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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福音講述耶穌派遣72個門徒外出傳教，門徒們
回來報告宣講順利，連惡魔都屈服。不過耶穌卻
勸勉門徒，不要滿足於表面的成功，真正需要慶
幸的是天主和我們有約。個人在主內的皈依和
轉向。我默觀這班門徒，觸動我的圖像是「烙印」
和「新受造的人」。

1）這班門徒初次傳教，似乎獲得很大的成功感，
心情當然雀躍不已。不過耶穌明白這個時候門
徒們還不完全明白默西亞真正的使命是什麼！
他們還沒有知道默西亞將要受苦而死。門徒們
初次傳教成功經驗將要承受日後很大的考驗。
耶穌要讓門徒們明白真正重要的是要和天主建
立一份真正的關係：就是如耶穌所說要讓自己
的名字登記在天上（路10:20）。

2）這份關係猶如保祿宗徒在今天讀經迦拉達
人書信中提到：他自己承受了耶穌的「烙印」

（迦6:17）。天主為每一個人似乎都有個適當的

記號：「烙印」。我們要誇耀的，其實就是這份「烙
印」。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和天主相遇，天
主都會給我們一記號。我的「烙印」是什麼？這「烙
印」就是我們的恩典。我懂得珍惜這「烙印」嗎？

3）為保祿宗徒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他説「割
損」或「不割損」，都算不得什麼，要緊的，是「新
受造的人」（迦6:15)。這「新受造的人」就是會遵
循天主福音精神和準則而生活的人。保祿時代
要守的傳統是「割損」。這傳統為傳教來説是枷
鎖。「新受造的人」要有能力打破這些枷鎖。現世
代的基督徒，我們面對什麼枷鎖呢？我們如果
作為保祿口中「新受造的人」，耶穌的「烙印」為
我提供什麼力量面對新時代的枷鎖呢？

主耶穌感謝祢。祢的「烙印」成為我們生命的恩
典。主，請幫助我有一份能力，讓我這個「新受造
的人」時常有一份胸襟向真理開放，時刻活出合
一、平安、喜樂和共融的真諦。



主耶穌，祢今日給我揭示天國福音的總綱：真福
八端。真讓我衆終生受用啊！

今天先直觀八真福的「三苦」：「貧窮」、「哀慟」
與「為義而受迫害」。

貧窮：貧賤百事哀，終日捱饑抵餓、衣不蔽體，活
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公認是受苦的一群，何來真
福？

哀慟：因身世可憐，或慘見人間悲淒、天災人禍，
因而傷痛哀慟，難道是有福？此與「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大不同啊！

為義而受迫害：因正義而受精神上、肉體上的煎
熬 ,縱能硬頂下去，卻何來談得上福樂。

主耶穌，祢是如何將此三苦化為真福？
讓我再潛心細讀，沉思默想，......。

真福八端(上)：先談「三苦」 文：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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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如何將世苦轉化為真福！】
人啊！請側耳傾聽：
【你們貧窮的人是有福的……,你們現今饑餓的人是有
福的……,你們現今哭泣的人是有福的，……。】(路
6:20～21)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
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
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3～10)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貧
字之前加了「神」，提示了不一定是貧窮，富也好，
貧也好，若都不貪戀世間財富，以至名譽地位，
不被其束縛。富者樂善好施，因為施受同福！貧
者安貧樂道，知足常樂。他們有「福」了，因為主
耶穌恩許他們進入天國。看！「你們要謹慎，躲避
一切貪婪(正是神貧的精義)，因為人縱然富裕，
他的生命並不在於他的資產。」(路12：15)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哀
慟固然令人傷痛，但悲天憫人的天主，親自應許
一一撫慰。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
兒常開，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

人啊！請問還有什麼比全能偉大，慈悲滿懷的天
父的安慰，更實在、更温暖、更撫慰心靈！哀慟的
人此刻可破涕為笑了。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真有福，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所以，無論受了什麼精神、肉身的迫害，天

主應許的賞報是豐厚的天國。古往今來多少的
致命聖人，是信衆的好榜樣。我自認懦弱怕事，
但當避無可避，要為伸張仁愛正義、持守信仰，
而蒙受迫害時，求慈悲主耶穌賜我恩寵與力量
去忍受，又賜我智慧，去彰顯真理。

慈悲滿懷的天父憐愛世人，賜下祂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耶穌，下降凡塵，誕生貧瘠的馬糟，旋
即受迫害，逃命埃及，之後，在纳匝肋過着木匠
兒子的生活，……。這樣親嚐人間疾苦，屈尊
就卑，與貧苦、哀慟、受迫害的人同行。主耶穌

還告訴世人：「不要為生命吃什麼，喝什麼，穿
什麼，……。你們的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
切。……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
天受了。」(瑪6：25～34)

遠近的群衆從四面八方前來，聽主耶穌講道，人
們又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的、附
魔的、癲癎的、癱瘓的，都給他送來，他都治好了
他們。(路6：17～18)(瑪4：24)看！這些畫面多美、
多動人啊，裏面洋溢了天主疼愛世人，天人共融
啊！噢，這片刻永恒不就是天國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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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恩許他們進入天國。看！「你們要謹慎，躲避
一切貪婪(正是神貧的精義)，因為人縱然富裕，
他的生命並不在於他的資產。」(路12：15)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哀
慟固然令人傷痛，但悲天憫人的天主，親自應許
一一撫慰。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
兒常開，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

人啊！請問還有什麼比全能偉大，慈悲滿懷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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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無論受了什麼精神、肉身的迫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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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你們的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
切。……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
天受了。」(瑪6：25～34)

遠近的群衆從四面八方前來，聽主耶穌講道，人
們又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的、附
魔的、癲癎的、癱瘓的，都給他送來，他都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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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2018）四月，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暨晉鐸六十周年鑽禧。

為慶祝這兩宗盛事，我們倡議出版一本書，
書題暫擬為《靈火百點：燃亮生命的故事》，
刊印有關李神父的一百則真實故事。

我們希望能夠藉這些故事：

　‧表達我們對李神父的欣賞和感激。

　‧使更多人能了解李神父的特質：

　‧他特立獨行、信主崇理、親民愛物、

　　敢為天下先、願作眾人僕。

　‧他是慈父、良師、好友、領導。

　‧藉着這些點點靈火故事，彰顯天主對每

　　一個人獨特、神妙和充滿慈愛的恩寵。

故事體例：

　‧故事必須真實，主角是李神父，
　　不損任何人聲譽，不揭私隱。
　‧應該有時間、地點和人物。
　‧用“白描”方式，多敘事，少形容，
   　在平實中見真愛。
　‧發表可用筆名，但投稿須具真實姓名。
　‧並應在文後說明怎樣認識李神父，
  　 和相交多久。

一百則故事，似乎很多，但幾十年來，和李神父接觸，

受到李神父言行影響的人。可能一百之數也容不下。

　‧相信很多會內外的兄弟姊妹有故事要說。
　‧李神父的親戚、同輩應該有不少故事。
　‧聖類斯、慈幼和鄧鏡波的學生也有不同的故事。

故事徵集方式：

　‧可以多樣：如撰寫、訪談、留言口述等。
　‧聯系電郵：mhcsparks100@gmail.com ，
　　請直接寄來故事稿件，或和我們聯絡安排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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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主相遇：
將臨期是走前去會晤上主的時期

取材自（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11月28日將臨期首個星期一在聖瑪爾大之家

的清晨彌撒中講道內容。

偶遇，愛的遊戲。無論是情竇初開，或是情場老手，都懂得安排偶遇的技倆。中學生知道心上
人每天下課搭三號巴士回家，於是放棄自己需搭的二號，跑到三號巴士站，意外的碰見秘密
情人。老鰥夫，知道他愛慕的婆婆經常去—處買魚，即使他不喜歡吃魚，卻每天走到魚檔，期
望碰見她。

"真巧，在這裡碰見你！"

這些製造的機會，不單止帶來共處的好時光，更帶出"有緣"的徵兆。事實上，是真是假，那心
上的人，往往全知底細，兩情相悅，又何妨共同陶醉在遊戲之中。

有人能把你放在心上，花精神時間，不顧自己的方便，來製造相遇的機會，你多有福啊！

天主，就是這樣的痴心者，祂自亙古以來，—直在製造機會，要和我們相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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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不是一種理論或一套哲學，而是與上主相遇。為能真正與耶穌相遇，
我們必須持有三種態度：警醒祈禱、施行愛德和歡欣讚美。

在這將臨期間，教會禮儀邀請我們默想耶穌與許多人的相遇：耶穌在聖母懷
中與聖母相遇；耶穌與若翰洗者、牧羊人和三位賢士的相遇。所有這一切都向
我們表明，將臨期是“行走、前去會晤上主的時期，不是停滯不前的時期”。

那麼，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會晤上主呢？我該如何準備我的心靈去與上主相
遇呢？警醒祈禱、施行愛德和歡欣讚美。

我們應該警醒祈禱；我們應該施行愛德，不僅要施與，還需容忍那些令我們厭
煩的人。在家中要容忍孩子們的吵鬧，丈夫或妻子遇到困難時要互相容忍。不
斷行愛德，同時也要喜悅地讚美上主。我們要培養這種會晤上主的意願。為能
更好的與上主相遇，我們不可固步自封。

會晤上主將讓我們驚喜，因為祂是令人充滿驚喜的天主。上主永不停
息。我踏上旅途去會晤上主，但祂為了與我相會也在行走。當我們相會
時，我們將有極大的驚喜：在我開始尋找祂之前，祂早已在尋找我。與
上主相遇的極大驚喜，就是祂先尋找我們，祂總是先於我們。祂總是在
尋找我們。

上主始終超越一切，比我們先行一步。我們走一步，祂走十步。始終恆
常。祂的恩寵、祂的愛溫柔豐富。祂不倦地在尋找我們，有時只在一些
小事情上。我們的天主是令人驚喜的天主。天主在尋找我們，等待我們，
祂只要求我們走出有善意的一小步。

我們只要有意願去會晤上主，祂就幫助我們。上主在我們的生命中陪
伴我們。很多時候，祂看到我們遠離祂，而祂卻猶如”蕩子回頭”中的父
親那樣在等待我們。

往往，上主一看到我們願意接近祂，祂就出來與我們相遇。相遇，與上
主相遇很重要！教宗本篤說基督信仰不是一種理論，不是一套哲學，不
是一個意見，而是一個相遇，與耶穌的相遇。如果你沒有“與祂的慈悲
相遇”，那麼你即使“背誦信經，你也不會有信德”。

總結：法學士知道一切，懂得那時期的一切信理，當時的一切倫理道
德。但他們沒有信德，因為他們的心遠離了天主。這是我們今天要祈求
的恩寵。天主，我們的天父，請激發我們內在的意願，叫我們去會晤基
督，叫我們以善工去會晤耶穌。我們要記住我們在集禱經中懇求的恩
寵，醒悟祈禱，施行愛德和歡欣讚美。如此，我們將會晤上主，我們將有
一個美好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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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語

不是所有的相遇都達到”有情人终成眷屬”的好結果。有些年青小伙子，心中只惦念着玩電子遊戲，
有些老婆婆太忙於家庭事務，對這些一心愛慕者，無情地視而不見。

教宗的講道，就是勸諭我們，不要做無情的人。指出我們應怎麼準備、覺察和珍惜天主的追求，和
祂兩情相悅，陶醉在生命的喜樂中。

將臨期，我們等待基督降生。
將臨期，天主在等待我們和祂相遇。

高夏芳修女著作《遇之妙》，對天主和人相遇的主題，有深入獨到的分析和發揮，請大家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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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將臨期間，教會禮儀邀請我們默想耶穌與許多人的相遇：耶穌在聖母懷
中與聖母相遇；耶穌與若翰洗者、牧羊人和三位賢士的相遇。所有這一切都向
我們表明，將臨期是“行走、前去會晤上主的時期，不是停滯不前的時期”。

那麼，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會晤上主呢？我該如何準備我的心靈去與上主相
遇呢？警醒祈禱、施行愛德和歡欣讚美。

我們應該警醒祈禱；我們應該施行愛德，不僅要施與，還需容忍那些令我們厭
煩的人。在家中要容忍孩子們的吵鬧，丈夫或妻子遇到困難時要互相容忍。不
斷行愛德，同時也要喜悅地讚美上主。我們要培養這種會晤上主的意願。為能
更好的與上主相遇，我們不可固步自封。

會晤上主將讓我們驚喜，因為祂是令人充滿驚喜的天主。上主永不停
息。我踏上旅途去會晤上主，但祂為了與我相會也在行走。當我們相會
時，我們將有極大的驚喜：在我開始尋找祂之前，祂早已在尋找我。與
上主相遇的極大驚喜，就是祂先尋找我們，祂總是先於我們。祂總是在
尋找我們。

上主始終超越一切，比我們先行一步。我們走一步，祂走十步。始終恆
常。祂的恩寵、祂的愛溫柔豐富。祂不倦地在尋找我們，有時只在一些
小事情上。我們的天主是令人驚喜的天主。天主在尋找我們，等待我們，
祂只要求我們走出有善意的一小步。

我們只要有意願去會晤上主，祂就幫助我們。上主在我們的生命中陪
伴我們。很多時候，祂看到我們遠離祂，而祂卻猶如”蕩子回頭”中的父
親那樣在等待我們。

往往，上主一看到我們願意接近祂，祂就出來與我們相遇。相遇，與上
主相遇很重要！教宗本篤說基督信仰不是一種理論，不是一套哲學，不
是一個意見，而是一個相遇，與耶穌的相遇。如果你沒有“與祂的慈悲
相遇”，那麼你即使“背誦信經，你也不會有信德”。

總結：法學士知道一切，懂得那時期的一切信理，當時的一切倫理道
德。但他們沒有信德，因為他們的心遠離了天主。這是我們今天要祈求
的恩寵。天主，我們的天父，請激發我們內在的意願，叫我們去會晤基
督，叫我們以善工去會晤耶穌。我們要記住我們在集禱經中懇求的恩
寵，醒悟祈禱，施行愛德和歡欣讚美。如此，我們將會晤上主，我們將有
一個美好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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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在二○一七年九月廿四日在靈火文化中心舉
行了九位新會員宣誓入會的儀式。當天共有三十多位會員出席盛
會，見證這令人歡欣的時刻。他們分別加入了第三分會、第十分會
及第十二分會。另外有三位新會員因當天未能出席，亦於稍後在
分會會長的見證下宣誓入會。

為歡迎新會員及使他們瞭解會家著力推動的「靈火運動」，創辦
「靈火文化」的譚雅林姊妹及創辦「靈火天地」的陳樹培弟兄分別

用了內容豐富的投影片詳細介紹這兩個組織的理念及活動內容。
而海外分會亦創立了「靈火傳燃」，也在當天分享他們的製作「傳
給你」。

在進行入會儀式前，創會神師李海龍神父逐一細閱新會員在申請
書上填寫的入會理由，並讚揚他們的良好意願。李神父說，靈性生
命的成長，猶如肉體生命，它需要進食、消化、然後成長。靈性生命
通過每天「讀聖書、做默想」，接受天主的說話進入內心，然後消化
天主的說話，讓靈性生命得到成長。要做好「讀聖書、做默想」，必須
定時做，那就更加有恆心了。如果沒有定下時間去做，便會在糊裡
糊塗中活過去，忘記了每天「讀聖書、做默想」。李神父提醒大家，
做教友要活出愛的生命，上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下愛眾人如自己
一樣。

靈火記者麗芳

得到神師的肯定及鼓勵後，新會員進行簡單而隆
重的入會儀式。各人在誓詞中宣誓切願做基督的
宗徒，穩走天國的道路，廣傳福音的精神，加入會
家好能與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團結一致，互相策
勵，藉著內修功夫的培養及福音精神的研究，達到
基督徒身份的自覺及宗徒工作的實踐。

最後，會家召集人陳樹培弟兄簡略介紹「讀聖書、
做默想」的步驟，並帶領大家一起體驗這神操的效
果。在其後的「問與答」環節中，新會員都很踴躍向
主持人陳樹培及陳乃國弟兄提出有關「讀聖書、做
默想」的疑問。所有程序完結後，大家興高采烈地
到附近酒家晚宴，慶祝一番。

感謝主，新血的加入，使會家朝氣勃勃。祈求天主
聖神常臨在於我們中間，固守我們的心思意念，大
家精誠團結，做基督的勇兵！

會家
增添新成員

李海龍神父訓話

第三分會新會員陳長湘在會長
及其它會員見証下宣誓入會

新會員宣誓入會
第十二分會會長楊綺麗與新會員林美珍、梁錦雯、

謝鳳貞及曾麗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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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中活過去，忘記了每天「讀聖書、做默想」。李神父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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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神師的肯定及鼓勵後，新會員進行簡單而隆
重的入會儀式。各人在誓詞中宣誓切願做基督的
宗徒，穩走天國的道路，廣傳福音的精神，加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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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藉著內修功夫的培養及福音精神的研究，達到
基督徒身份的自覺及宗徒工作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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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默想」的步驟，並帶領大家一起體驗這神操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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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分會會長梁月珍與新會員莫國輝合影

第三分會會長袁小玉與新會員李秀蘭、崔綺珊、
石燕芬及鄭錦詠合影

第十二分會新會員鍾歡容及尹玉貞
在會長及其它會員見証下宣誓入會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七分會提供福傳之旅
陳婉娜不喜歡旅行。她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七分會的創會成
員。會內人，包括李海龍神父，稱她為太后。太后從小便移居到美
國，現在長居三藩市。她不喜歡旅行，主要是不願意走出熟悉，舒
服的生活圈子，但也和她視力衰退有關。因為看不清楚，出門要
依靠别人步步扶持引路。這使一向自立自主，獨來獨往的太后很
不如意。

今年十月，太后的父親需要到香港一行，他希望女兒們陪伴他。
太后本來不願擺駕，但在會友半責備半鼓勵之下，決定與父親和
兩位姊妹，到港兩週。

決定雖做了，但太后的擔心和憂慮仍在，她惶恐地幻想自己在龐
大混亂的地鐵站和家人離散，看不清楚站内的方向指標，她惶恐
地幻想自己在人山人海中，跟錯了人，發現時，姊姊已不知去向。

在起程之前—個多月，開常會時，太后再度表示了她的不安。就
在相談之中，會友突然提出她在香港—件可做的事，就是安排香
港會家，美國和加拿大會友共同在空中以視像見面開會。太后聽
到之後，判若兩人。馬上積極起來，她有一個使命，有—個目的，
有千夫莫敵之勇。她開始和香港會友聯絡，籌備三國視像會議。
一切擔憂拋諸腦後。

香港十月二十二日，靈火天地，早上十時。三藩市,多
倫多和香港的會員在視像中會面，常會討論的題目是

＂福傳＂。

雖然每—位會員，都是有意識盡責的教友，知道傳福
音是教友的責仼，但日子久了，必須重新互相提點，互
相鼓勵。在短短的—小時內，十多位會員，踴躍分享：
福傳─我們傳什麽？怎樣傳？

傳什麽？

百家爭鳴─
有人說是真福八端，
有人說是人的存在價值，
有人説是人與人之間共處共存的重要，
李神父的意見，集合了各人思想的重心：傳愛，天主對
人的愛，人對天主的愛，人與人之間的愛。我們不是傳
教理條文，不是傳入教有什麽物質利益。

怎樣傳？

各盡所能─
或者用歌唱，
或者用繪畫，
或者開辦道理班，
或者如聖方濟各，以愛心去接觸病人窮人，
殊途同歸，用天主賜给我們的能力和機會，敏感地察
覺别人的需要，用愛的行動來傳達天主的愛。

這些分享和結論，雖然不是什麽新思想新理念，但由
同行了幾十年的兄弟姊妹口中娓娓道來，有獨特的誠
懇和親切感。

陳婉娜回家了，在家裏睡了一整天。她回想這次
旅程，雖然有很多預料之內和預料之外的挑戰，
但她全都面對了。旅程中特別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由她安排的三國視像會議。藉着Skype連線，
加拿大和美國的幾位會員，能在香港靈火天地的
會所內出現，聯同香港的兄弟姐妹進行了—次不
尋常的常會。最開心雀躍的是李海龍神父！他一
直不停地開心微笑,實在不枉此行。

開始討論傳福音時, 會家—位兄弟提醒大家：我們
要傳福音，首先要深入領略自己的福份，我們能
認識天主，能感受和了解祂的愛，能有聖母進教
者之佑會的兄弟姊妹，同行數十年，不隨時光沖
淡，不受地域阻隔。一直互相扶持、勉勵和關懷,  
真是極大的福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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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靈火天地會場, 李廷鋒

(左起)香港：歐陽玉池,張織雯, 
袁小玉,陳婉娜,李煥雲, 

陳乃國,何添才,李海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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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加拿大多倫多:何汝棠, 楊家聲
(右)美國三藩市:余淑芬,雷振輝



怎樣享受彌撒，如何在彌撒與耶穌相遇？

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彌撒，彌撒是喜樂的，但有時我
們將彌撒變成痛苦。很多時候教友不懂得去享受彌
撒，彌撒好像讀書，讀書是喜樂的，不過香港的制度
將這個喜樂變成地獄，一個虐待。今天我們的主題就
是「喜樂」，彌撒是一個「喜樂」。這個喜樂是怎樣呢？
你和耶穌在彌撒中相遇。你接觸耶穌，復活的主坐在
這裏等你，不是在聖體櫃中，聖體櫃本來還沒有聖體，
聖體要等待彌撒祝聖之後才有，那一個是「隔夜麵包」，
但是耶穌要你吃「新鮮麵包」。耶穌說因為幾時有兩
個三個聚在一起，我一定在你們中間。問題在那裏呢？
你要信，你要等待。

你入教堂的時候，不要好像植物人一樣，不望別人，
我們入聖堂一定要與人接觸，望別人，因為耶穌在我
們中間，如果你想見到耶穌，就要見人。所以第一件
事就是要和你周圍的人建立一份共融，立即在我們中
間接觸耶穌。

第二件事就是懺悔禮。什麼叫做懺悔禮呢？我向天主
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得罪天主和得罪人，現在修和。
耶穌說他是修和的橋樑，這是第二次接觸耶穌。

第三件是我們一齊唱歌、一齊唸經，耶穌說如果你唱
歌，我一齊和你唱歌，如果你唸經，我一齊和你唸經，
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我們的聲音不能升到天父那裏
處。人的聲音是不可以的，要藉著耶穌傳遞這個聲音
才可以到達天父那裏。

第四件是讀經，我們讀經的話語出自我們的口，進入
我們的心，變成聖言接觸耶穌。

第五個是接觸，神父和執事都是接受了聖秩聖事，代

表了耶穌。神父取了一個餅說：「這是我的身體。」耶
穌借用這個神父的聲音。

第六部份，餅酒祝聖了，變了加爾瓦略山的祭獻，飛到
你的面前，你變成瑪利亞和瑪達納肋，你可以觸摸耶
穌的，可以抱住他的腳。那不是耶穌再次死亡，耶穌
不是再重複死亡，耶穌只死了一次，但是他死是為了
這麼多人，為這麼多的時代。耶穌建立了這個彌撒，
因為耶穌每一個時代都接觸你，耶穌將加爾瓦略山
帶到這裏，讓你有機會接觸，這一個時刻很重要。

第七個就是領聖體，領聖體發生什麼事呢？我們變成
所領受的。這好比我們吃早餐，吃了雞蛋，雞蛋變成
我的身體，你吃了它，它變成你的身體。不過世界上有
一種「菜」，不是這「菜」變成你，而你變成這種「菜」，這
個叫做「聖體」。當我吃了聖體，我變了聖體而不是聖
體變了我。不是我吃了耶穌，而是耶穌要吃我，因為
耶穌「吃」了這麼多人，那些人變成耶穌的身體、手、
眼、鼻....。彌撒具有很深的意義和能力，當中有很深
的奧蹟，所以在彌撒當中，耶穌一步一步接近我們，
很多事情正在發生中。所以大家記住在彌撒當中的七
個步驟，其實你會很忙，不會分心，耶穌用很多方法
捉住我們。

你們是否知道耶穌好像一個精靈。大家有沒有玩過
這個潮流玩意「捉精靈」？耶穌好像精靈的一樣，周
圍都有。我覺得「精靈」是一個很好的比喻。每一台
彌撒大家要捕捉這七隻精靈，即是要捉耶穌七次，不
同的形式、不同的標記。大家嘗試一下在這一台的彌
撒中留意一下和耶穌這七個的碰觸。所以其實彌撒很
忙，大家如果不留心，那些精靈便走了，那麼大家不要
埋怨神父講道理講得不好，這不關神父的事，耶穌一
定臨在彌撒中的。所以這是「喜樂」，彌撒就是「喜樂」。

彌撒七歩曲 ：捕捉七隻精靈
(編者按：恩保德神父在2016年12在「利瑪竇來華足印𦘦慶、韶關」朝聖途中作靈修分享，
「靈火」記者陳樹培隨團整理恩保德神父的分享內容，恩保德神父亦樂於與讀者分享。)

恩保德神父口述

「喜樂的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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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有聽聞過，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社群中，有
所謂的「秉承榮譽」和「贏取榮譽」這兩種榮譽。

「秉承榮譽」就是因出生於名門望族、受天主或貴
人抬舉而獲得的。例如，在瑪1：1-16所記述的耶穌
的族譜，一開始已講明耶穌基督是亞巴郎之子、達
味之子。亞巴郎是選民的始祖，他蒙天主召叫，領
受了恩許，是天主的朋友；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
各伯，也是以色列人經常一起提及、被受尊敬的三
位聖祖。達味是偉大的君王，被天主揀選，團結起
以色列人打勝仗，而族譜中也有提及其他著名的
君王。這一切都在表明耶穌是生於名門望族而得
以承襲家譽，這榮譽是無須任何功勞而白白領受
的。 

至於「贏取榮譽」，就是由「挑戰」或「應戰」而奪得
同儕的榮譽。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一方面好好守
護自己的榮譽，免為他人所奪，另一方面也去奪取
外人的榮譽，而「挑戰/應戰」就是當時一種為爭奪
榮譽的「社交遊戲」。以下便用瑪22：23-33有關撒
杜塞人向耶穌提出「弟弟為亡兄聚妻立嗣」和「復
活」的問題，來加以說明，而遊戲的程序是：
1. 主動一方以言語或行動，向身分對等的外人挑
戰：撒杜塞人主動來到耶穌跟前，向他提出問題；
耶穌是師傅，因此被認為和他們的身分對等；而耶
穌不屬於撒杜塞人的團體，因此是外人。 
2. 被動一方與群眾，一同觀看或聽取有關挑戰的
內容：而內容就是「弟弟為亡兄聚妻立嗣」和「復
活」的問題。 
3.　被動一方可應戰或退避：耶穌選擇應戰。撒杜

塞人提出的為亡兄聚妻立嗣的問題，是徵引聖經
的權威（梅瑟五書的法律），而耶穌也以聖經的權
威作回應，說他們錯了，不明瞭經書，也不明瞭天
主的能力，因為創造人的天主也有變化人的能力，
可使人在復活時不娶不嫁，像天使一樣。耶穌也教
訓不相信復活的撒杜塞人，應記得天主在出3：6 稱
自己為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
天主；由於天主是活人的天主，而不是死人的天主，
所以三位聖祖必然是仍在生活的，而不是死後就
什麼都完了，因此耶穌亦駁斥了「沒有復活」的說
法。
4. 由群眾裁決勝負：「民眾聽了，就都驚訝他的道
理。」耶穌勝了，不但沒有被撒杜塞人奪取了他的
榮譽，反而「贏取」了更大的「榮譽」！ 

對於以上所說的，我有以下的感想。首先，我們不
要追求和依戀人世間的榮譽，這是虛幻的，也不為
天主所喜歡。如果我們希望有榮譽，我們便要因自
己是天主的子女而感到光榮，正如我們在復活節
向新教友所唱的這首歌：「我是教友，頂大光榮，領
洗以後，做耶穌兵。」而這份榮譽，是「秉承」自天主
的，完全是他對我們白白的恩賜。我們也要感謝天
主創造我們，救贖我們，只要我們相信他，並按照
他的教訓而活出一個充滿愛的生命，我們便可獲
得永生。那麼，讓我們好好珍惜自己基督徒的身分，
每天更新自己，力行仁愛，將主的福音喜訊帶給身
邊的人。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遠。亞孟。

「秉承榮譽」「秉承榮譽」「秉承榮譽」 和「贏取榮譽」「贏取榮譽」「贏取榮譽」
文：楊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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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中的無線網絡計劃快將到期，現時的網絡供應
商已不停聯絡筆者，並透過送贈禮品，希望可吸引筆者
繼續採用網絡公司的服務，而送贈的禮品包括某大電
視台現時流行的網絡電視服務。另一方面，筆者早前在
該大電視台的電視節目中，觀看到一個大型節目，起初
以為是一年一度的來年節目介紹，原來不止於此，該節
目介紹的原來是電視台另一項大型發展項目，是另一
個網絡電視頻道，方便各階層的觀眾可隨時隨地透過
流動手機，欣賞喜愛的娛樂節目，更可與喜愛的電視明
星作直接交流；另一方面，電視台的藝員明星亦可透過
這個平台，上載其個人生活動態，分享各項藝術或專業
技能等等。總之，看來非常吸引，筆者相信電視台此舉
將令其「粉絲」會更加「機」(手機)不離手。

電子通訊系統的確是一個很有效率的溝通媒介，它可
以在極短時間內接觸到很多群眾，讓訊息很快地傳遞
開去，亦令現今的資訊顯得越來越多，讓人目不睱給。

機不離手

漫步人生路-

文：織雯

另一方面，令人擔憂的是這個資訊豐盛的年代或會令
教友們閱讀聖言的時間不自覺地減少了！

幸好面對電子傳訊的迅速發展，教區及善會團體也與
時並進，近年積極發展以電子通訊模式推動福傳工作。
我們可以在教區網頁閱覽《聖經》，收聽神父的主日講
道，教友們更可在其善會網頁或whatsapp群組分享對
聖言的體會等等。這些都是希望讓教友們更容易接觸
天主聖言。究竟將時間用於瀏覽各項資訊或閱讀聖言，
就視乎教友們的自由選擇了。對筆者而言，每天保持與
天主相遇是十分重要，透過祈禱或瀏覽電子平台上的
天主聖言，都可讓筆者將每天的生活交託給主，讓祂帶
領！其實，参與善會團體的聚會也很重要，在聚會中分
享靈修及生活體驗，教友間互相砥礪，可以讓靈修生活
更加豐盛，相對於在電子媒體收取訊息亦有另一番裨
益！因此，筆者認為透過團體分享作靈修是寶貴的傳統
方式，值得我們繼續保存和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