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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祢而活，為祢而做（之一）

李海龍神父

有時會遇到一些心灰意冷的人，
在他們的臉上看不到神氣／笑容、呈現出來的是灰灰的、淡淡的感覺；
如果他們想把內心的感覺說出來的話，
大致會是：「做人有甚麼意思？！……」、「倒不如死去罷了！……」
──他們是失去了做人的意義和活下去的目標。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她們墮入了由困厄所形成的迷霧後而不思自拔；
不思自拔的人才會說：「做人沒有意義。」
這個世界是相對的，除了天主是獨一無二之外，沒有甚麼是絕對的：
失去了這個／這些，還有可替代的另一個／另一些，
不值得為了失去些什麼，就好像失去了一切似的，
以致要說做人沒有意義之類的說話；
只有失去獨一無二、無可代替的天主時，才值得我們失望，甚至絕望。
此時，要長嘆的，不是做人沒有意義，
而是絕望地嗟歎：失去了做人的目標──天主，
失去了天主才是真正的失落和徹底的絕望！
說做人沒有意義的人其實是一些需要輔導和認識與接受耶穌的人，
認識了耶穌和由祂所傳的福音與所賜的永生後，
就不會再說做人沒有意義了！
由於我認識了以奇蹟証明自己是天主子和為我們的罪而受苦受難的耶穌後，
我才由衷地向祂說：「主呀！我為祢而活，為祢而做。」
能說「為祢而活，為祢而做」的人是表示他已找到了人生的目標，
所以生活得很充實，即使仍要面對每日的十字架；
每日的十字架即使多和重仍會因此而覺得慶幸，因為他能與所愛的主同苦同樂。
為了讓人知道和認識主耶穌，我不辭辛勞地開辦和主持慕道班，
如果有人願意聽我講耶穌，我願意不斷地到處去講，
即使是天涯海角，直至筋疲力盡，
因為這是一件最值得去做的事，它的目標和得益不在於短暫的今世，而在於永恆的將來！
而我自一九六五年就開始舉辦的慕道班已衍生出不少善果：
其中有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和十來個分會；
和由會員們創辦的定期刊物、靈火文化中心、小靈火產品和即將開張的“Bonfire Caf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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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三藩市來鴻

些少福利的時候，他們已經很興奮滿足，我記得外婆
當時很開朗地以台山話說 : 「緬甸好轉了！」她這句
發自內心深處的一份確認、一份祝願，成為我今天的
力量與希冀──希望緬甸局勢會慢慢好轉，生還者重
建家園。

5月5日在上班駕駛途中，從電台新聞報導得悉旋風
侵襲緬甸仰光附近亞落威地三角洲地帶，消息指房
屋被吹毀、大樹翻倒、水電中斷、死亡人數和無家
可歸者數以萬計。聽聞後我的心非常難過，心想緬
甸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物資非常短缺，緬甸人民
的生活已是很艱苦，這次災難帶來嚴重的傷害，要
處理善後，肯定有極大的問題和障礙。

惦念祖國，血濃於水。四川災民受苦，像是自己的親
戚朋友受苦。近年中國漸漸開放，經濟發展迅速，在
進軍國際途中，今年遇上兩次災難，這是上天給中國
的考驗嗎？大地震之後，中國反應迅速，接受國際支
援，展開救災行動，媒體全面報導，牽起世界各地
僑胞的心，紛紛發起賑災募捐行動。天災無情，人間
有情，相信這災難浩劫過後，堅強的四川人將重獲信
心，重新建設，迎向更美好的將來。災難奪走人的生
命，卻不能奪走希望。希望有更多人肯施出援手，繼
續幫助、支持災民重建身心的家園。

過了幾天──5月12日，本是上網查看緬甸災情，卻
發現了四川發生大地震的消息，當時覺得很震驚。
報導指出很多學生及群眾被困在瓦礫中，災情十分
嚴重。我內心感覺很悲痛，哀傷的眼淚也不斷湧
出。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巨大的災難悲劇在距
離十天之內，發生在緬甸、中國：我的原生地、我
的祖國？
我是緬甸華僑，是緬甸出生的中國人，我體內流的
是中國血。可怖的災難奪去緬甸和中國十數萬人的
生命，災難使人家破人亡，眼見小孩失去父母、父
母失去獨生兒/女，令我傷心透了。緬甸政府拒絕
外來的支援是人為的悲劇，遲緩的搶救只會使更多
人死亡，真是無奈。四川方面救災行動迅速，但仍
受到餘震的威脅，到處山泥傾瀉，救援工作困難重
重，眼見同胞受難，無能為力，身同感受，也是痛
苦。

沒有人知道上天為何容許災難的發生。或許是：為人
類的皈依、為了淨化及洗滌人的罪，又或許……。從
《麥子莠子》的比喻(瑪13：24-30，36-43)我們可藉
另一個視野去看問題，去看為什麼上天容許災難的發
生。基督徒相信有永恆的生命，在地上的一切儘管有
些苦澀難嚥，但相信他日必化為甘飴甜美。災難的發
生，讓我們看到自己的渺小、能力的有限，更讓我們
看到生命的真諦，體驗生命的可貴，懂得珍惜生命，
珍惜與近人的關係，雖在痛苦中，卻見人間有情，人
間有愛。讓我們手牽手心連心，在分擔痛苦分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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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5.12的大地震觸動了千千萬萬的中國心──對死難者的惋惜、對受災者的同情與祝福、對活著的生命的感
恩……，亦帶出對生命的反思。
翻閱5.12的「每日聖言」，重溫當天的聖經章節(雅1:1-12)，才更深入領會天主的話語。雅各伯藉他的書信鼓
勵我們看患難為天主的試探，而安心樂受，因為經過患難的人，才是成全的；但人為能樂於受苦，須有天上的
智慧，為此應以依恃的「信心」向天主祈求這恩寵。
身處地震災區，要面對親朋的離逝及傷痛，確是對人性很大的考驗──面對困厄的能力、面對私慾與愛心的取
捨、面對信心的堅忍挑戰……。遠離災區亦要面對惻隱之心的考驗──捐獻的多少、施予援手的力度、身同感
受的程度……。但願我們能跨越人生不同階段的考驗，找到生命的意義。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呼籲大家繼續為地震的死難者及災民祈禱，並且繼續勤唸玫瑰經。藉玫瑰經這種在教會傳統
中最有力的祈禱方式，讓我們透過中華聖母向天主求助，也因此學會依靠天主，更親近天主。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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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的平安

寧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會員)

「亞寧，今天你就照顧亞美吧!」統籌是次義工服務
的組長說。

亞美雖然是長期病患者，在今次活動中需要別人的協
助，但是我亦在亞美身上得到一些啟示。從亞美的臉
上，我看到一份平安，相信這是一份由天父恩賜的平
安。亞美身上的玫瑰唸珠，可能是她的家人為著祈求
主的恩寵能時刻伴著她而放在錢包的。今次接觸亞
美，使我想起做人的價值問題。人普遍都抱有一種觀
念，就是有能力作出貢獻，生命才有價值。例如他可
憑著自己的技能、學識去發揮所長，每天都有事工等
著去處理，或許是受薪的工作、或是無薪的義工、又
或是在家裡擔當持家的重任，每每都使人得到一份成
功感，一份感到自己有能力付出、有價值的喜悅。但
像亞美的情況又如何解說呢? 究竟亞美在天主的計劃
裡要擔當什麼角色呢?如果我是亞美又如何呢?

亞美與同行的十多位長期病患者正在療養院接受治
療。由於病患或傷殘程度嚴重，他們都需要長期由療
養院作深入護理，因此亦較少與社區接觸。
亞美是一位需要坐輪椅的女孩，二十多歲，因為病患
的關係，她已不能流暢地說話，主要靠執筆寫字來與
人溝通。疾病也影響了她的手部機能，使她需要十分
吃力才能寫完一個字，由於字體不太端正，我要作出
猜測才能領悟她想表達的意思。縱使溝通不容易，亞
美從沒有感到厭煩，亦樂於用紙筆告訴我她的需要。
今次的義工服務是協助他們在超級市場內購物。我一
邊推著亞美，一邊向她解說在貨架上的各種各樣物
品。起初她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直至走到燒臘檔
時，亞美用手指著一隻用保鮮紙包裝好的雞肶。我
猜她是想選購，便替她取起放在購物籃中。接著我
們到售賣麵包、蔬果、鮮魚和鮮肉的地方逛，亞美對
麵包也感興趣，用極大的力氣向我表示想購買提子
飽。我為她取了貨品後便推著輪椅到售賣化妝品的地
方。這時候亞美很雀躍地想向我表達一些訊息，我請
她用筆寫下，好讓我帶她去選購。亞美使勁的說出
「玉……..」，我儘管猜測她是想購買某種牌子的護
膚品，便帶她去到擺放貨品的地方，並為她取下某種
護膚品，但亞美對著貨品不停地搖頭。她使勁地喚著
那牌子的名稱，我盡力去聆聽，可惜也聽不明白。由
於活動時間已到，我們只有放棄購買亞美的「化妝
品」了。亞美對此沒有表示不悅，反而我對未能百份
百協助亞美感到有些遺憾。

想到這裡不期然感受到上主賜予的恩寵，感謝主揀選
了我為祂的女兒，而且讓我學懂祈禱，若我像亞美的
情況，我會為身邊的弟兄姊妹祈禱，為世界的和諧祈
禱……。正如聖女小德蘭一樣，她在人生的最後階段
病重在床，但她仍不斷為世人向主禱告，以盡她的能
力所能作的。
近日亦留意到曾致函特首，要求安樂死的彬仔，在報
章中撰寫專欄，分享他對社會事物的意見，他似乎已
改變了對生命的看法，他似乎希望在他自己的能力範
圍內貢獻社會。無論我們是充滿智慧和能力，或只是
一個卑微或一無是處的人，但在天主的計劃中，我們
必有一個位置。為我來說，最好的做法就是效法聖母
瑪利亞對天主的那份信德，無論天主的計劃如何，我
們只要將自己完全交付給主，祂自會有祂的安排吧！
「看，上主的婢女，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路
1：38)

選購完畢，我正想替亞美從錢包裡取出零錢付款。當
我打開錢包時，赫然發現內裡裝著的並不是零錢，而
是一串黑色的玫瑰唸珠。突然，好像有把聲音向我
說:「這是我的女兒，你要好好照顧她!」我對亞美突
然有一份額外的親切感，在餘下的活動時間中亦盡力
去滿足她的需要。活動結束時，亞美與其他參加者由
復康巴士接載返回療養院。看著亞美的影子，我心裡
有點兒捨不得，唯有在心中默默地為她祝禱，希望天
主聖父及慈母瑪利亞繼續保守亞美，讓她身心靈都得
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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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默想和祈禱 [天主也因我而喜悅]
依納爵7天靈修旅程之7
陳樹培
眾百姓受洗後，耶穌也受了洗；當他祈禱時，天上開了，聖神藉著一個形像，
如同鴿子，降在他上邊 ；並有聲音從天上說 :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會員)
培著你走
「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
(路 3: 21 – 22)
我們接受入門聖事受洗以後，自然成了天主的子女。
在，天主自有他的計劃。在默想這兩端奧蹟的時候，
我實在無法想些什麼，我只管空虛自己，什麼也不
在聖依納爵式的祈禱中，有一個簡單的方法讓我們容
想，也不做，讓主在我內心說話……。
易進入聖言之中，就是嘗試將自己代入耶穌的角色之
中。我們試默想耶穌受洗的這段福音，想像自己是耶
於是內心浮現耶穌逾越死亡和建立聖體聖事的景像：
穌，將自己代入耶穌受洗的情境之中。
是一份體驗和感受天父所流露的愛情的景像。我由一
個軟弱帶罪的人，一下子被天父提昇到與耶穌結合的
我可以想像到我怎能和耶穌相比，因為耶穌是天主之
境界。無論我有多大的軟弱，只要我有足夠的謙遜讓
子，是天主的第二位。透過逾越奧蹟和聖體聖事奧
我有能力將這份軟弱放在耶穌跟前，我便被提昇，我
蹟，耶穌即與我連繫在一起，他在我內，我在他內。
便被愛。我本來不配，但竟被接納和提昇。我可以怎
因耶穌的緣故，我們也被稱為天主的子女。本來是不
樣去回應這份恩寵!？
配的，現在是連結在一起。因耶穌對整個人類的救
贖，「我變成天主的愛子，天主也因我而喜悅。」
特別在聖體聖事中，我和耶穌有了連結，和他人也有
了連結，和世界也有了連結。這個連結，讓我也分享
沒有逾越奧蹟，沒有基督的復活，便沒有我們的信
眾人的喜與樂、苦與哀，也分享整個世界的美善和苦
仰。每次的感恩祭，我們不但重溫耶穌的聖死和復活
難。在天主的計劃中，我存在的目的為何！？只有在
的奧蹟，在聖體聖事中，我們還分享耶穌的肉身和生
天主內，我才能認清我生活的目的和方向。只有在連
命。耶穌在最後晚餐時說 :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
結中，我才有力量去愛，去生活我要生活的。
們而捨棄的。你們應行此禮，為紀念我。」 (路 :
22:19) 耶穌竟然與我們居於一體，這是如何不可思
主！讓我在軟弱中得見你的救援，在軟弱中能洞察人
議的事。這是超乎科學、哲學、和推理的認知。我只
生的奧秘，在軟弱中能得見你的德能，在軟弱中承行
管信，甚至乎，這個「信」的能力，也不在我手中，
你的旨意。
信德也靠主的恩賜。我不是無緣無故存在的，我的存

三個多小時車程的鄉村，那裡很像二十多年前我剛到
深圳的模樣，村民比較熱情。在參觀工廠時跟一位生
產主管(講國語)接觸，談話中知悉到宗教活動只能夠
在大城市中指定的教堂內進行，大多數都是「服務」
外國人，我並不覺得奇怪，因中國十多年前都是這樣
的。雖然大部份人都是很窮，並不像現在的香港或深
圳有這麼多的物質生活，但總覺得他們(工人)臉上都
掛著笑容。此刻，我想到我們來這裡投資，是他們需
要我們的資金？還是我們需要他們的人力？正如我們
要走上主的路，其實就是我們需要祂！當清楚知道自
己的需要時，做決定就比較容易，從需要、渴求至分
享的過程是要很長的時間來建立。今次的旅程我最大
的感受和收獲就是：不要用自己(人)的準則去判斷別
人是否快樂。

傑
六月初 河內
這幾天，我和一班生意上的朋友一起到越南的河內及
海防港作投資考察。其實早在數年前，越南政府及很
多財經分析員已鼓勵外國公司投資越南，那時我總覺
得在中國還是比較恰當，皆因本身的多年工作、關
係、語言、交通及民族意識等種種原因，所以都未有
考慮到別的地方開公司或工廠。今次考察的實際收獲
不多，但感覺又不太陌生，為甚麼呢？因為在越南北
部，中國的人民幣差不多可以算是當地的主要交易貨
幣，中越貿易及人流交往十分頻密。就連政府的政策
也大致相同。在越南最後一個下午，我們到了離市區
4

活 剪
動影

第十二分會朝聖團 攝於2008年5月14日中山聖堂

第十二分會朝聖團 攝於2008年5月13日澳門

2008年6月6日首瞻禮六及慶祝主保瞻禮 攝於靈火文化中心

李海龍神父(左)晉鐸五十周年
及梁鼎勛神父(右)八十二壽辰

2008年7月4日慶祝李神父晉鐸五十周年及梁神父壽辰
梁神父壽辰
壽辰
攝於靈火文化中心

2008年7月4日於太湖酒樓與李神父及梁神父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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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天物
講者：鄭生來神父
日期：2008年3月14日

內心平靜之中達致「天地人合一，身心靈整合」的
境界，使好的東西浮現。

鄭神父用聖經《創世紀》的第一句「在起初天主創造
了天地」指出我們的信仰是與大地有密切的關係，而
且保護這個大地，人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很多現今對
大地的污染與破壞都是來自人的貪婪與放縱。

在講座的下半部份，鄭神父教大家新穎的飯前祈禱
方式：夾起第一箸菜(最好真的是菜蔬，因為它有植
物化學物，會特別關心你的細胞，保護你的細胞及
減低其變壞的機會)之後，留意看一看其色澤、形
狀、紋理，然後嗅一嗅其氣味，放進口中嘴嚼(20至
30次)，品嚐其味道，吞下時用心感謝天主。即場，
大家以一顆杏仁去實習此飯前祈禱方式。一位參加
者回應說：「嘴嚼多幾次原來會甜些！」。另一位
說：「越嘴嚼越有些杏仁奶味！」大家聽過鄭神父
娓娓道來的天地人關係、環保心得及食物健康新思
維之後，開始學習到如何以欣賞的角度去看天主的
創造，對萬物產生應有的尊重，以感謝的心去接受
大地的滋養，並懂得珍惜及愛護天主所創造的一切
事物。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梁國勛整理)

導致一些教內人士仍然缺乏對保育大地的意識，可能
是因為有些神學概念過份強調了人去「治理大地」、
「管理萬物」。其實人在面對地震、海嘯、暴風等大
自然力量是無能為力去改變的！何不轉一轉思維，聽
一聽環保主保聖方濟各•亞西西的禱詞，尋找天、
地、人應有的關係？
「我的主啊，願你所造的萬物都讚美你！我們尊貴的
太陽兄弟特別要讚美你！它發出亮光照耀我們，光
芒萬丈，聖潔燦爛，能顯出至高者的樣式與聖容。我
的主啊，願你接受月亮姊妹和繁星的頌揚！你使她從
高天發出皎潔的光。我的主啊，願風哥哥和空氣讚美
你！無論微風、白雲、晦暗和清新的天氣，凡有氣息
的，願你讓它們敬拜你……。」聖方濟各•亞西西在
《太陽歌》指出：人不是大自然的中心，也不是在大
自然之上，人只是大自然之內的一份子，人與大自然
有一份緊密如手足之情，人的獨特處是可以綜合大地
的一切而以它去讚美上主。
翻開聖經，鄭神父邀請大家讀出：「天主看了他造的
看了他造的
一切，認為樣樣都很好。」(創1：31)接著，問
著，問
著，
問
大家認為自己好不好？有些參加者衝口而出答
出答
「好！」有些則欲語還休地說：「一半好，
好，
一半衰！」鄭神父語重心長地指出天主在創
創
世之初已放了自己的「好」在萬物之中，無
無
論我們如何的「衰」也有渴望「好」、欣賞
賞
「好」、接受「好」、做「好」的能力。
我們不要讓自己的罪過遮蔽著心靈深處的
「好」，而應盡全力突破罪惡的羈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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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檢書讀
窗

馬榮陞

《靈修點滴 – 步履前的明燈》
( A lamp To My Feet)

余福綿神父 著

2007年

＊我和余福綿神父不太稔熟，雖然他來了我的堂區聖
本篤堂有兩年了，我卻很欣賞他的著作。記得多年前
經好友兼舊會員Irene崔介紹，看了余神父的兩本大
作 ──《故事半百篇》和《福綸處處》，很受書中
精彩故事所觸動，對他的信仰揭示，頗多感悟，獲益
良多。
＊《故事半百篇》和《福綸處處》這兩本書，陪伴着
我和孩子們一同成長，和我們一起度過很多個與主相
偕、一家共融的晚上。當孩子還少時，每晚，我們都
一同唸晚課，而其中一個主要環節就是『爸爸說故
事』，小孩子都愛聽故事，對故事的教導很易受落。
很多次，我都採用這兩本書的精彩故事和文章。孩子
漸漸長大，我就鼓勵他們每日看一篇，看看對生活有
甚麼啟發。
＊今年年初，余神父在本堂推出他的新作──《步履
前的明燈》，一如以往，都是以說故事、講道理方
式，發放天主聖言的光和熱，每篇文章更配以點題插
圖，有助默想，我買了一冊，先睹為快。
＊本書命名：《步履前的明燈》源自聖詠119篇105
節：『你的語言是我步履前的明燈，是我路途的光
明。』余神父願以聖言作背景，及別人的生活體驗，
與讀者分享，一起踏上這靈修之路。本書每篇文章長
短適中，非常適合教友每天十五分鐘，讀聖書、做默
想之用。
＊本書有一個設計小特色，就是在每一篇靈修文章的
右下角都有余神父不同形態坐姿的親切小相片，使讀
者讀來猶如余神父在旁殷勤指導，在靈修路上携手同
行。
── (文章摘錄) ──
(十三) 信德
『因着信德，連石女撒辣雖然過了適當的年齡，也蒙
受了懷孕生子的能力。』(希 11：11)

(一) 信心與安心
『誰若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來跟隨我……。』(瑪 16：24 – 25)

在德國科隆的地下室牆壁上，留下了在納粹德國統治
下，一位逃犯美麗的信德見證。『即使在沒有陽光普
照的日子裏，我仍相信太陽的存在。即使我感覺不
到，我仍相信世上有愛的存在。即使天主沒有回應我
的呼號，我仍相信祂在我身邊。』……究竟我對天主
的信德有多深？你若能用黏土造出一個小孩公仔，它
有棕色的眼晴，有能呼吸的肺，美麗的口唇，腦袋及
鮮紅的血，如果你能成功的話，你才告訴我：『天主
不存在』吧！

我又設想到與主並排而坐，好像學私家車一樣，由主
耶穌當我的駕車師傅，一路上，有商有量，更有衪的
悉心教導，我毫不懷疑、全心信靠，慢慢學習，不斷
進步……，不知過了多時，身旁的導師不在了，但衪
的教誨，卻銘刻我心，而且，衪實在的已居於我心內
了，與我同行，我不期然心中唱着──爾旨承行，亞
肋路亞。

有一首詩將我們與耶穌的關係比作兩個人一起踏着一
部前後座的單車一樣：開始時，我坐在前面，耶穌坐
在後面。雖然我看不見衪，但我感覺到衪的存在，特
別是上斜的時候，我更感到衪在後座幫我一把起勁地
踏。直至有一天，耶穌和我調換了位置！突然間一切
變得亂七八糟了！因為當我還在前座時，我『看到前
景』……，控制了前路；但現在，耶穌取代了『我的
位置』，我覺得『單車』好像失控似的……。終於按
耐不住，向耶穌說：『這車瘋狂了』但耶穌只向我笑
了笑，對我說：『繼續踩吧！』我只好閉著嘴，跟衪
繼續踩，我只有相信我這個單車上的同伴！我仍偶爾
感到害怕，但耶穌仍舊向我笑了笑，說著：『兄弟，
繼續踩吧！』
各位，生活中究竟有什麼東西可以阻止我們跟隨基督
呢？『天主，求祢給我勇氣，繼續踏上這生命旅程，
即使我偶爾會發惡夢，我也不怕凶險，因我知道，祢
在這旅程中，必與我同行！』
── 讀後感 ──
『信心與安心』一文給了我很大的啟發，當我坐在前
面，耶穌坐在後面時，不知有多少次，我是忘記了背
後的耶穌，自顧自的、按自己的目光所及和所想所欲
而走人生路。我是多麼沉重的傷害了耶穌的心！當我
失敗趺倒時，卻是主耶穌的不離不棄的扶持我，且教
導我走人生──愛主愛人、通往永生──的真道，主
耶穌，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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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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讀者踴躍投稿，分享你的信 歡迎你參與每月的首瞻禮六，一
每日聖言分享讀者，有意者請填妥回條及影印寄回：
同恭敬我們的主保聖母進教者之
仰生活。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金聯商業中心21樓
佑。
（來稿請附上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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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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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fire@maryhcs.org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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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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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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