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信德救了你。」(瑪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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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福音描述耶穌治好一個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
(瑪9:20)及復活了一位首長的女兒(瑪9:18)。
兩人的不同請求都因著他們對天主的信德而
得到滿全。我默觀耶穌治癒人的情景，觸動我
的一個圖像是人面對的「痛苦」。

1）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和失去女兒的首長都
面對人間的疾苦，不過這些苦痛最後是帶他
們來到耶穌跟前，耶穌因他們的信德而癒合
了他們。「痛苦」引領人歸向主。

2）耶穌行的奇蹟不多，但是病人和需要的人
很多，這裏福音記述耶穌沒有行奇蹟治好所
有的人，滿全人所有的需要。耶穌行奇蹟的目
的似乎就是：「使人認識天主。」天主不是離人
很遠，而是很近，跟人很親切，就如新郎和新
娘的關係一樣。

3）耶穌做的就是讓人真正認識天主，正如今
天讀經歐瑟亞先知書所提到的天主和祂子
民的關係一樣─新郎和新娘的親密關係。天
主要永遠聘娶我們，以正義、公平、慈愛、憐
憫聘娶我們；以忠實聘娶我們，使我們認識
天主（歐2:21）。

耶穌感謝祢，祢不單止用正義、公平、慈愛、
憐憫聘娶我們，祢也用我們每個人都經歷的

「痛苦」走近祢、認識祢。這些「痛苦」的背後
可以看到祢賜下給人的憐憫、自由、平安和
喜樂。主，人很難掌握和明白這些真理。主，
請幫助我、啟迪我、治癒我......；好讓我能夠
跟隨祢一起去安慰、幫助和啟迪其他在痛苦
中的人.......，使他們認識天主！

 



02  電影分享

在電影「天堂小屋」這套電影中，男主角的童年被父
親折磨而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及失去深愛的細女兒的痛苦。

憂慮、恐慌、痛苦、悲傷導致心裏長期不安，不能放下，在「不
寬恕」的心態下生活……

男主角在被天主聖三療癒的過程中，慢慢地釋放內心深處的
仇恨、不安。將「不寬恕」轉化為「接受」，明白「不批判」之後，
才能寬恕自己，寬恕在他童年曾經憤恨過的爸爸和殺害他女
兒的兇手。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天主聖三使用了很大的能耐及大愛，慢
慢地讓他明白，天父常常在他身邊，聖神在他哭泣的時候收
集他的眼淚，然後將他的淚珠放入玻璃瓶裡，在他女兒的葬
禮中，將他的淚水灑在他已去世的女兒墳墓上，變為美麗的
花朵和大樹！

聖神讓他所有的哭泣淚水，常伴着他深愛的女兒。女兒的墓
地變成很美麗的小花園！好感動啊！感謝聖神的恩賜！

男主角在最初的療癒中，問天主 : 「……我是否還活著？」
天主回答他說 : 「……你自己感覺呢？」

「Am I still alive? 」
「 How do you feel yourself ? 」

智慧天使引領男主角 ，在不肯寬恕的心態中，要他做自己的
判官，他要判決他心目中已經變質的大女兒，以及已經與他
距離很遠的兒子，要選擇女兒或兒子其中一個要下地獄或上
天堂？男主角經過非常痛苦的掙扎之後，最終都無法決定應
該是兒子或是女兒要下地獄？

最後，男主角對智慧天使說，他決定女兒和兒子都上天堂，他
自己入地獄！

父親的愛，真是偉大的……！

慈愛的天父 ，感謝祢，賜給我們的大愛。

天堂
小屋

文：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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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一年的結束，節令特別多；聖誕節、冬至、
再接著是迎接2018年的來臨。在社交群組中，
互相祝福的語句及短片，轉發得不亦樂乎，教
堂相應亦有多台特別彌撒。在節日中能夠與親
朋聚餐慶祝，又有機會參與多台彌撒及捐獻給
貧苦的人，是十分幸福的事，那表示我們仍然
擁有健康的身體，並且安享太平盛世。

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心裏特別感念一些不幸
的人，尤其是那些正處於戰火當中，時時受到
生命威脅的人們。電視報導這些地方，放眼所
見盡是頹垣敗瓦，街上那些流離失所的平民，
眼神茫茫然，充滿無奈及無助。這不是居住在
香港的我們可以體會的。每當見到這些畫面，我
都祈求天主平息怒火，使世界歸於和平，消除因
戰爭所帶來的一切痛苦和禍害，使人人得享幸
福快樂。

著實，對於達致世界和平，我們未必有能力作
出貢獻，但主耶穌說過：「你們求，必要給你們
……. 」（瑪 7：7）我們可以為處於戰火中的人，
為受暴力威脅的人祈禱，奉獻玫瑰經。

我們所缺乏的，可能並不是真正的缺乏，也許
衹是想擁有多一些東西、多一點健康、多一些
關懷；但他們所缺乏的，卻是生存的機會！

踏入2018年，讓我們熱切地為這些生活在痛苦
中的人們時常祈求聖母的助佑、天父的慈悲眷
顧。

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文：靜文



書名: 《神父看世界》
作者: 方濟會士夏志誠
出版、發行: 香港方濟會

每個人生活在社會裡，或許會觀察到或經驗到相同的事物，但各人的
背景不同，對同一事物大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夏志誠輔理主教所觀察
的世界又是如何呢？正如夏主教在自序中所說，作為神父，他看社會，
看人生，與其他人看的，必然有所不同。

在著作《神父看世界》中，夏主教以風趣幽默的方式，闡釋他對社會及
人生不同方面的獨特看法。全書分九個章節共100篇文章，包括看社會、
看家庭、看成長、看苦樂、看過節、看文化、看顏色、看生死及看信仰。每
一篇文章都精簡握要，筆者尤其喜歡書中的內容，實在很「貼地」，所描
述的都是你我日常生活所見到、遇到、甚至參與其中的，例如《商場似
聖堂》、《快，但快樂嗎?》、《團年飯有多重要?》、《潮》等等，都是筆者十分
喜愛的文章，在在都發人深省。此外，每篇文章必附有相關的聖經章節，
教筆者更容易將生活細節與信仰聯繫，實在是靈修默想的好材料。

《神父看世界》是一本十分輕巧、攜帶方便的書。藉著2018年新一年的
開始，此書或可為我們帶來啟發，學習從夏主教的角度，細看身邊的人
和事，並活出基督信仰，讓今年成為不一樣的一年！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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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窗前撿書讀 / 活動預告

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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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開始，我們的團體已連續第七年在聖誕節
前到香港的天星碼頭獻唱報佳音，除了第一年是由
靈火文化做主辦，跟著的六年都是由聖鮑思高協進
會做主辦。 

這項目之發動人及神師是陳鴻基神父，他在這些年
的堅持及努力令人感動，因為牽涉到安排大量的表
演團體（天主教的善會、學校、團體、教友）及資源，
每年活動的時間都很長（由中午12時左右到晚上9
時半）。每年的主題都不同，常常是配合教會當年的
主題或有關當前人類的需要，讓過路的乘客聽到天
主藉表演者的歌聲/樂聲發出仁慈的呼喚。

每年靈火福傳粵藝團的成員都非常支持這福
傳活動，每次都陣容鼎盛（起碼超過20人參與
獻唱）。記得有時天氣和暖，不過多數寒風凜
冽，但我們的成員個個都精神抖抖在碼頭上
唱歌跳舞，引得很多乘客及路人停下欣賞。我
們能夠在公開的地方，大聲唱歌讚頌天主，傳
誦主的救恩，真是有福。願歌聲所到之處，同
時為人為地帶來天主的祝福!

今年我們換了新的漂亮又溫
暖的手織橙色毛冷頸巾作團
體標誌。王美恩同學（亦是靈
火編織班的導師）細心為同
學配帶頸巾。

每唱到「冬郊馬鈴」，大家都
熱烈奔放，邊唱邊跳。

我們的金曲「相聚在一起」時常為壓軸表演帶來特別的喜樂效果。

表演後我們的團體與陳鴻基神父合影留念

聖誕漫報 文： 楊綺麗 ‒ 靈火福傳粵藝團導師2017



06   活動報導

「靈火天地」在12月10日(星期日)在灣仔「靈火
天地」中心慶祝成立六周年紀念。當日三時舉
行彌撒，由張默石神父主祭。在分享環節中，

「靈火天地」核心成員Katherine及Lucia 和大
家一起回顧了過去一年的活動。在2017年，星
期三中午玫瑰經繼續是「靈火天地」的核心聚
會活動，還有星期四晚的泰澤祈禱、星期一晚
及星期三下午的聖經分享、星期三中午的太
極靈修及下午的歌詠班、一年一度的聖像畫
工作坊等等。

「靈火天地」在2017年亦為響應家庭年與家庭治療師梁敬之先生合作舉辦了一系列
以家庭及夫婦關係為主題的家庭講座。今年亦増添了由陳樹培及李子林帶領每月一
次在星期一晚舉行的依納爵祈禱聚會。此外，2017年秋季開始了晚餐廳聚會，每個月
一次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新嘗試還包括玫瑰經祈禱會結合DIY 點心糖果製作班。

至於今年朝聖會的活動，本地朝聖以一系列的淺嘗修院生活為題材舉行了四次一天
的朝聖活動，分別探訪不同的靜修院及修會。海外的朝聖則有歐洲花地瑪之旅、日本
沉默之路、台灣真福山退省，以及紐西蘭澳洲郵輪朝聖。至於出版小組，今年七月份出
版了新書《品酒.靈修》。

「靈火天地」核心團隊召集人陳樹培在分享會中亦介紹了2018年的新動向，「靈火天
地」剛剛添置了第二間中心，中心仍然在裝修中，地點在灣仔天樂里兆豐大廈，面積
和灣仔中心相若。舊的灣仔駱克道中心的功能和用途不變，新的天樂里中心以發展
輔導、靈修及各相關興趣課程/工作坊為主。同時「靈火天地」此刻亦正積極籌募經費，
購置會所，陳樹培亦在此感謝各位支持者。

最後，陳樹培帶出一個「靈火天地」的圖像、一個願景：「靈火天地」是一個神恩性的信
仰小團體。「靈火天地」的座右銘就是：「與眾為友，全信基督」。展望未來「靈火天地」
的路向，「靈火天地」的核心團隊需要辨認及確定清楚它的特徵和神恩是什麼？
- 以「靈修」建設團體（來自「聖化自己、聖化他人」的傳統和信念）
- 多元化？
- 專業化？
整個團隊需要作出辨別，找出團體的使命、發展的方向及具體的工作計劃，以回應這
個不斷在變更中的時代需要。

最後陳樹培寄語希望「靈火天地」能夠擁有以下這三個特質作為「靈火」團體的標記：
微笑、謙遜、愛心。祈求聖母的䕶佑及帶領！

分享會六時結束，隨後舉行自助晚餐。大會感謝天主對「靈火天地」的祝福。

「靈火天地」 「靈火天地」記者報導成立六周年

慶祝「靈火天地」成立六周年，張默石神父主持感恩祭

「靈火天地」核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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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靈火天地」成立六周年，團體大合照



靈火天地六周歲，

園丁歡樂甚陶醉，

感銘天父賜活水，

充滿信德無恐懼，

同心合意出拔萃，

建設教會成樂趣！

靈火天地園丁（鄭錦詠Annie ） 敬賀 

靈火天地喜洋洋

火熱情懷聚一堂

天恩浩瀚慈母頌

地上樹培默擴張

六載屹立基石上

周時奉獻福音揚

年年賀壽慶吉祥

靈火天地園丁敬賀（李陳韻彤Canny Li ）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聖母司鐸運動晚餐廳祈禱
地點：灣仔靈火天地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下午二至三時
查詢： 9373 6008   Catherine Yuen

http://bonfire-world.com/cenacle.html

小耶穌你認得我嗎 ?
玫瑰經祈禱會

＋DIY “信、望、愛敬禮聖母玫瑰絲襪花製作班”
日期 ：2018年1月13日(六）

時間 ：1：45 - 5：30 pm
地點 ：灣仔靈火天地

報名及查詢：袁小玉  93736008

歡迎大家都來參與！感謝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