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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福福
耶穌講真福八福。我特別默觀中國教會，默觀為中國教

會殉道的諸聖，觸動我就是「福」這個圖像。

中華殉道者被列入聖品共有121位。他們在中國的國土

在過往的四百年間為見證主的愛而就義。他們之中有34

位是外籍傳教士，11位中國籍的傳教士及一般教友76

人，甚至有兩位慕道者，他們殉道時由7歲至79歲不等。

當我默觀這一班在不同時空中的殉道者，這些不單是人

名，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一段活生生愛的見證事蹟。每

一個人都有他們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和主的愛濃

烈的交流，有些或是充滿挑戰，有些可能只是平平無奇，

不過到了最後一刻，他們都跟耶穌一様，願意放下自己

最重要的東西，放下自己的生命。他們這一份放下，為他

們是「福」，為我們，也是一份「福」。沒有他們的犧牲和

愛，也沒有我們現在這一刻。

2）有時我內心也可能冒起過一份豪情：我什麼也不計

較，我也可以為主犧牲，我也可以做一個為義而受壓迫

的人。不過當我要處理自己物品的時候，便發覺這樣東

西不願意捨棄，那樣東西又有回憶價值，又想保存。面對

和他人交流的時候，也特別看重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觀，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10）

一方面說自己開放，但是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觀點難以

放下，也可以想像種種理由將其合理化，讓自己心安理

得。我想如果有一刻，真的要為一樣更高的價值而捨棄

自己生命的時候，我真的可以這樣容易從容就義嗎？

3）似乎犧牲要先從小處開始，如果小的不願「放下」，大

的也就更難「放下」。另一方面，信德除了是天主的恩賜，

這份「確信」也要從小事中培養和鍛鍊。沒有平時操練的

捨棄，這份「自我」是很難放下的。人要在平常的生活不

斷的操練中、不斷的捨棄中，獲得進步，邁向滿全。這份

捨棄的緞練就是我們在現世間可以獲得的「福」。這份

「放下」也是真福八端中第一端所描述的：「神貧的人是

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3） 當我們在默觀和靈

修生活之中，自己變得越來越小，自己能夠承認在天主

面前自己一無所能的時候，這份「福」已經臨在了。

主耶穌感謝祢。一方面我們感受到殉道者所傳遞下來的

「福」，一方面我們可以享受主耶穌和我們一起同行的

「福」。主，請幫助我感受和意識這一份「福」這麼實在地臨

在在我們的生活中，讓這份「福」推動我將它傳遞開去。



02   聖言滋養02  

筆者參加九月份董思高主辦的保祿傳教路線的希臘

朝聖之旅，喜獲梵蒂岡駐希臘大使韓大輝總主教接

見，並為朝聖團舉行彌撒。筆者將彌撒內容整理，與

《靈火》讀者分享，當天的彌撒的主題是紀念聖保祿宗

徒。韓大輝總主教亦以朝聖團的主題「聖保祿傳教之

路」為題，鼓勵大家跟隨聖保祿傳教之途。韓總主教在

彌撒中的講道重點整理如下：

保祿傳教的道路很困難，朝聖團這十天的行程搭飛

機坐巴士，大家都享受優秀詳細的講解及舒適的安

排，感覺舒服良好。當年保祿是行路坐船，時常受到

其他人的攻擊，內部的團體也不和，辛苦建立起的教

會也糾紛不絕，面對極大的苦難和挑戰，不過保祿所

倚靠的是耶穌基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學習及跟隨聖

保祿呢？

保祿宗徒曾經迫害過主的「道」，中國人講這個「道」字

有兩個意思，一是主為人鋪排的路，使人得救的路，這

個是「道路」，「道」亦是指宣認主講過的「說話」，這個

也是「道」。天主講了的說話， 不會收回，也不會留了空

白，主的話好像上天來的雨和雪，灌溉大地，讓大地都

有生命力，這個就是天主的「道」。我們行了保祿的「路」，

希望我們都成為天主的「道」，跟隨天主的說話。陶淵

明有一句詩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所有的東西無論多少古舊，經歷多少世代，都會更新，

我們有時擁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包括自己很多的面

具，辦公室有一個，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面具等等......，

令自己過著分裂的生活，做人有時變得做得「不夠自

己」，有時自己最好的一面反而被包裝了，不能夠分享

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所以大家走保祿的路是好的，讓

天主的說話更新自己，讓不需要的東西可以放下。人

有真實的一面，而最好的一面就是好像聖母瑪利亞一

樣，在天主的天使面前答應天主：「Fiat 我願意。」

不過我們都是小人物，怎樣去做呢？不久我們就會慶

祝聖女小德蘭的瞻禮，她是傳教主保，今天的福音就

是叫大家到普天下去，這是主的命令，不是我們可以

選擇的。聖女小德蘭只有廿四歲，她去世前的一年，她

有一個很大皈依，我稱之為傳教者的皈依，在那段時

間她突然喚醒起來，以致教會奉她為傳教主保。其實

她沒有像保祿那樣到處傳教，她十五歲便入了隱修

院。教會是透過她寫的日記知道她的靈修深度。

在她生命的最後的幾年，病痛纏身，非常辛苦。教會從

她的日記中得知她的心路歷程，她修會的長上叫她為

一位初晉鐸的巴黎外傳教會的青年神父遠赴中國傳

教而祈禱，那個年代中國正有義和團的動亂，傳教十

分困難，險象橫生。聖女小德蘭專心一意為這位青年

神父祈禱，青年神父出發到中國之前和聖女小德蘭有

一次會面，彼此交換了三樣東西。一是聖女小德蘭為

他繡了很美麗的九摺布，繡上基督的血流在中國四川

的土地上。第二是做了一個祈禱文，第三是這位青年

神父的相片。修院容許小德蘭保留青年神父的相片是

非常特別的，而且是破天荒的。聖女小德蘭在她信中

透露連她自己父母的相片，修院也不准保留。可見院

長多麼重視整個修院通過聖女小德蘭和這一個修會

通過這一位神父去傳教這一種合一精神。她一共寫了

八封信，其中一封信失傳，其他七封信保留在教會。從

她寫給這位神父七封信中，流露她對傳教的熱忱，對

天主單純的依頼。她的心就是這樣單純，通過這份祈

禱，她和這位青年神父在中國的傳教意向連結，她的

傳教熱火，以祈禱的方式，和她自己及整個修會，與這

位青年神父在中國的傳教事工連結一起，這份單純的

情懷在這些信件中呈現出來。聖女小德蘭通過祈禱參

與了天主的傳教事業。

不過，聖女小德蘭也曾經有過猶豫的時刻，不敢確定

自己以那一種方式侍奉天主是最好的，後來她發現自

己可以就是花園中的一朵小花，她不需要做最鮮艷的

花朵，做牡丹、玫瑰等等美艷的花朵，聖女小德蘭感應

到天主會特別注意花園中的一朵小白花，在最小的地

方、在最不顯眼的地方，天主的美善就在那裏。她明白

在每一個人的真實當中，天主便呈

現出來。當聖女小德蘭有了這一番

領悟之後，便知道自己在修院內的

角色，甘心做最微小的事情，天主就

在最微小當中彰顯祂的愛和美善。

這就是聖女小德蘭的神嬰小道，The 

Little Way 。

聖女小德蘭說：「小道」就是在天主面前時時謙卑，這

樣天主就會抬起你，聖女小德蘭說她終於找到一條

路，她稱之為「升降機」，在一個聖德的山之下，可以去

到高峰，這個「升降機」是什麼呢？這個就是耶穌的

臂膊，是耶穌抱起我，帶我行，我有什麼辦法配合耶

穌 呢？第一就 是不 要 加重他 的 負 擔，所以就 需要

Remain as small as possible ! 不要加重自己的重量，

做多一點自己，其他多添的東西可能是負累，時時在

天主面前要保持細小。

所以這裏我和大家分享保祿在這裏的豪情傳教，什麼

都不怕就去傳教，面對巨大的困難。另一方面聖女小

德蘭最後的一年能夠皈依，她要好像耶穌囑咐保祿一

樣，要去傳教，她說：「天主帶了這個神父給我，所以我

通過他傳教。」在她留下的七封信當中，是全心全力支

持這位神父，不是燦爛美麗的言詞，而是一顆單純的

心，她就是通過這個方法成為傳教主保。

現在大家將要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之後要做些什麼

呢？第一件事我們要好像保祿一樣，走過主的道，領

受主的話。保祿是被主所征服的，讓我們都和保祿一

樣被主征服。我們效法小德蘭盡自己的能力去傳教，

我們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面對自己的限度及複雜的

他人關係之中，我們仍然持守着傳揚主的愛去面對他

人，這個就是我們其中要走的 “Little Way”。當你越真

實地是基督徒，主的光，主要求你所做的鹽一定會發

揮效用。回到香港，願大家都是一位好的傳教士。

《靈火》記者輯錄及整理

保禄朝圣之旅：

「传教的路，

 生活小道」
(韓大輝總講道)

保禄朝圣之旅：

「传教的路，

 生活小道」
（韩大辉总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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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效用。回到香港，願大家都是一位好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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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亞聖像畫：

靈修反省
文：Daniel Chan

靈修反省
厄里亞是位大先知，他面對權勢的迫害和困難

也感到軟弱，何況我們？厄里亞的力量來自天

主，這完全是來自天主的幫助。大先知一生並不

好過，時刻在流亡之中，不過天主正在使用他。

那麼我倚靠自己，或者我更加懂得倚靠天主？厄

里亞面對權威，也有擔心和退縮的時候，是天主

的眷顧、是他的自由、也是他最終選擇對天主的

信賴和倚靠。當我面對權威，這些權威可能是自

己工作間的上司、家族或家庭中的長輩或近人、

社會上的世俗環境、政治的無奈.......我退縮和失

望的情境是怎樣的？天主怎樣凝望我？我又怎

樣感受天主？

當我們回望自己身處的境況，幸福、安逸、不幸、

困難......我相信自己的力量還是更加相信天主

的援助....！在迫害和困難之中、在維護真理及社

會公義之中，我始終如一願意作天主的工具嗎？

我又有多少相似厄里亞？

厄里亞是個性情剛烈的人，上主問他：「厄里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列上19:13）天主吩咐他站在

山上聽祂的聲音。厄里亞以為上主在暴風中、地

震中、烈火之中出現，原來天主都不在其中。看來

天主要考驗厄里亞，磨練他剛烈的性格，最後原

來天主出現在輕微細弱的風聲之中，天主的聲音

就在微風細雨中、在靜中進入厄里亞的耳中。天

主誘導厄里亞進入安靜.....。

看來天主在「靜」之中和我們的心靈相遇，聽主的

聲音......！

我怎樣渡「靜」的生活？朋友，你又怎樣渡「靜」的

生活？

天主問：「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這是天主讓

厄里亞自己意識、感受自己、明白自己、認識自

己。厄里亞最後在「靜」和「慢」之中聽到天主的聲

音，知道需要做的工作和走的道路。

我怎樣聆聽天主說：「Daniel ，你在這裏做什麼？」

無論我們在任何的境況，天主這句說話就是邀請

我們先走向自己、認識自己。然後在微風細雨之

中、在靜默及獨處之中，直接聆聽天主的聲音，聆

聽天主在我身上屬於我的獨特召叫。

「XXX ，你在這裏做什麼？」

這就是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邀請。朋友，為你

這份邀請是什麼？

厄里亞聖像畫的背景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這幅厄里亞聖像畫。厄里

亞是大約公元前九世紀北國的一位大先知。他

那個時代是阿哈布為北國君王，敬拜邪神，得罪

天主。留意畫中厄里亞右手邊有一隻烏鴉，那時

厄里亞和阿哈布敵對，天主用旱災懲罰以色列

民，天主傳話給厄里亞走向東面的約旦河，哪裏

有烏雅提供食物給他（列上17:14-16），天主卻用

各種方法照顧厄里亞。

聖像畫的右下角有些枯樹，有一個人物象徵假

先知，這是表達當時厄里亞與450位巴耳假先知

在克雄河畔比試的事蹟。厄里亞雖然贏了，但是

並沒有終止阿布哈王對他繼續的迫害。厄里亞

繼續逃難，天主卻繼續照顧他，最後他得以升

天。（列下2:1-18）

厄里亞站在山洞口，相信這象徵天主的山曷勒

布的山洞，厄里亞腳下有一塊餅和一樽水（列上

19:6）。這是上主的使者為厄里亞提供的食糧，

讓他有力量行四十晝夜逃難到了天主的山曷勒

布。天主為厄里亞提供的食糧成了聖體聖事的

預象。厄里亞身處困境，非常痛苦，甚至求天主

讓他死去（列上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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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君，我想以同感心和同理心與你分享我的經驗。人的身體隨著年歲增加就會衰退，也就
是放下和接受的時刻，但很多時候我們都忙到身不由己，總之很想去做，直到我們無法做為止，
這也是我的心魔。

　　我也想分享我的眼睛右眼是盲的，左邊的好眼已經模糊了好幾年，看不到電視的字幕，也
看不到火車站或機場顯示板，巴士號碼更加看不到，所以認人都要對方行到很近才能打招呼，
十分尷尬。非常感恩，天主又開了另外一隻窗給我，很多人協助我，去到機場我可以優先行特別
通道，也有升降機幫我放入飛機內，有人幫我拿行李，我感恩和開心，好像一位大人物使用特別
通道一樣。

　　現在我看電視沒有問題了，因為天主給我一個大銀幕。1973年開始第一次接觸電腦，我從
事電腦輪班工作三十餘年都是用一隻眼，天主是那麼眷顧我，我工餘之後還可以從事電腦丶期
刊編輯，網頁設計和攝影在堂區和教區工作。

　　十一年前來到英國居住，在倫敦的著名眼科醫院那位教授說我隻眼仍然維持一定的功能
真是一個很大的奇蹟，慈悲的耶穌就是這樣保護我、陪伴我一生都痛的眼睛。

　　今年的中秋節我欣賞到很靚的月光，我沒有憂慮到我的眼睛還能可以看到幾多次，泰澤那
首短頌非常好，「不再有憂慮，不再有害怕。與主在一起，甚麼都不缺。」

　　我是畫不到聖像畫的，手震和眼睛完全模糊睇唔到，但是有朋友最近在露德回來，修院有
教導半盲人寫聖像畫，學員有一個特別的眼鏡有燈光和放大鏡，我盼望真的可以去嘗試一下。

　　「靈火天地」的聖像畫展覽和出書已經完成，我翻譯的部分也完成，天主真奇妙又給我另一
個更困難的翻譯工作，剛剛開始了兩個星期，我的眼睛真有用。

主佑你 B君
Joe

文：Joe Wong

［編者按：Joe Wong 「靈火天地」的核心成員，現居於英國，「靈火

天地」的網頁是他設計，「靈火天地」在社交媒體的每天的資訊都

是由他負責上載及更新。他分享他自己眼睛限制的經驗，及怎樣

平心面對，旨在鼓勵同行者面對身體各種限制，無論因病痛、意

外、疾病、自然衰退等等的原因，這裏都有天主的恩典和祝福。］

信仰生活見證：
回應一位朋友

面對視力衰退的處境

信仰生活見證：
回應一位朋友

面對視力衰退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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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5:13-14)

文：魯耕

聖言滋養

07

今日的福音中(瑪5：13-16)，主耶穌叮囑身為基督徒的我
們，要做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

鹽的功用可大啊！既可把食物保存，又是不可或缺的調味
料，而且為保持健康是必要的。

光的作用同樣偉大啊！看，上主從太初造了光，驅散黑夜的
昏暗，驅散人心底的迷濛，使白晝充滿着光華。

把世上的真、善、美，即天主的真理、公義、仁愛和祂的教

導，發揮鹽的功能，都好好的保存下來。這正正是人間的
好味道；活出人間有情，上愛天主，下愛人鄰。基督徒也要做
世界的光，把主基督這救世真光和祂的寶訓，照耀世人，帶
領世人走上通往真理和永生的道路。

讓我們回溯領洗入教至今這信仰歷程，我們有多少履行了
「地鹽世光」的莊嚴承諾？還是正在沉溺不起？或一臉茫

然？……今日再聽主耶稣這叮嚀，能不心動覺醒嗎？是時
候重拾領洗的初心了！

如何「坐言起行」呢？

*怎樣才算幹天國的事業：

群眾問：「我們該做什麼，纔算做天主的事業呢？」

耶稣回答説：「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就是要你們信從他
所派遣來的。」(若6:28-29)讓我們多沉思默想，相信與跟從
的涵意；没有愛德的行動實踐，單講相信乃空言。行為若沒
有對基督信仰的沉澱，那談什麼相信？

*向主耶穌學習吧：
【做忠信的基督徒，難矣哉！】
【狐狸有穴，…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任死人去埋

葬自己的死人罷！……手扶犂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
國。】(路9：58,60,62)

有一路人對耶穌說：「你不論往那裏去，我都要跟隨你。」(路
9:57)想想，我常自許是個忠信的基督徒，也應有此一諾。
但，看看今日的福音(路9:27-62)，跟隨主耶穌，原來很是艱
難，令人裹足不前呢！

*首先是居無定所，且無立錐之地；人子連枕頭的地方都
没有！

*至親死了，盡孝先埋葬，卻還是要讓「跟隨基督亅放在優
先！就是為了跟隨基督先告别家人，也遭耶穌訓斥：「手扶
着犂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基督徒為跟隨

耶穌，必須抛棄一切！容我沉思細想，我真的做好了「跟隨
基督」的準備没有？

主耶穌，我很害怕，因為我真的不捨得抛下一切，來跟隨你。
但你卻未因此放棄我們，並在世人仍是罪人時，為我們捨
身了！因此，我不再掛慮要做得多好，朝着你走就是了！

【誰能自謙自卑如同小孩，就是天國中最大的。】

(瑪18:4)
在我的默想中，這「天國亅分兩階段；先是現世地上的天
國，跟着是來世永生的天國。除非在現世的天國，信從基
督，度聖善的生活，死後才獲天主的恩許，進入完滿的、永
生的天國。因此，只要還活着，便能作出抉擇；棄惡從善、
選擇信從基督、棄絕魔鬼及世俗諸多誘惑。人生路一旦走
完，便成定局，若走錯了，便萬劫不返，與永生無缘了。

信從基督，付諸實踐每每舉步维艱！看，主耶穌為世人揭示
了一條蹊徑；就是自謙自卑如同小孩。小孩子天生是依附
父母、聽從父母的教導，依靠父母的悉心照料，……。耶穌
就是要教導我們放下自大、謙卑學習如小孩般，全心信賴、
服從和倚靠天主的照顧，就這樣；心中有主，由祂作主。耶
稣教導：「你們向我學習吧！我是良善心謙的。」

同心祈禱
主耶穌，感謝祢今日再次喚起我等領洗的初心！我們願朗
聲詠唱：我是教友，頂大光榮，領洗以後，做耶穌兵，現在
歌唱，發顯愛情，……。亞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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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幹細胞？是BB的細胞嗎？為什麼人們

總是指責教會不允許進行幹細胞研究？我們是

否真的需要在殺死BB細胞和在幫助病人之間做

出選擇嗎？

生：幹細胞療法是使用幹細胞來治療或預防疾病

或病症。骨髓移植是一種廣泛使用的幹細胞療

法，還有使用源自臍帶血的療法。目前正在研究

開發幹細胞的各種來源，並將其應用於神經退化

和糖尿等疾病。

說：教會對幹細胞研究的立場，實際上被廣泛誤

解，有時即使天主教徒也認為天主教禁止所有幹

細胞研究。事實上，自70年代以來教會支持(包括

經濟上支持)許多幹細胞研究。（註1）

生：我看了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網站。他們表明

教會支持「道德上負責任」的幹細胞研究，同時反

對任何利用或破壞人類胚胎的研究，即反對摧毀

無辜人類生命的研究，包括目前胚胎幹細胞的研

BB可愛嗎？
病人可愛嗎？

幹細胞研究可以嗎？
究。「道德上負責任」的幹細胞研究即使用成人組

織和臍帶血幹細胞等研究，這些不會傷害胚胎生

命，不會造成道德問題。網站列出了許多教會長

期以來支持許多建設性幹細胞研究的例子。（註2）

說：2017年5月18日，教宗方濟各也談到了這個

問題。沒有任何結果可以證明為科學目的使用或

銷毀胚胎的合理性─即使是試圖幫助那些患有

無法治癒疾病的人。他說：「事實上，一些研究利

用了人類胚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它們的破壞。

但我們知道，沒有任何目的，無論如何高尚，如預

期(偉大)的科學效用，對其他人類或社會的益處，

可以證明破壞人類胚胎是合理的。」教宗不是第

一次反對胚胎幹細胞研究。在2015年，他還譴責

科學研究的一種趨勢：「在對活體人類胚胎進行

實驗時不斷越界。」「當我們不承認一個窮人，一

個人類胚胎，一個殘疾人的實際價值時，很難細

聽大自然的呼喚(需要);一切都是相通。」（註3）

說：早在2000年，教會就指出胚胎幹細胞治療的

重大風險，觀察到實驗中小老鼠發展出來的腫瘤

病。相反成人幹細胞不僅可有很大的可塑性，且

有很多可能的用途，與胚胎幹細胞可能沒有什麼

不同。教會進一步宣布以下方面不符合道德標準：

a）生產和/或使用活的人類胚胎來製備胚胎幹細胞；

b）從事所謂的治療性克隆(繁殖；cloning)人類胚胎，

然後將其破壞以產生胚胎幹細胞；c）使用其他研究

人員或商業方式提供的胚胎幹細胞。（註4）

花：哦，真想不到原來BB幹細胞與我們對胚胎，窮人，

殘疾人和病人的愛都有關連。我們應該愛BB，愛惜

胚胎，也愛病人。

說：對啊，我們的愛亦繫於科學事實和對生命的尊

重。這讓愛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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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 (No research justifies the use of human embryos, Pope Francis says) 

(2017/5/18)

 

4.梵蒂岡羅馬教廷生命學院的“關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的生產和科學和治療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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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劇團」呈獻

免費學生專場
「耶穌傳」

天主的奇妙作為又一次顯示在「靈火文化」的原創史詩式粵

語音樂劇《耶穌傳》上。

由「靈火劇團」主席/藝術總監兼導演，聯同他的愛徒廖裕修

（聯合導演）第三次帥領一隊專業的製作團隊、一班來自「演

藝青年粵劇團」的專業演員及話劇演員與天主教玫瑰福傳

舞蹈團，成功地起用新的男女青年主角及全新佈景、悅目的

服裝及造型與精彩的燈光設計、悅耳澎湃的音樂效果，為觀

眾帶來非常悅目感人的粵語福音歌劇。 蒙「演藝青年粵劇

團」合辦，感謝香港演藝學院為我們免費提供場地，讓

我們可在二零一八年十月四至六日於演藝戲劇院舉

行三天四場的免費學生專場（不對外售票）。

在首演那天，蒙夏志誠輔理主教和陳志明副主教蒞

臨觀劇，在演出前與製作團隊及全體演員大合照

留念。陳副主教是我們的「學校演藝福傳活動」的顧

問，他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及鼓勵，幫助我們

今次成功地藉演藝福傳為青年服務踏出第一步，舉辦今次

的免費學生專場，招待了十間天主教中學學生，超過 一千二

百人。兩位神長看見劇院坐滿了學生，非常高興，一起降福

全院學生觀眾和台前幕後的製作團隊和演員，大家滿載天

主的祝福喜樂地演出和觀劇。

青年粵劇演員莫華敏（飾耶穌）、林芯菱（飾聖母瑪利亞）在

兩位導演的悉心教導及密集排練下，果然有非常精彩、細膩、

清新的表現，深深感動觀眾們。其他的演員亦有很好的表現，

特別是我們的編舞 Emily (柯雲雲)，她負責全劇的舞蹈及型

體設計，將現代舞溶入其中，讓學生觀眾們嘆為觀止，全場

鴉雀無聲，大家都靜心觀劇。 散場時，很多觀眾都不捨地離

去，有些被劇情感動到哭起來。 

今次免費學生專場，我們特製了一本精美的筆記/月曆場刊

送給觀眾，在筆記部分我們在每頁都印有問題， 邀請學生反

思劇中的訊息及回答。有老師在隨後的宗教堂收集了一些

學生的回應並傳給我們，她們的反應是令我們很鼓舞的。  

現選下列數則與大家分享。

問：本劇最後，耶穌說：「我和你們天天在一
起，直到世界的終結！」是甚麼意思？

回應：耶穌這一句說話是告訴我們祂會一直
陪伴我們，和我們在一起。在我們失足跌倒
時，祂會扶助我們。在我們軟弱時，祂會伸出
援手，不會讓我們獨自面對。每個難關都有
祂與我們一起跨過，每份喜悅都有祂與我們
一起分享。

問：你是第一次看這種形式的演出嗎？有甚
麼感覺？

回應： It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had a 
chance to enjoy such kind of performance.  
It really amazed me how they can use 
Chinese opera to express events from the 
Bible. The touch of dancing elements also 
enhanced the whole feeling that the  play 
gives off.

問：耶穌被猶達斯出賣，你覺得祂憎恨猶達
斯嗎？ 為甚麼？

回應：I think Jesus will not be angry with 
him and will forgive all our sins.  God will 
choose all the people to be his children, no 
matter they are good or evil.  

我們將陸續推出為學校演藝福傳的活動，將福音帶進
學校，藉著學生參與我們的活動，把福音帶進他們的
家庭。祈望天主祝福我們的計劃，恩領我們勇敢地前
進，這真是一個龐大的計劃，當中涉及大量的人材、人
力及資源。 幸而，我們常有主耶穌的保證：「但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瑪 19：26）

願天主加強我們的信德，以愛德聯繫所有同工，按主
的時間表及計劃完成祂給予我們的工作。願一切讚頌、
榮耀都歸於天主！

免費學生專場

劇照 ‒ 聖家

劇照 ‒ 捨身救贖

劇照 ‒ 聖母領報

 文： 楊綺麗 （聯合監製）　劇照： 馬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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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直到世界的終結！」是甚麼意思？

回應：耶穌這一句說話是告訴我們祂會一直
陪伴我們，和我們在一起。在我們失足跌倒
時，祂會扶助我們。在我們軟弱時，祂會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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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I think Jesus will not be angr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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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all the people to be his children, no 
matter they are good or evil.  

我們將陸續推出為學校演藝福傳的活動，將福音帶進
學校，藉著學生參與我們的活動，把福音帶進他們的
家庭。祈望天主祝福我們的計劃，恩領我們勇敢地前
進，這真是一個龐大的計劃，當中涉及大量的人材、人
力及資源。 幸而，我們常有主耶穌的保證：「但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瑪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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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誠主教、陳志明副主教與嘉賓新劍郎先生（左二）與麥
秋導演（左一）、廖裕修聯合導演（右一）及Cecilia (右三)、

Lucia（右二）在首演日合照

首演日演出前嘉賓與「耶穌傳」全體台前幕後團隊大合照

兩位主角與製作團隊合照 - 當中包括
來自廣州的編劇家陳錦榮老師（右五） 
和音樂唱腔設計趙仕強老師 （左三）

兩位主角與靈火福傳粵藝團的義工合照

青年粵劇演員莫華敏（飾耶穌）
林芯菱（飾聖母）

陳日君樞機在尾場蒞臨觀賞，散場後與男女主角及
聯合監製張可堅/Lucia 與馬榮陞伉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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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君慧分享

【點滴是愛之

　　從印度走到非洲】

凌君慧分享

凌君慧（Stephania Ling)分享會十月十三日在「靈火天
地」駱克道恆澤中心舉行，有三十多位朋友出席。

Stephania分享自己有三個十七年，第一個的十七年
是成長、學習及自我確立的階段，現在回顧看似是「幼
稚」的一段，十七歳領洗成為天主教徒，是她第一次的
皈依。第二個十七年是努力工作及有點成績的階段，但
她用「迷失」來形容這段時光，不過這段經歷亦造就她
走上一個更徹㡳皈依的路。第三個十七年就是真正走
上皈依之路。三十四歳的時候，受到「911」的恐襲事件
衝擊，她反省人生意義，自己的生命該做什麼？於是走
進第二次皈依之路，決心跟隨天主的心意，二零零八年
離開廣告事業，回應天主的召叫，開始一個「回歸」階
段，走上信仰培育、愛德服務，加入「香港天主教教友傳
信會」，其後以一位天主教平信徒的身份走到外方作傳
教士，從此開展她「點滴是愛」的歷程，二零一二到印度
加爾各答為殘障兒童服務五年之後，再走到非洲埃塞
俄比亞最貧窮的戈德地區，在那裏和教會唯一的一位
神父和一位修女和那裏的伊斯蘭族群一起生活。

在一個多小時的分享會中，她個人平實的經歷帶出很
多感動的情景，不少與會者眼角有淚光。Stephania分
享她留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戈德的經歷，在那裏水源和
其他任何的生活資源都非常缺乏。那麼為什麼要待在
這一個荒蕪及困難曠野地方？她回憶那位唯一待在那
裏外籍修女的説話：「正因為沒有人願意來，我們必須
留 下 」。這 一 刻，S t e p h a n i a 她 自 己 也 觸 動 起 來。
Stephania的分享帶出她的真實，她事工的經歷及內
心的感情帶著與會者都走進她的愛和情感世界之中，
帶出天主在這個世界的關懷，帶出一個機會給其他人
分享一份甘心捨棄自己，交託天主，投入愛德服務的精
神，讓活在香港物質富裕的社會的我們，擴闊了視野，
感受天主對世界的關懷和慈悲。

凌君慧有優秀的學歷，理想的工作和事業，從事廣告十
五年後，曾加入宣明會參與扶貧工作三年，其後作進一
步的自我培育，獲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文學碩士，在
天主引領之下成為天主教教友傳教士。

凌君慧分享她在二零一六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點滴是愛
之加爾各答體驗》及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點滴是愛
之從印度走到非洲》，本來就是沒有什麼計劃，她只是將
這些年來的生活片段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近期在公
教報發表一系列的分享文章則是今年初從非洲回到香
港，經過幾個月的沉澱時間，才慢慢寫出在非洲埃塞俄
比亞戈德這個艱苦環境之下的經歷和體驗。

參加聚會的朋友都被她的分享感動，紛紛說出支持、鼓
勵及安慰的說話。不過Stephania謙虛的認為，她是透過
學習放下，尋找真快樂，在工作及陪伴有需要的人當中，
領略到愛，讓她不斷更新及有一份更大的動力「放下掌
控」。聖德蘭修女的一句話「我們無法做大事，只能懷着
大愛做小事」成為她的鼓勵及生活的態度。

她兩本書賣書所得及聚會的奉獻都會捐作非洲傳教之
用。大會呼籲朋友作慷慨的捐獻，同時也邀請所有參加
者都為Stephania傳教事工祈禱，為散落在世界不同角
落的貧困者、被壓迫者、卑微的人祈禱，祈求天主的安慰
及慈悲，陪伴所有一切需要陪伴及聆聽的人。分享會在
充滿喜樂及希望的氣氛之下，下午四時圓滿結束。

【點滴是愛之

　　從印度走到非洲】

正因為沒人願意來，
我們才必須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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