，他向我提及主業團，我開始到主業團的中心參與月省，默
想，彌撒…聖施禮華的教導令我在人格、作為女性、母親、女兒、朋友
各方面都增長不少。自從知道成聖是每個人都垂手可得時，以及我們能
夠在工作中去幫助別人後，我的生命便添了新的意義。

Caroline Israelsson
瑞典， 斯德哥爾摩，一位室內設計師。

超越烏托邦
即使在嚴禁談論宗教的蘇維埃時代，我和同事們都直覺地認為人類的工
作是有神聖的一面。聖施禮華在工作中成聖的召喚，用諸於我們的社會
中是極為重要的。完善的工作不但是為個人，也是為全人類發展的基
礎，因為它將人連繫在一起。聖施禮華教導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將他
的工作臻至完美，因為只有這樣完成的工作才能奉獻給天主，將之轉變
成一條淨練及聖化的道路；這樣我們才能成為天主創世的合作者。

Yuri Simonov
俄羅斯，莫斯科，

一位理論物理學教授及核子物理學實驗室主任。

每一位女學生都是一塊珍寶
我在長崎精道（Nagasaki Seido）學校成立四年後便遇上了它。我喜歡
它的小堂，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以前就讀於一所天主教學校，每天
上課前我會到小堂裏祈禱。長崎精道學校的友善和親切的環境和老師對
待學生的態度深深地吸引我。我隨即便想與她們共事。聖施禮華的教
導令我明白到每一位女生都是我的一塊珍寶，推動我去幫助她們，尊
重她們的個性，使她們將來成為社會的棟樑。我感謝我有兩個兒子可
以在精道讀書。現在他們已經長大，亦把學校的格言：自由與責任：
possumus!（我們能！）銘記於心中。當我看見他們面對任何大小挑戰時
說：Possumus! 時，我便會非常感動。

Mitsuko Hori 
日本，長崎，一位正在慕道的候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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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hurst學習中心
悉尼【澳洲】

位於悉尼郊區的 Kenthurst學習中心提供
不同的學術、文化和靈修活動。它是得到

全國很多人源源不絕的捐助而建成的。過

往幾年所舉辦的課程中，以「光與影」最為
突出。這是由隹士頓學院（Creston College）為職業女性
和學生而舉辦的研習班，題材包括針對後現代主義的議

題，商業道德，天主教的社會訓導，而家庭與時尚潮流

也是在籌組之列。

　　每一年，Kenthurst提供很多靈修避靜給不同背景的
人仕。也有專為主教和教區神職人員舉辦的關於時事的
研習班。2008年，在悉尼舉辦的世界青年日數天前，教
宗本篤十六世在 Kenthurst逗留幾天做祈禱和小休。
　　合資格和專業的 Kenthurst員工無論在餐飲或起居方
面都照顧週到，務求給眾人提供一個溫馨親善的家庭環
境。Kenthurst也提供在 Kenvale學院就讀服務管理學科
的學生一個實習的機會。

聖十字架宗座大學
羅馬【意大利】

真福歐華路完成了聖施禮華未完的遺願，

並在聖若望保祿二世的堅定支持下，成立

了聖十字架宗座大學。

　　大學在 1984年開始運作。現在已有
1,500名學生，包括司鐸和準備鐸職的人仕，修道者和平
信徒，男男女女等，他們來自七十多個國家。大學提供
神學、哲學、教會法典和教會傳理四大院系和宗教學院
的課程。它屹立於羅馬，有助發顯服務普世教會這一精
神，而這正是主業團使徒工作的核心目的。
　　這大學的運作經費主要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宗教
信仰和有不同經濟條件的恩人。

聖施禮華 : 一位與我們關係密切的聖人 計劃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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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業團協助人 摘要

什麼是主業團的協助人？

主業團的協助人，無論男或女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幫助主業團的使徒工作，他們並
非主業監督團的信眾。
成為協助人不須有特定的聖召。他們通常是監督團信友的親屬、朋友或同事；也可是
曾經從主業團的使徒工作中獲得神修惠益的人，或欣賞主業團舉辦的使徒工作中所促
進的人性和社會發展的人仕。他們不一定有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甚至是無宗教信仰
的人也可以成為協助人。

1
主業團的協助人做些什麼？

協助人承諾在屬靈方面或物質方面協助主業團。在屬靈方面的協助是：如果可能的
話，他們每天為主業團及其使徒工作祈禱。在物質方面，可以是協助主業團使徒活動
的經費，奉獻個人的時間或提供相關的服務。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也可以參與主
業團所提供的基督徒培育活動。

2
協助人有甚麽得益？

主業團的信友每日會為協助和曾經協助監督團的人祈禱。主業團的神父也在某些時候
為已故的協助人奉獻彌撒。此外，若協助人是天主教徒，聖座賜予他們可在特定的日
子，在滿全教會所指定的條件下，出於虔敬的心去重宣協助人的承諾時，可獲得大
赦。

3
怎樣成為主業團的協助人？

協助人是由一名主業團的信友推薦，並由主業團的區代表委任。一經批核，他將會收
到通知，而他收到通知的日期，便是他成為協助人的日期。若協助人是天主教徒，他
在該日履行教會所指定的慣常條件下可獲得全大赦。4

主業團的協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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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處也是一樣，是你們成就一切。
你們真是了不起！你們知道怎樣回應天
主，怎樣去取悅衪，和伸出援手，好讓
我們可以拯救人靈。願天主祝福你們。
多謝！多謝！多謝！」

聖施禮華





主業團東亞區資訊社
香港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七期紅棉苑第 4座 2樓 G室
電話：(852) 2774 2593
傳真：(852) 2765 7312
電子郵件：info.hk@opusdei.org

網址
www.opusdei.tw
www.opusdei.cn
www.opusdei.hk

主業團的協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