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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秋老師在青年時期已經是天主教大家庭的一份子，青年時已對
戲劇充滿熱忱，當時有一位神長非常欣賞他的才華而鼓勵他忠於
自己的目標，並祝福他將來成為「戲劇主保」。
麥老師在聖德肋撒堂持續任教了三十三年的慕道班，從三任主教
手上領取了三次傳道員十年服務獎，代子約有百多位，他是一位
盡心盡責的代父，縱然天涯海角，每天都會按着祈禱單為代子女
及其父母兄弟配偶祈禱。
麥秋老師的表演藝術工作，始於 1957 年為天主教教區籌款而自

大談未來計
細訴當年情

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並於 68 年成立「天主教青年劇藝團」；及
後，他對於推廣香港表演藝術更是不遺餘力，69 年至 72 年，聯
合五個劇團成立「香港普及戲劇會」，與市政局合作推動「一元
看戲」運動。73 至 79 年，協助舉辦首六屆的香港國際藝術節。
77 年起為香港話劇團導演首個劇季的《大難不死》後，每年均
與該團合作；81 年，執導香港中樂團第一齣歌劇《易水送別》；
82 至 87 年，加入香港藝團辦事處，出任舞台技術總監一職；85
年，應美國舞台技術學院（USITT）邀請，發表有關香港舞台技
術操作管理的理論；迨 87 至 97 年，他經營中天製作有限公司，
此為全國第一家商業劇團，期間演出多齣著名劇目。97 年，策
劃及導演於香港大球場演出的七．一回歸慶典《世尊出世》，其
中莊嚴神聖的經典祭天場面由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主持；97
至 99 年，他先後於沙田大會堂、元朗劇院、荃灣大會堂、香港
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應邀主持駐場 / 駐校藝術家計劃。
除了表演藝術之外，他更致力於戲劇教育工作。1980 年開始，
一直替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執教舞台管理課程，接近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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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0 年至 2005 年，為提高青少年的成長素質，故以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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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方法，創立名為「演活自己」的培訓課程，並於
北京、上海等內地主要城市培訓中國青少年宮的在職教
師。2003 年，更被定為中國青少年宮指導開發項目。
2006 年開始，曾經六年出任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的藝員培訓班課程策劃導師。2007 年，為了推
廣華文戲劇發展，以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的崗位，協助
籌辦在香港舉辦的第六屆華文戲劇節。2012 年至今，
為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戲劇人生」課程導師。
麥秋老師從事戲劇工作至今，參與製作的舞台劇超過百
齣，擔任監製、編劇、導演、演員、舞台監督及設計工
作。2007 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近年仍然熱愛舞台工作，2013 年至今，擔任由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主辦的社區文化大使環境保育劇場的藝術總監。
2015 年，導 演粵 語 音樂 劇《厄 瑪 奴 耳．救 恩神 曲》。
2016 年 3 月，他八十歲大壽；4 月，獲香港戲劇協會頒
發終身成就獎；10 月，替中英劇團擔任《孔子 63》編
劇及導演的工作；2017 年 1 月，將會重演粵語音樂劇
《耶穌傳》（原名為《厄瑪奴耳．救恩神曲》）。

麥秋老師的話：
麥老師說：「回首 2012 年，在聖神帶領下，認識了靈火文化的朋友。
我們欣慶彼此有共同的理念，而且聽到他們說到「藝術福傳」時，
讓我頓時有靈光一閃的感動。
上天賜我演藝才能，六十年來．我一直謹守舞台，為秉承戲劇教育、
傳意、娛人、聖化的作用而努力不懈。我獻身於社會工作，表演藝
術及戲劇教育等三大範疇。我擁抱戲劇，珍惜今天，因為「戲如人
生」，是每天都有新的「戲劇」在上演。
現在，我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少年不用老來悲！』。欣幸在
2016 年 2 月成為「靈火劇團」的藝術總監和主席。在我任內，演出
方面有聖人系列的計劃，而教育服務方面呢，「靈火劇團」將有計劃
提供演藝行政、表演、幕後人員的訓練，並會應邀為天主教學校作
交流、培訓、導作、導賞等項目活動。待時機成熟，我們定會把計
劃宣傳推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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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永別了，女神
前言
《舊約聖經》中，諾厄方舟的故事十分生動有趣，小孩子特別
興奮聽到動物一對一對的踏上方舟。可是，在這可愛的一對
獅子，一對斑馬，一對企鵝……等等陸續登船的場面後面，
卻是個世界末日邊沿的超級慘劇。除了諾厄一家之外，人類
全部將被消滅，除了方舟內的一對對動物外，雞犬不留。
在這詩意的寓言中，天主後悔做了人，為了人的罪過，祂不惜
毀滅世上的眾多生物。但是，祂始終不願自己的化工消失，
於是保留了諾厄一家，也特意交托諾厄：
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帶一對，即一公一母，進入
方舟，與你一同生活；各種飛鳥、各種牲畜、地上所有的各
種爬蟲，皆取一對同你進去，得以保存生命。( 創世紀，6：
19-20)
每一類生物，都是天主精心設計的珍品。祂不願任何一種一
類，在洪水中消失。

永別了，女神

摘自 《環保信經》*

晶盈的水珠，一點點懸在透明的絲線上，隨著微雨細下，水
珠愈結愈大，終於敵不住地心吸力，掉下草地。看來柔弱的
蜘蛛吐絲，一無所損，輕輕的回復原位，準備接受另一點水，
或是纏著小蜘蛛的下一頓早餐。
陣陣勁風，迎著海鷗吹來，海鷗尖銳的眼睛，盯著水裡的魚
群，海鷗的翅膀，平穩堅定，只是微微的趁風而動，海鷗好
像不費一點氣力，便隨心所欲，要到那裡，便到那裡。
幾頭白豚，從水中躍出來，拍起浪花，敏捷地在水面穿插，
咭吱咯吱地叫，給威嚴的長江，帶來一點輕鬆，一點天真。
BBC 英國廣播公司 2006 年 12 月 14 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
08:07 北京時間 16:07 發表：
由數十名中外科學家組成的白鱀豚考察團展開的尋找白鱀豚
之旅於周三（12 月 13 日）結束。
火花二集
靈火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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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為期六周的行程中未發現一頭白鱀豚。瑞士科學家弗魯格難言失望
之情宣告：「白鱀豚已基本滅絕」。
白鱀豚（也稱白鰭豚）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哺乳動物，由於生性害羞，因此
在中國千年的民間傳說裡，有長江女神的稱號。專家說，在人類活動的影
響下，白鱀豚的分佈區縮小，數量下降。上世紀 80 年代初長江中還有約
400 頭白鱀豚。到了 90 年代初，白鱀豚的數量已經不足 150 頭。
2006 年長江淡水豚科學考察隊伍總結說：長江繁忙的水上交通和大規模水
利工程設施導致環境素質的下降，壓縮白鱀豚生活空間、阻斷其洄遊路線。
此外，酷捕濫撈以及江水污染都是白鱀豚迅速走向消亡的原因。
蜘蛛吐出的絲，是世界上最堅韌的線狀物質，蛛絲的自然結構，給科學家
啟示、靈感和模式，使他們能創造出不少實用的堅韌材料。
海鳥是最完善的飛行工具，牠們的身體結構，給工程師啟示、靈感和模式，
使他們能創造和改良飛行器具。
人類受大自然的教導、啟示、養育和照料，數之不盡。
長江的白豚，我們美麗可愛的女神，用她的生命，她們全族的生命，給了人
類甚麼啟示和教訓？
「由於生態系統中各部份緊密相連，我們就必須以負責的態度保護『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的環境價值，因為生物的多樣性使全人類的生活更為豐富。」（《教
會社會訓導彙編》466）

後語
最近一個好消息 :
中國的大熊貓，在 2016 年 12 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大貓
熊的受威脅等級從「瀕危級」降為「易危級」。現存大約 1860 隻。
最近一個壞消息 :
2016 年 12 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長頸鹿調至「易危」級
別，從以前的「無危」連跳兩級。數據顯示，該物種的野生數量從
1985 年的十六萬左右驟減到 2015 年的不足十萬，減少了大約 40%。
對世界上的生物，人類操掌生殺活滅之權。天主的創造，交於我們手
中，去愛惜，培養，和我們共同生活。我們是否忘記了天主的交托，
把生物一對一對的從方舟內扔出來？

* 見《靈火》260 期（2013 年），香港「示」出版社，發行《環保信經》一書，用簡易輕鬆的五十篇小品文，
靈火文摘

詮釋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和保護環境有關的條文。

每日聖言分享選錄
【天主的旨意】
我們對天主所懷的依恃之心就是：如果我們按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必俯聽我們。 (若一5:14)

默想：
年青時曾有不少的修道人鼓勵我考慮修道生活，
他/她們都提議我在祈禱中尋求天主的旨意。那時
我便開始很認真地在我每次的祈禱中，專心致意
地聆聽天主有否對我說話；因為我意識到，如果
不是天主的旨意，我的抉擇最終會淪為錯誤的抉
擇，一切只會是枉然白費。
如是者我過了約五、六年的痛苦尋找「天主旨意」
之旅，直至遇上一位神師，他對我說：不要以為

所以，如果我們心中有任何渴求，只要我們以

天主會在祈禱中向你說話，告訴你祂的旨意。如

持平的心和尋求符合天主聖意的心意，為有關

果你恆久地在一段適當的時期內，以持平的心態

意向祈求，祂定必讓我們知道有關的祈求是否

細察自己心靈的傾向，你所喜愛的便是天主的旨

適合我們。無疑地，當中要求我們必須對天主

意。起初聽到，心中有點疑惑，那豈不是把自己

懷有堅強的信德。

的喜好變成了天主的旨意？神師解釋說：持平心
態是重要關鍵，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地預定了某

我的祈禱： 上主，我深信祢俯聽一切誠心呼

種選擇，讓天主在自己心靈中作為，你心所繫者

號祢的人，祢必成全敬畏祢者的心願。(詠

便是祂在背後所吸引你者。至今我深深體會到這

145:18-19)。
(本篇節錄自7-1-2017)

說法的睿智和真理。

之

「聖經分享聚會」
目的：

「聖經分享聚會」的舉辦是希望作者與讀者見面，作雙向交流，互相啟發，
同時亦進一步鼓勵基督徒以讀聖經和默想作為每天的祈禱習慣。

日期：

2017年1-3月份聚會(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一黃昏)：
9/1、23/1、13/2、27/2、13/3、27/3

時間：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

地點：

灣仔駱克道53號恆澤中心12樓靈火天地(灣仔地鐵站C出口)

形式：

聖言誦讀，分享及祈禱

帶領：

「每日聖言分享」編輯組及作者(Daniel Chan, Jonas Ma , Maria Lee)

網址：

靈火天地 http://bonfire-world.com

歡迎「每日聖言分享」讀者參加，
亦歡迎其他有興趣聖經分享的基督徒參予，不需報名。

每日聖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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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
『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谷12:10-11）
這句聖言帶我默觀在聖地朝聖時所看見聖殿的遺跡 ......，在聖地所檢回來留念的一塊小
石頭。在聖地見得最多的是石頭，一些成了廢墟的散石，一些則成為宏偉聖殿和教堂的
基石。今天默觀出現的圖像就是「石頭」。
1）「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這個匠人可能就是這個世界（世俗），我想像這塊「石頭」
就是自己，這塊「棄而不用」的石頭可能就是指自己的不足和脆弱，被世界棄而不用，
可能連自己也覺得自己沒用。不過這塊石頭的本質仍是石頭，是天主的創造，連我們自
己也不知道這塊石頭的本質是這樣堅硬、耐用、不變、可以被雕琢 ......。自己認為脆弱
的地方，其實本質是這樣堅硬，自己只要找適合自己的位置，是可以被使用的，好像天
主將這塊石頭放在一間屋的地基上，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2）我怎樣發現別人身上的「石頭」？我如何可以分享天主的眼光，看待一些「棄而不
用」的「石頭」？我發現了他們嗎？我可以如何和他們相處，讓他們發覺自己的光輝，
成為屋角的基石。
3）聖地的方濟會會士的「聖地的石頭」。方濟會守護了聖地教會的產業八百年，期間所
作的犧牲可歌可泣。現在方濟會會士管理這些地方，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有的做
聖地導遊，有的看管教堂，有的負責售賣聖物，他們的服務背後是很多為主的付出和犧
牲。表面上他們做的好像是這麼微小，但是卻這麼多，目的就是保護教會在聖地屋角的
基石，保護基督的信仰。每一個方濟會會士都是屋角周圍的小石頭，他們都有自己的位
置，從這些石頭中我看見天主愛的力量，看到上主的所作所為神妙莫測。我們不要以為
自己做得的小，上主的作為神妙莫測。
伯多祿勉勵我們：「在你們的信仰上還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識，在知識上加節制，
在節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虔敬，在虔敬上加兄弟的友愛，在兄弟的友愛上加愛德。」
（伯後 1:5-7）願天主也讓我成為天主眼中一塊有用的石頭，讓祂使用，讓這塊「石
頭」在世界之中保持信仰的動力，不斷追尋「毅力」、「知識」、「節制」、「忍耐」、「虔
敬」、「友愛」及「愛德」，成為一塊更有用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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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扎記

尋找利瑪竇來華足印：

肇慶、韶關篇
朝聖札記之一
文：陳樹培

上清灣村天主堂外貌

朝聖的主題 -「信望愛、喜樂」
朝聖團 2016 年 12 月 12 日出發，一行 86 人，由恩保德神父
及林社鈴執事作隨團神師，主辦團體為「靈火天地朝聖會」，
領隊是 Simon Chan，副領隊 Jamson 及 Janet 安排大家的行
程及靈修活動。朝聖團在肇慶、韶關 4 天的行程中，以信
望愛及喜樂作朝聖的主題，第一天的主題是「信」，第二天
是「望」，第三天是「愛」，第四天是「喜樂」。恩保德神父
在每天的彌撒中，結合利瑪竇來華的福傳經歷，分別帶出當
天的主題。

肇慶上清灣村

肇慶 - 利瑪竇到中國的第一站
肇慶是 400 年前利瑪竇由澳門來到中國的第一站。利瑪竇在肇慶宣道的遺址有上清灣天主堂、
道源齋（利瑪竇紀念堂）及仙花寺（中國第一座天主教堂）。利瑪竇出生在意大利，原名為
Matteo Ricci，二十三歲時被教會派往東方。明朝萬歷年間，當時朝廷嚴格禁止外國人出入國境。
為了進入中國，他改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叫利瑪竇。他在 1583 年從澳門沿西江乘船在肇慶上
岸，並在肇慶生活了 6 年後從肇慶走向中國內地，開始長達
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國生活。利瑪竇在肇慶創造了中國的多
個第一，其中包括中國內陸第一座歐式天主教堂「仙花寺」，
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圖》，第一本《葡漢詞典》
以及第一本《天主實錄》等。
非常可惜，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利瑪竇在肇慶留下的遺跡中
保存下來的幾乎沒有。現在所見的「上清灣天主堂」位於肇
慶南岸鎮上青灣村，建造的年代已經不詳。當時利瑪竇對肇
慶隔江相望的南岸鎮上青灣村產生極大的興趣，在這裏各村
各地傳教，吸引不少教徒。清朝中葉以後，天主教活動在這
裏進一步擴展，建了教堂。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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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源齋」（利瑪竇紀念堂）是 1863 年法藉荔
神父在肇慶端州城區興建了一座紀念堂，紀念
利瑪竇在端州傳教的功績。教堂定名為「道源
齋」，「道」的意思是指宣揚教義，「源」是指
天主福音的起源。「齋」是當時不准在城內建
設教堂而掩人耳目。現存的道源齋天主教堂是
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樓房，面積不大，被夾在
兩座樓房之間。朝聖團到訪的時候，已經是黃
昏，未能進內，大家在門前憑弔一番。

利瑪竇的福傳和靈修

「尋找利瑪竇來華足印：肇慶、
韶關篇」
朝聖團團體照

繼承聖方濟沙勿略的遺志，兩位都是耶穌會的會士，
利瑪竇寫信給會長表達他到中國傳教的意願，但是當

朝聖團在肇慶上清灣天主堂舉行彌撒。恩保德

時他不知道要付出多少才可以開中國的門，但是他有

神父在講道中指出，四百多年前，西方傳教士

這個「信心」，相信他死了之後，很多人會繼續得到福

正式將基督信仰帶到中國，第一座天主教堂就

音的訊息。聖保祿宗徒傳教也一樣，到了每一個地方，

是建立在肇慶。當天亦是聖誕節將臨期第三週，

第一件事要開門，才可以傳教。為我們也一樣，我們

慶祝救主快要降臨。讀經中戶藉紀提到由雅各

傳教也要開門，要先開自己的心門，讓天主進入。利

伯出現的一顆「星」，耶穌就是那顆「星」，這

瑪竇要開中國人文化的門、人心的門。我們求耶穌讓

顆「星」讓所有的人都看到和分享到。耶穌降

我們得到利瑪竇的眼睛 - 信德的眼睛，看到幾時人開

臨世上已經二千年，中國人等了一千五百年之

了門，進入人心做傳教的工作。

後才接觸到基督信仰，是利瑪竇將這粒「星」
的光輝帶到中國。今次大家來尋找利瑪竇的足

恩神父最後鼓勵大家效法利瑪竇的「信德」和福傳的

跡，可以特別默觀一下利瑪竇四百多年前傳教

「心火」，用心碰觸耶穌。究竟信德是什麼呢？有一天你

的情景，他如何表達他的信、望、愛和喜樂的

在生命當中遇見耶穌，這個「嘿！耶穌」就是信德。可

傳教生活，利瑪竇是如何進入中國人的生活、

能有些人完全沒有讀過聖經，他們卻可以找到耶穌。

中國人的文化。

如果我們單單讀聖經，我們只是觸及很多耶穌的資料，
但是有沒有見過耶穌呢？你和耶穌的關係怎樣？利瑪竇

恩神父提到，耶穌會會士聖方濟沙勿略最大的

懷着很大的「心火」來到中國，憑一人之力開展福傳

願望是到中國傳教，但是到了中國的門口，卻

工作，這是一份很大的「信」，讓我們都向利瑪竇學習

無法進入，最後死在上川島上。利瑪竇很希望

這份「信」和福傳的「心火」。 ( 下期待續 )

等

8

朝聖之旅

５

「靈火天地」
周年 紀念慶祝

「 靈火」記者報導

「靈火天地」11 月 20 日 5 周歲生日，適逢基督君王節瞻禮， 「靈火天地」的輔導服務中心在未來的一年，為有需要的
當天下午在灣仔「靈火天地」中心舉行慶祝活動，五時舉

人繼續提供專業的輔導服務。輔導服務中心的負責人李

行彌撒，由張默石神父及安在德神父共祭，接着是一個多

彩燕女士透露服務中心現在有四位同工，以基督信仰及

小時的分享及表演環節，最後在中心舉行聚餐。近 60 人

愛德精神，為有需要的人服務。「靈火天地」的輔導員參

聚集在中心內參加各項活動，氣氛非常熱烈，所有活動在

與了香港浸會大學知識轉移計劃，出版一本新書《精神

晚上十時多圓滿結束。

健康與輔導》，「靈火天地」是這個計劃的合作伙伴。

在分享的環節中，「靈火天地」各活動小組回顧了 2016 年

另外，明年二月開始在每月第三個星期一的黃昏（七

的活動，亦相繼公佈 2017 的焦點活動。繼今年完成了慈

時半至九時半）
，將新增一節依納爵祈禱聚會，學習依

悲禧年「慈悲之旅」的各項朝聖及一系列講座之後，2017

納爵祈禱及分享祈禱經驗，由 Daniel Chan 負責帶領。

年的朝聖主題是「靈修」，朝聖會計劃到訪香港不同的修
院及避靜院朝聖，2017 年 4 月花地瑪朝聖團已經滿額，
2017 年 11 月中將舉辦紐西蘭及澳洲的郵輪朝聖。朝聖會
亦宣報剛剛出版了俄羅斯朝聖書冊，全書 150 頁，圖文並
茂，歡迎大家親自到「靈火天地」中心索取，自由捐獻。
關於聖像畫工作坊，明年八月中（十三至廿三日）亦繼續
邀請到 Sr Esther 來港主持兩個聖像畫工作坊，一個工作
坊在長洲思維靜院舉行，另一個工作坊在「靈火天地」中

「靈火天地核心團隊」最後代表「靈火天地」感謝教內
外各位朋友 5 年來對各項事工的參予和支持，亦特別感
謝各位服務的園丁在各項事工無私的付出和奉獻。
大會最後以祈禱結束當晚聚會。在祈禱之中，眾人誠切
懇求天主祝福「靈火天地」，繼續福傳的動力，以「與
眾為友、全信基督」的心神和意向與所有的人共融在主
之內，共同努力傳播天國的福音！

心舉行。
有關泰澤祈禱活動，明年每一個月將固定有三次（每月第
二、三及四個星期四晚上七時半至九時）泰澤祈禱聚會，
歡迎大家隨時參加。
關於聖經分享聚會，星期一黃昏聖經分享會（每月第二個
及第四個星期一）繼續分享馬爾谷福音。星期三中午聖經
分享會（每月第一個及第三個星期三中午二時至三時）繼
續舉行，每次分享的主題是剛過去主日的讀經。各項活動
歡迎大家隨時參加。

「靈火天地」出版及參與出版的兩本新書：
1) 俄羅斯東正教探索之旅 ( 免費索閱，歡迎捐獻 )
2) 精神健康與輔導 ( 商務印書館出版，公開發售 )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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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韻福傳
頌主慈悲】
獻唱會簡報
文：馬榮陞

【粵韻福傳  頌主慈悲獻唱會】
於 2016 年 11 月 12 日在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

聽……，由師生情講到師徒情、從而映照出

堂區禮堂舉行，獻唱會由堂區主辦、靈火文

天父對世人的仁愛慈悲，真是觸動心靈。末

化藝術協辦。當天出席教友、坊眾及長者超

了，他還帶領全場會眾一齊頌唱短誦，這是

過 200 人。大會的主題是：頌主慈悲。司儀

他由大嶼山神樂院莊宗澤神父所傳的聖三頌

引用慈悲聖年的一首歌頭兩句：【度日似天父

讚：【聖 父呀爸、耶穌讚美、聖神來呀】！

慈悲滿懷、處世似天父慈悲滿懷】，作為開

頃刻，聖神那喜樂、平安、與眾生共融的氛

場白。看，上天普降甘霖、潤澤眾生，若人

圍洋溢禮堂。

人都滿懷慈悲善念，彼此包容寬恕，世界將
會變得更美好！

接著動聽的福傳歌一首接一首，讓司儀借此
福傳，而特設、所費菲淺的字幕機，字體特

大會當日準備了多首悅耳動聽的福傳小調、

大，將福音訊息很清楚地展示人前，應記一

耳熟能詳的串燒粵曲，還邀請了陳鴻基神父

功！壓軸前，大會還特備福傳環節，讓堂區

證道分享，散場時，工作人員更送予大家豐

及靈火文化藝術主持人在臺上引介。獻唱會

富禮物，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在一曲【相聚在一起】完滿謝幕，感謝讚美
主！

正式開始前，由主任師鐸包俊偉神父上臺致
詞及帶禱。
第一首獻唱歌是【松栢頌】，祝會眾身體健
康、老如松柏、笑口常開。緊接著是陳鴻
基神父的主題分享，他講呀講、大家聽呀
10 活動報導

「在靜默中與主相遇」

Annie

一年將盡，感受良多。2016 年除夕前夜，來到長洲思維靜院，
在聖體面前，將自己的軟弱，赤裸裸地展現在耶穌跟前，求祂寬
恕，求祂救援，內心得到很大釋放。
除夕清晨在花園內漫步，手持唸珠，在聖母像前祈禱，感謝聖母
的帶領，讓我更接近耶穌。其後帶著輕鬆的腳步，享受聖神的
微風，細聽鳥兒清脆的歌聲，欣賞園內多姿的花草樹木，藍天白
雲，彷佛與自然界融為一體，身心感到很舒暢。
董神父的教導，啟迪愚蒙的心，再檢視自己內在感受，發現聚焦
失誤，祗看到負面或不足之處，沒有將主愛融和在關係中，形成
障礙堵塞，讓愛流暢，未能達至與主契合，與人共融，與己修
和的境界。
黃昏參與露天感恩祭，舉目仰望無邊天際，感到自己很渺少。在
造物主前，我祗是一粒微塵，但祂卻愛我至深，賜給我各種恩
惠。從前迷失在俗世，如今重獲心靈自由，在信仰上茁壯成長，
思維靜院露天感恩祭迎接 2017 年 1 月 1 日

感激之情，不能言喻，不禁問主，我何以為報？目睹彩雲漸逝，
黑夜將臨，天上出現一顆巨星，照耀大地，彷佛感到上主臨在，
並對我說：「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頓
時感到無比興奮和安慰。
我懷著感恩的心，含笑入睡，告別過去，迎接未來。一覺醒來，
已是新一年。在漆黑的清晨，在寒風刺骨的體驗中，參與露天新

大除夕思維靜院教堂朝拜聖體

年感恩祭，求主在來年繼續祝福帶領。在沉醉祈禱的思維中，突
然旭日初昇，在黑暗中見到曙光，像基督的真光進入世界，頓時
感到無比喜悅雀躍，太陽的出現，驅走內心的寒意，為我帶來溫
暖和希望。
我帶著這份溫暖和希望下山，決志改變過去的執著，學習放下，
讓真光照耀，在天國的路上行走，不再沉溺在回憶中，願主賜我
力量，在未來歲月中，得到聖神帶領，在聖德的路上勇往直前，
繼續成聖自己，聖化他人！
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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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人生路 ‒

運動
與 靈 修

織雯

由於時常在辦公室坐著工作的原故，近期赫然發現自己的肚腩膨脹了不少，因此上兩個星期
開始重拾緩步跑這項運動，希望盡快作出補救，亦藉此紓緩一下工作壓力。跑步的地點是筆者所
住屋苑的海濱大道。筆者很喜歡這個海，時常形容它為一個有活力的海，皆因常有漁船、帆船、
貨櫃船、遊艇、甚至豪華遊輪經過，於晨早或黃昏時分也有不少居民喜歡在這海濱大道上漫步、
緩步跑、或垂釣……很多人在跑步時都喜歡帶著耳機一邊聽歌、一邊跑步，隨著音樂節拍一步一
步的跑，相信會跑得更輕鬆吧 !
筆者沒有聽音樂的習慣，反而想趁這獨處的機會更加親近天主聖父和聖母媽媽，於是帶著指
環式玫瑰唸珠直奔海濱大道。一邊跑、一邊唸玫瑰經、一邊享受著迎面而來的微風，不知不覺間
讓自己沐浴在天主聖父和聖母媽媽的懷抱中 ! 約半小時唸完五端玫瑰經後，筆者已汗流浹背，達
到運動減壓的目標。停下腳步倚著欄杆遠眺海面，繼續享受著海風、海浪聲與及寧靜的環境，這
一刻又不期然地進入默想的氛圍，與天主聖父喁喁細語、盡訴心中情懷。
以前常說生活太忙碌，找不到空閒時間去祈禱；又或附近沒有聖堂或寧靜的地方，讓自己可
以靜下來與主相遇。今次發現將運動與靈修結合一起，實在巧妙 !
感謝天主的帶領，我相信無論在何時何地，祢都會等待著我，與祢一起跑步、一起渡過甜
蜜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