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揀揀

耶穌講論一個最重要的誡命就是要求門徒們
彼此相愛。我默觀這群宗徒。今天觸動我的情
感就是：「揀選」和「主動」。

1）耶穌給門徒最後一個「命令」─「彼此相愛」
的命令，用的語氣很重。相信耶穌的用意是要
門徒明白「彼此相愛」就能夠真正在主內「合
而為一」。耶穌也給予門徒一個新的身份─「朋
友」，耶穌提升了我們的地位和尊嚴。耶穌也希
望我們的喜樂「圓滿無缺」。不過這裏我想和大
家分享的是在我默觀出現的另一個圖像，就是
瑪弟亞被「揀選」的圖像。

2）從跟隨耶穌的120個忠實的門徒中，兩個人
物浮現出來，瑪弟亞和若瑟，相信兩個都是大
家接受的忠實及有能力的門徒，或許他們兩個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
(若15:16）

主和

人也代表著團體內兩種主流思想的代表人物。
當大家都下不了決定選擇誰可以取代第十二
個宗徒位置的時候，他們用「拈鬮」（即抽籤）的
方式作最後的決定。宗徒團體將這個選擇權利
交出，將命運交給陪伴教會的聖神引領。這個

「揀選」的過程讓我看到人不是「主動」的，天主
才是「主動」，天主才是「主角」，是天主「揀選」
我們，而不是我們「揀選」天主。

3）這個圖像讓我得到一份更深的明悟就是：天
主是永遠「主動」的，我們是配合祂。在祈禱之
中如是，在生活之中亦是如此，在回應天主的
召叫更是如此。在祈禱的時候，我們不是在思
索什麼、渴望解決什麼！天主永遠是「主動」的。
如果我們在祈禱中行錯了方向，在不知不覺中
讓自己成為主動，這樣的祈禱是得不到什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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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如果天主沒有空間，結果是我們聽不
到主的聲音。日常生活的事情也莫不如是。
我們要為自己「作主」往往成為一個誘惑。在
這個「揀選」的圖像中，天主有祂的選擇，人
配合天主的選擇便是作出最好的回應，就是
承行主旨。

當我回顧自己幾十年的生活，年青時不顧一
切排除萬難想當工程師的渴望，就是自己千
辛萬苦的「主動」。回顧這些跌跌撞撞的經
歷，全都是因為自己的「主動」。我為這份執
着和不願放手的經驗付上不少代價。這幾年

「靈火天地」的事工，讓我現在有了稍稍的明
悟，開始感覺到放手讓天主為自己作決定所
帶來的一份安穩、自在和快慰。我為自己有
這份感應和視野而感恩。

主耶穌感謝祢。求祢讓我有這份光照和明
悟，在一切的事情上，讓祢作「主動」。祢雖然
是「主動」，但主耶穌祢當我是朋友，其實我

也感到你尊重我自己那份自由意志和喜好！
主，我願意聽從祢、跟隨祢到底！

」 動」
「「

選



02   聖言滋養

耶穌講論一個最重要的誡命就是要求門徒們
彼此相愛。我默觀這群宗徒。今天觸動我的情
感就是：「揀選」和「主動」。

1）耶穌給門徒最後一個「命令」─「彼此相愛」
的命令，用的語氣很重。相信耶穌的用意是要
門徒明白「彼此相愛」就能夠真正在主內「合
而為一」。耶穌也給予門徒一個新的身份─「朋
友」，耶穌提升了我們的地位和尊嚴。耶穌也希
望我們的喜樂「圓滿無缺」。不過這裏我想和大
家分享的是在我默觀出現的另一個圖像，就是
瑪弟亞被「揀選」的圖像。

2）從跟隨耶穌的120個忠實的門徒中，兩個人
物浮現出來，瑪弟亞和若瑟，相信兩個都是大
家接受的忠實及有能力的門徒，或許他們兩個

人也代表著團體內兩種主流思想的代表人物。
當大家都下不了決定選擇誰可以取代第十二
個宗徒位置的時候，他們用「拈鬮」（即抽籤）的
方式作最後的決定。宗徒團體將這個選擇權利
交出，將命運交給陪伴教會的聖神引領。這個

「揀選」的過程讓我看到人不是「主動」的，天主
才是「主動」，天主才是「主角」，是天主「揀選」
我們，而不是我們「揀選」天主。

3）這個圖像讓我得到一份更深的明悟就是：天
主是永遠「主動」的，我們是配合祂。在祈禱之
中如是，在生活之中亦是如此，在回應天主的
召叫更是如此。在祈禱的時候，我們不是在思
索什麼、渴望解決什麼！天主永遠是「主動」的。
如果我們在祈禱中行錯了方向，在不知不覺中
讓自己成為主動，這樣的祈禱是得不到什麼效

果的。如果天主沒有空間，結果是我們聽不
到主的聲音。日常生活的事情也莫不如是。
我們要為自己「作主」往往成為一個誘惑。在
這個「揀選」的圖像中，天主有祂的選擇，人
配合天主的選擇便是作出最好的回應，就是
承行主旨。

當我回顧自己幾十年的生活，年青時不顧一
切排除萬難想當工程師的渴望，就是自己千
辛萬苦的「主動」。回顧這些跌跌撞撞的經
歷，全都是因為自己的「主動」。我為這份執
着和不願放手的經驗付上不少代價。這幾年

「靈火天地」的事工，讓我現在有了稍稍的明
悟，開始感覺到放手讓天主為自己作決定所
帶來的一份安穩、自在和快慰。我為自己有
這份感應和視野而感恩。

主耶穌感謝祢。求祢讓我有這份光照和明
悟，在一切的事情上，讓祢作「主動」。祢雖然
是「主動」，但主耶穌祢當我是朋友，其實我

也感到你尊重我自己那份自由意志和喜好！
主，我願意聽從祢、跟隨祢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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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記者輯錄及整理

保禄朝圣之旅：保禄朝圣之旅(三)：

信德
（韩大辉总主教讲道）

筆者參加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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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部份行程，又為朝聖團在希臘雅典的聖
狄約尼削座堂（Dionysius)舉行彌撒。筆者將彌撒內
容整理，現與《靈火》讀者分享。

大家來到希臘雅典這間以狄約尼削為主保的聖堂，當
時保祿就是針對希臘人的思想，將福音帶到這裏。不
過最大的困難是，理論上可以和人們說明清楚天主帶
來一個復活的永生，不過最重要我們對於當我們為天
主命名的時候，稱他為耶穌基督天主父，這個明暸不
是單單靠人的理智，我們只是靠別人給我們的見證，
通過這些見證，激發我們的信德去相信，我們相信這
些見證。所以保祿宗徒來到這裏，宗徒大事錄也有這
樣的記載，耶穌的復活是一個見證，不過當時為大部
份的人來說，他們沒有這種心態。不過我們始終要回
到天父那裏，因為耶穌位同天主，且取得肉軀，所以肉
軀本身有一種包藏天主生命的能力，而復活正正是這
樣的一個見證。

我們朝聖，我們有目標，我們要在天主的愛內。沒有
錯，我們要有愛，不過我們要在這份愛之內要有一份
信德，相信天主給我們的一切。

我為大家講一個故事：「四支蠟燭」。四支點着的蠟燭
慢慢地燃燒，當火是這樣的靜，以至可以聽到四支蠟
燭的對話。第一支蠟燭說，我是「宮殿」，但是人們不願
接受我，因為我亳無意義，所以我再沒有其他事可以
做，倒不如熄滅自己，跟住第一支蠟燭便熄了。第二支
蠟燭說我是「和平」，但是人沒有珍惜我的臨在，人只

是彼此爭吵，甚至打鬥，我再找不到意義存在下去，
這個時候有一陣輕微的清風吹過，第二支蠟燭熄了。
房間充滿着悲愴的氣氛，第三支蠟燭這樣說，我是「喜
樂」，但是人們時常冷落我，不珍惜我，所以我再找不
到力量堅持燃燒下去，跟住第三支蠟燭又熄滅了。在
這個時候，有一個小孩子入到房間，大吃一驚，他就問
它們有什麼事情呢？我非常驚怕，這裏很黑。這個小
孩子便開始哭泣起來，問為什麼他們不燃燒下去。正
當小孩子心急的時候，第四支蠟燭說，我是「信德」，請
你不要流淚，因為只有我在，和你也在，你可以將我繼
續燃點起其他的已經熄滅的蠟燭。這個小孩雖然眼淚
盈眶，但是他立即拿起那一支蠟燭，燃點了其他的蠟
燭。

這個故事很簡單，我們朝聖到了最後，得著什麼呢？
重要的一樣東西不可以失去，我們來到這裏朝聖憑弔
一下保祿宗徒，看見其他的聖殿，這些人在他的生命
上將他們的信德一代一代將信仰傳下來給我們，所以
在這個彌撒之中我為大家祈禱，要有信德，堅守自己
的信德。有信德你可以做地上的鹽，有信德你可以做
世界的光，有信德你可以點燃其他的蠟燭，貢獻「和
平、喜樂」。因父及子及聖神！

「
」

雅典聖狄約尼削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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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天地」在12月30日星期日（主日）聖家節在

灣仔天樂里為第二個中心舉行祝聖及開幕典禮。中心

的開幕標誌着「靈火天地」繼續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不

過，她不是一個單一的團體，而是整個「靈火運動」的

部份，是「靈火」平台中的一員，其他成員還包括「靈火

文化」、「靈火咖啡園」、「靈火文化藝術發展」、「靈火劇

團」、海外的「靈火傳燃」組織等。推動整個「靈火運動」

其實源自有53年歷史的聖母進教者之佑會，而聖母就

是整個團體及「靈火運動」的主保。

天樂里中心位於灣仔兆豐商業大廈二樓F座，佔地不足

千呎，和「靈火天地」駱克道中心相若，因嘉賓及「靈

火天地」園丁眾多，祝聖及開幕典禮也因此需分兩場

舉行。第一場是下午四時，由韓大輝總主教、李海龍神

父、張默石神父共同主持開幕及祝聖儀式。第二場是下

午五時半的酒會，所有的嘉賓都是「靈火天地」的恩人、

支持者及積極參與者，可說是「靈火天地」七年以來忠

實的園丁和朋友。

七年前，「靈火天地」第一個中心駱克道中心的祝聖及

開幕典禮也是由韓大輝總主教、李海龍神父主持。此

刻韓總主教從遠方回港特意為「靈火天地」天樂里中

心祝聖，這是團體極大的的榮幸、是天主給團體的特

別恩寵。在禮儀中，

韓總主教鼓勵團體要

關顧大眾的需要，「不離地」，勉勵大家要成為是耶穌

的好朋友，跟隨基督並分享信仰的芬芳。最後，他為核

心團隊主持了祝福及派遣禮，分享教會福傳的使命。韓

總主教贈送了八個字給大會：「靈氣旺盛，火熱燎原」。李

海龍神父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創會神師，是整個「靈

火運動」的設計者，他寄語大家努力「聖化自己、聖化他

人」，將點點的「靈火」帶到社會的不同角落，讓「靈火

燎原」，每個成員都活出愛人的靈火。張默石神父感謝

聖母對整個團體的愛護，祈求聖母繼續祝福大家。

五點半的開幕酒會，「靈火天地」核心團隊主持切蛋糕

的開幕儀式，每一位核心成員都分享了他們的心聲。林

社鈴執事最後還主持了分享會，讓園丁及嘉賓也分享他

們 對「 靈 火

天 地 」的 感

受，最 後 降

福 大 家。開

幕 典 禮下 午

七時 圓 滿 結

束。

靈火記者
報導

韓大輝總主教為「靈火天地」核心成員
舉行祝福及派遣禮

「靈火天地」核心團隊主持開幕切蛋糕儀式

﹁
靈
火
天
地
﹂
第
二
中
心

灣仔天樂里中心
12月30日開幕及祝聖

開幕典禮團體大合照



靈火天地報導

「靈火天地」是「靈火運動」的一部份，2011年11

月20日誕生。它的命名含二層的寓意：首先，它是一群天

主教徒在俗世中努力建設的一所屬於天主的空間；透過

靈修操練，讓聖神以靈火充盈這小天地，好能燃亮每位參

與其間者愛主愛人的心火。進而，「靈火天地」的使命更

在於藉著眾多參與者讓聖神燃起的點點靈火，在各人所

屬的生活和工作地點，將俗化的世界照亮，讓人間社會轉

化成天主的地方。

以下的八句説話，概括了靈火天地的理念和使命：
「 聖母媽媽，進教之佑
　 認識聖言，扎根靈修
　 與眾為友，全信基督

　　  以愛服務，點燃靈火」

「聖母媽媽，進教之佑」表達聖母就是「靈火天地」的主保，

為所有「靈火天地」的園丁，成為進教之佑，在基督信仰

的路途中，護佑所有的進教者，護佑「靈火天地」的園丁，

引領大家去發現及發展自己的神恩，慷慨地回應天主的

召喚。

「認識聖言，扎根靈修」表達「靈火天地」就是一個以聖

經和靈修為本的神恩性團體。它的根源來自聖母進教者之

佑會所推動的「靈火運動」，就是透過每天「讀聖書做默

想」的神工，即基督徒的基本靈修生活的堅持和實錢，聖

化自己、聖化他人及聖化世界。「靈火天地」顧名思義就

是整個「靈火運動」平台中的一個活躍團體。它最初的發

展是從玫瑰經聚會開始，重視祈禱和靈修的培育，並且透

過種種多元化的活動，在俗世生活中展現耶穌基督的面

貌，培育及發展信仰小團體，彼此支持，以愛和

服務渡世俗生活。

「與眾為友，全信基督」的意思就是以開放、自由、

接納、尊重、共融、合一及信德的態度，面向人羣，

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靈火天地」願意和一

切人做朋友，目的就是和眾人分享基督福音的喜

訊。

「以愛服務，點燃靈火」的意思就是「靈火天地」視自身

為一個神恩性團體，其角色就是探索及推展多元化的福

傳及愛德服務，支持教會發展及培育不同神恩的信仰小

團體，吸引眾人，發揮平信徒的神恩創造及動力，洞悉時

代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善用科技及專業，透過愛和服

務，將福音的訊息，帶到社群之中。

《靈火點點》是「靈火運動」的一個口號，意思就是透過

每天靈修的操練，首先「聖化自己」，讓聖神先燃起每個

人心靈的愛火，然後將愛火燃亮及照耀他人，將「靈火」

散佈到各處，這就是「聖化他人、聖化世界」的宗徒工作。

所以「靈火天地」所重視的：首先就是自身的靈修、團體的

靈修及共融，所有「靈火天地」的使命和事工都是來自於

這份內在的動力和神恩。聖女小德蘭是「靈火天地」每一

個園丁的榜樣，每個人在「靈火天地」的園地中都是一朵

小花，像聖女小德蘭一樣，人人都可以從微小的工作開始，

投入「靈火運動」。

「靈火天地」在灣仔天樂里開展第二個中心，12月30日韓

大輝總主教為中心舉行祝聖及開幕典禮，再贈送兩句說

話給「靈火天地」：「靈氣旺盛，火熱薪傳」。

聖母既是「靈火天地」的主保，我們相信聖母會替我們代

禱，祈求天主聖神光照及感動有神恩的朋友，賞賜他們加

入「靈火天地」這個平台，一起推動「靈火」運動，豐富自

己的生命的同時，亦燃亮周圍的一切，成為真正的「地上

鹽世界光」。

靈火天地第二中心開幕典禮團體大合照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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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偷得浮生半日閒，同埋老友去行山。

生： 青山綠水美如畫，流水匆匆滌我心。

說： 藍天碧海萬物盛，讚歎感恩造物主。

說：這片風光讓我感受到聖奧斯定所說的那份情懷「敢

問地上之美，海中之美，穹蒼之美，如果不是至美不變

者創造，又是誰創造呢?」(註1a)讓我們也談談對主的愛。 

生：仰望長空，點點星光，飛越百億年。有幸人能找到百

卅億年前的光(註2a)，有幸能問天從何來，地從何來，光

從何來? 人從何來? 哪天、地、人又往哪里去? 

說：……仰望長空，彷彿回到太初，衪說「有光」時；俯

瞰大地，彷彿回到數十億年前，地球初始時(註2b)；看到

你我，彷彿回到十數萬年前人類繁衍時。

花：雖像很傻，但不是說天主七日就創造了天地萬物和

人嗎? 如果真的不是在七天創造萬物，是聖經錯了嗎？

我們是否應該尊敬主在萬有之上呢?

生：主是在六天創造萬物，不是七天。主用多少天創造

天地萬物，有不同說法，其中有人堅持這是真的六天，

亦有人說一天實際是一段時期，不是24小時，另外有人

說六天無意傳達任何創造物的時間或順序，相反，只代

表了事件的框架。(註3)

說：1909年宗座聖經委員會（Pontifical Biblical Com-

mission）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創世紀1-3章問題的回應。

對主的愛
以下是三位同學(花，生，說)郊遊遠

足時的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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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花.生.說

其中第8題是：「……創世紀第一章所提到的六日的

Yom(日)，是不是可以被當作一個自然日，或一個特殊

的意義，或一段的時間……?」經委會的答案是：肯定

的。(註4) 也就是說，它允許不同的解釋。

說：教宗方濟各明確表示：「……大爆炸理論並不違背

神聖創造者的介入，而是依賴於衪。「自然界的進化並

不與創造的觀念相衝突，因為進化預示著進化的生物

的創造。」(註5)這與天主教教理的第159段相呼應，即科

學研究(若依照科學方法和遵守倫理準則進行)不會與

(天主教)信仰相衝突。(註1b)

生：事實上，科學家觀察星光的紅移現象和大爆炸理論

意味著時間有開始和終結，這和聖經所言不謀而合。雖

說科學發現與聖經所言不謀而合，但是我們怎麼知道

他就是創世哪一位呢？我們為什麼要「......全心、全靈、

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為什麼要欽崇天主在萬有

之上呢?

說：這是聖經所言，教理當然很多，但也是常識推論。當

我們看到世間上這麼美，人類有這麼多缺點，還能生活

著，沒有相殘以致滅絕，便知道背後有一創造者。有神

學家說過，如果我們在路上找到一隻手錶，我們便知道

這錶背後有精密的創造者。(註6)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見

主創造天地萬物與人的過程，正如我們沒有看見父母

生我們一樣，我們看到萬物穹蒼之美，看見父母之愛，

就知道誰就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父母吧。當衪跟我們說

你要全心全靈全意愛衪，要欽崇衪在萬有之上……要

孝敬父母的時候，我們又為什麼不相信呢？當然如果

不是信徒，你可以想到千萬個理由不去信，但是如果我

選擇相信，我就是選擇了衪過去給我帶來的幸福。

花：哪我們又為什麼不可以呼祂的名以發虛誓呢？又

為什麼我們要遵守安息日呢?

說：發虛誓是呼號天主為一個謊言作証。發虛誓是對常

忠於自己許諾的上主，嚴重地失敬。(註1c)我們以己之名

作假見證已犯了第八誡，更遑論以主之名以發虛誓是

否犯罪。

說：『安息日停止日常的工作，讓人休息。這是「抗議」工

作的奴役性和金錢崇拜的日子。信徒應停止有礙於敬

禮天主、從事合乎於主的日子的喜樂、慈善、讓心神和

肉體適當鬆弛的工作及業務。』 這些都是教理的教道。
(註1d)守安息日，其實很自然。當我們做了六日工作之後，

應當休息，反省過去一星期的生活。作為教徒回想與主

的關係，當守安息日，就是要持守這與主的關係。

生：科技進步，人擁有更多改變其他生物和人自己的力

量，自比若神，但亦面對人工智能(AI)滅絕風險，面對基

因改造食物、器官、甚至嬰兒的後果。(註7)作為教徒，無

論喜歡與否，我們當更了解愛的誡命，知道怎樣去愛和

被愛，知道道德的界線，好使我們更接近而不是更遠離

主及真理。

生：科技不等人，當若干年後還不知有沒有人類時，我

們應該盡快與時並進，了解AI及基因改造，了解誡命，

尋找為人類最好的答案，以免陷於紛亂之中。

說：在這政治、經濟、科技發展紛亂之際，人可能面對

現有智慧無法解決的情況。人惟有全心全靈全意向主

祈求智慧，信靠及尊重上主和真理，每七日回看自己

的生活，當守安息日，明白愛主愛人的道理。希望可以

找到方法解決，讓我們可繼續去愛主和愛真理，讓愛

承傳……

花：談了十誡與愛主愛人的誡命很久了，你看，夕陽斜

照，讓我們坐下來欣賞一下吧。有什麼問題我們明天再

談吧。

生：對呀，讓我們抓緊今天所擁有的，明天又是另一天

了。



花： 偷得浮生半日閒，同埋老友去行山。

生： 青山綠水美如畫，流水匆匆滌我心。

說： 藍天碧海萬物盛，讚歎感恩造物主。

說：這片風光讓我感受到聖奧斯定所說的那份情懷「敢

問地上之美，海中之美，穹蒼之美，如果不是至美不變

者創造，又是誰創造呢?」(註1a)讓我們也談談對主的愛。 

生：仰望長空，點點星光，飛越百億年。有幸人能找到百

卅億年前的光(註2a)，有幸能問天從何來，地從何來，光

從何來? 人從何來? 哪天、地、人又往哪里去? 

說：……仰望長空，彷彿回到太初，衪說「有光」時；俯

瞰大地，彷彿回到數十億年前，地球初始時(註2b)；看到

你我，彷彿回到十數萬年前人類繁衍時。

花：雖像很傻，但不是說天主七日就創造了天地萬物和

人嗎? 如果真的不是在七天創造萬物，是聖經錯了嗎？

我們是否應該尊敬主在萬有之上呢?

生：主是在六天創造萬物，不是七天。主用多少天創造

天地萬物，有不同說法，其中有人堅持這是真的六天，

亦有人說一天實際是一段時期，不是24小時，另外有人

說六天無意傳達任何創造物的時間或順序，相反，只代

表了事件的框架。(註3)

說：1909年宗座聖經委員會（Pontifical Biblical Com-

mission）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創世紀1-3章問題的回應。

參考資料:
1. 天主教教理

1a. 第32段 聖奧思定-認識天主的途徑 

1b. 第159段 信仰與科學 

1c. 第2163段 卷三 在基督內的生活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二誡

1d. 第2172&2185段 卷三 在基督內的生活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三誡

2a.英國科學雜誌《自然》（Nature）(2018/2/28) 

“Astronomers detect light from the Universe's 

first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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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8題是：「……創世紀第一章所提到的六日的

Yom(日)，是不是可以被當作一個自然日，或一個特殊

的意義，或一段的時間……?」經委會的答案是：肯定

的。(註4) 也就是說，它允許不同的解釋。

說：教宗方濟各明確表示：「……大爆炸理論並不違背

神聖創造者的介入，而是依賴於衪。「自然界的進化並

不與創造的觀念相衝突，因為進化預示著進化的生物

的創造。」(註5)這與天主教教理的第159段相呼應，即科

學研究(若依照科學方法和遵守倫理準則進行)不會與

(天主教)信仰相衝突。(註1b)

生：事實上，科學家觀察星光的紅移現象和大爆炸理論

意味著時間有開始和終結，這和聖經所言不謀而合。雖

說科學發現與聖經所言不謀而合，但是我們怎麼知道

他就是創世哪一位呢？我們為什麼要「......全心、全靈、

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為什麼要欽崇天主在萬有

之上呢?

說：這是聖經所言，教理當然很多，但也是常識推論。當

我們看到世間上這麼美，人類有這麼多缺點，還能生活

著，沒有相殘以致滅絕，便知道背後有一創造者。有神

學家說過，如果我們在路上找到一隻手錶，我們便知道

這錶背後有精密的創造者。(註6)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見

主創造天地萬物與人的過程，正如我們沒有看見父母

生我們一樣，我們看到萬物穹蒼之美，看見父母之愛，

就知道誰就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父母吧。當衪跟我們說

你要全心全靈全意愛衪，要欽崇衪在萬有之上……要

孝敬父母的時候，我們又為什麼不相信呢？當然如果

不是信徒，你可以想到千萬個理由不去信，但是如果我

選擇相信，我就是選擇了衪過去給我帶來的幸福。

花：哪我們又為什麼不可以呼祂的名以發虛誓呢？又

為什麼我們要遵守安息日呢?

說：發虛誓是呼號天主為一個謊言作証。發虛誓是對常

忠於自己許諾的上主，嚴重地失敬。(註1c)我們以己之名

作假見證已犯了第八誡，更遑論以主之名以發虛誓是

否犯罪。

說：『安息日停止日常的工作，讓人休息。這是「抗議」工

作的奴役性和金錢崇拜的日子。信徒應停止有礙於敬

禮天主、從事合乎於主的日子的喜樂、慈善、讓心神和

肉體適當鬆弛的工作及業務。』 這些都是教理的教道。
(註1d)守安息日，其實很自然。當我們做了六日工作之後，

應當休息，反省過去一星期的生活。作為教徒回想與主

的關係，當守安息日，就是要持守這與主的關係。

生：科技進步，人擁有更多改變其他生物和人自己的力

量，自比若神，但亦面對人工智能(AI)滅絕風險，面對基

因改造食物、器官、甚至嬰兒的後果。(註7)作為教徒，無

論喜歡與否，我們當更了解愛的誡命，知道怎樣去愛和

被愛，知道道德的界線，好使我們更接近而不是更遠離

主及真理。

生：科技不等人，當若干年後還不知有沒有人類時，我

們應該盡快與時並進，了解AI及基因改造，了解誡命，

尋找為人類最好的答案，以免陷於紛亂之中。

說：在這政治、經濟、科技發展紛亂之際，人可能面對

現有智慧無法解決的情況。人惟有全心全靈全意向主

祈求智慧，信靠及尊重上主和真理，每七日回看自己

的生活，當守安息日，明白愛主愛人的道理。希望可以

找到方法解決，讓我們可繼續去愛主和愛真理，讓愛

承傳……

花：談了十誡與愛主愛人的誡命很久了，你看，夕陽斜

照，讓我們坐下來欣賞一下吧。有什麼問題我們明天再

談吧。

生：對呀，讓我們抓緊今天所擁有的，明天又是另一天

了。

2b. 國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2014/2/24) 
“Earth's Oldest Crust Dates to 4.4 Billion Years Ago”

3. 天主六天創造天地萬物解讀的討論：

4.宗座聖經委員會（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1909

年關於創世紀1-3章問題的回應：

5.教宗方濟各發表宗座科學學院致詞（2014/10/27）：

6.神學家威廉佩利所著的自然神學或神的存在和屬性的

證據 (Natural Theology or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by William Paley) (1802)（第1

章，第1頁）

7. 歷史學家哈拉瑞所著的人類簡史 (Sapiens ‒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by Yuval Noah Harari ) (2011)（第

20章，人類終結）

1a.
2b.

3.

4.

5.

1b.

1c.

2a.

1d.



認識耶穌：
從《經師和法利塞人眼中─耶穌的過錯》
去認識耶穌  (谷2, 3：1～6） (上)聖言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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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洗後，開始在加里肋亞各地宣講天國福
音，治病和驅魔......，深得群眾愛戴。經師和法利
塞人看在眼裏，自然希望能招攬耶穌，好強大他
們的陣營，故而不斷暗暗地觀察耶穌，看是否適
合拉攏他。可是，他們卻發現這受群衆歡迎的耶
穌，與他們的價值取向大大不同，在他們眼中，
耶穌更是連接犯錯，是與他們對着幹的。就讓我
們細看福音(谷2,3：1～6），了解端倪。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一錯：褻瀆天主(參閱谷2：1～12）
......那天，耶穌在葛法翁的家講道，聚了許多人，
以致連門前也不能容納。有人帶著個癱子想求
耶穌醫治，因沒法進入，竟夥人拆開房頂，將躺
着在床的癱子縋下去，到了耶穌跟前來，......。
看，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大家都冀盼着耶穌治
癒他。然而，出乎意料 ，耶穌沒有立刻治癒他，卻
說了句好像風馬牛不相及的話：「孩子！你的罪
赦了。」在經師們的眼中，這就大錯特錯了！「他
說了褻瀆的話；除了天主，誰能赦罪？ 」確實，在
耶穌出現之前，從沒有人，包括最偉大的先知，
曾說有權赦人的罪！那耶穌是誰？他怎會有赦罪
的權柄？他們當中一些人都是耶穌納匝肋的鄉
親，知道耶穌的身世；他不是木匠若瑟和瑪利亞
的兒子嗎？便對他起了反感，耶穌也因而感慨的
說，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路4：22,24）
群衆和經師當時對耶穌的認知，最多就只是個
先知，可無一位先知說過可赦人罪，都是勸人悔
改，求天主寬恕赦罪的。

*耶穌的第二錯：與稅吏與罪人坐席(谷2：
13～17）
那天，耶穌看見阿耳斐的兒子肋未坐在稅關上，
便呼召他來跟隨他，(肋未便是瑪竇宗徒)肋未毫
不猶豫，起來跟隨了耶穌，又邀請耶穌和他的門
徒到家中飲宴。看，席中坐滿了稅吏和罪人！經
師和法利塞人看在眼裏，認為稅吏和罪人都不
潔，都為天主所棄絕的，所以，參加這樣的宴會，
是極不道德的行為！平情而論，經師們極有道
理，我們不是常聽說，物以類聚，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嗎？

********************************************

以上兩「錯」，且看耶穌如何解畫，他究竟
有何深意......。

褻瀆天主：
站在人的角度，我很理解，甚至認同經師們的看
法。仔細迴想，耶穌剛剛出道，開始公開的傳教
生活，人們並不怎麽認識他，他們認識的，只是
個平平無奇，納匝肋木匠若瑟的兒子，並非出自
顯赫世家。後來聽耶穌講道、治病、驅魔，又召選
門徒，開始將他和若翰洗者比擬，相信耶穌是位
先知，似乎耶穌仍未明確顯示他是「人子」。人們
對人子的認知，最多是如偉大的先知厄里亞或
達味聖王，他們、甚至一般群衆都相信「人子」或
即默西亞的使命，是復興以色列王國，脫離羅馬
帝國的統治。而人子的真正身份和使命，有賴人

而天主的耶穌，逐層揭示，況且，人而天主的耶
穌，本身就是個奧蹟，要仗賴信德才能稍稍明白。

今次，耶穌正好透過赦免癱子的罪，再以神力一
語治癒癱子，以佐證他人子的身份，有赦罪的權
柄。這是他一步一步揭示他人子、默西亞、天主子
身份的過程，經師和群衆未即時相信或接受，也
自然不過。所以褻瀆天主之罪並不成立，因為耶
穌是人而天主。

耶穌於是說：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權柄
赦罪，遂對癱子說：我給你說，起來拿起床，回家
去罷！.......。（谷2：10～11）

與罪人同席：
我嘗試代入角色講自己的體會。不與罪人、惡人
交往，免被同化，近墨者黑的道理真對，試看學校
的學生們，好學生和壞學生自然的互不靠隴，好
學生互勵互勉、勤奮向學，品行良好。壞學生則自
暴自棄，聯群搗蛋，學業成積差劣，品行不堪。所

以，父母都教子女要擇交好友。這樣說來，今日
經師不滿耶穌與稅吏、罪人同席，也理直氣壯！

我又試試逆向的思維，其實，不分好人壞人，
他/她今日的如是，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有個
因由......。

主耶穌悲天憫人，看！世人皆有罪(病)，試問人
誰無過，耶穌正是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的襟懷，去拯救衆生於病苦和罪惡中，於是說：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
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人世間有個受人尊
敬的行業叫醫生，懸壼濟世，救人脫離傷病，可
謂醫者父母心。耶穌不單治病，更踏前一大步，
召喚罪人，感化、教化罪人(世人；人誰無過)，且
寬免世人罪債，真個善莫大焉啊！因為我衆罪
人，只要誠心懺悔，即便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悟道之人)，若能皈依信主，便蒙上主恩上加
恩，成為天主的子女！

文：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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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洗後，開始在加里肋亞各地宣講天國福
音，治病和驅魔......，深得群眾愛戴。經師和法利
塞人看在眼裏，自然希望能招攬耶穌，好強大他
們的陣營，故而不斷暗暗地觀察耶穌，看是否適
合拉攏他。可是，他們卻發現這受群衆歡迎的耶
穌，與他們的價值取向大大不同，在他們眼中，
耶穌更是連接犯錯，是與他們對着幹的。就讓我
們細看福音(谷2,3：1～6），了解端倪。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一錯：褻瀆天主(參閱谷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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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第二錯：與稅吏與罪人坐席(谷2：
13～17）
那天，耶穌看見阿耳斐的兒子肋未坐在稅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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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法利塞人看在眼裏，認為稅吏和罪人都不
潔，都為天主所棄絕的，所以，參加這樣的宴會，
是極不道德的行為！平情而論，經師們極有道
理，我們不是常聽說，物以類聚，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嗎？

********************************************

以上兩「錯」，且看耶穌如何解畫，他究竟
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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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無過，耶穌正是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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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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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筆時適逢新春佳節，市面充滿著慶祝
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大小商舖都擺放著各
種慶祝新年如揮春、掛飾、利是封、糖果等等
的物品，讓市民選購。有不少市民也到家居
用品店購買清潔用品，為家居作大掃除，以
迎接新年的來臨及親友到訪拜年。年卅晚街
市也比平日人多，正如媽媽所說:「好像打仗
一樣!」很多市民都搶購食材，為一家人的團
年飯和開年飯作好準備。

　　除了以上種種，中國人在傳統上也希望
得知來年的運程如何，以便趨吉避凶，平平
安安度過新一年。因此每年都出現不同玄學
家按著各生肖的來年運程提供貼士……什
麼有紅鸞星的或會在新一年辦喜事、有驛馬
星的將會有不少外遊機會、犯太歲的可佩帶
某些飾物，或在家中擺放什麼風水陣，以作
補救等等。筆者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也曾在
電視節目中略聽有關自己的生肖運程推測，
但心想作為天主教徒，理應對主充滿著信
德，正如聖保祿宗徒說:「應常歡樂，不斷禱
告，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
你們所有的旨意（得前5：16－18）。

　　在主日彌撒中，神父的
講道也與農曆新年有關。原
來天主教會在梵二之後的其
中一項改革是禮儀本土化。
為配合香港的中國傳統文
化，香港教區於農曆新年特

別設立了年卅晚舉行的團年彌撒及年初一的
求恩彌撒。教區亦印製了精美的「福」字及賀
年揮春派發予教友們佈置家居，為新一年帶
來祝福。有些神父更設計獨特的Q版揮春及
利是，教友們都高高興興地排隊領取，接受神
父的祝福。

　　神父在彌撒講道中亦提示教友們雖然在
新春期間我們會互相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萬
事如意，惟天主並沒有承諾我們來年必定事
事順景，但衪卻會時時保護著我們，給予我們
足夠的力量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衪。主
說:「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但若沒有
你們天父的許可，牠們中連一隻也不會掉在
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一一數過了。所
以，你們不要害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呢！」(瑪10:29-31)「為此，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
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是貴
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
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割，也不在糧
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
不比牠們更貴重嗎？」(瑪6:25-26)對，只要我
們將一切交託上主，內心自然平安，縱使遇上
困惑，天主亦會成為我們黑暗中的明燈，帶領
我們走向光明，因為主說:「我和你們天天在
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心康泰、主恩常在!

新春佳節新春佳節 文：織雯

漫步人生路漫步人生路

10  



靈修小品

   11

《靈火靈修組》提供

一個小孩的自由
「一個男童的啟示」：取材自梵蒂岡電台通訊一則有關教宗

方濟各在梵蒂岡大廳會見信眾時發生的一段小的插曲。

教宗方濟各週三在梵蒂岡大廳會見信眾時，
一個六歲男童走到台上走來走去，又與一名
瑞士守衛兵握手及把玩他的長棍，他妹妹上
台拉他走，他也不肯離開，後來他的阿根廷
意籍母親走上台上拉走他，她對教宗說：「他
患有自閉症不能說話。」教宗對她說：「由得
他吧！」男童便繼續留在台上玩！

教宗隨後在講道上説：「這個男童讓我想......，
這男童不能說話，但是他懂得怎樣溝通，他
知道怎樣表達自己，他是「自由」的......，「不
守規矩」的自由，這男童的行為讓我反省自
己：「在天主面前，我是否也像這個男童一樣
的自由？」耶穌告訴我們：我們要像個小孩
子。耶穌的訊息就是：在天父的面前，我們需
要有像小孩一般的自由。今天這位男童為我
們宣講了天父的訊息！

最後我們祈求天主給這位男童恩寵，讓他能
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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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綺麗 ‒ 聯合監製

我們懷著極大的感恩及喜悅，向大家宣佈《耶穌傳》
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四天六場）假
香港大會堂劇院作第四次的公演。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呈獻首次由中國人創作的大型
粵語福傳音樂劇，以天主創造萬物，遣聖子耶穌降生
救贖世人的經典福音故事為骨幹，糅合粵語曲藝唱
腔，話劇演繹手法，貫串聖經真理，以鼓樂和佳音、特
效燈光、配合歷史時代地域的服飾、演員造型與現代
舞蹈，為一眾教友、慕道諸君以及對粵語曲藝愛好者
帶來非凡的視聽體驗，目的是讓觀眾感悟真理的同
時，銘心感受天主的恩慈和大愛。 

以往三次公演，在藝術及舞台佈景上，每次都有不同
的突破及帶給觀眾難忘的體驗。二零一八年的四場
學生專場（灣仔演藝學院戲劇院），招待了十間天主
教中學約一千學生。學生觀後的反應甚佳，給了我們
很大的鼓舞。其一，學生被耶穌的使命及犧牲感動，
對耶穌的故事增多了興趣；其二，學生覺得我們的音
樂及歌曲好聽，沒有想像中粵劇常有的大鑼大鼓，加
上我們配合劇情的現代舞，讓他們很有投入感，完全
不覺沉悶。

劇藝福傳是我們的大使命，願《耶穌傳》成為一齣經
典的音樂劇，同時為觀眾帶來天主的祝福。 凡於四
月三十日前向靈火劇團訂購公開場次者，可獲八折
優待（學生及長者半價票除外）。 

公開場次   ： 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夜場 19:30）
                        六月二十三日（日場 14:30）
票價            ： $320, $240 , $160* 
*(全日制學生、長者及殘疾人士可獲半價優待)

學生專場   ： 六月二十, 二十一日（日場 14:30）
票價            ： $50  （較佳座位，先訂先得）
訂票            ： 需經學校團購 （50 張以上）

慕道者專場：六月二十二日 （日場 14:30）
票價             ： $120 （較佳座位，先訂先得）
訂票             ： 需經堂區團購 （20張以上）

查詢電話     ： 9439 1713 （楊綺麗）
訂票電郵     ： bonfire_theatre@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