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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年專題

編者按：「今期首頁文章介紹了會家「眾人的契媽」羅曼玲女士，她平實而溫和的信
仰生活感染會家一眾會員，讓會內時常洋溢著和諧氣氛。今年正值會家在美國三藩市
的第七分會慶祝成立四十周年，有幾篇文章都是介紹他們的歷史、會員心聲，及他們
近期的動，讓大家認識第七分會在美國的發展。「火花集」用幽默的方式以「凱撒的
歸於凱撒？」為題繼續探討「佔中」的是與非。今期「教會之外無救恩？」探索系列
之三是完結篇，文中道出信友需要傳教的積極意義。「窗前檢書讀」推介了古倫神父
的作品《擁抱老年心生活》，青年人、中年人及老年人也值得一讀。「靈火天地」今
期特別報道了輔導天使團的成立，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廉價及專業的輔導服務。」

學習年

之「梵二憲章生活化」系列

人物篇

我們家的媽媽

文◎麗芳、織雯

我們會家的媽媽已九十高齡了！今年八月，兒孫們更為她舉行
壽宴，邀請了善會神長們及她的契仔契女一同出席，與她一起慶祝、
一同感恩上主多年來的祝福。我們這位媽媽就是羅曼玲女士，大家的
契媽！我們總是相信契媽是天父特別派遣到來我們的善會，讓我們好
好學習她對信仰的堅持。

契媽在二十多歲時已經領洗加入天主教會。她時常向人講述
以下一段經歷，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天主對契媽的恩寵和她
對天主愛情的矢志不渝。

「在領洗前一晚，我發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聲如雷响的
人把我揪到一個很黑暗的地方，然後勒著我的頸恐嚇我不
要領洗。他給我三分鐘時間考慮，如不聽從便把我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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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有拼命唸《天主經》、《聖母經》和《光榮經》，
但被勒著的頸仍很辛苦。那人後來再問我是否放棄領
洗，但我應承了天主決不改變，合上眼，心想死便死
吧！突然我感覺有一道強光，勒着頸的手就鬆開了。
於是我張眼一看，見到耶穌站在前面向我說：「不用
怕，魔鬼已經走了，之後耶穌便消失了。」
第二天契媽便滿心歡喜去領洗，成為天主的女兒了。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契媽每遇著生活上的困難，都會

現時契媽視力不是太好，不能時常閱讀《聖經》，

求天主幫助，全心依賴天主的帶領。契媽告訴我們，

但她最喜歡聖詠第111首「義人的福樂」，覺得最

在這麼多年來，她經驗了天主無比的慈愛和援助。最

能表達她心中所想，並時常銘記當中的金句 ─「凡

近，天主又聆聽了契媽的懇求，在耶穌升天節開始大

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喜歡祂誡命的人，真是

大減輕了她坐骨神經的痛楚。

有福！」

契媽非常熱愛會家，當問到她對會家有什麼期望時，她即時雙眼通紅說最
希望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各個分會，包括海外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的分
會，個個都能夠繼續延續下去，不要白費神師培育的心血。契媽真是如
母親愛惜自己的兒女般愛護著會家的弟兄姊妹們。

因為身體開始衰弱，契媽需要入住護理安老院。她一如既往，相信天主
為她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她已很快適應了院舍的飲食，以前不喜歡
食雞的她，如今卻覺得好味；以前飲牛奶會有敏感反應，如今常常飲牛
奶卻沒有敏感反應。人也胖了一些。契媽非常感謝、讚美天主。

從契媽身上，我們學習了「人對天主的回應」─「人在天主
的恩寵支持下，以信德的服從來回應天主，即把自己完全交
付於天主，並接受祂的真理，正因這真理是天主所保證，而天
主就是真理本身。」(天主教教理簡編：卷一「信仰的宣認」
142-143段)

契媽切切實實地為我們立下了榜樣，她對主的信賴，對信仰的
堅持，正正顯示了她對天主的回應。無論她所經歷的，所遭遇
的，是順境或是困難，她都是不斷祈禱，毫不猶豫地交付於天
主及聖母媽媽。就讓我們向契媽送上致誠的祝福，勇於向她學
習對主的回應，好讓我們的信仰能得以深化，並讓我們的生活
充滿基督的愛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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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多橋的地方
第七分會的家

文◎第七分會

美國加州三藩市灣區有五條橋，最有名的是金門橋，最長的是San Mateo大橋，長達十一公里。
美國加州三藩市灣區，有最古老的唐人埠，有最有名的學府，就在這文化交流滙集的地方，誕生了第七分會。

一九七四年，李海龍神父在加州柏克來神學

員復出：因為兒女長大了，有些會員可以再度

院深造，就在不遠的三藩市唐人埠內的慈幼會

投身。薪火重燃，雖然仍是小貓幾隻，但已能互

堂區，開辦了再慕道班，吸引了不少有心的青

相勉勵。可惜有些會員，雖然已過了最忙碌的階

年華裔移民參加。在慕道班結業後，八位成員

段，但因為離開了三藩市，不能參加常會。引發

在李神父的鼓舞之下，組織聖母進教者之佑第

了第二個突破：視像開會。2011年在三藩市長

七分會。這是第一個海外的分會。之後續有青

居的幾位中年白領麗人，想得到以視像媒體來

年加入，人材鼎盛。後來李神父學成歸港，這

消除地域的阻隔，使兩位心在人不在的姊妹，

小小的團體進入了一個充滿挑戰的階段。有些

能經常用Skype視像開會，分會的聚會從此豐

挑戰是來自外面：堂區神長未能認同我們的神

盛起來。第三個突破是三國同心：2012年，居

修宗旨，感到我們在堂區的服務不足，沒有着力

住在澳洲的兩位會友，因公到訪三藩市，順道

支持我們的發展，一直都沒有神師，後來終於退

和第七分會姊妹會面，一經邂逅，一見如故，

出堂區。更大的挑戰是來自內部：會員大多已達

他們參加了每月的視像會議，聯同在紐西蘭的

成家立室之年，結婚後需要全心全力照顧兒女，

一位姊妹，我們的常會成了跨越時空的聚集。

因而不能參加會議。美國是一個居民流動性很大的

新會員，帶來新氣息，每次在開會前，大家渴

地方，有些會員因就業或婚姻，離開了三藩市，

望在空氣中相會，開會中，大家積極參與討論

分會便漸漸蕭條下來。在這些不利的情况下，聖

專題，開會後，大家互訴近况，關閉電腦時，

母和我們同步，就像學走路的小孩子，我們時起

依依不捨。

時跌，有時卻坐在地上不願意起來。會內的三數
位堅靭份子，就像聖母的左右手，不離不棄，支

雖然人數稀少，我們仍盡力做些宗徒工作。一九

撐了二十多年。

八五年，開始了大眾傳播，把港製的幻燈片集轉
成電視廣播節目，與三藩市灣區居民同享。二零

新世紀後，第七分會經歷了三個突破。第一是會

零五年，我們舉辦了第一次以歌唱傳揚《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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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名為「靈火唱聚講」。我們能開始這項宗

們的信仰與祈禱之聲，很好聽！」。但使我們最

徒工作，首先是會員每人都喜歡唱歌，有些會

感受到聖神臨在的，是最後一個項目。我們為慶

員是一流的業餘歌手，同時也應合移民懷念家

祝分會誕生四十周年，齊唱一曲《四十年來承主

鄉文化的深情。起初我們用基督教福傳歌曲作

愛》，除了仍在會中的成員外，多位舊會員，自

材料，繼有會員自行用大家熟悉的中國音樂填上

動走上台，和我們一起高歌。我們感到喜樂，感到

《福音》中發人深省的訊息。後來香港會家的靈

驕傲，感到和天主在一起，我們這小小的團體，可

火文化致力製作粵曲福傳的音樂光碟，使我們得

以幹出我們想像不到的大事。

到專業程度的優美伴奏。「靈火唱聚講」到今年
已舉辦了七次，每次有近百位教友和街坊參加。

鮑斯高神父的神視預言，說中國歸於天主，源於

表演時，多數觀眾因為熟悉音調，開懷伴唱，完

一個有很多橋的地方。有人說這多橋的地方是北

畢後，不少觀眾留在會場，和我們交談，給我們

京，有人說是上海和蘇杭地區，有人說是珠江三

讚譽和鼓勵。此外，一位會員担任了當地華人福

角洲，也許，這多橋的地方不止一個。

傳廣播節目的主持人已十年有餘。最近，她引導
我們參加這項宗徒工作，每個月一次，播出一
項名為《心曲載福音》的節目。藉着這節目，
我們定期，經常地提醒教友們每日讀聖書做默
想，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聲名，從此每個月自家
庭，汽車和店鋪中，傳入無數灣區居民的耳朵。

我們剛剛完成了一次空前成功的「靈火唱聚講」。
三藩市教區華人宗徒事務處總監翟林湧神父說：
「我第一次聽到用我們中華文化的音樂，表達我

慶祝李海龍神父晉鐸金禧 ， 舉行「靈火唱聚講」(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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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會員合照 (1975年)

三藩市舉行視像開會，澳洲新會員親臨 (2014年)

會員心聲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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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會

當我初到三藩市時，為了保持好自己的信仰，遂
參加了St’s Peter and Paul Church的華人青年團。
後來適逢李海龍神父來到這個堂區。為了增加自
己在信仰上的知識，便很高興地參加李神父所辦

在1974年我參加李海龍神父的慕道班。在慕道班
期間我和主很接近。因此我和幾位熱心的教友在
三藩市聖徒伯多祿和保祿教堂成立了聖母進教者
之佑第七分會。不久，因家務繁忙不能繼續參加
第七分會，也沒有做默想和主交談，因此我就和
主慢慢疏遠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主在呼喚我，
在幾年前我返回第七分會，希望能幫我與主慢慢
接近，做一個熱心的教友。
Betty

的慕道班。及至慕道班完結後，我們都捨不得
離去。就這樣我便加入了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
七分會，也做了三年的書記，後因有了家庭才離開
了。十年之後，女兒們較為成長才再從新加入。直
至現在更用skype每月開會一次，彼此分享，彼此
互勉。並且由2005年開始，差不多每年或每兩年
一次舉辦「靈火唱聚講」。希望以後能繼續下去，
做些福傳工作。
Leslie

I joined the 7th Division in 1976. I was 18 years old then.
Being a part of the 7th Division helped me to personalize
my faith through the daily reading and meditation of
inspirational books. My favorite is the Bible. Even
though I can no longer attend the meetings, this devotion enabled me to experience God and converse with
Him. It has been almost 40 years now. My life has gone
through many challenges with twist and turns. The daily
devotion to God's words accompanied me to overcome
unbearable hardships: heart-breaks, broken dreams,
illness, and betrayal. How blessed I am to be placed in
the midst of spiritual comrades!
Anna

歲月不饒人。轉眼已「登陸」進入耳順之年。猶
記得與李神父初遇時，總愛跟神父說人生好苦。
很感謝主，有幸入了會，讓我在走往天國旅途中
不是孤軍作戰，更藉著聖書默想方法增進靈修生
活。四十多年來聖書默想雖做不好，卻依然被潛
移默化，不再覺人生苦，卻常感到處於主愛氛圍
中，偶遇刻骨銘心風暴，仍能賴主平穩過渡。
Juana

2012年我和家人去三藩市，由於知道那裡是第七
分會的主場，好奇心驅使，想知道她們究竟是何
方神聖，於是找到香港的資深會員陳乃國做中間

兩年前（2012年），我和妻子雪珍初次認識了第

人，並聯絡她們相約於唐人街餐廳相見。相遇之

七分會的姊妹，在三藩市唐人街與她們吃完午飯

後，一切回復正常，但由於一個電郵的邀請，在

後，還以為沒有機會再見面，誰知這初遇使我們

不好意思之下，應承參與每月一次的視像會議，

與這分會結下不解之緣。

因而令我的宗教生活起了變化。以前做事我很被

我本來是澳洲里斯本第十一分會的會員，但我

動，對自己無信心，但年紀漸大，覺得有些事情

也喜歡加入第七分會。我感覺會員之間相處很

想做就要去做，不想將來有遺憾。原來當開放自

融洽。我認為一個有活力的團體，會員之間的友

己時，心靈上的包袱會漸漸減輕，以前認為做不

誼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

到的事，原來是有能力做到的。相信是天主的安

人生目標。在這團體內，我們一起分享信仰生活

排，使我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希望在餘下的塵世

的體驗，加強團體的信仰，而且聖化自己、聖化

旅途中，為近人和天主做一些事，這工作為海外

他人是畢生的工作。

華人是非常重要的。

祁健強

盧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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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會旗
文◎第七分會楊家聲
九月六日 傍晚，Leslie 家
明天便是大日子，我們在三藩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舉行「靈火唱聚講」，這是雙重盛事，一是啟動會
家五十周年在海外的慶祝，二是紀念第七分會創會
四十周年。籌備工作早在半年前開始，Leslie

和

Betty 是本會的基本唱家，已把要表演的四首歌練得
爐火純青。Stanley全力負責音響，為了搬動器材，
腰骨紮成龍虎武師一樣。他月來下班後不是輕鬆休
息，而是哦哦呀呀的練唱和錄音。除了自家人外，
Leslie亦邀請得屬於三個不同堂區的Steven, Teresa,
Nora和Rosa參加演唱。多倫多的何汝棠和香港的林

我們這些免漿熨時代的摩登婦女，即使認識熨斗，

業強都是資深會員，毅然拔刀相助。何棠找到合適

也不懂把它駕馭。怎辦？Betty想一想，說：「我的

的配樂，做成karaoke 形式，寄給我們；林業強身

女兒有個蒸氣熨斗(steamer)，她間中用來除去衣服

在韓國，亦忍不住為我們改良了傳單和場刊。「太

上的皺摺。」我們馬上又高興起來。Betty立刻開

后」是火車頭，照顧打點一切，催促各人就位。

車回家取steamer。等了十多分鐘，Betty 回來了，

Selina一早已聯絡好五個堂區教友和神長，更加到

捧着一個大紙皮盒，我們蜂湧上前，七手八腳地

處派傳單，廣大宣傳。Cathy亦是宣傳的中堅份子，

打開紙盒，裏面有個像吸塵機的東西：半個枕頭

更自費供應明日的茶點。Eileen 也請纓明天專責料

大小的機身，兩條長長的軟管。對着這堆東西，

理接待來賓。澳洲的雪珍和亞K正在雲遊四海，但

我們不知從何入手。我說：「這高級工具難不到

一早已寄上他們的精神支持和祝福。我三天前從

我們。」便拿起一條軟管，企圖把它插入機身，

多倫多飛來，用我們十分原始的電腦工具，完成

但它並不乖乖就範，千方百計，仍是找不到成功

版面，印好場刊，明天介紹每首歌的講詞也準備

的竅門。Betty加盟，Leslie

好了。我們大可輕鬆一下……

個人，左碰右碰，插入揪出，弄了大半小時，終

研究另一條軟管，四

於把steamer裝好。我們把會旗夾在steamer的衣架
太后打電話來說：「我在櫃底找到了會旗」，大家

上，Betty 拿看噴蒸氣的軟管，一上一落，終於把

喜出望外，這真是錦上添花！明天雙喜臨門，會

皺紋一條一條地消除了。再看一看，皺紋是不見

旗高掛，多麼光釆！

了，但整張會旗的前幅竟然墮下來，Leslie馬上穿
針引線，一針針的把會旗前幅揪高縫穩，Betty 掌

等了一會，太后駕到，會旗在手，大家把它攤開

着steamer，精益求精，把會旗「熨」得像鏡子一

來，一看心中涼了半截，會旗光彩依然，但滿面

樣。

皺紋，像個化了濃妝的老太婆。我說：「只要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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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其他姊妹們面面相覷，誰有熨斗？Cathy是大

我們四人，望着會旗，熊熊烈火，發出熱，發出

姐，她說可以帶回家去熨，但熨好之後，她要搭三

光。準備工夫做完，明天結果怎樣，全交給天主

重公共車才能到達會場，怎能保持會旗不皺？其餘

了。

會員分享

「靈火 唱聚講 2014」

報導

文◎第七分會

「我來把火投在地上，我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12：49）
一點火，從遠遠的地方升起來
越過高山，飄過海洋，
在狂風中搖曳，在巨浪上旋迴，
終於找到它願意停留的地方。
在那裏，在一群平凡的人中，它找到旱枯的心，
找到謙遜，找到純樸，
找到饑渴慕義的心，
就在那裏燃燒起來，
不可阻擋，不可掩蓋，不會煙沒，不會消失，
和熙的海風輕輕一吹：
靈火燎原。
。。。。。。。。。。。。。。。。。。。。。。。。。。。。。。。。。。。。。。。。。。。。

本分會於九月七日在三藩市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舉
行「靈火唱聚講」，慶祝會家邁向五十周年暨本
分會開端四十年。演唱的歌曲有十一首，包括
《清光破夜幕》、《心扉》、《歸途》、《奉
禮》、《孤雁歡鳴》、《心的歸處》、《血錢》、
《山路》、《讀經樂》、《天主的百合花》及
《四十年來承主愛》。還請來徐世強執事講道。

此次演出非常成功，全體會員各盡所能，盡心盡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區的朱懷德神父在百忙中抽

力為主而做，很多舊雨新知前來欣賞。歌詞一位

身來參觀，天主教三藩市華人宗徒事務處負責

原作者是本會資深會員，她專程來美參加，在每

人翟神父，不但蒞場，而且表示非常讚賞，本

首歌前講解，讓大家明白歌曲目的是讓我們了

打算只坐—會，結果由頭坐到落尾，還把場刊

解和感受到天主的臨在。我們也藉此機會，介

及少少片段放上facebook。

紹每天用十五分鐘的功課，讀聖書也好，聽歌
也好......主要是專誠與主共處。最後全體會友合

所有的—切都令我們很感動，從而看到聖神的

唱《四十年來承主愛》，來賓也同聲高歌。

化工。

-7-

專 欄 |火 花 二 集

火花集(二)

凱撒的歸於凱撒 ？
聖史路加（路），靈火記者：楊雅秀（楊），陳方濟（陳），林彼得（林）
續上期：
話說新從業的楊雅秀正在靈火文化中心出席九重天就香埠的政改與佔中舉行的記者招待會。
想不到不斷升溫的爭議突爆發「雨傘運動」，並遍地開花。她怱忙離開會場，邊走邊低頭專
注智能電話的最新報導，一個不留神，和一位穿白袍的老伯撞個滿懷……
楊：（滿面通紅） 對不起，對不起……

陳：（恍然大悟）是愛！即使對和我們在意見上對
立的人，我們也要以愛為原則去解決問題！

路：（慈祥地微笑）不要緊，小姐，你從記者招待
會出來，是否趕著滙報一些重要消息？

路：（喜形於色），怪不得伯多祿總管說你孺子可
教！但我們必須牢記，耶穌基督是愛的化身，也是

林彼得和陳方濟從牆後冒出來，舉起智能電話，連
連拍照。
陳：（欣喜）是聖史路加！
林：（不甘後人）《路加福音》是社會正義的福音！
聖史一定會支持「公民抗命」的！

正義的化身。祂把天國帶到人間，天國是不能容納
不義的！
《舊約聖經》記載了多次天主藉著先知的口，表示
祂對社會上有權勢的人欺壓窮人的現狀極度憤怒。
在《新約聖經》中，聖母瑪利亞首先理解和表揚了
基督使命中正義的一面，她說：「祂從高座上推下
了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1：52）。

楊：（有些驚慌，但鼓起勇氣），聖史，我覺得

後來，若翰洗者響亮地宣佈：「有兩件內衣的，要

聖伯多祿總管和香港教區，好像是騎牆派，對這

分給那沒有的」（3：11）。

「公民抗命」沒有清楚表態和給教友們足夠的清

主耶穌在開始傳教時，非常清楚和有意識地宣讀

晰指示……

《依撒以亞先知書》：「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祂
給我傅了油，派遣我給窮人傳播喜訊。使受壓迫者

路：（含笑）我們教友，常常依賴教會領袖和《聖

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慈恩之年」（4：18）。他對

經》，給我們直接的指示，但是，在很多情形下，

法利塞人的責備，最嚴厲的是針對他們對平民的壓

教會和《聖經》只能，唔，亦只應，給我們原則；

迫。「禍哉！你們法利塞人，你們把薄荷，茴香及

我們應該依著這些原則，在不同情況和環境中，祈

菜蔬捐獻十分之一，反而將公義和愛天主的義務忽

求聖神引導，以自己的良知，智慧和經驗來決定行

略過去」（路11：42）。法學士們也是耶穌義怒

動。

的對象：「你們加給人不堪負荷的重擔，而你們自
己對重擔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一下！」愛天主，愛

楊：（仍在皺著眉頭）在這事件中，我聽到教會對

人和伸張公義，是分不開的啊！

「公民抗命」的三項條件：1. 對話，2. 尋求其他方
法，3. 行動不能做成更大的不義。在這三個條件的

林：可是，聖史，你的《福音》也有寫明，「耶

背後，原則是……

穌說：『凱撒的歸於凱撒，天主的歸於天主』」

-８-

保祿二世鼓勵人民推翻的！

福利，讓教外人去處理世俗的事？這和基督徒爭取
社會正義有沒有衝突？

楊：（得意地）我們不能說，馬可斯的歸馬可斯！
Duvalier的歸Duvalier,

路：（慈祥地）這段《福音》有很多層的意思，首

他們所有的，大部份應是人

民的！

先是主耶穌為了應付狡猾的經師們的奸計，不想在時
機未成熟時給他們藉口去誣告祂有叛亂的意圖。但深

路：年青人，主基督的言行，教會的訓導，均有清

入一層，我們要問問：什麼是真的歸屬於凱撒？

楚明顯的原則：以愛為出發點，以建立正義和平，

（聲浪漸漸提高）當凱撒以權勢侵佔人民利益，

人人得到身心飽足的天主國度為目的。至於行動和

奪取人民生計時，基督徒便要挺身而出。我們的

方法，便要隨社會狀況，個人環境而達成抉擇。我

教會，充滿了伸張正義的歷史，你們仍記得一九八

督促你們再三思索香港教會的三個條件，你們身為

六年菲律賓推翻馬可斯的革命？我們的辛海綿樞機

記者和教會中堅份子的，要好好研讀《天主教社會

主教(Cardinal Sinn) 協助公民抗命，推翻腐敗貪汙

訓導》，尤其是406-407節。這對你們本身在這歷

的政權，我多麼驕傲啊！

史時刻的進退取捨有很大的幫助。

陳：還有後來，海地的Duvalier也是前教宗聖若望

林，陳，楊：看來，我們要先做功課，再作報導！

最近香港的政治風波，我們看見人與人之
間的衝突、撕裂、不經不覺已滲入了我們生
活上的每個層面，不論是身處的社會上、
工作上、家庭上、友誼上...也帶來嚴峻的
壓力和情緒考驗，有見及此，我們舉辦“
都市情緒，紓緩壓力體驗坊”希望能為香
港人打氣，減壓。秉承我們輔導天使團的
理念“都市同行”！

-9-

專 欄 |火 花 二 集 /活 動 預 告

（20：25），這是不是說基督徒只應專注靈魂的

靈修默想

學習年 －「教會之外無救恩?」探索系列之三(完結篇)

若教會之外有救恩，

為什麼要加入教會？為什麼還要傳教？
文◎陳樹培

教會的責任和使命是走向世界 — 這是耶穌基督的命令
耶穌建立教會就是延續祂救恩的工程。教會是為此使

福音中，耶穌叫門徒成為世鹽、世光，拯救和服務

命而存在─就是傳播《福音》。教會由早期時代的

世界(瑪5:13-14)。耶穌在世建立了教會，立伯多祿

「自我觀」，中古時代的「自我保衛」、「反擊異

為教會的磐石，將天國的鎖匙交給教會 — 教會負有

教」的心態，已轉為懷著信心和謙虛與其他裂教的兄

宣講和服務的使命(瑪16:18-19)。《教會傳教工作法

弟姊妹交談的「世界觀」。天主教會正發揮著教會是

令》說明：教會是受天主派給萬民，作為「拯救普

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特性。

世的聖事」，應努力向全人類宣佈福音。而且教會

《聖經》的教導非常清楚，耶穌囑咐門徒：「你們往

的工作時機是在基督初次來臨與二次來臨之間。在

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16:16)。瑪竇

基督重來以前，《福音》應傳播於萬民(谷13:10)。

信友作為天主子民的責任
— 建設教會和福傳
信友既因基督之名受洗，與基督同死同生，便分享
基督的先知、司祭和君王的職份，建設教會、努力
傳教。對其他宗教的人士，在不同的生活層面上，更
要以正確和尊重的態度，以交談消除誤解和偏見，
讓天主的救恩彰顯在愛、容忍、關懷、諒解和尊重
的特質上。

洗禮入教會是進入天國的確切憑証

教會並不否定這種可能性，但同樣我們亦不能不肯

我們時常會面對非基督徒提出的一個問題：若救恩存

定得救的確切性。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信友活於基

在於天主教會之外，那麼為什麼要相信基督宗教？為

督，不必到末世，在現世的光景，也得嘗「天國」的

什麼要加入教會?我們相信基督信仰的內容是天主透

喜樂。縱然救恩也可能以其他不可知的方式傳在於教

過聖子耶穌基督直接啟示給我們。我們無需到別處

會之外，但確切的救恩是臨於基督所建立的教會內。

找尋救恩，這是基督徒的福份。韓大輝總主教在一

況且「天國」已臨現人間，而「天國」就是「救恩」

個場合之中，就這個議題作了一個比喻：基督徒領

的領域，因而信友在現世已親嚐「天國」的喜樂。

洗以後，成了天主的子民，便好像拿著一張天主已

這個權利唯一只能屬於基督教會內的信徒。這也是

簽了名的支票，成了進入天堂的基本憑証。其他非

信友要積極福傳的主要原因。

基督徒，我們不知道他們死後的去處，他們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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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入天堂，這不是我們所能夠定奪的。這裏帶出的

所以，「教會之外無救恩」這個觀點應該從正面及

意思是：透過領洗，進入教會，忠心跟隨基督信仰而

積極的角度去詮釋。從最初教父提出這個觀點的時

生活，我們確保領受天主的全部及完備救恩。至於

候，當時只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之分，世界的觀念也止

其他以不同奧秘形式隱藏於其他領域的救恩，雖然

於地中海和歐洲及附近的範圍。當時教會提出「教會

濟、政治與宗教。而且，今天的教會更承認教會也

教，和出現異端的背境下而產生的。教會一直視自

是「罪人的團體」，不斷皈依，邁向救恩的完滿。

身為正統，為得救的神恩性團體，更視自身為「完

今天，教會清楚知道天主的救恩也以其奧秘的方式

美的社會」的典範。教會隨著時代轉變，教會從過

在教會之外存在。這種發展正表達出教會深信天主

去的一元、統一的教會觀，逐漸地發展到梵二以後的

的救恩在普世，聖神的種子播下救恩，以其奧秘的

一種以更樂觀的態度，接受多元、複雜的教會觀與世

方式存在於各種文化和其他宗教之內。教會在這旅

界觀，並尊重每一種性別、種族、文化、社會、經

程當中的使命就是宣講、服務和交談。

教會的傳教特質

臨現，但還沒完成(Aleady, But not Yet!)信友和教會在

就像天父派遣了聖子，聖子又派遣了宗徒們（參閱

這旅途中，仍需努力！對於那些希望獲得天主的救恩

若：二十，21），祂說道：「你們去訓導萬民，因

及分享祂的真理和愛的非基督信徒和外教人士，信友

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導他們遵守我給

更有責透過「合一」和「交談」實踐教會的使命。

靈修默想

之外無救恩」的觀點，是在教會受到迫害而出現叛

你們的誡命。請看！我同你們時刻在一起，直到世
界終盡」（瑪28：18-20）。教會由宗徒們接受了

基督徒的責任 —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

這件宣佈救世真道的莊嚴命令．便要到天涯地角切

前9:16)

實執行（參閱宗一：8）。信友作為天主的子民要
努力福傳，期望每個人因主耶穌基督之名受洗進入

最後，我願意用格林多前書的一句話(格前9:16)完

教會，準確獲得天主救恩的訊息和實效 — 即獲得天

結這篇文章：「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耀

主確切的恩寵，為一定能夠獲享進入天國的福樂。

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傳福音，我

况且，天國就在現世。天主子民在邁向天國的現世

就有禍了。」或者，容讓我用另一句話但同一意思

旅程中，已可以嘗到與主相偕的福樂。天主的國已

作總結：「我若傳福音，我就有福了。」(全文完)

束縛

靈修札記
文◎

靈火天地小園丁

[除去我的不自由！]
在「米納的比喻」（路19：11-26），耶穌講一個主

驗所困，沒有活出應有的生命力？又有那些習慣

人將錢財交給他的僕人去管理，第一個僕人將一個米

(pattern) 束縛著自己呢？

納賺得十個米納，第二個僕人將一個米納賺得五個米
納，第三個僕人原封不動將那一個米納交還給主人。

我有什麼不自由的經驗？自己的執着？怕改變便是

若用靈修作比喻，頭兩個僕人表達一份自由經驗，主

自己其中一個主要不自由的地方。為什麼怕改變？

人滿意他們。第三個僕人什麼事也沒有做，浪費了資

怕改變是因為想減少事情出錯的機會，想減少自己

源和恩典，代表了一個人不自由經驗的一部分，主人

的緊張，於是想控制，控制他人、控制環境、控制

不滿意他，因為他沒有活出自己應有的生命力。

事情，可是越想控制便越緊張，這份緊張情緒便是
怕改變和執著的源頭。出路是什麼呢？出路似乎是

在我的生命中，我做過的事情，我感受一下耶穌好像

放手，放手將事情交給主，懂得交托，這也是放棄

那位主人一樣，有沒有耶穌的滿意？耶穌有什麼表達

自己意願的第一個簡單步驟。我還有很多不自由的

和邀請呢？我有那些方面相似那兩個僕人活出自由的

地方？求主俯聽，求主悅納，求主啟示，求主開啟

生命力? 又有那方面相似第三位僕人，被不自由的經

我心靈的眼目！除去我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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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默想
「靈火蜜語」
編輯小組

《擁抱老年「心」生活》
古倫神父著

吳信如譯

這本書的作者是著名靈修大師古倫神父，他甚
受天主教及基督教朋友歡迎。古倫神父剛於九
月尾十月初在香港出席了一連串的靈修講座活
動。上述這本書是他十月一日在聖瑪加利大堂
講座中的講題，並在會場中介紹了這本書。他
是德國聖本篤修道院的神父，負責管理修道院
所屬二十多家公司行號與三百多名員工。古倫
神父具有神學博士和企管碩士的學位，是德國
最受歡迎、最暢銷的基督教書籍作者。同時也

是結出豐盛的果實。另外作者也提出，為要擁有

是備受尊敬的心理及靈修輔導專家。

「老年心生活」，必須培養一些美德，就是：
自在、忍耐、溫和、自由、感恩和愛。

在這本書中，古倫神父鼓勵讀者必須認真地與
自己的「年老過程」對話。這段生命歷史可以

作者跟著介紹一些方法幫助過老年人的生活。

用靈性的方式塑造一個成熟和智慧的階段，並

一是靈修；透過祈禱面對天主；二是接受痛苦

賦予生命一個新的深層意涵。「人都會慢慢變

的一份態度，縱使自己身上有疾病，也是一種

老」，但是能否「成功地」擁抱老年，就端看自

奉獻，特別是為他人的一種奉獻。三是過有節奏

己怎樣做，用合宜的方法來面對年老的過程，

的生活。四是學習承受孤單，在孤單當中學習獨

是最高的藝術。

處而不需要用外在的事物填滿內心的空虛。最
後作者也介紹怎樣面對死亡的操練。

古倫神父感同身受地對「變老的歷程」提出一
些挑戰。這本書從《聖經》中的四個老人的典

這本書提供一些觀點，讓進入老年階級的人學

範開始 - 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兩位先知西默

習一些全新的美德，例如感恩或忍耐、溫和或

盎和亞納。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代表了老年也

自在。凡是能夠在變老的過程中學習放手的藝

有孕育生命的能力；先知西默盎和亞納代表老

術，就能夠獲得新的禮物，並且成為周遭的祝

年人的智慧，認出耶穌的奧秘。

福。這本書不但是給老年人看，也可以是給年
青人看，因為年青人有父母，從這本書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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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教導我們三個步驟去迎接老年人的生活。

到父母親進入老年人階段的心情和需要，明白

一是接納自己的存在，與過去的自己和好，接受

這個情況以後，年青人、甚至中年人便更懂得

自己的限度及學習面對自己的孤獨。二是放下，

做一個好的子女，家庭成員的關係也會有所改

放下自我、財產、健康、人際關係和權力。三

善！

天主的傑作、史詩式粵語曲藝劇
活 動 預 告 /靈 修 默 想

文◎靈火文化 - 楊綺麗

靈火文化籌劃5年多的史詩式粵語曲藝劇 「厄瑪奴耳 – 救恩神曲」
喜租得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場地，將於2015年4月17日至19日(3天4
場)正式公演了。
蒙天主恩眷，我們請到經驗豐富的著名話劇導演麥秋擔任此劇的藝術
總監/導演。經麥導演引薦，我們請了香港粵劇名伶新劍郎飾演耶穌基
督、名伶鄧美玲飾聖母瑪利亞，聯同一班青年粵劇及話劇演員傾力演
出此劇 。 深信在天主的祝福下，由麥導演統領全劇的演員、服飾、佈
景、影音特效，可以將此劇發揮得淋漓盡致，把天主的福音訊息深深
感動觀眾。
我們恭敬地把一切工作奉呈在天上母親手中，求聖母幫助我們獻上這
福音劇給天主並蒙主悅納。並藉此令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天主。

每日聖言分享選錄
【十字架的路上】

文◎

游小允

「不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不能做我的門徒。」(路14:27）

默想：十字架，又大又重，不僅體力上難以負荷，心

中只有一句又一句的「主呀！主呀！」之時，主只是

力上也不易承載。雖然我們常常將「要背起自己的十

輕輕回過頭來，帶著微笑，停下步伐。

字架跟隨耶穌」這句話掛在口邊，但真的在生命中背
起來，心甘情願地接受那被傷害的、被剝奪的、被不

十字架的路並不易走，但很清楚這不是一條孤獨的

公平對待的‥‥‥而不是無奈地撐著走的，實在有多

路，至少耶穌就在同一的路上。雖然沒有人可幫助我

少人？撫心自問也未必做到。

們肩負起十字架，但我們知道，這條路可以讓人累時
休息一下，不明白時可以尋問一下，我們並不需要趕

拿著自己的十字架，望著耶穌在前，很想告訴祂，我

快完成，因為更重要的是在路上與主一起的過程。

可以不跟著走嗎？我可否停一停呢？真的很累了？為
什麼是我？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我不行了。身體的

我的祈禱： 主，感謝祢成為我路上的同伴，求祢啟

疲乏、心靈的透支，還有很多的不解拖拉著自己，口

迪我，鼓勵我！ (本篇節錄自5-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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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天地

輔導天使團的成立

文◎「靈火天地」記者

「靈火天地」輔導天使團於10月18日在灣仔「靈火天地」中心舉行啟動
禮及簡介會，藉此向公眾宣佈輔導天使團的正式運作。當天，靈火天地
高朋滿座，輔導天使團五人(四女一男)小組在簡介會中，作出個人分享、
輔導個案分享、團隊特色、未來服務和講座的介紹，跟著便是簡單而隆
重的啟動禮，五人把手上的天使貼在海報上，同一時間，兩枚手拉炮爆
出七彩繽紛的彩帶，啟動儀式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下完成。根據輔導天使
團成員的介紹，得悉他們的理念和命名。

輔導天使團的理念

輔導天使團的命名

在越趨繁忙的都市中看到很多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

「天使」的名在希伯來文及希臘文上，都有「使

選擇了令人嘆息的方法處理問題，例如以暴力向家人發

者」之意。當我們遇到很大的困難，達至不可

洩、自殘身體、甚至鬱結成病，最後選擇結束生命！

解決的境況時，我們不期然地會合起雙手，閉

每次得知這類新聞，見到周遭發生的事，都令人深感

上眼睛，懇求仁慈的天父，派遣一位天使來幫助

惋惜！輔導天使團的五人均受過輔導的專業訓練，深深

我們。天使是神人之間的中間受造物，天使被天

明白到如果當初有人聆聽，他們的選擇，可以截然不

主差遣來保護人們。同時，天使是天主的差役、

同，極有可能從此走出死胡同！可惜現今坊間的輔導

侍衛，立在上主台前候命以待，祈禱、朝拜、歌

收費不是一般或低收入家庭所能負擔，窒礙了有需要

頌、讚美上主。天使具有聖潔，光明，謙卑，善

人士尋求協助的機會。有見及此，五人小組決定與「靈

良，慈愛等美德。五位成員計劃成立輔導團的時

火天地」合作，並利用「靈火天地」提供的平台，為

候，就是希望成為有需要幫助的人的天使，因此

有需要的人提供價格相宜及優質的輔導服務，在這都

把輔導團的名稱定為「輔導天使團」。

市的急促節拍中與受助者同行！

輔導天使團在啟動禮完結的時候，五人小組親自感謝協助
過小組的每一位，感謝參加者到來，給予輔導天使團的支
持和鼓勵，更感謝天主賜給美好的一天。輔導天使團必定
努力遵行輔導天使的理念，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口號：「聽
心行動，都市同行」。

如果大家希望知道更多有關輔導天使團的資料或需
要輔導服務，可以使用以下的聯絡途徑：
電話：25205981 網頁：www.bonfire-world.com
Facebook： Bonfire.Angels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53-55號恆澤商業中心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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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天地」主辦

聖像畫工作坊
文◎「靈火天地」記者
「靈火天地」邀請了英國本篤修會Turvey Abbey靜修院的
聖像畫導師Sr.Esther專程在8月份由英國遠道到港主持聖
像畫工作坊，目的為介紹及推廣聖像畫靈修。第一個五天
的工作坊於8月20至24日在「靈火天地」灣仔中心舉行。

第二個五天住宿工作坊於8月26日至30日在長洲思維靜院
慈幼會張默石神父與第一個聖像畫工作坊學員
在「靈火天地」灣仔中心

舉行。
聖像畫扎根於千年傳統的拜占庭藝術，聖像畫(Icon)不只
是畫，這藝術揉合了基督信仰的神學意義及表達、傳統
製作技法及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因而畫聖像畫首重神
學的了解及靈修精神，過程盡量守靜，不談話，以祈禱
開始也以祈禱結束，過程中也有祈禱和歌詠！
全部學員以完成一幅聖像畫作品為目標。張默石神父為
第一個工作坊學員在「靈火天地」灣仔中心主持彌撒及
聖像畫祝福禮儀，林社鈴執事襄禮。長洲思維靜院的Fr.
Elton則為第二個工作坊學員在思維靜院主持彌撒及聖像
畫祝福禮儀。

耶穌會Fr. Elton 與第二個聖像畫工作坊學員
在長洲思維靜院聖堂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需要你的支持和捐獻
為推廣聖書默想運動及進行其他的福傳事工和聖化他人的工作計劃，我們稱之為「靈火運動」。聖母進教者之
佑會需要你的支持和捐獻。我們的工作包括：維持《靈火》雙月刊的定期出版和免費寄送，每日電郵寄出
「每日聖言分享」，舉辦每星期三的慕道班、《聖經》分享會，再配合各靈火組織推出各項的靈修服務及
培育活動。
我願意支持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推廣聖書默想運動、福傳和聖化事業，並作捐獻：
姓名 (中文) : 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write in BLOCK LETTERS, 為方便電腦處理，以上資料請盡量以英文正楷填寫。)
捐款方法:
□ 每月自動轉帳（只適用於定期捐款，授權書將於稍後寄上。）
□ 劃線支票抬頭「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或「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並連同表格寄回以下地址。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至468號金聯商業中心21樓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收」
(凡港幣壹佰元或以上之捐款均獲發收據，並可作退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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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耶穌的降生是為愛我們，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您有否想過將主耶穌的這
份愛及歡樂帶給一些清貧的兒童呢？為此，希望大家支持認購聖誕福袋，
為有需要孩童帶來節日的喜悅，並傳揚主耶穌降生帶來的平安與喜樂。
聖誕福袋每個HK$35-，內有小靈火A-Z《聖經》生字生活
漫畫上下冊兩本、糖果包、諾厄方舟便條簿、笑臉蠟筆或
耶穌給你平安手帶等等。受惠機構如下：
1) 仁愛之家孩童
2)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清貧兒童)
3) 觀塘聖約翰天主教小學 (清貧兒童)
4) 坪石天主教小學 (清貧兒童)
5) 祖堯天主教小學 (清貧兒童)
* 截止認捐及付款日期： 2014年12月6日
* 認捐方法：請填妥回條傳真、電郵或郵寄至靈火文化中心，
並歡迎致電查詢。請於以下網址下載回條：
http://www.bonfire.org.hk/Christmas_warm_action.doc
電話：2838-0780 / 傳真：2838-0876/
電郵：info@bonfire.org.hk
或

地址: 香港軒尼詩道458-468號金聯商業中心21樓)
* 付款方式：現金 / 信用咭 /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 靈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或Bonfire (Hong Kong) Limited】

《靈火》/《每日聖言分享》/《靈火蜜語》

首瞻禮六彌撒

靈火慕道班

日期：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

日期：逢星期三(公眾假期除外)

「靈火運動」現時出版三份定期刊物：《靈火》雙月刊及每天出版的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

《每日聖言》「靈火天地」亦每天出版《靈火蜜語》。我們誠意邀請

對象：尋找人生的意義，

你成為這三份刊物的讀者或成為本會的精神會員。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晚上6時45分至8時
內容：誦唸應諾玫瑰經及感恩祭
地點：銅鑼灣靈火文化中心

聖經分享祈禱會

希望認識耶穌，
了解天主教會，
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的朋友

地點：銅鑼灣靈火文化中心

我們誠意邀請你成為本會精神會員或《靈火》/《每日聖言》/《靈火蜜語》
讀者，有意者請填妥回條寄回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傳真至28380780或郵寄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金聯商業中心21樓

日期：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下午1時至3時

旅途中的靈火營

內容：查經、分享
地點：銅鑼灣靈火文化中心

日期：每月第二個星期二
(銅鑼灣靈火文化中心)

玫瑰經祈禱會

(公眾假期除外)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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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逢星期三(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

藉此豐富自己的靈性生活，並加入成為精神會員，參與推動「靈火運動」

時間：下午1時至2時

內容：享受聖言的滋潤，

我願意成為《靈火》讀者，請給我定期寄上《靈火》

地點：灣仔「靈火天地」中心

互相分享在信仰生活上的點滴

我願意成為《每日聖言》讀者，請定期以電郵給我發送。

靈火文化中心：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58-468號金聯商業中心21樓
靈火天地中心：香港灣仔駱克道 53 號恆澤商業中心 l2樓 (SPA Centre)
靈火文化九龍中心：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18-120號業廣商業大廈16樓1601室

我願意成為《靈火蜜語》讀者，請定期以電郵給我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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