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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了做猶太人，傳道給我們的教會現時的代表是德國
人，教道理的修女神父也許是意大利人等等，都不應
阻礙我們接受真理。

異客

我們期望中國人接受信仰真理，也期望中國人能安心
地成為基督家庭的一份子。種族文化懸殊，在這方面

香港人口近七百萬，基督的信徒，連天主教徒在內
大約有五十多萬，佔人口百份之八。同樣，台灣基
督徒佔人口大約百份之五。中國國內的情况沒有可
靠的統計數字，但所有的數字都顯出在中國社會傳
道的艱難。一位投身傳道工作數十年的神父對我
說，傳教的一個大障礙，就是中國人認基督的宗教
為西洋產品：文化低的怕接受「洋教」；文化高的
要維持自尊，拒受「洋教」。
雖然我沒有什麼科學化普查資料來支持那位神父的
見解，但滙合個人經驗和國家歷史，我領會到文化
和宗教信仰融合的重要性。宗教和文化融合，不但
可以消除傳道的種族障礙，加深中國人教友的靈性
體驗，更可以向普世教會貢獻我們的文化特產。
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樣，有酷愛真理和追求至
善的心。因此，拆除障礙，步向文化宗教共融的第
一步是強調真理的無國界性。地心吸力使蘋果從
樹上掉下來，不論是意大利人的蘋果、猶太人的蘋
果、還是中國人的蘋果，都會從樹上掉下來。發現
地心吸力的牛頓是英國人，而中國人沒有拒信地心
吸力的存在。同樣，哥白尼(註)是波蘭人、愛因斯
坦是德國的猶太人，中國人沒有抗拒日心之說和相
對論。
耶穌基督所傳的是真理。祂的真理，最簡潔和最不
受文化時代社會價值影響的描述，可見於《若望
福音》第一章。簡說是：造物主創造了世界萬物，
愛祂創造的人類，以祂親兒降生成人的方式向人類
表達了祂愛人的程度，並教導人類相愛。造物主顯
示了超自然的能力，包括起死回生，來證明傳消息
的耶穌基督的確是造物者降生成人。這是真理，是
不容否認，有歷史見證的真理。這樣雖然造物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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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障礙。起初感到受排擠的，不是中國人而是
其他的非猶太族外邦人。福音聖史屢次提醒我們，
即使基督在生之時，祂的真理和工作往往受到文化
種族分岐的挑戰。而挑戰的結果一定是信仰超越了
文化種族的界限。東方來朝的賢士 (瑪2:1)、葛
法翁的百夫長(瑪8:5)、為女兒求醫的客納罕母親
(瑪15:21,谷7:24)、井旁搯水的撒瑪黎雅婦人(若
4:7)，他們是我們的前驅，是我們非猶太人的模範
和榜樣。

上新方向，注重當地文化語言和崇拜方式。這革命性
的工程，要我們教友來繼續拓展。近數十年來中國教
會很多人已積極為這理想而努力。在我們圈子中的，
如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印發的《靈火》月刊、靈火文化
的粵曲福傳、李海龍神父著書立說等都是好例子。
除了為傳教，為加深信仰生活之外，促進宗教文化交
融是我們普世教會中國成員不能旁貸之責。歐洲人的
文化宗教融合，造成了今日天主教文化的主流，帶給
我們米高安哲奴不朽的創世紀壁畫、舒伯特動人的
《聖母頌》、聖奧斯定、聖多瑪斯、大小聖女德蘭的
靈修文學傑作等等珍貴的資產。我們中國有悠久豐盛
的文化，在建築、美術、文學和音樂上，有獨特高超
的建設。這一切正待我們中國基督信徒來貢獻給普世
教會，使教會的文化淵源加廣加深。世界末日之前，
教會應是真正的普世教會，滿溢着全球每個民族的文
化資源。

文化和宗教的融合，不是排擠性的。我們不是要拆
掉羅馬或歌德式的大教堂，打碎金髮碧眼的聖母聖
嬰像。目的是，一方面不要讓這些美好的外國文化
遺產造成信仰的障礙，同時進一步使中國人的信仰
得到本國文化的滋養。
今年八月，我有機會參加三藩市進教者之佑會第七
分會舉辦的「靈火唱聚講」盛會。會中演唱以傳播
福音為主題的粵語小曲小調。主辦人、表演者和觀
眾非常投入，觀眾有踴躍和唱的，有潸然淚下的，
更有演唱完畢後，留下來向主辦人熱切表示讚賞
的。也許這是海外華人特有的反應。不單是懷舊的
長者，也有少小離鄉的年青人，他們對中國文化有
特殊的懷念和嚮往，很多沒有其他機會聽粵語演
演
唱。這些曲詞，雖不是經典之作，但對他們有雙重
溫馨的意義。住在中國人社會的華人也許沒有這份
份
饑渴，但由母語傳遞訊息，是否更能喚起共鳴？

聖神像風隨願而吹，傳教的成果不能由傳教人控制，
乃是天主聖神和尋道者合作的成果。我們的責任是製
造機緣，減少障礙。我們種植的文化果實，能不能持
久普及，也得隨聖神的意願。我們只能懷着不問收獲
的熱誠，努力耕耘。
正是「同是天涯尋道者，相逢那管自東西；春風有意
催花發，不讓樊籬誤蝶歸。」
註: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發現
太陽是不動的中心，地球環繞太陽運行。

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教會在聖神的推動下，踏
踏

傑
十月初因公事要到美國紐約及羅省三天，這次行程是個多月前安排好的，本來一切都可以準備得較好，但因習
慣出發前才收拾行裝及聽取同事的滙報，以為一切都如常進行而沒有特別關注或多作準備，但到埗後卻出現了
很多問題，簡單如手提電話都拿錯了、開會的資料在電腦中放錯了資料夾……。於是為了整理好這幾天開會的
資料及報告，我唯有在到達酒店後，馬上開始工作，差不多一整個晚上都沒有好好的睡過。還好，這些工作都
是以往自己曾經做過及有參與的，所以開會的時候都沒有出岔子。回程時，自己在檢討這次行程的時候，忽然
聯想到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天主的子民」應知道在世上的旅途目的地，最後要向天主「報告」自己一生所作
的一切，那麼我們就應及早在每件事情上作好準備。生活在現代繁忙的日子裡，人們很多時都會麻木地生活或
工作，甚至慣性地不醒覺那「日子」的來臨，真不知道我們是否同樣僥倖地有最後的數小時給我們在面對天主
前作真心悔改及好好準備。
「所以，你們該醒寤，因為你們不知道那日子，也不知道那時辰。」(瑪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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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寫我心

渾

已不是第一次以「我手寫我心」的寫作形式去分享了。
已不是第
次以「我手寫我心
次以「我手寫我心
心 的寫作形式去分享
的寫作形式去
去分享
享了
是什麼驅使我去與你分享？是自己的意欲、是一種承擔或是……？
最終，我想是約定吧，和天主的約定！祂在我生命中照亮了我，讓我生活得精彩及有方向。
這刻我想在這裡和大家談談被照亮的滋味。
耶穌說︰「人點燈，並不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
耀，好使他們看見你們的善行，光耀你們在天之父。」(瑪5：13-16)
諺語說︰「與其詛咒黑暗，不如點亮燭光。」
如果你認為你的燭光太小，不能成大事，請聽聽以下我從上智出版社的《早安，朋友》一書看到的一個小故
事。
故事是說……
一位有錢的商人年紀漸老，想要退休。他召喚三個兒子來到他面前，對他們說︰「我不會把我的事業平均分給
你們三個，我要把整個事業交給最聰明的那一個。你們每人拿十個銅板去，必須買個東西裝滿我們的大倉庫。
誰裝滿它，誰就贏！」他們遂離開父親，趕快去買那東西。
大兒子買了一棵樹，把它砍斷，拖入倉庫。佔滿了一半的倉庫。
二兒子買了一大堆稻草。堆滿了大部份的倉庫。
小兒子走到一家小商店，用十個小錢買了一根蠟燭。當晚天黑之後，他請父親到倉庫去，然後他把小蠟燭放在
倉庫中間的地上，點亮了它。 數秒之後，他轉身向父親說︰「爹爹，你可以看到這倉庫的任何角落，有哪一處
沒被蠟燭照到？」
父親環視四周，微笑道︰「你贏了。」
小小的燭光為故事主人翁展示了智慧的光芒，也照亮了他生命的前路。
我和天主的約定是：我願意燃點我的生命，讓天主的恩寵在我身上發出光和熱，以我的生命影響他人的生命。
寫到這裡，我感到心靈的火在熾熱地燃燒，給我帶來無比的生活動力。

李海龍神父晉鐸金禧暨八十大壽

海外來鴻 太后與叻妃

今年（2008年）夏天，美國第七分會喜事重重：李海龍神父在Do Do（杜紹翰）及綠葉陪同之下，回來三藩市慶
祝晉鐸金禧及八十大壽。 紐西蘭的家聲、華盛頓的 Jannifer 和羅省的 Susie 也回來相聚。
家聲應我們的要求，以《大長今》的音樂作了一首《天主的百合花》慶祝李神父晉鐸金禧，皆因李神父曾表示
過非常喜歡這首歌。她亦曾在1998年，為慶祝李神父七十大壽作了一首賀壽詞，她現改名為《龍的旅程》，香
港的李仲衡兄弟為此賀壽詞譜了曲，每年會家的全體兄弟姊妹都唱此歌為他賀壽。今回更為美國的慶會趕錄了
此歌，以電郵及時送到，讓我們在慶會中播放。
慶會在八月二日下午二時半開始。首先是感恩祭及神師的話，然後切蛋糕、全體照和文娛節目。 Betty 的
《蝶舞翩翩》、 Leslie & Stanley 合唱的英文版《帝女花》和《王昭君鬥禪院鐘聲》非常攪笑；還有家聲帶
唱的《天主的百合花》及她為慶祝李神父八十大壽而設計的 Power Point Slide Show。壓軸是香港兄弟姊妹們
錄唱的 《龍的旅程》，李神父非常讚賞。至於晚上的宴會情況，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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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剪
動影

2008年8月 李海龍神父與海外會員從三藩市
往優勝美地(Yosemite)作一天行山逍遙遊

2008年8月 李海龍神父參加三藩市進教者之佑會
第七分會舉辦的「靈火唱聚講」盛會

李海龍神父與海外會員在三藩市聚會

在三藩市舉行的「靈火唱聚講」的熱鬧場面

活 推
動介
11月份黃金星期五分享會

主題: 人生路 --- 細數上主的祝福

日期: 2008年11月21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7:30至9:30
地點: 香港軒尼詩道458至468號金聯商業中心21樓
內容: 馬榮陞弟兄，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資深會員，1970年入會，是小企貿易商人。
他在主耶穌基督身上參透了人生真諦，得到救恩，並獲得天主子女的豐富生命！他願
意與眾分享自己人生中喜、怒、哀、樂、愛、怨、恨的經歷，如何變成上主的祝福。
費用: 歡迎自由捐獻

報名及查詢： 28380780(靈火文化中心)

12月份靈火行山逍遙遊
行程： 西貢海下灣沿山徑行至大灘散隊，全程約需3小時，沿途景色秀麗。
約在下午2時行畢全程。

難度： 三星半（五星為最高難度）

日期: 2008年12月7日(星期日)
集合: 上午9時30分在西貢海濱公園小巴總站集合，逾時不候。各參加者可在港鐵坑口站B1
出口乘坐專綫小巴101M直達海濱公園〝總站〞集合點集合；或在隔鄰西貢巴士總站
94號巴士集合亦可。
報名及查詢： 28380780(靈火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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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檢書讀
窗

《德蘭修女傳──在愛中行走》
Works of love are works of peace
山東畫報出版社

馬榮陞

華姿 著

山東人民印刷社承印

2005年12月第1版 / 2007年12月第5次印刷

(筆者在上一期《靈火》推介了這本書，意猶未盡，今次
特意為讀者再摘錄了幾則扣人心弦的篇章，讓讀者們一
起沐浴在愛的氛圍中，被愛/聖神所充滿，因為『天主就
是愛』(若一 4：8)。請一同靜下心來，打開心靈的耳
朵，聆聽天籟之音：上主此刻對您底召喚……。)

睛瞪得大大的。但孩子的母親接過大米後，卻分成了兩份，
然後拎着其中的一份匆匆忙忙地出去了。等她回來時，姆姆
忍不住問她。而她只是簡單地回答道：“他們也在挨餓。”
原來，鄰居家也有幾天沒米下鍋了。那個母親有八個嗷嗷待
哺的孩子需要喂養，但她却把極其有限的一小袋米分了一半
給鄰居。這就是窮人的偉大和美麗—— 自己正在窮苦中，
卻無比憐憫那些跟他一樣窮苦的人。而且，她的鄰居還是一
個穆斯林家庭。

令人怦然心動的 ── 愛的詩篇摘錄
☆ 聖召中的聖召 ── 我很渴 (第46到49頁摘要)
1946年9月10日早晨，德蘭修女來到加爾各答火車站，
火車站裏亂哄哄的，到處都是乞丐，突然聽到一個聲
音，彷彿發自一個不可知的地方，又分明就在近旁。
〝我很渴，我很渴。〞那個聲音說着。修女不由自主地
停下了腳步。她循聲望去，只見人群中有一個身形悲苦
的老人，光着枯瘦上身，正向她伸着一只手，虛弱地喊
着：〝我很渴，我很渴。〞淒楚得令人心碎。修女一下
子怔住了，彷彿突然當胸挨了重重的一擊，她痛苦地站
在那裡，像失去了知覺一樣，直到卡培拉修女來催她上
車，她才清醒過來。火車要開了，她急忙掏出一個銅板
(錢幣)扔到老人腳下。老人彎下身子，手還沒有摸到銅
板，有個男孩突然跑過來把銅板搶走了。火車順着喜瑪
拉雅山蜿蜒的山路向上爬動，德蘭修女坐在整潔舒適的
一等車廂，心中無比難過──她既為老人難過，更為這
個世界的現狀難過，也為自己心中深深的不安難過。在
某個瞬間，一個啟示突然像明月一樣，倏地從她心裏升
起。她驀然地明白了：原來這就是上主對她的召喚。上
主藉着一個身形悲苦的人向她呼喊〝我很渴，〞就是要
她到窮人中去服務窮人，那些悲傷者、貧困者、饑餓
者，都是基督的苦難化身。修女認為：『我渴』(若19：
28)—— 是耶穌代表古往今來所有苦難者向人類發出的
一聲呼喊。所謂渴，既是身體的需求，也是心靈的需
求，意味着人在受苦時，最需要的，是來自人類的愛與
關懷……。後來，在仁愛傳教修女會創建後，在每一個
為窮人服務的處所裏，都掛有一張耶穌的受難像，在上
方醒目地寫上〝我渴〞兩個大字。

☆ 卡里神廟旁，臨終關懷院外的對恃 (第132到137頁摘要)
這天上午，姆姆抱着一個從垃圾桶裡揀到的嬰孩回來，遠遠
地，就看見安息之家(臨終關懷院)門前聚集着一大群男人。
姆姆知道他們是來興師問罪的。一個男人一把拉住了她，
說：“你沒有權利呆在這裏，你褻瀆了這塊聖地。”姆姆回
答說：“我們只是想把神的愛帶給垂死的人。”群眾一聽這
話，更激憤了，他們揮舞着膀子喊道：“不是我們的神，
是你的上帝，滾開！滾回你的摩提吉去！”就在這種持續不
斷的敵視聲浪中，一個身份特殊的病人被送到了這裏，他竟
是卡里神廟的住持，他被虔誠的印度教徒視為聖人，他患上
了嚴重的肺結核病，但加爾各答的所有醫院都拒絕收留他。
這時，在安息之家的外面，住持的信徒們正在示威，高喊着
激烈的挑釁口號，在安息之家內，重病的住持正接受德蘭姆
姆細心而周到的照料。就像每個進入安息之家的病人都會問
“為甚麼”一樣，住持問姆姆：“我這麼敵視你們，你怎麼
可能真的關心我呢？”姆姆回答說：“因為我愛你，我對你
的愛，就如同上主的愛。”住持劇烈地咳嗽着，仍撐起身
子，伸手去撫摸姆姆肩上的十字架，他說：“那是你的神，
他究竟做了甚麼壞事，以致落得這樣痛苦的下場。” 姆姆
回答說：“基督是為證明他偉大的愛，才被釘十字架的，他
擔負着人類的罪惡，他是為人類犧牲的。”姆姆語音未落，
只聽見“砰”的一聲响，有一扇窗玻璃被砸碎了。群眾正在
焚燒仁愛傳教修女會的會服。姆姆倏地站了起來，對修女們
說：“我必須出去，我要和他們談一談。”“不，不行，修
女，他們會傷害你的。”“如果他們殺了我，我就可以早點
見到主了。”……(事件發展過程扣人心弦，令人感動，終
於很戲劇性地得到平息，惜篇幅所限，未能盡錄。)從這以
後，再沒有人來找姆姆的麻煩。尤其是，當印度教徒們知道
了住持的事後，他們的態度就徹底改變了。有個印度教徒對
姆姆說：“現在我知道你們在這裏幹什麼了，你們把那些不
幸的人抱回來，然後再把他們背到天堂裏去。”

☆ 偉大的窮人 (第68頁摘要)
一天早晨，姆姆(德蘭修女)的住處突然來了個陌生的男
子，他對姆姆說：“修女，一個有八個孩子的家庭已經
斷炊好幾天了。”姆姆立即裝了一小袋大米，並親自送
去了。孩子們看到修女送來大米，高興極了，飢餓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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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營運資金》
各位主內兄弟姊妹：
自從有靈火文化中心出現，善會便多了一個聚腳點，而我們亦致力在靈火文化中心舉行多項不同類形的活動，讓更多人可以到這個地方來找
尋天主、接近天主，及認識我們的善會。
為了令善會活動能有效地推廣及對外溝通，我們在兩年半前突破性地聘請了全職幹事協助善會發展。在全職幹事的配合下，加上靈火文化
中心的環境，善會在這數年間舉辦了很多精彩活動，除有「每月首瞻禮六及生日會」外，還有「每日聖言分享」、每星期「慕道/再慕道
班」、每星期「祈禱會」、每月「黃金星期五」、《尋找天主的故事》系列講座、《天主是最傑出的設計家》講座、青年信仰分享會、到聖
堂派聖書、靈火行山逍遙遊、周年退省、周年朝聖之旅、新年團拜、聖誕聯歡會等；此外還出版《靈火》雙月刊、《靈火點點》、《靈閱
三十之四》、《靈閱三十之五》、《天主是最傑出的設計家》、《每日聖言》電郵發放等。
現時，我們每期印發《靈火》2,500份，除了會員及靈火讀者外，所有聖堂、彌撒中心、中/小學校均收到我們的《靈火》；同時，在這兩年
間，我們分別到過20間聖堂派發《靈閱三十》，共送出了5,930本給教友；而《每日聖言》亦以電郵方式發放給402人。在李海龍神父的教導
下，慕道班人數高達105位，今年復活節共有11位慕道者領洗。第十二分會的成立亦是通過祈禱會而來的。
07年3月至08年8月《黃金星期五》
07年至08年《尋找天主的故事》系列講座
07年至08年《祈禱會》
08年8月23日《天主是最傑出的設計家》講座

出席人次為628人
出席人次為365人
每次出席人數為15人
出席人次為51人

以上種種活動的舉行及出版，單看舉辦活動之項目、參加人數、聖堂數目及派出的《靈閱三十》數目，足以証明善會在福傳上所作出的貢獻
是有價值的；教區內很多人對我們善會已有認識，口碑很好。這些成果是有賴各位會員出錢出力、鼎力支持所致。我們期望會家的聖化運動
有更大的發展，因此我呼籲大家為「天主的事業」慷慨捐款。
我在此衷心多謝大家的支持！要讓善會繼續維持以上活動及出版，甚至再發展其他項目，培育更多的教友，並將福音廣傳開去，我們需要
「您」繼續在財政上的支援。
捐款請以劃線支票抬頭「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或「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郵寄往以下地址：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至468號 金聯商業中心21樓。
捐款$500或以上可要求發出收據，由於本會仍未完成非牟利機構註冊，我們只能提供一般普通收據。如欲索取收據，請填寫以下資料，並連
同支票寄給本會：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金額 ：
收據種類 ：

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行： _______________
普通收據

支票號： ______________
無需收據

收據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你對福傳事業的支持。
主佑！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內閣會長李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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