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大家都這6作，世界將有一��氣新��！　　　

   二千年的火
         ! 仁 (第十分會)

「千」，《說文》曰：「十百也，言數至多也」。杜牧詩云：「檣似鄧林江柏天，越香巴錦萬千千」。「千」字給人的

印象，是盡多極變化之意。故有大千世界、一日千里等辭彙；亦有「天上方七日，人間乃千年」之說。踏入公元二千年，不少

文章書籍，回看過往人類歷史文化。人類由遊牧民族，進展至農業社會。農業的興起，文明即生根，從中國、印度、墨西哥、

希臘及羅馬。

紐康門(Newcomer)在1912年發明了一具可以運轉的蒸氣引擎，掀起了對文明革命性的改革，帶領人類進入工業社會、資

訊年代。文明的誕生，使人類不單只專注於生存、食物的問題上，而是尋求其背後的原因：「為什麼」？「為什麼」把人類的

生活改善，亦開拓精神生活的領域。科技的發展，把人生活質素改善，一如古人見小鳥展翅高飛，後進展至氣球、飛船，從而

發展為羅旋式、引擎式、噴射式飛機，若小鳥在天空中飛翔。人只抱著希望，前瞻目標，一若身處熱氣球，凝瞻窗外，心望天

鄉。

當然這不只作盼望，二千年來人不斷努力( 論救恩史更不止此數) ，一如聖保祿在《斐理伯書》中描述向著成全之目的而

努力的心情：「我只顧一件事：即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

的獎品。」（斐3:13-14）「人存在目的」這問題，是不少哲學家探求的問題。聖依納爵說：「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

敬、侍奉我們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所以受造的目的。」教宗在「降

生奧跡」中，指出人的條件是Homo Viator，即被召喚、召選的旅者，正如朝聖者，步著救主的足跡，前往天鄉。在旅程中，當

需帶著無比的勇氣和信心，一如人類在千年前，已用各式工具，務使自己在天空飛翔。無數的飛行器具，帶著無比信心的人，

形成一頁頁飛行失敗的歷史。但人並不氣餒，終以熱氣球上升的原理，打開飛行的第一頁。

空氣過熱上升，形成動力。

在靈修的路程中，藉閱讀聖書、做默想，燃起個人心中的靈火；從每週的聚會中，集合一小個體的靈火，使我們的小團

體一如熱氣球，憑著一絲絲大家累積的熱空氣，能飄浮天地間，讓地上的人認識，跟隨它，從而達到「成聖自己，成聖他人」

的目的。「人單獨不好」（創2:18）聚會團體的參與，凝聚每一位被傳喚的旅者，好相互扶持，把福音傳揚。在二千年前，基

督派遣門徒傳道，亦以二人作一單位，好互相照應。

「讀聖書、做默想」不是過期的產品，正如吃喝，是永恆有效的事情，支持靈性生命成長的事情，尤如哲人們的反思：

「為什麼」？在廿一世紀，人們或許「讀e -m a i l，作默想，但基本動作是相同。團體聚會的參與，把心靈之大集合，形成更大

的力量，先燃自己，照喚他人，身雖在世，心儀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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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感言 ! 第二分會

加入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約有七年的時間，由精神會員至參觀者，繼而成為會員，分會會長，到至今的內閣會長，一步

一步對善會的參與及投入，似乎冥冥中有仁慈的天主所帶領，使我對善會建立了歸屬感。特別是擔任內閣會長一職，對帶領善

會前進有著一份使命感，亦有著無限的壓力，唯有盡力而為吧! -Lilian

不經不覺與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緊密聯繫已有十五個年頭，這個小團體給我希望，無論在信仰或人生路途上，都使我成

長。以前，每次開會都有一份渴求，會後一定有所得。隨著時間的流逝，環境的變遷，自己的工作繁忙，熱誠漸退，很多時開

會變作是例行公事。最近開會內容有所更改，氣氛比前好，與主的契合亦較容易，這份渴求因而再生。相信千禧年的來臨，這

個團體和我一起重生。 -Maria Kwok

我是一九六八年入會的，當時剛考完中五會考，轉瞬間已是三十一年了。三十年來由學生到成家立室，人生的階段轉

變，善會成了生活的一部份，善會也潛移默化的轉變了自己。深信沒有善會的熏陶，今天的我恐怕大不相同，也真不知自己會

變成怎樣。善會的新血不多，但內聚力好，老化現象嚴重，也像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 . . . . 。要多加一點奉獻，多加一點認真，

多加一點犧牲，多加一點投入，會務您我都有份兒。 -Peter

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為我似乎沒有很大的改變，因為自小也有參加善會，開會只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人，一班信仰熱

誠的人。當然自己是例外，自覺比不上其他的兄弟姊妹，投入感是一般，直至今年自己在旅遊時，面對生死的一剎那，才醒覺

自己信仰的脆弱，對來生未有充分準備的恐懼，但主卻在我身邊保護了我，而後悔以往對主若即若離的態度，或者在那時開

始，我重新了對信仰的渴求和更新，對分會每次開會有一種渴求，欣賞其他兄弟姊妹的分享，每次都給自己對信仰新的體驗，

星期四的開會，不像以前放在不必要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夠為分會出一分綿力。 -蘊善

時間匆匆過去，轉眼加入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已有十年了。我用四個字來形容自己對會的感情 --- 不離不棄。初時參加

聚會，並不習慣在別人面前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後來慢慢習慣了，感覺到與人分享的樂趣，彼此可以互相學習及勉勵，最重

要是大家那顆真心。在會中並無勾心鬥角，猜忌，令我體會到共融的氣氛是多麼和諧。每逢聚會日子，我都會盡量將之放在第

一位，成為了日常必須做的事情。願祝各位兄弟姊妹，繼續努力。要維持這個大家庭，是需要各人均付出才可以實現的。

-Alice

在一九六五年的聖誕節前夕，我領洗成為天主教徒，隨後加入了剛成立的「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成為創會會員之一。

後離港往美國升學,  一去三十多年，到最近有機會返港工作，與善會再續前緣。對我來說，這次與善會的重聚，有點似「浪子

回頭」「如魚得水」的感覺，也許是天主的旨意。希望來年能為善會多出一點力，以補償多年來自己對靈修和信仰方面的失落

與離棄。更希望各會員能珍惜「聖母進教者之佑會」，讓它發揚光大。 -Simon

由聖神的指引，我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已經有十年了。我學會了祈禱，默想和看聖書。以前只有是主日望彌撒才會祈

禱。現在的我，除了每日念玫瑰經之外，還每日定一個時間 [ 主與我同在] ， 向主說出我心中的一切。但是自己還遠遠不足

夠，我會繼續努力。 -契媽

十年是個不算短的日子，參加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二分會至今接近十個年頭了 (包括精神會員時間在內)，期間幸得到

會友的推動，總算令淺薄的宗教知識略知一二。雖然會內各人對天主的認識或有參差，但無損彼此的融洽及對宗教的熱誠。會

友更不吝嗇分享自己寶貴的意見及知識。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及特色，每一位會友都懷有一顆真誠的心，亦很齊心。回想當

年Mimi 向我推介這個會時，總是覺得困難及深奧，不無猶豫，但經過她的勉勵才積極參與，感謝她對我的關懷，亦希望天主賜

福她及其家人。多年以來，會務或有起落，展望千禧，願主護佑我們，未來的十年有新的開展。 -金霞

在一個絕對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李海龍神父，亦接觸到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一個以「讀聖書，做默想」為宗旨的善會，

還記得頭一次以參觀者身份出席了首瞻禮六的彌撒，地點好像是在梁筱棠先生的辦公室，那時房內房外都站滿了人，大概有四

五十人罷，彌撒後各分會代表報導大家的動向，你一言，我一語的，很是熱鬧。十一年後的今天，每次的聚會， 雖不像以往般

的熱鬧，但對於一個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善會，這是必經的階段「青黃不接」。想要「會」能向前走，其實絕不困難，那就得

看我們大家了。只要我們能以赤子之心，赤子之誠，一同共商大計，那有事不成。迎接千禧之際，正是回望過去，展望將來的

大好時機，願彼此能用心珍惜這個陪養你我成長的善會。 -Maria Wong

在未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之前，我曾參加另一善會 - - -「聖母孝女會」。後因結婚的原故，便離開了「孝女會」。婚

後生了女兒，更是忙個不了。一直沒有參加任何善會，只是每主日參與彌撒，在靈修上總覺得好像有所欠缺。當女兒懂得照顧

自己，便開始覺得有需要在靈修上加油。從「代女」慧兒認識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很喜歡它的「每天讀聖書，做默想」神修

傳統，便在一九九零年四月成為第二分會參觀者。四年後，與金霞姊妹一起成為正式會員。感謝天主給我機會認識及加入這善

會。籍著每週的聚會和分享，每月參與「首瞻禮六」彌撒及各項神修活動，使我在靈修上穫益良多。第二分會各位會員對我的

關懷和包容，使我覺得了一群疼愛自己的兄弟姊妹，感激之情，實在難以筆墨形容。願天父及聖母繼續護佑及引領我們，使我

們更能「聖化自己」及「聖化他人」。 -Virgina

我在一九六九年參加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三十年來，我們的善會經歷了很多的轉變，但也保持了不少的延續，更喜見

默默的成長。在這禧年的前夕數來，既見証了團體的歷史，也看到了自己走過的路，更化作一個心願。

轉變的是

李海龍神父，從滿頭烏絲到鬢髮皆霜;

眾多的會友，從青春未婚到成家立業;

無數曾接觸我們的朋友，去去來來;

激昂的文字鑄煉成深沉的堅毅;

高視的目光化作內歛的謙柔. . . .

延續的是

我們仍標榜「聖化生活」為宗旨;

每個分會仍點算會員「讀聖書默想」的次數;

第二分會仍堅持每周聚會一次，而李神父也風雨無間;

《靈火》仍出版不輟; 每一屇的「內閣」仍順利上任;

散居各地的會友仍聯繫不絕. . . .

成長的是

我們更深刻領悟「生活在主內」的重要;

我們更珍惜「會家」的傳統和親情;

我們更懂得互相欣賞和扶持;

我們已摸索到靈修的門徑;

我們也努力聖化自己的家庭。

主，你是時間的主人；

在你眼中，千年不過是一瞬，萬物不過是塵土；

但你卻厚顧了我們的小團體。

人生有盡，歲月悠悠；

但你卻教導我們追求那永恆的歸所。

主，願我們在禧年的祝福中，為三十年而感恩，為一生而再進。

乃國寫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千禧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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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成為了日常必須做的事情。願祝各位兄弟姊妹，繼續努力。要維持這個大家庭，是需要各人均付出才可以實現的。

-Alice

在一九六五年的聖誕節前夕，我領洗成為天主教徒，隨後加入了剛成立的「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成為創會會員之一。

後離港往美國升學,  一去三十多年，到最近有機會返港工作，與善會再續前緣。對我來說，這次與善會的重聚，有點似「浪子

回頭」「如魚得水」的感覺，也許是天主的旨意。希望來年能為善會多出一點力，以補償多年來自己對靈修和信仰方面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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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聖神的指引，我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已經有十年了。我學會了祈禱，默想和看聖書。以前只有是主日望彌撒才會祈

禱。現在的我，除了每日念玫瑰經之外，還每日定一個時間 [ 主與我同在] ， 向主說出我心中的一切。但是自己還遠遠不足

夠，我會繼續努力。 -契媽

十年是個不算短的日子，參加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二分會至今接近十個年頭了 (包括精神會員時間在內)，期間幸得到

會友的推動，總算令淺薄的宗教知識略知一二。雖然會內各人對天主的認識或有參差，但無損彼此的融洽及對宗教的熱誠。會

友更不吝嗇分享自己寶貴的意見及知識。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及特色，每一位會友都懷有一顆真誠的心，亦很齊心。回想當

年Mimi 向我推介這個會時，總是覺得困難及深奧，不無猶豫，但經過她的勉勵才積極參與，感謝她對我的關懷，亦希望天主賜

福她及其家人。多年以來，會務或有起落，展望千禧，願主護佑我們，未來的十年有新的開展。 -金霞

在一個絕對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李海龍神父，亦接觸到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一個以「讀聖書，做默想」為宗旨的善會，

還記得頭一次以參觀者身份出席了首瞻禮六的彌撒，地點好像是在梁筱棠先生的辦公室，那時房內房外都站滿了人，大概有四

五十人罷，彌撒後各分會代表報導大家的動向，你一言，我一語的，很是熱鬧。十一年後的今天，每次的聚會， 雖不像以往般

的熱鬧，但對於一個已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善會，這是必經的階段「青黃不接」。想要「會」能向前走，其實絕不困難，那就得

看我們大家了。只要我們能以赤子之心，赤子之誠，一同共商大計，那有事不成。迎接千禧之際，正是回望過去，展望將來的

大好時機，願彼此能用心珍惜這個陪養你我成長的善會。 -Maria Wong

在未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之前，我曾參加另一善會 - - -「聖母孝女會」。後因結婚的原故，便離開了「孝女會」。婚

後生了女兒，更是忙個不了。一直沒有參加任何善會，只是每主日參與彌撒，在靈修上總覺得好像有所欠缺。當女兒懂得照顧

自己，便開始覺得有需要在靈修上加油。從「代女」慧兒認識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很喜歡它的「每天讀聖書，做默想」神修

傳統，便在一九九零年四月成為第二分會參觀者。四年後，與金霞姊妹一起成為正式會員。感謝天主給我機會認識及加入這善

會。籍著每週的聚會和分享，每月參與「首瞻禮六」彌撒及各項神修活動，使我在靈修上穫益良多。第二分會各位會員對我的

關懷和包容，使我覺得了一群疼愛自己的兄弟姊妹，感激之情，實在難以筆墨形容。願天父及聖母繼續護佑及引領我們，使我

們更能「聖化自己」及「聖化他人」。 -Virgina

我在一九六九年參加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三十年來，我們的善會經歷了很多的轉變，但也保持了不少的延續，更喜見

默默的成長。在這禧年的前夕數來，既見証了團體的歷史，也看到了自己走過的路，更化作一個心願。

轉變的是

李海龍神父，從滿頭烏絲到鬢髮皆霜;

眾多的會友，從青春未婚到成家立業;

無數曾接觸我們的朋友，去去來來;

激昂的文字鑄煉成深沉的堅毅;

高視的目光化作內歛的謙柔. . . .

延續的是

我們仍標榜「聖化生活」為宗旨;

每個分會仍點算會員「讀聖書默想」的次數;

第二分會仍堅持每周聚會一次，而李神父也風雨無間;

《靈火》仍出版不輟; 每一屇的「內閣」仍順利上任;

散居各地的會友仍聯繫不絕. . . .

成長的是

我們更深刻領悟「生活在主內」的重要;

我們更珍惜「會家」的傳統和親情;

我們更懂得互相欣賞和扶持;

我們已摸索到靈修的門徑;

我們也努力聖化自己的家庭。

主，你是時間的主人；

在你眼中，千年不過是一瞬，萬物不過是塵土；

但你卻厚顧了我們的小團體。

人生有盡，歲月悠悠；

但你卻教導我們追求那永恆的歸所。

主，願我們在禧年的祝福中，為三十年而感恩，為一生而再進。

乃國寫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千禧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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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千禧

!馬榮陞

千禧近，聖誕、新年那耀目的燈飾和吉祥語，都在告訴人們，一個新紀元即將來臨。什麼「龍騰飛躍越千禧」、

什麼「恭賀千禧」……等等。佳節氣氛，好不熱鬧！

" 然而，讓我們細心看看，究竟人們做了些什麼來迎接這個新紀元？

" 電腦黑客一早就動手製造多款千年蟲病毒，為令人頭痛的千年蟲問題添加麻煩。

　 " 恐怖分子已準備了大量的千禧郵包（其實是炸彈郵包），去襲擊他們的目標，製造人命傷亡！

　 " 末世信徒正聚集一齊，準備以自殺的方式，作個了斷，以迎接世界末日，進入「新生」！

　 " 科學家也不甘後人，透過改造基因及遺傳因子技術，去複製這、複製那。

更有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科學將可複製「人」了！

那時，「人」再不是天主創造的啊！是他「創造」了「人」。唉！好一個「巴貝爾塔」的翻版。

（請參閱創11:1-9）

看！多麼駭人，多麼教人心寒！人類正一天一天走向喪亡。難道這就是神的旨意嗎？絕不是。

作為基督的追隨者，我們就此隨波逐流嗎？為此，我翻閱了聖經，尋求聖神的啟示：

" 善與怒正展開生死戰，讓我們擇善去!。「"不隨#!人的$%，不&'()人的道*，而+心,好-主./的，

和0123-主4命的，5這6的人7是有8的！」（91:1-2）

　　 " 讓我們:-基督，;.基督，將8<=傳(世。「-主的神臨(我>-，?@我向AB人傳CDE，

FG-主HIJ年。」（*4:8-19）

　 " 讓我們的善K，LM是,N，與基督一OPQ世界R在這STU，人類V此和好，天人WX！

「Y們是Z-的[，世界的\，]耀^有的人，好_他們看`Y們的善K，\榮Y們在天Ja。」（b5:13-16）

" 我們cLMde,N，去「,主、,人」，因為善K以,N為f，而,g越一h，是iN的jk。（lm13）

n實-，Io教pq了r年的時s，來準備這個千禧年！主題是t請u人類「vw基督、在聖神x、y向聖a」。

z{年是「聖a年」，主題是「|和」R就是}改、更新。透過與-主、與自~、與他人、以��世大Z�造����

的|和，��天人WX的�一�界。

讓我們把千禧聖年的訊息銘記心中：

　"要記住天主愛我！

　" 教宗已在十二月廿五日開啟聖門；帶領全人類進入這恩寵之年、精神重生之年、與主相會及天人相親相愛的一年！

　" 讓我們以行動回應；反省信仰、悔改、更新。偕同聖母，多認識聖父、聖子、聖神。在生活中（特別多行愛德）

為信仰作見證。

�信，�大家都這6作，世界將有一��氣新��！　　　

   二千年的火
         ! 仁 (第十分會)

「千」，《說文》曰：「十百也，言數至多也」。杜牧詩云：「檣似鄧林江柏天，越香巴錦萬千千」。「千」字給人的

印象，是盡多極變化之意。故有大千世界、一日千里等辭彙；亦有「天上方七日，人間乃千年」之說。踏入公元二千年，不少

文章書籍，回看過往人類歷史文化。人類由遊牧民族，進展至農業社會。農業的興起，文明即生根，從中國、印度、墨西哥、

希臘及羅馬。

紐康門(Newcomer)在1912年發明了一具可以運轉的蒸氣引擎，掀起了對文明革命性的改革，帶領人類進入工業社會、資

訊年代。文明的誕生，使人類不單只專注於生存、食物的問題上，而是尋求其背後的原因：「為什麼」？「為什麼」把人類的

生活改善，亦開拓精神生活的領域。科技的發展，把人生活質素改善，一如古人見小鳥展翅高飛，後進展至氣球、飛船，從而

發展為羅旋式、引擎式、噴射式飛機，若小鳥在天空中飛翔。人只抱著希望，前瞻目標，一若身處熱氣球，凝瞻窗外，心望天

鄉。

當然這不只作盼望，二千年來人不斷努力( 論救恩史更不止此數) ，一如聖保祿在《斐理伯書》中描述向著成全之目的而

努力的心情：「我只顧一件事：即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

的獎品。」（斐3:13-14）「人存在目的」這問題，是不少哲學家探求的問題。聖依納爵說：「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

敬、侍奉我們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所以受造的目的。」教宗在「降

生奧跡」中，指出人的條件是Homo Viator，即被召喚、召選的旅者，正如朝聖者，步著救主的足跡，前往天鄉。在旅程中，當

需帶著無比的勇氣和信心，一如人類在千年前，已用各式工具，務使自己在天空飛翔。無數的飛行器具，帶著無比信心的人，

形成一頁頁飛行失敗的歷史。但人並不氣餒，終以熱氣球上升的原理，打開飛行的第一頁。

空氣過熱上升，形成動力。

在靈修的路程中，藉閱讀聖書、做默想，燃起個人心中的靈火；從每週的聚會中，集合一小個體的靈火，使我們的小團

體一如熱氣球，憑著一絲絲大家累積的熱空氣，能飄浮天地間，讓地上的人認識，跟隨它，從而達到「成聖自己，成聖他人」

的目的。「人單獨不好」（創2:18）聚會團體的參與，凝聚每一位被傳喚的旅者，好相互扶持，把福音傳揚。在二千年前，基

督派遣門徒傳道，亦以二人作一單位，好互相照應。

「讀聖書、做默想」不是過期的產品，正如吃喝，是永恆有效的事情，支持靈性生命成長的事情，尤如哲人們的反思：

「為什麼」？在廿一世紀，人們或許「讀e -m a i l，作默想，但基本動作是相同。團體聚會的參與，把心靈之大集合，形成更大

的力量，先燃自己，照喚他人，身雖在世，心儀天鄉。

千禧年感想 ! �/�分p

�世紀的聖誕節�過去，再過��多�時聖年2000年�c來臨了。��過去的300多天，我是��天都��生�基

督的信��? 在 ¡的¢作及生�£，是�有¤¥在�天L¦的時s與天a§¨©ª«的聖言�?教p為了¬®千禧年而¯製

的°±，²我³´的µ¶及·¸，也為¹來一年º»�¼天a的t請，�入½¾自~的信�生�，作一個¿À其實的基督徒。

Á一hvw基督，ÂO基督，在基督xÃÄ。 -Irene

®千年在人類的ÅÆ-是ÇÈ的時s，É是在Ê個QHÆËÌÍÆ£，Î不過是ÏÐ一�Ñ而已。我絕ÒÓ信ÅÆ是不

斷dÔÕdÔ的。人不斷dÔÖ×，Ø是ÙÚÅÆ的教Û。®千年m人類ÜÝ，戰Þ，不ß和à。á在也好不了多â，人類自

Óã殺，äå主道。更æ的是隨w科技及çE的è展，人é°êëß自大，自ì為主。®千年m的人不íîïð是Q世主，是

因為他們的³ñ，áò的人ó是ôñõö， 這)�更÷d了。ø近èô的複製細ù， 基因改造，úqDNA以û¦üý的þM等

等，我ÿ到不寒而慄，這是人逐步一手製造自~滅亡的末日。然而我不是消極及沮喪的，>為基督徒必須c有積極的人生觀。

人必須¾悟，不°靠人的�量。不斷祈禱，唯有靠主的�量，信靠«吧! -梁月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