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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聖母學習之三　　　       李海龍神父

 

　　　　　　　　　　「耶穌的母親把這一切，都默默記在心裡。」

　　　　　　　　　　　　　　　     路二：51
 

 由於靈性的生命是相似天主的、永恒的

生命，所以靈性的生命是我們最重視的事情。為

了好好保養靈性的生命，我們成立了聖母進教者

之佑會，並且把善會的宗旨定為透過每天「讀聖

書、做默想」的神操去實踐聖化自己和聖化他人

的理想。

           

 「讀聖書」是為了接觸、領受天主的聖

言；「做默想」是為了讓天主的聖言滲入我們的

五內，以便在我們內發揮它潛移默化的聖化作

用。在這方面，聖母瑪利亞是我們的模範和學習

的對象。她的一生都是為了「聖言」和偕同「聖

言」的。透過她「聖言」降生成人，並與她日夜

為伍。在與聖言交往的歷程中，路加聖史以一句

簡約的說話把它總括了：耶穌的母親把這一切，

都默默記存在心裡。（路二：51）
           

 「記存在心裡」是「讀聖書、做默想」精

闢的描寫。「讀聖書、做默想」在於把天主的聖

言記存在心裡，好像種籽埋在田裡那樣地，讓聖

化人靈的聖神催化它，孕育它，令它在我們的心

田上發芽、生長、開花、結果。耶穌在撒種的比

喻裡（路八：11-15）就是這樣說的：種籽是天主

的聖言；落在沃土上的，是指那些以虔誠良善的

心去聆聽的人，將聖言保存起來，恒心堅守，結

出了果實。反之，我們也可比喻不讀聖書、不做

默想的人，像是落在路旁、石地或荊棘的人，不

是無從著土，就是不能生長、結出果實。

 撒種的是天主，容許種籽成長的是人。

耶穌在撒種的比喻裡把不同的人形容為不同的田

地。種籽撒在不同的地方，產生了不同的遭遇和

效果。撒在路邊的種籽，不可能成長，因為環境

太暴露，沒有著土就被飛鳥吃掉；撒在石地上的

種籽，因為泥土不深，很快就枯萎了；撒在荊棘

中的種籽，因為周圍環境惡劣，在開花結果前就

被荊棘窒死了。可以說：「路旁」是指不重視聖

言的人，「石地」是指不會默想的人，「荊棘」

是指擺脫不了俗務糾纏的人。「沃土」才是一塊

理想的田地，能讓種籽深埋其中，在陽光雨水的

滋養下，結出百倍的果實。「沃土」是指那些勤

讀聖書後，又會在主內默想的人。

 在「讀聖書、做默想」的神操方面，我是

「路旁」、「石地」、「荊棘」、還是「沃土」

呢？

 聖母瑪利亞，日夜與聖言相對，是勤讀聖

書的模範；她把一切都默默記在心中，是沉思默

想的榜樣。

 

 耶穌說：「人生活不只靠餅，而也靠天主

口中所發的一切言語。」(瑪四：4)照顧肉身，

人人都會。照顧比肉身重要

萬倍的靈魂，可惜得很，只

有少數的人才會重視。我們

身為進教者之佑會的成員

們，是否真是［每日讀聖

書、做默想］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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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夕陽無限好系列 
  年享晚安

 能活到老，樂到老，就是能把生活的艱苦，當

作咀嚼油甘子一般，雖苦猶甘，這才是真福之人。我的

一位「老」朋友三婆就是這樣的一個幸福之人。她今年

已足八十五歲了，卻腰板挺直，精神奕奕，說起話來聲

音響亮。三婆的身材中等，瘦削而滿臉深刻的皺紋，頭

髮灰白，十足一位慈祥而飽經憂患及生活煎熬的長者。

她為人爽朗、健談及很快就能與人熟絡。我在探訪老人

院時認識她，與她深談幾次就成了「忘年知己」。她的

一生經過兩次大戰，歷盡人間的悲歡離合，捱過世上的

辛酸苦辣，但為人既樂觀又惜緣，一切以平常心處之，

不怨天、不尤人，且凡事感恩，因而得到眾人的愛戴。

 閒來無事我總喜歡去探望老人院，尤其是與三

婆談天下、說往事，就是這樣她把自己一生耐人尋味的

歷史，如數家珍的向我傾吐，真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大時

代中的小故事：三婆原籍中山，在鄉間出生未滿三歲就

喪母，父親帶她到澳門投靠姨母，且留在澳門當散工幹

活。不幸地，不到一年父親也因工傷而病亡。那時，三

婆只有四歲又遭喪父之痛，成了父母雙亡的小孤女，只

好留在姨母家中寄人籬下。她從未接受過正式的學校教

育，只靠留心學習環境中的日常知識，她學會做家庭細

務及各種手工藝，做菜也不錯，十二歲便到工廠做鞭炮

（做炮仗），入火柴幹活。

 直到二十四歲，姨母為她選了一「主」好人

家，以為甥女結了婚她便完成託孤的責任。豈料，快樂

幸福的日子只渡過五個年頭，她那位既愛她又顧家的夫

婿便因生活操勞而患上肺病，藥石無靈而病逝了。她揹

著四歲大的女兒，扶著白髮蒼蒼的家翁，草草埋葬了丈

夫，便要籌算找生活，養大幼女，照顧家翁。她說到這

裏黯然下淚，我捧著她枯乾的雙手輕拍著，表示出同情

和支持，她抹乾眼角的淚水勇敢地說下去：她四出找工

作，當時正是1941年，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很

多難民湧到澳門，她所住的地區也充滿難民，聰明的她

就跑到市政廳找一位管工「台山佬」。他當時被該區的

居民喻為好心的人，向他哀求一個幹粗活的職位，據三

婆說因當時澳門受戰爭影響缺糧飢荒，人人以樹頭草

根，木瓜樹心和粟米充飢，但政府公務員每人（每日）

有白米十二兩。雖然，工資偏低也有不少人求職，她心

想如果自己每日有十二兩米就勉強可以養活家翁及幼

女，所以，她不顧一切，甚至跪地懇求那位管工，給她

一個清潔崗位。幸好，那個仁慈的管工就可憐她孤兒寡

婦，讓她掃街，每月20元葡幣，每日十二兩白米，就這

樣他們一家三口半飽不飢地熬過了最艱苦的幾年。

 雖然不致餓死，可是三婆告訴我，她受的苦太

多了，每天擔著兩個竹籮，要掃淨全個地區的大街小

巷，每早開工都有幾具餓死的屍體要清理，隨時看見老

弱餓殍倒下來。初時，她驚心動魄，晚晚發惡夢，久而

久之，膽子也大了，更幫助開掘公墓賺外塊。那裡的三

家村前公路對著的就有一個公墓葬著成千上萬的人，他

們都是戰時的難民，餓死或病死在澳門的異鄉人，此公

墓三婆也有份掘，一層屍一層土的埋下千萬亡者，聞者

傷心。

 我問三婆；她是目擊者，有否流淚，她只嘆了口

氣說：「打仗，人就賤啦！」當時，她三十歲左右，是

個好年齡，我問她：為何不結婚，再找「主」好人家，

不用捱苦? 她堅決地搖頭：「不，我不忍心拋下老家翁

和幼女，再苦我也得撐下去，何況每日有十二兩米，粥

一餐，飯半餐也夠吃。不久，因我工作賣力，市政廳加

我人工，每月25元，在當時可不錯了。直到和平（1945
年），我「老爺」終於百年歸老了，他死前握著我的手

叫了一聲：『好家嫂』，使我感到無愧於心。又因我窮

只能用幾塊床板，請人釘個簡陋的棺木，安葬了他。」

只見三婆的雙眼滿盈淚光，我遞了一張紙巾給她，並對

她說出一句由衷之語：「三婆！我很佩服您又孝順、又

勇敢。」她笑著搖頭，繼續告訴我，她「掃街」一掃廿

多年直到五十五歲，因粗勞過度而患上肺病，不能不提

早退休，幸好，女兒已長大成人，而且嫁了過香港，有

個幸福的家庭，因她是公務員，得到長期的醫藥照顧，

肺病也漸痊癒了，在家中做些家庭手工業維持生計，直

到八十歲(即三年前)，進入這所安老院，她開心地告訴

我，這裏的修女，工友對她們很好，環境優美、膳食、

醫藥一流，一生捱苦，現在真可以說是安享幾年晚福

了。

 其實，三婆本人十分樂觀又勤力，一把年紀，不

但不用人家服侍，還每天為其他老人家收衣服，摺衫，

人人都喜歡她。她高興地說：「雖然我只得一個女兒，

卻有五個孫和很多曾孫了，每年兩、三次他們由香港來

探望我，一大群人的，好熱鬧！」她笑瞇了眼。我十分

多謝她，與我分享了她豐富的人生經歷。雖然，她談不

上有學識，卻是個有高尚品格、有孝心、有美德的長

者，曾長期為澳門服務獻出她的青春，她的能力，去建

設社會，今日社會為她準備了一個寧靜安祥的家-路環安

老院，讓她愉快地享受晚年餘下的日子，這是十分恰當

的。

 與三婆一夕話，不但使我感到生命的可愛，更肯

定她的一生有價值，在給予讚賞和鼓勵中，對我自己也

是受益良多的，我經驗到每一位老人家都是獨特的，擁

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我們該尊重他們每一位，向他們致

敬，「福地前人種，美果後人收」，這就是飲水思源。

 三婆！衷心謝謝您，我要將您的故事告訴更多

人，使人都懂得尊重身邊的老人家。更透過您的通達，

雖然沒有學識卻有良心，肯苦幹，你對生命如此投入和

積極，正是提醒著我們好好準備自己的晚年，去享受晚

年的圓融和怡悅。三婆的笑容深刻地留在我的心版上，

是人生最後階段的圓滿和統合的實現，正如心理學大師

艾力遜（Erik Eirkson） 的人生八部曲，三婆走到最後一

部，正是積極生命的圓滿，也是和諧及情緒的統合。正

所謂：夕陽無限好⋯⋯讓我們享受餘暉樂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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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體驗 － 祈禱的生活，生活的祈禱         

古穗生修女

 祈禱的生活：生活上有關靈修

的一種活動，主要是舉心向上，與主

交往，聆聽主的話，向主傾訴心底

語。

 生活（用作名詞）的祈禱：醒

覺、祥和的心靈，易助我在生活上察看到主的臨在，看

到主的足印，晤到主的啟示，聽到主的旨意。藉所遇到

的人，所碰上的景或物，向上主感謝或頌讚。困難當

前，更是我對主死牽難纏的時刻。然而，我最享受的是

每年修會為我們安排的週年退省，那一週可以放下一

切，專務祈禱，讓主的愛充盈心靈。

 生活（用作動詞）的祈禱：將祈禱中，所學習

到、聆聽到的「主的話語」，效法主基督，隨著祂二千

年前留下的足印，在我們的生活上，將基督活現出來，

讓主的愛、主的福音繼續播種人間，我相信這是生活的

祈禱，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

 要能肖似基督，當然要認識基督；要認識基

督，莫過於研讀聖經、默想聖經，參閱前人靈修的經驗

等。相信這些，各位會家的弟兄姊妹都是很清楚的，唯

是生活在這急趕繁忙的大都會裡，能抽出時間讓自己靈

性獲取滋養，真也要拿出很大的毅力和恆心。

在我的經驗裡，團體的支持是非常重要，雖然在團體

裡，要互相就合而要作出不少的付出和犧牲，但結伴同

行所得的支持更大。真的祈禱生活不會天天都是那麼甘

美，團體規範上的要求、堅持，都是自己持守恆心的力

量。

 各位會家的成員，大家有著分會作支持，會家

作護盾，我相信是主的一個莫大的祝福，好讓每一位身

為主的兒女，都能在各自被召喚的崗位上成聖。願我們

彼此鼓勵，彼此扶持，彼此代禱。主佑！  

(編者按：本文作者於前年3月5日與他太太一起參加了為期七天的聖依納爵神操退省，體

會深刻。他由205期起在此專欄與讀者們分享他倆的靈修心得。)

培著你走

今期的默想和祈禱 

[起來，做行走中的聖體！]

依納爵 7 天靈修旅程之 5

「主轉過身來，看了看伯多祿；伯多祿就想起主對他說的話來 ⋯⋯ 

伯多祿一到外面，就悽慘地哭起來了。」 (路廿二: 61-62) 

願意進入耶穌，我們就在自己每人的軟弱之中得見天主

的德能和享受天父的愛情。

 想像一下，當我們朝拜聖體，當我們默想聖言，

想像一下我自己的軟弱，想像一下自己生命的傷痕，想

像一下我自己，只消耶穌看一看，耶穌的眼睛是這樣固

定地垂視著我。這種親密的接觸是耶穌無條件給我的，

於是我不害怕將我的軟弱放到耶穌跟前，這樣我的創傷

就會被治癒，我的軟弱會化為天主對我所行的德能。所

以默想聖言，朝拜聖體是多麼幸福。傷痛得到治愈，軟

弱得見天主的德能。我的生命，我的獨特生命於是不斷

的得到整合和更新，我的生活也就愈肖似基督。

 求主讓我們珍惜機會，珍惜主給我們的恩寵，多

朝拜聖體。求主讓我們每一個人，在領

受聖體後，每人都做行走中的聖體。

 我們越努力默想基督的生平，我們便越發覺耶穌

的人性。耶穌也有他受誘惑的時候。耶穌傳教之初，就

被聖神引到荒野，在那裏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路四:1) 
，並三退魔鬼的誘惑。當時耶穌的誘惑是要迎合猶太人

對默西亞建立強國的妄想，這樣，他便要放棄以苦難死

亡作救贖的工程。我們越了解耶穌的人性，便愈發覺我

們所想的和所受的誘惑竟是和耶穌這麼相似。耶穌拒絕

了魔鬼的誘惑，給我們留下退誘惑的榜樣。耶穌在福音

內一切的行實，至最後所受的苦難，所經歷的軟弱，都

給我們留下榜樣。

 甚至門徒所經歷的誘惑和軟弱，都給我們保證天

主的德能是在軟弱中呈現出來。伯多祿三次否認主，這

一份軟弱，每一個人，你或我都會感到是如此真實和接

近自己。就是這一份軟弱，讓伯多祿獲得堅強的力量。

堅強的力量來自何方?來自耶穌的一個寬恕的眼神。「主

轉過身來，看了看伯多祿；伯多祿就想起主對他說的話

來 ⋯⋯⋯ ，伯多祿一到外面，就悽慘地哭起來了。」

  耶穌只看一看伯多祿，這一看，讓伯多祿看見天

父的愛情。伯多祿就難過，以後就徹底改變了，以無比

堅強的力量繼續耶穌的事業。這一份軟弱也就是我們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每一次軟弱的化身。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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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慶祝。今年由第一分會三位姊妹譚雅林、張麗芳及李

煥雲精心策劃，在5月19日星期六舉行此慶典。首先由神

師李海龍神父及梁鼎勛神父為我們主持感恩祭，感謝主

保聖母瑪利亞在過去一年對善會的祝福及指引，並祈求

她繼續保守我們會家，帶領我們走福傳的道路。

 感恩祭後，我們舉行了一個別開生面，極富娛

樂性的慈善拍賣活動，為善會籌募福傳經費。慈善拍賣

活動是要求各會員慷慨地捐出心愛的寶物，例如宗教聖

物、古董、珠寶、家居用品等。當日會員們都非常踴

躍，共攜來超過50份物品作拍賣。難得的是連神師李海

龍神父也積極參與，將心頭愛捐出。李神父憶述某天下

午，譚雅林姊妹好像「紅衛兵」一樣，闖入他在聖安多

尼堂的寫字樓，二話不說就撿了數件珍貴的聖物。李神

父就這樣為著會家的福傳事業作了犧牲。

 拍賣活動由李神父擔任拍賣官，各會員都踴躍

競投。現在就讓我與大家分享數件有趣的事件：

 會員梁傑倫送出一件由他的公司製造、現今全世界最先

進的搾橙汁機。他以一貫甚具說服力的口吻向大家介紹

這件家庭電器。他說這部搾橙汁機只要將半邊橙左搾一

下，右搾一下，就會很容易將整個橙搾乾搾盡。說罷大

家都捧腹大笑，似乎笑梁兄弟正說著他一貫做生意的管

治作風。

 一向默默支持會家的眾人契媽羅曼玲姊妹在拍

賣會中亦一反常態。話說當拍賣由毛校長捐出的一幅宗

教鏡畫時，契媽已參與競投，起初只有一位會員與她爭

持。後來當李神父將鏡畫的玄機道出時，各會員的眼即

時被開了，對鏡畫另眼相看，並參與競投。累得契媽要

連翻叫價，更從坐位中跳出來，以一副挑皮的模樣，挑

戰與她爭持的姊妹出更高的價格。幸好最後契媽都能獲

得心頭愛。

 上文說過譚雅林姊妹從李神父的寫字樓取走了

數件聖物，其中一件成了整個拍賣會中售得價格最高的

一件物品。這是李神父多年前到默主哥耶朝聖時在一家

木雕店購買的一尊聖安多尼像，手工萬分精緻，屬李神

父的至愛。這麼美麗的物品當然有不少會員競投，而且

價值亦超越了底價不少，當主持人詢問李神父聖像售得

此價錢可否舒緩他不快的心情時，可愛的李神父說只舒

緩了一點點。眾會員聽後為了不要讓神師懷著不快的心

情，乖乖地繼續出價，投了數輪後，李神父才能放開懷

抱，將這心中至愛送給出價最高的會員。

 拍賣會最後以停不了的笑聲完結，並為善會籌

得四萬多元善

款，讓會家繼續

推動福傳工作。

其實除了籌得善

款外，更重要的

是會家眾兄弟姊

妹在是次活動中

體現了共融的精

神，共同為會家

出一分力，增強

了各人對會家的歸屬感。祈望主保聖母瑪利亞繼續帶領

我們會家眾人，貢獻自己，共同為會家的事業而努力。

5月24日是會家的主保聖母

進教之佑的瞻禮。我們每年

都偕同各分會眾兄弟姊妹一

  韓神父用深入淺出的道

理，為我們剖析十誡的由

來，十誡在當時以色列選民

中的重要性及十誡如何幫助

人類做得更好，好能準備妥

當迎接天主所賜予更大的恩

寵 ─ 耶穌基督的救恩。耶

穌基督給我們留下了一條

新誡命，便是要我們全心全靈全意愛天主，並當愛人如

己。

總括而言，(一)十誡是天主寫在石

板上交給人類的法律，是為愛我們

而賜予的，好使我們更能愛天主，

淨化自己，並不是用來控制或審判

我們的。(二)十誡與人性的法律

是一致的。天主寫在石板上的法律

與我們自出生以來寫在心中的法

律是一樣的。(三)十誡並不是用來

控制天主，因為做得好而要求升天

堂。十誡是叫人做得好，而要達致

至善，必須學會捨棄。我們不必擔

心，因為耶穌基督所賜予的救贖恩

寵很大，祇要我們依賴祂的恩寵，便能得救。

韓大輝神父主講

活
動
剪 
影

黃金星期五講座

「天主十誡」

主保瞻禮及慈善拍賣記趣 靈火記者雯雯



「愛主從小開始」
古穗生修女主講

古穗生修女現任聖保祿幼兒園校長。憑著她多年

的神職工作和幼兒教育經驗，她和我們分享了一些

培育小孩子信仰成長的寶貴經驗。

古修女觀察到現時的普遍現象是家長盡量為子女安排

各類型的培訓，以為將最好的給了子女。殊不知小孩子可能被迫學習一些沒有興趣的事物而產生反

感，並不能感受到父母的關心，更遑論感覺到天父的慈愛呢？其實小孩子在成長中最需要父母的照

顧及指引。幼小的她們會用感官去理解父母的動作，從而感受到關懷和被愛。如果能給予小孩子適

當的照顧，穩定的安全感，便會成為她們模倣及依附的對象。

培育小孩子對天父的愛，最重要是以身作則，與她們一起祈禱，參加教會活動。父母與天主常

常溝通和依賴天主的訊息會輸入小孩子的腦袋，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所以父母要清楚自己

的處世價值觀，不要被潮流所牽引，保持清晰的人生觀，這樣才可以幫助孩子反思生命價

值，抗衡物質的誘惑，追求天國的真理。

古修女還和大家作了一些分組討論。總結討論結果，大家贊成古修女所說，

父母必須立好榜樣熱愛天主，無論多忙碌都爭取時間與子女相聚，一起

祈禱，一起參與教會活動，這樣便能培養子女的信仰成長了。

林神父為現任慈幼會中華省會長，對如何扶助青年人面

對信仰挑戰有豐富的經驗和精闢的見解。

林神父縱觀現代青年人的信仰情況，有兩極化的趨向。

有些青年人感到信仰沉悶，漸漸離開教會。但亦有不少

青年人熱心愛主，最近便有三位青年加入慈幼會，求忠

貞於天主，一生到底。其實，天主的恩寵未曾少過，缺

少的是高質素的傳訊者。林神父認為，要幫助青年人保

守信仰，面對挑戰，我們必須留意以下三點:

(一) 首先，反省自己的靈性質素Spiritual Quotient(SQ)

夠高嗎？ 是否願意為耶穌基督奉獻自己，做祂的

奴僕，願意為祂做一切事呢？

(二) 教育是心靈的溝通。慈幼會的核心思想是走

在青年人當中去傳福音。所以必須與青年人一齊生

活，打成一片，建立友誼，例如與他們踢足球、耳

語，建立彼此互信的關係。與臨在青年人中是非常

重要的。

(三) 與青年人分享天主在自己身上的仁慈。可以

向青年人講述自己的歸依，分享與天主的關係，

天主在自己身上的造化。

最後，林神父與大家分享了他的歸依，並勉勵老師與

學生攜手走向基督，成聖自己。

「青年人如何保守信仰」
林仲偉神父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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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天主的故事系列

「奉獻於聖母無玷之心」

沙神父生於阿根廷，為道生會會士。沙神父非常熱愛天

上的母親聖母瑪利亞。他與我們分享了聖母如何在生活

中像母親一樣不斷給予他助佑及指引。

沙神父要我們留意，耶穌在十字架上看見母親，又看見

祂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說：「女人，看，你

的兒子！」然後，又對門徒說：「看你的母親！」耶穌

是給了聖母瑪利亞一個使命，即成為普世人類的母親。

因為耶穌知道，人類需要一個天上的母親去愛和照顧。

耶穌死後，門徒們很害怕，聖母便一直在他們中間，直

至聖神降臨，充滿了他們的心。所以我們祈禱時，要請

聖母與我們一齊祈禱。時常誦念玫瑰經就是不斷向聖母

和耶穌說：「我愛你」。

現今聖母時常顯現，那是她很掛慮我們。聖母在法蒂瑪

顯現時要世人為罪人的悔改祈禱，因為有很多罪人下地

獄，我們要為罪人祈禱、做補贖。

為什麼要奉獻於聖母無玷之心呢？因為我們需要一位母

親。我們靈性的傷痛，需要天主的醫治；而聖母充滿

了天主的恩寵，可以醫治我們心靈的傷痛。沙神父鼓勵

我們要多誦念玫瑰經，這將會帶給我們很大的平安和感

動。他更重申，一個團體如果熱愛聖母，它將會更靠近

耶穌。

沙神父介紹了以下兩本書給大家，以幫助我們奉獻於聖

母無玷之心。

《我的無玷聖心最終將會勝利

為瑪利亞無玷聖心凱旋的勝利作奉獻準備》 

出版：一心之家

《親近聖母步步高》 

出版：天主教慈幼出版社

沙宏博神父主講

靈火文化講座

「尋找天主的故事」系列完滿結束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連續第三年在會所靈火文化中心舉行

的靈火文化講座：「尋找天主的故事」在今年三月至五

月順利完成，參加者達四百人次。這系列的講座前兩年

以支援宗教科教師為目的，而今次則以青少年為對象。

六位講者分別從天主的設計（李海龍神父）、天文物理

現象（梁鎮明教授）、商界經驗（梁傑倫先生）、人腦

構造（梁昌倫醫生）、聖經與科學（湯寶臣法官）和傳

教士來華歷史（林業強教授）的範疇引導青少年尋找天

主。

六位講者皆為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資深成員，他們引用

專業知識和個人經驗向年青聽眾清楚指出：人可以從自

然現象、人類歷史和生活經驗中找到天主的蹤影。他們

鼓勵求知慾強的青少年在這無神的世代，以開放和謙遜

的態度去尋找天主的存在。從微小如人腦的細胞到宏大

如浩瀚無垠的宇宙，處處可以窺見造物主的身影。人類

的歷史，尤其聖經中以色列人的故事和千百年來傳教士

的生命見證，有力地展示天主在人間的臨現。六位講者

均強調宗教與科學兩不排斥，信仰與理性可以攜手開啟

真理之門。

出席的青年人對這些演講內容甚感興趣，反映出引導青

少年探討神的存在課題的重要性。多位陪同學生出席的

教師均認為，這系列的講座應該更大規模地繼續舉辦，

以支援天主教學校的宗教教育。

《創世紀》科學嗎？《默示錄》可怕嗎？讓你來當陪審員！

主講: 湯寶臣法官

愛的絲綢之路：追尋主蹤到北京

主講: 林業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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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誠意邀請你成為本會《靈火》讀者或精神會員或
每日聖言分享讀者，有意者請填妥回條及影印寄回：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金聯商業中心21樓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或傳真至2838 0780)

我願意成為《靈火》讀者，請給我定期寄上            
 《靈火》
我願意響應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呼籲，嘗試    

 每天讀聖書做默想，藉此豐富自己的靈性生 
 活，並加入成為精神會員
我願意成為《每日聖言分享》讀者，請定期  

 以電郵給我發送《每日聖言分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歡迎讀者踴躍投稿，分享你

的信仰生活。

（來稿請附上作者姓名）

投稿請寄：

靈火編輯組

地址：

香港銅鑼灣

軒尼詩道458-468號

金聯商業中心21樓

傳真：2838 0780
電子郵件：bonfi re@maryhcs.

org

歡迎你參與每月的首瞻禮六，一

同恭敬我們的主保聖母進教者之

佑。

日期：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晚上6時45分至8時
地點：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        
 468號金聯商業中心21樓
 靈火文化中心

內容：玫瑰經及感恩祭

查詢電話：2838 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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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五月份開始，逢星期三晚上七時半，我們舉辦的信理

班在銅鑼灣靈火中心開鑼了，對象是慕道和再慕道者，由

李海龍神父主持大局，兩名蝦兵李楨華和潘慧兒則輔助打

點。李神父出馬，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每星期三都有新

參加者前來，真是令我們感到很大的鼓舞。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會疑惑，慕道與再慕道者一起，會不會

有些困難，答案是：絕對沒有。李神父雖已年近八旬，但

仍然像年輕人一樣，說得高興時，會手舞足蹈；回答問題

時，生動活潑，在場者都深深地被他吸引。

我相信每個人多多少少都會有些問題藏在心中，沒有答

案。這些問題可能是人生上、或人際上、或感情上、或公

義、或真理、或與信仰有關的，一直尋尋覓覓，但仍然找

不到滿意的答案。我們的信理班的主要目的，除了是福傳

外，還希望能在福音的道理中，讓這些可能埋藏很久的問

題得到一些啟示。

我們衷心的祈望，信理班能成功地永遠的辦下去，亦希望

能有更多的朋友，和他們的朋友，和他們朋友的朋友，認

識我們，並介紹他們的朋友和親人來參加我們的信理班。

我們信理班的特色是循環式課程，任何時間都歡迎新加入的弟

兄姊妹，無論是教友或是從未認識基督信仰的朋友。

時間： 逢星期三　晚上7:30至8:30
地點： 靈火文化中心

主講： 李海龍神父

2007年6月17日往天水圍聖葉理

諾堂派發《靈閱三十》之四

2007年4月22日往屯門贖世主堂

派發《靈閱三十》之四
慶祝李神父生日(4月28日)

苡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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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面上閃耀著天主的光榮」（格後四：6）。同樣，在

各人的面上，也閃爍著基督的光輝！

當小斐理伯走到幽暗狹小的告解亭前，鮑聖坐在一張小跪椅

後面。突然，斐理伯看見鮑思高神父的頭上，有一輪光輝，

就像是我們看到畫面上聖人頭上的光環一樣。這可把小斐理

伯嚇得呆呆地站在那裏......。

（聖人們為主奉獻一生，熱愛基督，愛主愛人，在他們身

上，我們看到基督的面容、接觸到基督，並深深受到感染，

這也是讀聖人行實的寶貴的地方，主，求你激勵並暖化我

心，效法聖人的芳表，好肖似基督，做天父的好子女，好把

仁愛、和平......播種世界上。）

走聖召的道路如人的皈依路，並不是平坦的，年青人的反叛

是其中一個障礙

進入鮑思高神父這所學校，並不表示小斐理伯回應了上主召

叫，相反，他幼小的心裏一直以為自己沒有聖召。進了學校

幾個月，便因為有位老師對他懷有偏見，及因為時常有氣喘

和頭痛。他等不及學期結束，就回家去了。到十八歲時，他

開始討厭神業，對信仰生活也感到枯燥乏味，漸漸冷淡起

來，且混雜在一群游蕩青年中，吃喝玩樂。

（這也是我們很多人的寫照，我們往往因為種種原因、困

難、沒有堅持自己的信仰，沒有堅持跟隨上主的召叫。就好

像種子撒在石頭裏，雖然高興的聽了天主的話，但在心裏沒

有根，不能長久，一旦為這話發生了艱難和迫害，就立刻跌

倒了。（瑪十三：20）)

父母為子女懇切的祈禱,很為上主所悅納

那天，聖堂舉行聖若瑟教會主保大瞻禮，斐理伯本應穿上善

會會衣，參加禮儀，可是時間到了，他還沒有動身，忽然，

一群玩樂的友伴來找他，並在他家裏與他一起喝酒談笑。他

的母親定睛看了他一會，就默默地離開了。奇怪的來了，當

斐理伯最後也到達聖堂的時候，那時，禮儀將完，晚課經也

唱了大半。他進去的時候，好像有一股無形巨大的力量擋住

他，使他進不去；他立刻跑回家裏，發現母親跪在聖若瑟像

前哭泣......因著那件事，他省悟過來，和那班輕佻的朋友

斷絕了來往。

（回想我年青時，何嘗不反叛？我的孖仔在成長過程中，也

有反叛的表現。主求你教我不要苛責他們，要以愛心，以包

容，更為他們獻上補贖和犧牲。你看，天主多麼悅納、重視

父母的禱告，這些禱告，使斐理伯重返正途。）

※　　※　　※　　※

少少兩千多字，還未踏入正題，已使我從聖人行實裏，很多

的思想點滴中，獲得滋潤與啟發。行實裏還涵藏著大量上主

的甘露與智慧，留待下次再與大家分享。

今年是家庭福傳年，但願我們為家長者，每日晚禱時，都把

聖人行實的點滴，灌進我們疼愛子女的心田，盼蒙上主的祝

福，結出豐盛的果實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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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是多年前，惜別神師張榮根神父（即張默石

神父）時，張神父送給我們的，每次唸此書時，心下不期然

燃起感恩之情，感謝神師如慈父般的教導，更感謝背後的好

天主，賜給我們這一份厚厚的恩寵禮物！感謝讚美主！

《愛的流露》，是記述慈幼會第三任總會長李納德神父一生

的行實。書名源自聖保祿宗徒有名的愛之讚美詩意（格前第

十三章），讓我們一面翻閱聖經細心玩味這首讚美詩，一面

以虛心受教之心，體味李納德神父一生真誠的愛德與生活，

並汲取其中的甘露。

聖召的搖籃

在意大利西北部一個小村莊魯（Lu），歷史上藉藉無聞，街

道狹小而斜，但它盤踞在小山丘上，周圍都是葡萄園，鄉民

樸實、健壯，信仰虔誠，在二次大戰後，三千居民中，竟有

近十分一人，獻身教會，真是聖召的搖籃。斐理伯．李納德

神父便是其中的一個。

（默想：在普世一片聖召荒中，讓我們擺脫物慾及繁囂生

活，回歸簡樸與自然，打開心靈，讓上主鑒臨心中，並回應

上主愛的召喚......。）

聖召由慷慨開始

一八六一年，慈幼會會祖鮑思高神父，帶領了一班學生，和

他們組成的管樂隊，到了魯鄉，卻因事要趕尾班車回杜林，

可是卻沒有馬車代步。恰巧來到老李納德先生（斐理伯．李

納德神父的父親）的門口，正在徬徨之際，李先生注意到鮑

神父，請他入內休息，並問他有什麼需要。了解後，便毫不

猶豫的叫女婿駕一輛馬車送鮑神父往車站。這次，鮑神父第

一次認識了小斐理伯．李納德。

（你看，天主的安排是多麼奇妙，透過一個小小的愛德行

動，散播了聖召的種子。在每天的生活中，我有沒有對周圍

認識或不認識的朋友付出關懷與愛心，好讓天主播種在我心

底的種子發芽生長？）

聖召只能在靈魂純潔的佳壤中成長

在小李納德十歲時，他父親把他送進了鮑思高神父在鏡美鎮

附近的學校，這學校專門收容立志修道的青年。一天，鮑神

父走到小斐理伯前，親切地說：「斐理伯！跟我做個忠信的

朋友好嗎？明天早上彌撒前來到聖堂來看我！」斐理伯便知

道鮑神父要他去辦告解。

（近來似乎在教會內，少有教友辦告解。很多聖堂，因為缺

乏神父，要辦告解也不容易！主，求你讓我不要懈怠，好好

善用這修和聖事，與主、與人、與自己及大自然修好，並從

其中領受豐富的聖寵神恩。主，也求你教我寬恕並祝福那些

得罪我們的人，不單只寬恕，更要祝福！）

《愛的流露》
編者：幼安  慈幼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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