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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適逢教宗方濟各呼籲教會慶祝「青年年」，我們

應尋找渠道，肯定青年的身分和信仰，並且給予

他們辨識，以辨認天主的旨意，和忠誠地為祂和祂的子民

服務。為了響應這點，慈幼大家庭也特別硏究在與青少年

同行時，發掘一些陪行的能力和技巧，以協助照顧、輔導、

及給予他們神修指引。在了解和香港青年同行中，見到他

們隨著歷史巨輪的滾動而作出的演變。

在談到香港青年在香港天主教教會的發展，本人嘗試以

三部變奏作描述。

（一）60年代：60年代的香港，由經濟不景氣而漸有起色，

香港青年因不滿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他們在「填鴨式」的

教育制度裡，找不到自我和滿足的地方，以致處處找出氣

孔，故此有暴動和擾亂。可能當時政府捉錯用神，以為是

青年需要渲洩，便多設青年活動及設備等，以疏導他們對

社會的怨氣，雖有改善但果效不大。幸然，在天主教教會

方面可以致力在教育和社會服務上，不遺餘力，所以「香

港精神」就是一種新鮮的感覺，深深植根在青年身上，他

們抱有對教區、學校和堂區充滿希望、抱負和活力，並願

意為教會獻出自己和服務，甚至犧牲。

（二）在70、80及至90年代，由於因果關係，教會在教育和

牧民方面有長遠計劃，所以影響了不少在成長中的青年，

無論中學生、大學生也非常活躍於學校、堂區和社區，他

們當中有很多關心時事、社會流弊及各種問題，積極參與

各項活動諸如善會、堂區組織等，推行教會事務及工作，甚

至任勞任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

（三）2000年代以後至現在：所謂「千禧」後，大致上都是和

一般青年差不多，不過，人們加在他們身上多是出自小家

庭，驕生慣養，不滿現實，他們不是因為事事無成，而是他

們感到社會沒有給予他們發展機會的可能性。其實，在政

治、教育等制度變了，時移世易，青年在學校、家庭等之功

課和工作壓力大了，結果多於關心他們的計劃、夢想、前途

和方向，未必喜歡投身在堂區及社區。雖然也有人活躍於

政治及其他活動，但是在堂區顯然沒有以前那般，即更有

組織、有計劃和有委身的奉獻給教會，負責及承擔各種職

務。

今天的香港青年，可以說在世界各地方乃屬於幸福的一

群，他們不會局限於繁文縟節，也不是不懂事理而不思上

進的人。有心理學家認為，在三代過去沒有承傳和傳承下

去的宗教與文化，最後也會重新出現，青年會重新拾回久

違的道德和價值。正如教宗方濟各常訓勉年青人説：「你們

應跳出框框，有創新的思維。」又正好像鮑思高神父說過：「你

們可以跑、跳、玩得暢快，最要緊的是不要犯罪。」所以，香

港年青人應更發奮圖強，勇於學習，經驗和展現他們面對
的變異和挑戰，為主耶穌基督及其教會努力。

香港天主教教會青年的三部變奏
文：陳鴻基神父

今



細味祈禱
文：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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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真美啊，美到難以言喻！……
*「日與日侃侃而談，
     夜與夜知識相傳。

     不是語，也不是言，
     是聽不到的語言。」    (詠19:3～4)

*當我們不知道如何祈求，
「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

代我們轉求。」
因此，我們呼號天主「阿爸，父呀！」

(羅8：26，15)

*「上主從太初造了光，
      白晝充滿着光華；

      而一切更新的創造，
      在主前歡欣雀躍。……

      啊聖父聖子及聖神，
      降下你的聖寵和仁慈；

      讓我們一生讚頌你，
      今日直到無窮世之世。」

       (聖教日課：星期一晨禱之聖詩摘錄)

*「讓我們讚美慈藹的天父，
     創造萬物的主宰。

     讓我們讚美祂的聖子，
     救贖萬物的恩主。

     讓我們讚美愛情的聖神，
     祂是施予慰藉者。亅

    (聖教日課：星期一薄暮禱之聖詩摘錄)

祈禱：為我來說，祈禱是放下雜念，舉心向上(舉心向主)，可以是
口禱、唸經、歌詠、自發禱告/交心、默禱丶默觀、可以是相對無
言；與主相逢寧静中……。

內容：包羅萬象呢……，非三言兩語說得了；欽崇、朝拜、感謝、
讚頌、信賴、仰望、愛慕、祈求、懺悔，可以與主無所不談……。日
常我們多的是為自己/家人/所愛的人的神形需要祈禱，這自然
不過。但主耶穌教導我們：先祈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求賜日
用糧、求主寬免我們的過犯及免陷誘惑、祈求時，不要怕，只管
信、祈求主旨承行…。主耶穌在山園祈禱時，又親自給我們身教：

「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
照祢的意願成就罷！」(路：22：42)

禱詞：
～可採用傳统經文/現成經文，但不宜與自發禱文比較，我曾經
以為自發祈禱優於唸經；多少是因為傳統經文 唸得多， 唸得機
械化之故，因而貶低了唸經，後來發覺是自我中心在崇。聖教日
課是早、晚禱的上佳選擇，我特别愛唸其中的「聖詩」，很多次都
給陶醉了；陶醉在詩意和與主共融中……。

～又可採用聖詠祈禱，聖詠是古聖先賢對上主的禱告,內容包
羅萬象，詩意盎然。聖經(聖詠涵蓋其中)是天主的家書。試問，有
甚麼祈禱比用天主的話語向祂禱告來得更美妙呢？！

～又可詠唱短頌來祈禱，(頌恩、泰澤歌都是我們熟識的)，有說
唱短頌比唸經功效更大，你看，聖詠中，很多首都是合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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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禱文：
隨時隨地，心靈受觸動；或因人生起伏、生活波折、
傷病糾纏以至人生七苦……，都可舉心向上主傾
訴。

又可改動歌詞，賦予個人風格。曾有前輩指點，於
是，我嘗試將「讚美我上主，並唱頌祂的名，讚美
我上主，祂復活我生命。」中的「祂」改「祢」，唱詠
時，感覺親切許多；由遙遠的祂，換成近在咫尺的
祢，……，到後來，着實感到自己的不堪當，又把

「祂」換成「主」字。體驗到不同的境界。又記得十
多二十年前，家庭晚禱時，也曾將「讚美主，讚美
主，讚美主在早晨，讚美主在中午，讚美主，讚美
主，讚美主在黄昏時，……。」的「讚美主亅換成「信
賴主，……」、「仰望主，……亅、「愛慕主，……」。
一家大少都很受落這添了內涵的短頌。

全新作品 ：靈感到時，不妨填寫自發禱詞，並且合
樂，舒發對主情懷。筆者也曾嘗試填了一闕新詞：

【有主相偕】(調寄玄武湖之春)，舒發皈依信主的
心路歷程，摘錄如下，冀抛磚引玉，引發共鳴：
    
　 「愁緒，在我一生裡，
        怨恨揮不去，生命滿唏嘘。
        韶華逝去，苦盼主相聚，
        望救主啟迪人生真趣，心碎！
        *      *     *     *
        陶醉，在祢恩寵裡，
        世事參透， 生命再不空虚。
        任殘陽逝去，不會感焦慮，
        賴愛主相伴人生甘苦裡，心醉！
        *     *     *     *
        有主眷垂，结伴此生裡，
         困病憂苦我願嚐，因主心繫我心，
         攜朋扶伴去，走救恩之路，
         願衆生感召神底恩許裡，生趣！亅

祈禱生活化：漫步河畔，飽覽湖江山色，不期然哼
出短頌，唱詠讚美主。又或每天作息前，舉心向主，
將之奉獻於主，並願主旨承行，……這都是信仰
生活化的好例子。再進一步，學習做個【生活在祈
禱中的人】(馬克基伯原著公教真理學會翻譯及出
版1977年3月出版)此乃值得一讀的好聖書。

筆者內心嚮往的祈禱境界: 「不是語，也不是言，
是聽不到的語言，……由我講祢聽，到祢講我聽，
到雙方都不語，相逢寧靜中……。亅願彼此共勉。



靈火萬千點，點點是母恩

從去年二月開始，我們五人編輯小組，開始收集李海龍神父的故事。目
的是編印一本以李神父生平事蹟為內容的書，為他九十大壽和晉鐸六
十年誌慶。

故事沒有李神父本人的回憶敍述，全是和他相識相處過的人的記憶懷
想。這包括他的家人、共事的神長、學生、朋友、善會會員和其他堂區教
友。故事的類別多元，有些是客觀敘事，有些形容和李神父相交的情誼，
有些是單純的致意。種種不同的方式，聯合描述李神父的為人，顯示他
對人的影響。今年四月，書完成了，印好了，派發了。在我心中常存的，是
深深的感謝。感謝聖母九十年的看顧，藉着李神父，使我們得到充實生
命的元素和邁向永恒的動力。李神父為人為天主而活，歷年不變，這是
天主愛人的恒常。今期《靈火文摘》，介紹以下兩篇：一篇是聖類斯中學
舊生的回憶，一篇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新會員的心聲。

師生情

鄺松榮: 聖類斯中學舊生

在這世界上沒有很多人能夠決定性地形成另一個人的人生路程，但李
海龍神父是對我的生命有這重大影響的一人。

自少年中學時代，我便認識李神父。我就讀於香港聖類斯中學，學生親
暱地稱他為「海龍王」。如其他學生一樣，我對李神父心懷仰慕，可惜無
緣上他的課，直到中六，—九六五年！他成為我的物理學老師，真好！

很快，李神父仁愛的天性和我對他的敬慕，使我們師生情份融和結合。
我加入了他一個師生小圈子，有幸能到他在物理實驗室後的辦公室去
聽他的Joan Baez唱片。除了是個頂好的物理老師外，李神父是個業餘
攝影家和電子工程師。學校旅行後，在他的辦公室兼黑房曬黑白相
片，在電子商店流連，他向我解釋怎樣了解電能阻力，坐在他的電單
車尾……呀，這些珍貴的回憶。他還送給我他的Pentax SLR相機！

《靈火萬千點》兩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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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親切－李海龍神父點滴

崔綺珊：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會員

1966年，我移民到美國。此後我們數次在美國或香港會
面，一次我到聖安多尼堂探望他，他告訴我一個聖堂捐
款失而復得的奇蹟，又—次，在三藩市漁人碼頭，找不到
Starbucks咖啡店避寒，在寒氣中，他告訴我天主愛人至
極，差不多每個人都能入天堂。

李神父現在多聽蔡琴，少聽Joan Baez，他有很多年輕的
新追隨者，很可能已忘了我，但在我心中，他永遠是那位
在靈性和理性上指引我、形成我的李神父。

李神父，祝您九十生辰快樂，多添福壽，我知道天主以獨
有的光輝照耀您，因您以同樣的光輝照耀了他人。

回想起與李神父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大概是三、四年前，
一班會員相約李神父一同參與首瞻禮六的感恩祭。彌撒
前我們先與李神父聚餐，遠處我看見一位慈祥、面帶微
笑的李神父坐著，他給與我一份溫暖、親切的感覺。

與李神父第二次的會面，是在2015年參與一對會員結婚
禮儀後的聚餐，那一次我與李神父相當親近，坐在他的
隔鄰位置上，我細心留意他，他的臉上總是掛著笑容、非
常和藹可親。他有一個擊掌習慣，喜歡彼此以雙手互拍
的動作來表達一份共融的關係，我發覺他的力度還真不
少呢 ！

第三次聚會是在2015年4月份，參與李神父87歲的壽宴，
現場有很多小朋友，李神父掏包請小朋友一同食雪糕，
我看到他的臉上和小朋友臉上的笑容和歡欣交織在一
起 ！

李神父和鄺松榮李神父和鄺松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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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的10月份，會家慶祝50週年的晚宴，我有機
會認識及聆聽到很多出席的資深會員，他們談起與
李神父數十年來的點點滴滴，知悉李神父是一位既
關愛學生，更愛天主的神父。

轉眼到2017年，在慶祝李神父89歲的壽宴當晚，李
神父非常高興和雀躍，還和我們一班姊妹一同表演
唱歌、跳舞。由於他剛做完了手術，大家同時又非常
關愛地照顧著他。

在2017年度，會家舉行新會員的入會典禮，為此安
排了三段時間的新、舊會員聚會，以增加會員在入
會前彼此間的交流和認識。第一次地點設在聖安多
尼堂，李神父獲知將有10多位新會員加入，他非常
喜悅、笑容特別燦爛，臉上帶著一份欣慰。其後的兩

後語：

從一九六五年的物理課，到二零一七年的入會儀式，李海龍神父在我們
心中點起靈火，還有其中的萬千點，就請大家翻開《靈火萬千點》細讀吧！

《靈火萬千點》電子版在靈火天地網站
http://www.bonfire-world.com/publishing/frl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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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神父與崔綺珊李神父與崔綺珊

次聚會，由於李神父的身體情況需要休養而擱置，
當時眾會員內心都有一份擔憂，大家同時獻上祈禱 ！
祈求李神父的身體早日康復 ！

不久，我收到一個喜悅的訊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在2017年9月24日，舉行新會員入會禮儀，李神父為
我們主禮，在入會儀式當日，李神父身體康復得非
常好，神態顯得精神奕奕，李神父欣悅地見證一班
新會員成為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新會員，他親手用
勁而有力的筆法，為每一位會新員送上鼓勵與祝福
的書籤。

今年2018年4月份是李海龍神父90大壽，同時慶祝
他晉鐸60周年，大家非常欣喜地準備為他慶祝！並
祈求天主保守李神父身心康泰，聖母媽媽護佑他！



天國在人間

福音描述耶穌派遣門徒去宣講天國的福音。

第一個訊息是：「天國已經臨近了。」我默觀

耶穌講這個傳教的任務，觸動我的是「天國」

和「天主的慈愛」，出現的一個圖像便是「天

國在人間」。

1）天國的圖像為我是什麼？耶穌說天國已經

臨近了，究竟是什麼意思？耶穌講這句說話

的時候已經是二千年前，現在的世界和二千

年前比較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所以，究竟

耶穌講「臨近」是什麼意思呢？當我默觀「天

國」這個圖像的時候，歐瑟亞先知説的話觸

動了我：「天主的心已轉變，天主的五內已感

動」（歐11:8）。我感受到：「天主的慈愛」是永

恆的。耶穌在這裏提醒我們天主在，祂在意

我們、留意我們、關心我們。在浩瀚無邊的空

間和時間中，人不是偶然地存在着，人更不

是在無意義的俗世中虛耗，人是在造物主的

慈愛中。「天國已經臨近了」這句說話提醒我

們「天主在」，且在我們現世生命之中，在我

們的當下的空間和時間之中，人可以在天主

的愛內得自由，享受一份無可取代的平安和

喜樂。

2）耶穌一方面提醒我們和天主之間可以信

靠的親密關係，時刻體驗主的臨在，不過耶

穌另一方面就是囑咐門徒替人驅魔和治病。

耶穌是關心人的實際處境，人身處俗世，面

對人的限度和軟弱之中，天主願意拯救，減輕

我們的痛苦，天主也關心我們的實際生活，叫

我們彼此「服務」。

3）這份「服務」是基於愛。就是耶穌所吩咐門

徒的：「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我

們領受了天主的慈愛，這份無條件的「服務」

成為見證天主的慈愛，也見證天主在自己身

上的恩典，我們亦因而越能夠體會「天國在

人間」這份福。

不過人是生活在自身的限度和軟弱中、在俗

世的誘惑中、甚至在生活和生命壓迫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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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感謝祢！我能夠意識到和感受到祢的

慈愛本身就是一份很大的恩典。主，請幫助

我將這份恩典分施給其他人！

「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瑪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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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愛‧讓我們承傳

讓我們愛...

作者: 花.生.說

以下是三位同學(花，生，說)社交媒體的聊天，談談

情，說說愛，如果你喜歡，請與其他人分享，並傳給

你愛的人。

花：我們談過對戀人的愛，及對生命的愛。讓我們談

談對父母、家庭、社會、國家和其他人的愛。

生：所有這些都是包括在第四至十條誡命嗎？

說：是的。但愛不僅是這些誡命的字面含義。

花：如果父母不照顧我們，我們是否還應該尊敬父

母嗎？我們應該有多愛我們的家人、鄰人、社會和國

家？如果他們不愛，不尊重，甚至欺負我們，我們還

應尊重和愛他們嗎？ 

說：十誡中第四至十誡，指出愛德的次序，天主願意

我們在祂以後，孝敬父母。是他們給了我們生命。我

們應尊敬天主為了我們而賦予權威的人。再以命令

方式，指出當盡的義務，宣告生命、婚姻、現世財物、

言語的誡命，構成教會之社會教導的基礎。(註1a) 

說：第四誡明確指出子女對父母的關係，但並不是

單向的。這包括責任和義務。

教會教導：孩子有義務孝敬父母,父母也有責任疼

愛、教養自己的子女。(註1b)家庭是社會生活的原始細

胞。(註1c)家庭是一個信、望和愛的團體，在教會內佔

著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註1d)

家庭的生活方式應該使其成員學習關懷和擔當，

以照顧年輕的人、老年的人、患病的人，殘障的人

和貧窮的人。在某些時刻，家庭無法提供這類援助。

這時，就需要別的人、家庭、或社會供給那些家庭

的急需。(註1e) 

子女該服從父母為子女或家庭好的命令，對教育

他們的導師和父母所委託的人，凡合理的命令，也

應聽從。但子女如果按良心確信聽從某一命令是

不道德的，他就不該聽從。隨著年齡增加，子女應

繼續尊敬父母。對父母的服從止於子女成年獨立，

但對父母的尊敬，卻是永久應盡的責任。子女應盡

力，在父母的老年、在患病的時候，在孤苦窮困的

日子， 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援助。(註1f)

教會認為第四誡也闡明社會中的其他關係。在我

們的兄弟姊妹身上，我們見到父母的子女；在堂表

兄弟姊妹身上，見到我們祖先的後裔；在國民同胞

身上，見到我們國家的子民；在每個人身上看到的，

是「我們的天父」的子女。由此，我們與近人之間的

關係屬於個人，並不是人類集團中的「個體」，是值

得特別關心和尊重。人類的團體是由個人組成的。

要治理好一個團體，不只限於保障權利和實踐義

務，如忠於契約。正確的關係，不論是僱主與僱員

之間，或是政府與人民之間，都應建立在自然善意

假設下，以及符合人性的尊嚴，正義的關心及手足

之情。(註1g)

簡而言之，天主願意我們孝敬父母，並尊敬為我們好

而受賦予權威的人。子女應對他們的父母表示尊敬、

感謝、及合理的服從和幫助。夫婦應生養和教育子女。

孝順促進整個家庭生活的和諧。即使我們尊敬受賦

予權威的人，公權力應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如果執政

當局的命令違背道德的要求，公民憑良心有責任不

去順從。「聽天主的命勝過聽人的命」(宗5:29)。(註1h)

花：哦，天主教不僅教我們尊敬父母，還要求我們愛

國……?

說：……但應符合人性的尊嚴，正義的關心及手足

之情……

生：這些教導與中國傳統的非常相似……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

有歸」

「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

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此乃儒家大同與小

康的理想的社會。

* 即鰥夫、寡婦、孤兒、沒子女的老人，及殘廢疾病的人; 即弱勢群體

花：哦，我也知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與耶穌

教導「愛人如己」非常相似。

生：是的，尊重你的父母，愛家庭，國家，社會和鄰人，

其實沒有文化差異。基督徒尊重人的尊嚴、關心正義

及手足之情，中國人則講求仁義，老中青皆能盡其職，

關心弱勢群體構建理想社會。

說：明代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傳教多年，非常了解中

國文化，撰寫《天主實義》，也讚揚了儒家學說，認為

「仁即愛天主愛人」。(註2&2a) 不同的文化中也有 「愛人

如己」的教導，例如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甚至

古希臘、古波斯、古羅馬都有, 而現代生物學、經濟學、

社會學、心理學都有同理心及「互愛主義」 (recipro-

cal altruism) 的研究分析。有人也稱“愛人如己”為倫

理學的金科玉律 (The golden rule in moral philoso-

phy)。(註3)

所以，互愛、正義、關心弱勢群體、尊重他人的尊嚴、

權利和義務，不僅是基督教國家的價值，也是中國人

的價值，以及許多其他文化和國家的價值。

花：非常感謝，現在我真的知道愛國，愛家，愛父母和

鄰人的真義。

說：為朋友不必謝。希望你真的明白　　……遲些

再聊。

生：不必謝　　有機會再談基督教和儒家的愛的異

同……再聊。

愛父母， 愛家庭， 愛社會， 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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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以及許多其他文化和國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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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天主教教理 卷三 在基督內的生活 
第二部分 十誡 

第二章 第四誡
1a. 第2197-98 段
1b. 第2214, 2221-23 段
1c. 第2207 段
1d. 第2204 段
1e. 第2208 段 
1f. 第2217-18 段
1g. 第2212-13 段
1h. 第2247-51, 54-56 段

2. 利瑪竇的《天主實義》

2a利瑪竇的《天主實義》：
德行，本性和人 - 麥克雷著 張婉霞譯

3. The golden rule in moral 
philosophy from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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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年訴心聲

很多人回望自己的人生，總會有一兩個年頭是對

他們特別有意思，特別有價值。在我個人來說，要

說就是二零一六那一年。好記性的你們應該會記

得那是充滿奇蹟的一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英國脫離歐盟，李斯特城贏英超冠軍... 這年剛巧

也是我過三十歲的一年，是我和我太太開始拍拖

的一年，也是我開始踏上信仰道路的一年。

     第一粒種子
回想當天決定報名參加慕道班，好像是理所當

然。未來太太一家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自己不

參與豈不是有點格格不入。回望自己的成長過

程，小學是道明會，中學是思高慈幼會，天主經聖

母經早已烙印在心中，但一次也沒有深究過當中

的奧義，畢竟小時候覺得宗教課也只是給我拿

高分的一個科目。就這樣，多年來好像覺得和天

父都是擦身而過......直到上第一堂前，心裏有一

種莫名其妙的期待，可能真的年紀大了，想要一

個寄托，想要一個宗教。頭幾堂是上哲學課，談論

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什麼是我，什麼是愛。班裏

所有同學也都高談闊論，談論的議題，全都很引

我入勝。所以一開始的我，就像小孩打開了百科

全書一樣，好奇讚嘆。記得有一堂講到若望福音

帶出天主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裏早就播下種子，

這出乎意料之外的引力，原來是我尋回第一粒種

子。「納塔乃耳給他說：「你從那裏認識我呢？」耶

穌回答說：「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

下時，我就看見了你。」(若1:48)

     第二粒種子
開了課後幾個月，在和未來太太計劃到北歐旅行，

亦是我籌備已久的求婚之旅，出現了小插曲。記

得就在我準備求婚的前一晚，我們特意駕車去看

北極光。那時在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公路，沿途

就只有我們。在大霧與心急的剎那，就發生了車

禍。車子在濕滑的雪路，滑進了路旁的雪坑，撞擊

力不是太大，但車子已經在積雪裏動彈不得。那

刻心想雖然身旁的人沒有受傷，但在零下二十度

的荒山野嶺，可以怎樣求救。正當我下車檢查情

況，心神也未定的時候，遠處就突然有一架車向

我們緩緩地駛過來，停下來後便有五個年輕力壯

的當地人二話不說地幫我們推車。全程用了三十

分鐘便把我們的車子推出來，他們不問酬勞，還

叮囑我們要注意路上積雪後便離去了。回去後，

我深深地相信那是天父派遣了五個天使來守護

我們。更覺得祂是想借着這件事去提點我要用謙

卑的心去尊重和照顧我未來的太太和家庭。「因

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

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

     第三粒種子
我在一個典型的佛教家庭成長，母親小時候便皈

依了觀音。從我小時候，就常常跟我灌輸輪迴和因

果的佛念。她就是那種會被人覺得她和天主教徒

是南轅北轍的人，永不會從她口中聽到任何關於

天主教的看法。當我開始上了慕道班後也心想，要

她和我去教堂，簡直是奢望。直到聖誕子夜彌撒，我

無心插柳地問了她一句會否和我出席，她竟然一

口答應了。彌撒中，她沒有不耐煩但也沒有太多好

奇，畢竟可能人太多而她又累了。但我其實感受到

從那天起聖神已經默默地進行祂的工作，這可以

從我母親由一字不問到大半年後報了名參加慕道

班清楚看到。她還常常說笑，說和我談論天主的問

題時，會在我頭上看到光環。能感染一個大半生也

不相信天主的母親，讓我感受到天主會在你禱告

的時候引領你去幫身邊的人。「莊稼固多，工人卻

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

的莊稼。」(瑪9:37-38)

     種子的萌芽
從婚禮後到四旬期，生活每天也像電光火石，忙透

半邊天。要學習在家中做一個新的角色，沒有太多

時間去準備領洗的來臨。但很奇怪，復活節前的兩

三個星期，心裏會反覆地想着多年來對教會的疑

問，畢竟自己還算是半個科學家，也可能剛巧霍金

就在不久之前離世，領洗前一晚還去看一套解釋

宇宙由來的紀錄片。片裏釋訴了無數破格的宇宙

理論，真的眼界大開。說罷畢竟我不是個天才，可能

這些發現都是有根有據。但它們卻解釋不了一個

我還在不停探思的問題─我是誰？這個問題是上

第一堂慕道課時導師給我們每一個人問的。當初

還以為過了十八個月後我會有答案。領洗當晚，是

天主教一年裏至聖之夜。舊教友與代父代母為我

們祝聖，由傳聖燭去象徵他們把祝福傳給我們，並

燃點我們的生命。在那天晚上全香港接受領洗的

四千人，四千個不同的故事，但我們也有着一樣的

笑容，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我們的

答案。

後序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從長洲思維靜院做了

人生第一次靈修。學了聖依納爵的祈禱理念，知道

我們飛快的生活步伐，往往令我們連平常祈禱也

馬虎了事。從小到大，為了攀上社會的框架，大多

數人不期然地變了做面具的師傅。做給自己，給別

人。反觀信仰是什麼？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是生

活需要上的動機，是心靈需要一個避難所，還是苦

悶中多一個寄托？或多或少我每樣也有。在我十八

個月來的慕道過程，最大的體會是天主在我生命

裏其實已默默地放下了無數的種子，就像祂一直

在我前面撒下麵包糠，讓我找到了只屬於祂和我

的地方讓我放下所有面具，找到安全感去赤裸地

做回自己。曾經有人說，聖經總共出現了「不要害

怕」365次，就代表每一天我們也有天主的同在。我

很期待往後繼續鞏固自己的信仰，繼續學習和實

踐靈修。我知道只要我能夠活出耶穌基督，無論面

對日後生活的起與跌，我也不會害怕了。

（編者按：這是一位青年在今年復活節領洗後的反省和感言。）

慕道記  文：邱文謙

心聲 專欄青年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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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回望自己的人生，總會有一兩個年頭是對

他們特別有意思，特別有價值。在我個人來說，要

說就是二零一六那一年。好記性的你們應該會記

得那是充滿奇蹟的一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英國脫離歐盟，李斯特城贏英超冠軍... 這年剛巧

也是我過三十歲的一年，是我和我太太開始拍拖

的一年，也是我開始踏上信仰道路的一年。

     第一粒種子
回想當天決定報名參加慕道班，好像是理所當

然。未來太太一家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自己不

參與豈不是有點格格不入。回望自己的成長過

程，小學是道明會，中學是思高慈幼會，天主經聖

母經早已烙印在心中，但一次也沒有深究過當中

的奧義，畢竟小時候覺得宗教課也只是給我拿

高分的一個科目。就這樣，多年來好像覺得和天

父都是擦身而過......直到上第一堂前，心裏有一

種莫名其妙的期待，可能真的年紀大了，想要一

個寄托，想要一個宗教。頭幾堂是上哲學課，談論

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什麼是我，什麼是愛。班裏

所有同學也都高談闊論，談論的議題，全都很引

我入勝。所以一開始的我，就像小孩打開了百科

全書一樣，好奇讚嘆。記得有一堂講到若望福音

帶出天主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裏早就播下種子，

這出乎意料之外的引力，原來是我尋回第一粒種

子。「納塔乃耳給他說：「你從那裏認識我呢？」耶

穌回答說：「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

下時，我就看見了你。」(若1:48)

     第二粒種子
開了課後幾個月，在和未來太太計劃到北歐旅行，

亦是我籌備已久的求婚之旅，出現了小插曲。記

得就在我準備求婚的前一晚，我們特意駕車去看

北極光。那時在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公路，沿途

就只有我們。在大霧與心急的剎那，就發生了車

禍。車子在濕滑的雪路，滑進了路旁的雪坑，撞擊

力不是太大，但車子已經在積雪裏動彈不得。那

刻心想雖然身旁的人沒有受傷，但在零下二十度

的荒山野嶺，可以怎樣求救。正當我下車檢查情

況，心神也未定的時候，遠處就突然有一架車向

我們緩緩地駛過來，停下來後便有五個年輕力壯

的當地人二話不說地幫我們推車。全程用了三十

分鐘便把我們的車子推出來，他們不問酬勞，還

叮囑我們要注意路上積雪後便離去了。回去後，

我深深地相信那是天父派遣了五個天使來守護

我們。更覺得祂是想借着這件事去提點我要用謙

卑的心去尊重和照顧我未來的太太和家庭。「因

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

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

     第三粒種子
我在一個典型的佛教家庭成長，母親小時候便皈

依了觀音。從我小時候，就常常跟我灌輸輪迴和因

果的佛念。她就是那種會被人覺得她和天主教徒

是南轅北轍的人，永不會從她口中聽到任何關於

天主教的看法。當我開始上了慕道班後也心想，要

她和我去教堂，簡直是奢望。直到聖誕子夜彌撒，我

無心插柳地問了她一句會否和我出席，她竟然一

口答應了。彌撒中，她沒有不耐煩但也沒有太多好

奇，畢竟可能人太多而她又累了。但我其實感受到

從那天起聖神已經默默地進行祂的工作，這可以

從我母親由一字不問到大半年後報了名參加慕道

班清楚看到。她還常常說笑，說和我談論天主的問

題時，會在我頭上看到光環。能感染一個大半生也

不相信天主的母親，讓我感受到天主會在你禱告

的時候引領你去幫身邊的人。「莊稼固多，工人卻

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

的莊稼。」(瑪9:37-38)

     種子的萌芽
從婚禮後到四旬期，生活每天也像電光火石，忙透

半邊天。要學習在家中做一個新的角色，沒有太多

時間去準備領洗的來臨。但很奇怪，復活節前的兩

三個星期，心裏會反覆地想着多年來對教會的疑

問，畢竟自己還算是半個科學家，也可能剛巧霍金

就在不久之前離世，領洗前一晚還去看一套解釋

宇宙由來的紀錄片。片裏釋訴了無數破格的宇宙

理論，真的眼界大開。說罷畢竟我不是個天才，可能

這些發現都是有根有據。但它們卻解釋不了一個

我還在不停探思的問題─我是誰？這個問題是上

第一堂慕道課時導師給我們每一個人問的。當初

還以為過了十八個月後我會有答案。領洗當晚，是

天主教一年裏至聖之夜。舊教友與代父代母為我

們祝聖，由傳聖燭去象徵他們把祝福傳給我們，並

燃點我們的生命。在那天晚上全香港接受領洗的

四千人，四千個不同的故事，但我們也有着一樣的

笑容，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我們的

答案。

後序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從長洲思維靜院做了

人生第一次靈修。學了聖依納爵的祈禱理念，知道

我們飛快的生活步伐，往往令我們連平常祈禱也

馬虎了事。從小到大，為了攀上社會的框架，大多

數人不期然地變了做面具的師傅。做給自己，給別

人。反觀信仰是什麼？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是生

活需要上的動機，是心靈需要一個避難所，還是苦

悶中多一個寄托？或多或少我每樣也有。在我十八

個月來的慕道過程，最大的體會是天主在我生命

裏其實已默默地放下了無數的種子，就像祂一直

在我前面撒下麵包糠，讓我找到了只屬於祂和我

的地方讓我放下所有面具，找到安全感去赤裸地

做回自己。曾經有人說，聖經總共出現了「不要害

怕」365次，就代表每一天我們也有天主的同在。我

很期待往後繼續鞏固自己的信仰，繼續學習和實

踐靈修。我知道只要我能夠活出耶穌基督，無論面

對日後生活的起與跌，我也不會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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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便很喜歡唱歌，小學時開始慕道，已參加了兒

童詩歌班。在70年代，每主日我都返回學校在彌撒

中詠唱，非常開心，充滿喜樂，這也是我願意接受洗

禮，加入教會的原因之一。中三時開始自學彈结他，

特別喜歡一些歐西民歌，當然也包括Folk Hymns。

每星期都有一兩天在學校早上彌撒中伴奏、詠唱。

我覺得音樂是天主賜给人類的奇妙恩典，憑着７個

主音符(Do , re, me, fa , so ,la ,te) ，人類可表達及分

享個人或團體的喜、怒、哀、樂情懷。各民族，在世界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都能以音樂和各種語言

的歌曲作至誠的交流；在信仰上亦成了與造物主溝

通的橋樑。合宜的聖樂更能使人加深共鳴，美善的

靈音飄盪空中......讓人與主的靈息相契合。

音樂確是福傳的有效工貝。回想40多年前認識聖母 

進教者之佑會也是透過他們精心製作的「靈火幻燈

集」：豐富的內容；配合優美的歌曲，勾起我心底的

思緒漣漪..... 在聖神的引領下，開始追尋生命的意義

及實踐的方法。1978年加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後，

開始運用上主賜給我的音樂塔冷通，在一些團體聚

會、 福傳事工中，以小組歌唱的形式，傳遞愛主愛人

的天國喜訊。 印象最深刻的可算是在1981年舉行的

「靈火五四」福傳大會，在綵排的緊密過程中，沒有

一點辛苦的感覺，反而充滿着活力和喜悦，感覺堅

實地與主同行。

泰澤歌詠，我記得是在1998年才開始接觸，但對泰澤

團體及他們祈禱的方式認識不多。其後參加過數次

在北角堂區由青少年負責帶領的泰澤共融祈禱會，

開始認識並留下了頗為深刻和良好的印象。泰澤歌

曲是很簡短的，與短誦祈禱相若。煩亂的心，透過默

想性的詠唱和幽靜的環境很快便平静下來。 凝望着

聖像畫、聖經和點點的燭光，思緒逐漸集中在救主

耶穌基督。隨着共融的歌詠，躍入主懷抱，聆聽主言

並在静默中回應。在自發性祈禱的環節中，每人把

心中的困憂、急需、渴望交托给天主，以由衷的歌聲

祈求主的收納。最後以感恩的詠讚結束整個約一小

時的祈禱聚會，身心豁然開朗、輕鬆、平安、喜悦.......

泰澤團體(Taize Community) 是位於法國中南部的

修道生活團，是1954年羅哲修士創立的。它共有九

十多位成員來自三十個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和教會，

奉獻一生為教會合一共融而祈禱和努力。泰澤團體

的生活總是圍繞著祈禱、工作以及接待訪客，尤其

是青年人。青年人到訪泰澤是希望透過簡樸的生活

祈禱、分享及分擔實務工作，在福音的光照下，尋找

生命的意義。這些聚會的中心就是每天三次與團體

一起的共融祈禱。泰澤團體還在世界各地組織青年

人進行一連串的大小聚會，成為「信心在人間朝聖

之旅」。這些聚會通常都與當地的教會團體合辦，詠

唱泰澤的歌詠。

泰澤與香港保持特殊的關係。自1970年代以來，香

港人開始訪泰澤，而泰澤團體的弟兄們亦會回訪香

港，在香港仔的貧窮人當中生活了一段時間。自此

以後泰澤修士們便繼續造訪香港的基督徒。泰澤團

體也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弟兄。自2000年代以來幾十

位來自不同宗教的香港青年到泰澤作義工，生活幾

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如此繼續至今。回港後他們當

中很多人還繼續聚會，定期舉行共融祈禱。很多香

泰澤共融祈禱 文：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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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教會都詠唱泰澤歌(或採用祈禱內容的一些元素) ，

而在教會的不同宗教中，對默想性的祈禱和追求教

會合一共融的興趣，與日俱增。

［以上資料是摘自於泰澤即將在香港舉行的國際青

年聚會的推廣單張]

2016年１月靈火天地在聖言會安在德神父的鼓勵及

支持下，開始舉辦每月一次的泰澤共融祈禱聚會。

數月後一位熱愛音樂和泰澤祈禱的教友Bee Mok主

動參與帶領，聚會增至每月兩次。同年的1１月，由一

班青少年组成的「果子音樂事工」團體也願意嘗試

帶領，因而每月的聚會增至三次。很可惜安神父在

2017年9月離港往比利士進修；但感謝主，在聖神的

引領下，靈火天地的泰澤共融祈禱聚會仍然繼續舉

行。雖然出席祈禱聚會的人不算多，但也有基督徒

及非教友參加，發揮了泰澤祈禱共融合一的精神。

參與者都深覺默想性的詠唱祈禱，爲他們開闢了聆

聽上主綸音的道路。

今年七月起「果子音樂事工」團體會暫時離開靈火

天地，以便集中資源服務聖十字架堂。因此，靈火天

地的泰澤共融祈禱聚會暫改回每月兩次，即第二週

星期四的晚上7:30至9:00及第四週星期四的中午 

1:00至2:00。 

歡迎及鼓勵大家，特别是那些喜歡歌詠、音樂的兄

弟姐妹齊來參與。由其他團體主持的定期泰澤共融

祈禱聚會可參閱網址http:// taize. fr/zh_art i -

cle1855.html。還有，今年的泰澤國際青年聚會「信

心及修和之旅」將於8月8-12日在香港舉行，歡迎有

興 趣 的 兄 弟 姊 妹 參 加。詳 細 資 料 可 在 網 址 

www.taize.fr查閱。

泰澤共融祈禱 　13



今年適逢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下稱會家)創會神師李海龍神父晉鐸
鑽禧暨九秩壽慶，會家在4月28日晚假上環一間潮洲酒家筵開十
席，為李神父隆重慶祝。當晚出席的嘉賓除了會家海內外各分會
的會員外，更有三位神長包括陳鴻基神父、古穗生修女及李好珍
修女；李神父的親友、慕道班同學、靈火天地歌詠團及靈火福傳粵
藝團等，大家濟濟一堂，懷著非常恭敬及愉快的心情，各自為李神
父獻上充滿心思的禮物。

李海龍神父晉鐸鑽禧暨九秩壽慶
文：靈火記者

李神父和家人合照李神父和家人合照

李神父和古穗生修女及李好珍修女李神父和古穗生修女及李好珍修女

陳鴻基神父獻唱陳鴻基神父獻唱

全體大合照全體大合照

靈火天地歌詠團獻上多首悅耳的中
西名曲，而靈火福傳粵藝團亦獻唱多首

原創的福傳粵曲，大家一一報以熱烈的掌聲。陳鴻
基神父高唱英文歌You Raise Me Up及拉丁名曲，
他嘹亮的歌聲，更博得全場熱烈的歡呼和鼓掌。

遠在海外的第七分會楊家聲姊妹特意為給李神父
賀壽而用李仲衡兄弟創作原曲，寫上新詞「浩海翔
龍」，邀請海外吳重輝兄弟獻唱，更由會家歌后李如
珍姊妹帶領大家詠唱，歌詞寓意深遠，令人感動。

靈火天地歌詠團獻上多首悅耳的中西名曲靈火天地歌詠團獻上多首悅耳的中西名曲

靈火福傳粵藝團獻唱多首原創的福傳粵曲靈火福傳粵藝團獻唱多首原創的福傳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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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萬千點》李神父親筆題字書籤

李神父為答謝大家的好意，特別挑出一批他珍
藏的精品供大家抽獎；得獎的嘉賓上台領獎及
與李神父合照時，都高興得合不攏嘴。李神父
更在晚宴前親自用毛筆書寫了他的感言「主賜
生命九十載，為主而做六十年。」由靈火文化印
製成書簽，送贈給各來賓。

李神父晉鐸鑽禧暨九秩壽慶實在是非常難得
的盛事，有感於此，林業強弟兄及楊家聲姊妹

策劃了出版一本新書《靈火萬千點》以示對李神父
的敬意，並送贈給晚宴來賓。「我們收集了有關李
神父的多則真實故事，薈聚了不少曾和李神父接
觸的人的感受，也記載了一些李神父的策劃和建
樹，編成《靈火萬千點》。這不是李神父的生平傳
記，書中所載的故事和言行，只代表他生命中一部
份的星星靈火。我們希望讀者能和我們同觸每點
靈火的光和熱，因而和我們一起驚嘆、感謝、和欣
賞天主奇妙的臨在。」（摘錄自該書編後語）。

在最後的卡拉OK環節，繼續由李如珍姊
妹領唱，她歌聲甜美，大家高聲和唱，晚
宴在一片歡樂氣氛中結束。感謝天父賜
給李神父和我們一個非常愉快的晚上，
感謝天父九十年來賜給李神父無限恩寵，
使他常以「受天主保護的動物」自居，雖
經歷不少磨難，至今仍童顏鶴髮，精伶活
潑，充滿上主臨在的喜樂。祈求天父繼續
保守李神父，使他如松柏常青，永遠愛主
愛人！

會家內閣成員會家內閣成員

李神父與第一分會會員李神父與第一分會會員

李神父與第三分會會員李神父與第三分會會員李神父與第二分會會員李神父與第二分會會員

李神父與第十分會會員李神父與第十分會會員

卡拉OK環節，由李如珍姊妹領唱，大家高聲和唱卡拉OK環節，由李如珍姊妹領唱，大家高聲和唱 李神父與汴外會員李神父與海外會員

李神父與《靈火萬千點》編委會成員李神父與《靈火萬千點》編委會成員李神父主持抽獎環節李神父主持抽獎環節

第十二分會及靈火福傳粵藝團第十二分會及靈火福傳粵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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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聖母進教者之佑會（下稱會家）為
了慶祝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特別舉辦了一天的朝
聖郊遊活動。今次的活動由「靈火天地朝聖會」安排
及帶領。會家一行四十五人清早從灣仔中旅社出發
前往粉嶺寶血會修院。寶血修會總會長鄺麗娟修女
親自接待，詳細解釋新建設的「多功能中心」的設計
特色。設計者將聖三、十字架及天主恩寵的神學概
念揉合在建築物及室內的設計上。略略傾斜的十字
架代表了天主的俯就善意，「多功能中心」採用了特
別的多彩色的採光系統，令中心充滿彩虹的美，建
築物雖然不高，但是天台特別線條的設計讓人有一
種天人合一的感覺。聖堂的多邊三角形更加突出聖
三的效果。鄺修女詳細介紹了這座新建築物的設計，
建築物獲得建築學獎，這就更加肯定了天主聖三神
學的設計概念充分反映到建築物之中，且獲得公開

及專業的肯定。鄺修女更加為會友
介紹寶血會成立的歷史及它的使命，
初期就是照顧孤兒，現在會院之內
有寶血兒童村，專門收容由社會福
利署轉介的問題兒童。兒童村現在
照顧約一百名兒童。大家除了為這
些兒童祈禱之外，會家及團友更加
為寶血兒童村作出捐獻。

賀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一天遊：賀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一天遊：

「靈火」記者報導

寶血會修女特意為李海
龍神父焗製了生日蛋糕，
這一天也剛巧碰上兩位
會員的正日生日，大家
一同慶祝，喜氣洋洋。

中午大家從粉嶺經沙頭角路轉到沙頭角農莊，這大
片農莊發展成為多樣化的康樂中心，大家中午食完
盆菜宴之後，便開始參觀活動。首先參觀了臨於海
濱的紅樹林，紅樹林之內有八個品種的樹木，之後
又參觀羅漢松、沉香木的樹林。農莊之內又有別緻
動物園，有孔雀、兔子、山羊、鴕鳥等等，團友們還有
幸地遇上孔雀開屏，最後團友們還參觀了蔬菜種植
場，蔬菜的栽種在溫室之內完全以專業化的方式培
植。

一天的行程令會員大開眼界，正如李海龍神父所說，
這些都是天主的造化，我們要讚美天主，讓我們所
做的，都是「為天主而做、為天主而活！」

為慶祝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的一天朝聖及郊遊活
動，會家除了表達對李神父的一份敬意及孝愛之情
外，相信每一位會友都過了有意義及恩寵的一天。
感謝天主！

粉嶺
寶血會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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