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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向他們說 : 不要害怕！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

為你們誕生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見一個嬰兒，裹

著襁褓，躺在馬槽裏。�. . . . . . 凡聽見的人都驚訝牧人向他們所說的事。瑪利亞卻

把這一切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路 2︰10-12, 18-20)

依賴聖母，愛朝拜聖體，做行走的聖體和光 陳樹培

李神父用物理科學來形容天主造物主的偉
大和奧祕，未必所有人都能夠容易產生共
鳴，但他講述「天主之母」的信理時卻非
常簡單，直接並有力地說明聖母瑪利亞是
「天主之母」的道理。我覆述李神父的說
話的一部份和大家分享。

“瑪利亞以人的身份，怎麼會是大地造物
主的母親﹖原來耶穌有人性，也有天主
性，二而為一。在耶穌身上便有天主的位
格。瑪利亞是耶穌的母親，於是瑪利亞便
可以稱為天主之母。聖母瑪利亞在天上也
享有特別的地位，在眾天使之上。我們效
法聖母，聖母便領我們到天父處。”

天主偉大的工程，非人類的智慧可以想
像。天主這樣愛了人，賜下自己的聖子，
介入人類的歷史。聖母在天上有特別的位
置，這都是天父的計劃。這些理性的瞭
解，這些事實，為我們有什麼意思呢？與
我們的生活有什麼關係呢？我覺得我們可
以體驗一下天主在我身上的特別計劃和眷
顧。天主賜了我生命，獨特的我的生命，
我是何等尊貴，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擁

有生命，天主的肖像，透過聖體聖事，耶
穌就與我同在，背負和治療我的悲痛和創
傷。聖母是我生命的明燈，教會的母親，
時刻提點我們要緊靠天主，克己，悔改和
祈禱...。時刻走近耶穌並和祂一起。聖母
是我們的助佑，助我們在人生的每一階段
克服困難，除去憂傷。

當我們領主的聖體時，心中充滿歡欣意，
既居於基督愛內，我將常感到安慰。浮生
寄主內，常得主恩賜...我今將我的一切，
通通都獻給主祢。痛苦憂傷兼快樂，靠主
耶穌獻給祢...

主，祢這樣愛了我們，怎會讓我們悲傷和
受苦？但祢仍然讓災難發生，讓我們經驗
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威脅，讓我們經歷
創傷，為什麼﹖因為祢要我們悔改和更
新...。是，我明白...悔改和更新，我們
的生活便是要悔改和更新。求主讓我們在
每次領受聖體聖血後使我們成為行走的聖
體和光，生活耶穌，使眾人見到我們，便
認得我們是祂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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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李如珍

「我把平安留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若望福音 14：27)

耶穌與門徒在吃逾越節晚餐時，向門徒預言了祂的苦難，預言其中一位門徒會出賣祂及
伯多祿會在雞啼前三次不認祂。當時門徒心裏都十分煩亂，於是耶穌對他們說：「我把
平安留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不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
心裏不要煩亂，也不要膽怯。」（若14:27)

朋友，你心裏感覺平安嗎？有沒有為供樓而煩惱？為裁員而恐懼？為減薪而不滿？為病
情而憂慮？為子女而煩躁？為小事而爭吵？為名利而追逐？為考試而煩惱？為愛情而痛
苦？為失去而後悔？為金錢而爭執？為死亡而恐懼？為……而……？
 
我們每天都會在不同的環境中分別飾演不同的角色，遇到不同的際遇與困難。若心裏沒
有「平安」，每日生活在恐懼、煩躁、憂慮、爭名奪利中，人生在世便變得沒有意義，
只有痛苦，但是「平安」可以往那裏找？

令我感覺最「平安」的地方是聖堂及大自然。當我仰望祭台上的十字架時，我的心神
便隨之而平靜，尤其在寧靜中，縱使自己面對著沉重的煩惱，也頓時恍似將時間停頓
一樣，就在這刻寧靜中與主相遇。當在寧靜的大自然中聽到鳥兒的叫聲，或海浪的拍岸
聲，內心感覺是多麼美妙及幸福；領略到主的偉大事工，而我是那麼渺小，又何須斤斤
計較呢！我不喜歡嘮嘮叨叨，就讓這片寧靜及平安洗滌我的心靈。

我們渴望的「平安」是從天主那裏得來的，你無需要刻意去找尋，只要你與主相遇，用
心去感應，主的平安便會臨到你身邊，讓你以一顆平靜的心去回應主的感召。

我有這樣的經驗：當我心情不安，煩躁時，我會祈禱。首先慢慢作深呼吸，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讓體內的污氣呼走，像是將所有煩擾的事情都拋開，讓主進入我們心靈內。
在這樣的氛圍下，當心情慢慢平復過來，腦子清醒才能感受得到主的臨在。此刻的平安
是寧靜的、珍貴的、主所恩賜的。

平安極珍貴，注心中滿平靜。平安極珍貴，靠天主的眷顧，
能教我變換，盡力去做個和平人。平安是福氣，載於心更莫辭！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常言道，不宜將人作比較；俗語亦有云：人比人氣死人。
但經驗告訴我，與人比較，不一定不是一件好事，相反很多時會是一件美事，只要看我
們用什麼尺度來作比較。

聖經就這樣告訴我們，天主給每人的恩寵、對各人的要求，未必盡是相同（塔冷通的比
喻－瑪25：14-30）。若然，摒棄那慣用在「作高下」的比較上，而取以「比較異同」，
會是很大的發現。我們會發現每人都有不一樣的長處、不一樣的本領。天主按照自己的
肖像造人，人不竟是有限的個體，那能彰顯無限德能的天主呢?！天主願意讓不完美的個
體，湊併一起，正謂「天生我才必有用」，若能在互相欣賞、互相補足、互相就合、互
相扶持、互相關愛之下，要將天國臨現、將天主活現人間，又怎會是一件難事呢？

我的體驗－與人比較 古穗生修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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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年10月12日

詩人會以彩虹的標記為婚姻作證，他們從迷人
的色彩中看到──千古不變，永恆的盟約。你
是否也可以看到它豐富的內涵、生命的跨越性
質，或只是著眼於它的飄忽及短暫光彩？

在秋意盎然的十月十二日晚上，靈火文化中心特別邀請了《公教報》總編輯阮秀美修女
出席在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每月舉辦的「黃金星期五」講座，講解如何在主內善度婚姻生
活。阮修女以活潑的對答形式引領參加者進入問題的核心，並直接指出現代人對婚姻的
迷思主要是基於對婚姻失去信心。因此大眾對試婚、婚外情、離婚、同居…已經習以為
常；也曾聽過小孩疑惑地問：「哥哥的女朋友/姐姐的男朋友住在我家，他/她們是否我
的家人？」這些情景都是活生生的事實，值得我們反思。

婚姻生活與個人成長很有關連。原生家庭、姻親關係等背景因素，在不知不覺中影響著
夫婦二人。小如煲湯用料，大至誰是一家之主，各人都會以自己所學到的準則來爭辯。
故此認識自己的過去，對如何塑造現今的我，至為重要。阮修女特別強調夫婦應小心保
存或努力建立自己及對方的自尊心，因為人的自尊心與生俱來。信徒更相信我們是天
主的子女，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受天主所寵愛，所以人本身是尊貴的。藉著對自尊的認
知、對人的高貴性的認同，夫婦在激烈爭拗中可以避開對人性尊嚴的傷害。成熟的夫婦
在爭拗中只針對事、不針對人。夫婦二人可以因對方的作為感到痛心及失望但不涉及對
方作為人的可貴性。若信徒認同婚姻中的夫婦二人已成為一體，問題比較容易有迴轉的
餘地。一位參加者用以下的理念成功處理了她與丈夫的爭拗「成為一體，右邊的我怎能
長期責備左邊的我呢！」。接著阮修女指出以真誠的心，主動地踏出第一步，無條件地
去愛或寬恕你的另一半，的確是需要莫大的勇氣，但這付出是值得的，因為愛的互動性
藉著你主動的一小步而啟動，婚姻生活的雲霧會因此而撥開。

在愛中找到起點後，還需要作出相應的行動。阮修女邀請夫婦多些投資時間在溝通方
面。放下牽掛，在二人獨處中學習聆聽、學習說話、學習接收身體語言的信息、認識身
邊的人、拿出膽量去說出心裡的話及感受，縱使對方聽後會不高興、會不同意，但仍信
任另一半；若有需要也願意尋求外援，這份勇氣確是德行的修煉，值得夫婦去培養。除
此之外，阮修女也邀請夫婦成為一個成熟的人：懂負責任、可以承擔、願意犧牲，這些
也是成熟信徒應有的特質。

從婚姻的聖事性來看，婚姻是屬神的聯繫，夫婦在天主台
前結合起來，二人得到天主超性的恩寵。阮修女在她的婚
姻輔導個案中看到無數的成功例子，藉著聖寵、透過祈禱
而得到生命的跨越。若你相信聖寵是「主與你同在」，這
份與主相偕的信念是信徒特有的力量，有助夫婦度過驟雨
的洗滌，活出婚姻的彩虹。

講者: 阮秀美修女

在主內活出婚姻的彩虹

阮秀美修女(左)接受
會員譚雅林的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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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之旅 – 啟示

主講：梁鼎勛神父

日期：2007年11月16日

梁神父以一輯聖地照片把參加者的心靈聚
焦在二千年前耶路撒冷的一個歷史時刻。
「由貝特法革出發，耶穌騎著驢駒，從
『金門』進入聖城．．．」配合當時的歡
呼聲，梁神父亦把聲線稍稍提高。大家的
目光徐徐跟隨驢駒鑽進現已由石塊密封的
城門口（自從耶穌從此門進城後，往後的
人便決定把『金門』封閉，因為默西亞已
經通過此門，先知的預言已經應驗），通
過時光隧道，梁神父指著已枯萎的無花果
樹提醒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讓自
己結出美好的果實。

街角的暗處飄動著點點的燈光，走進光線
的範圍，驟見五位提燈的童女引領著客
人進入一所古舊的廳堂。「這間是聖史
瑪爾谷的父親為耶穌準備的晚餐廳堂，
若望是坐在耶穌右邊，伯多祿坐在近
處．．．」。銀光一閃，一個銀元從餐桌
旁滾落地上，發出鏗鏘的聲響，銀元上面
鑄有提比留(Tiberius)的頭像，猶達斯就
是收取了三十個這樣的銀元，出賣了耶
穌。距這銀元不遠處，隱約見到一塊掉了
人也懶得去拾起的小銅錢，窮寡婦就是奉
獻出兩個這樣的銅錢而得到耶穌的讚許，

因為她獻出了生活的全部！

穿過耶路撒冷古城狹窄的街道，走到苦路的
起點，轉過身來，踏上石板路，跟隨耶穌
走過的足跡往前走。兩旁的市集叫賣聲會讓
人分心，令人不容易體味到耶穌當時的心
情。到了苦路的第四處，是耶穌遇見聖母
的地方──肝腸寸斷、四目交投、難捨難
離的情景，賺人熱淚，百般滋味在心頭湧
現．．．。七百公尺長的苦路，一步一艱
辛，拖著沉重的心情來到名叫髑髏的地方，
這處是耶穌與另兩個人被釘死的地方。「完
成了。」耶穌在此完成了救贖的使命。（過
了一段日子，教會在髑髏的地方掘出三個十
字架，但不知那一個是耶穌的十字架，故此
把三個十字架分別放於垂死病人身旁，看那
個十字架能治好病人，終於分辨出耶穌的十
字架。）

看過空墳，踏上昔日往厄瑪烏村的古道，
細聽梁神父娓娓道來的教會故事，猶如與
復活了的耶穌且走且談，漫步於古道之
上．．．，回味講座的每一個片段，心仍是
火熱的。

金門

古耶京街角

晚餐廳堂

苦路第一處

苦路第四處

空墳

往厄馬烏村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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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鳴谷應歌聲遠(2007年11月11日)攝於石澳大浪灣村山上的草坪(2007年11月11日)

朝聖團攝於順德聖堂(2007年11月17-18日)

中山、江門、順德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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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會家開始在灣仔的靈火文化成立會所，第一分會的譚雅林及李煥雲姊妹便逢星期
一、三、五中午時段在那裡當值，歡迎其他人士在午膳時間上會所靈修，方法是用
PowerPoint播影圖像及音樂等，幫助會眾進入默想及祈禱。80歲的羅曼玲姊妹(第二分會
的眾人契媽)亦於該段時間上會所抹聖像。中午開放的時間，上會所靈修的人不多，這情
況維持了一年多，但上述三位姊妹一直堅持當值，她們的熱心及恆心真是感動了我。  

2005年我剛辭去工作不久，覺得應該用行動去表示我對上述姊妹的欣賞及鼓勵，於是我
開始在該年10月底逢星期一下午1時至3時在會所與姊妹們分享聖經及祈禱。第一次聚會
有5位出席，第二次只得3位出席(因為譚雅林不在香港，契媽有事沒出席)，其中包括李
煥雲、我的朋友及我。雖然只得三人，但那天是我們中午的祈禱會蒙受天主祝福的日
子。我們選讀了聖詠51篇，3人聲淚俱下的向主懺悔己罪，彼此代禱。 

隨後的星期一聚會，人數漸增，朋友介紹朋友來，而我們亦定下了程序。聖經由創世紀
開始，由我預先備課，在聚會時與大家分享，於讀經後彼此亦可分享個人的感想及經
歷。三份二的時間分享聖經，而三份一的時間唸玫瑰經或慈悲經。如果有人需要會後為
其禱告或需傾訴，我們都樂意為他們服務。而最為人樂道者，是會後譚雅林秘製的港式
奶茶，契媽每星期都買來的愛心蛋糕，李煥雲清新脫俗的花藝，使來聚會的人身心靈都
得到照顧。

天主把我們各自的任務都定好位後，第三分會馬榮陞的夫人麥麗萍開始帶她的同事上會
所與我們聚會，著名的三朵小花便開始形成，包括麥麗萍、袁小玉及吳佩恩。跟著吳佩
恩帶她的母親及姨媽來聚會，這兩位便是後來出名的 Twins。三朵小花與現今用粵曲福傳
的邱杏兒姊妹都是讀經祈禱會的支柱參與者，後來在2006年全成為第三分會的會員。回
顧兩年來的聚會裡，天主不斷的降福照顧我們，計領洗進教的有6位，悔改的、與家人修
和的也不少。參與者其中有不大識字的，也有大學生及碩士，有家庭主婦，在職人士及
經營生意的，年紀由17歲至80多歲，他們都來自港九新界，而且出席率非常穩定，雖然
期間有人加入，有人離去，每次星期一的聚會一定有十幾甚至20人，他們可說是風雨不
改的來聆聽聖言。每次主持聚會，我都被參與者的專注所感動。他們雖各有其經歷，但
全部都在聖言前馴服得像可愛的小學生。會前會後大都自動幫手搬枱搬椅，非常合作共
融愉快。看在眼裡，心理漸明白是天主一直在呼召人來及用聖言去預備這一群會眾。善
會及靈火文化都需要熱心的新血去推動福傳的工作。 

在向內閣會長李如珍姊妹及會祖李海龍神父表達心意後，蒙他們支持成立第12分會，於
是邀請了15位恆常參與聖經分享會的姊妹成為12分會的會員，亦幸得李神父應允擔任我
們的神師。在2007年10月及1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五，先後有15位新會員在新會所正式宣
誓入會(連同我共16位會員)。我既被派遣服務他們，自然便成了第12分會的會長。在她
們當中，我邀請了黃德肋做內務副會長，而余秀坪做外務副會長。開會亦在星期一的聚
會後舉行，免得她們舟車勞頓。至於我本屬的第三分會，我已向會長請長假，因為事務
太多，恐精神不勝負荷。

12分會的成立可說是會家的大喜事，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到第一、二、三分會的合作，沒
有這些姊妹的同心侍奉，相信這件事便要改寫了。所以，12分會是三個分會的合作成
果，願一切光榮歸於天主，是祂開始一切事並不斷照顧。我們亦託天上慈母繼續代禱祝
福，讓會家所有會員都同心盡力為福傳效力，榮主救靈。

(按︰專為方便在職人士參加的星期六讀經聚會已改為每月一次的聚會 - 即第一個星期
六同樣時間下午2時半至4時半)

是聖言召叫了我們 – 十二分會的成立 楊綺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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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火福傳粵曲集2》

出品：靈火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馬榮陞

今次為大家推介的不是一般書冊，而是一
隻CD──《靈火福傳粵曲集2》；是『會
家』成員『靈火文化藝術發展』的最新創
作。借優美動聽的粵曲小調，化作10首福
傳心曲，將上主仁愛，傳頌四方！在這裏
摘錄了本人的製作心聲，且舒發思緒，冀
盼不論愛不愛聽粵曲小調的朋友，都支持
我們這項福傳事工。

上主賜給了我們豐盛的恩寵，且恩上加恩

•自2006年中推出我們首隻福傳粵曲CD以
來，上主的慈恩，可謂源源不絕！祂不但
祝福了我們，更壯大了我們的行列。
在填詞人方面，除了原班人馬外，更加添
了周景勳神父、黃穎筠姊妹、麥美瓊姊
妹及麥麗萍姊妹。天主大大觸動了他們底
心靈，驅使他們以優美的筆觸，填出多姿
采、題材不同的頌主詩詞。其中兩首，更
由邱杏兒老師親自撰曲。
在歌者方面，我們有幸邀得第一集的最佳
配搭，邱杏兒及潘國榮演唱，上主更派
來了另一唱腔別具千秋的文武生楊凱帆加
盟，聯同一眾歌者全情演繹，與首張福傳
粵曲CD相互輝映。

•在歌曲的編排上，首先以『鸞鳳和鳴頌
雅歌』及『家庭之樂』，歌頌婚姻的神
聖及家庭的重要，在今日家庭破碎，悲情
彌漫的世代，有暮鼓晨鐘的作用。繼而是
一首『約伯怨歌』，展示人生無常，世事
埋藏義理。跟着是小品『生命之光』，讓
聖神常在我心，一生帶領。接着是本歌集
的兩首主打歌——『思．夢•覺•醒』及
『聖母讚主曲』。『思．夢•覺•醒』是
周景勳神父的一首新詩，其信仰思緒，貫
穿全集，使每首歌都變化成思、夢、覺、
醒的題材。而『聖母讚主曲』(取自聖
經)，是歌集下半部描述基督降生、受難
及復活的序幕；因着聖母的允諾，聖言降
世，居我人間。末了，我們謹將這一切，

製作的苦與樂，以至人生的起伏，借最末的
一首歌『交託』，奉獻給上主，惟主是賴，
全然交託，宛似嬰孩！

一根刺，為我是恩寵，不必拔！

這句詩取自周景勳神父的『思．夢•覺•
醒』，正好是今次CD製作的貼切寫照，因為
在整個製作過程中，不論是填詞、撰曲、選
曲、錄音，我們都感受到我們的軟弱、限
制、與不足；填詞及撰曲的搜索枯腸與不斷
的祈禱信靠，錄音時，艱難重重，直至深宵
時分。從困難中、從不足中，要接受這根
刺，我們悟到，是無限仁慈的上主，把我們
放在一起；已信主的及尚未信主的，一同為
這粵曲福傳事工，共同努力，教我們彼此互
愛、包容、接納與互勉。這根刺，就不必拔
了，有主的保守與祝福，為我們已變成恩
寵，且恩寵加恩寵！

感謝片片

這些年來，人生波折起伏，看到『約伯傳』
時，感觸不已，自省中漸悟出世事埋藏義
理，人生充滿限制與不完美，要學習與眾生
修好，獻上祝福。遂填了《約伯怨歌》舒發
心緒。愛妻以其處女作《交託》，填詞寄
意，鼓勵我一切都信靠上主，我滿心感謝！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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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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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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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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年 祝 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