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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出來傳道的時候，第一句的說話就是：「你
們找什麼？」我默觀耶穌，耶穌看見若翰的

兩個門徒跟着他，便看透他們心意，了解他們的渴
望。今天吸引我的思念就是：「找什麼？」

兩個門徒「找什麼」和他們內心的「渴望」有關。耶穌
知道他們內心的渴望，所以說出「找什麼」回應他們
最深沉的渴求，而且特別邀請他們到自己的住處親
自去看一看。

這是耶穌對他們兩位一針見血的回應，耶穌的邀請
往往指向我們的「內在」。我們一般人的反應一般是
指向「外在」，所以我們傾向第一個反應就是應該

「做什麼」，因此我們的回應往往是「做」。所以這裏
我們怎樣了解自己內心深沉的渴望呢？我的真正
需要和渴望又是什麼？我們可能做了或者想做很
多事情，不過這些「做」和「事情」和自己內心真正的
需要和渴望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兩位門徒知道自己內心的渴望就是在當時相當
失落的生活環境之下尋找出路，尋找他們民族的救
主默西亞。他們先找到了若翰，若翰引領他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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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門徒所做的都是指向自己的渴望。那麼現
在我所做的又是指向什麼呢？在我的事業、家庭
生活、教會生活、社會的種種事工之中.....，我是否
營營役役的做.....，什麼都做......，我做的又是為滿
足什麼呢？

我此刻的思念湧現了過往幾十年種種在自己身
上的經歷。我意識到此刻的我全屬於天主，因為
祂救贖了我，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經驗之中，如
果沒有主的恩典和眷顧，我就不是此刻的我。既
然我屬於天主，我一生的路就是走向祂。我的渴
望就是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讓其他人看見
天主的愛，努力創建一個共融的團體和社會，我
相信這也是耶穌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渴望。

主耶穌感謝祢。今日祢的訊息非常清楚，我們都
忙着做，沒有留意到我們可以先在內心尋找祢。
祢就在我們的生命中、回憶中、經驗之中。所有這
些經驗和回憶，無論是歡欣或者痛苦，都有祢對
我的愛情留下的印記，都有祢的計劃和意思。主，
求祢讓我在回憶和經驗之中找到祢對我特別的
記號，在這些記號之中認出祢、找到祢！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便問他們說：「你們找什麼？」(若1:38)

找什麼找什麼找什麼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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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信徒在教會的角色」
［輯錄自張默石神父在「靈火天地」周年會慶彌撒講道（10/12/2017），陳樹培整理］

在「靈火天地」這個地方舉行彌撒，我想在這裏

談平信徒在教會的角色。這個地方就是由平信

徒所建立，我想介紹大家看聖教法典怎樣看平

信徒重要性，應該怎樣生活、怎樣做等等。平信

徒就是教友，幫助教會發展、復興等等。平信徒

在教會的聖教法典211條說：

「211 條 - 基督信徒有義務及權利，努力使天主

救世的福音，盡快傳給普世各時代的人。所以平

信徒很重要，不單是神職人員要做傳揚福音工

作，所有的信徒也有責任這樣做，每一位也需

要這樣做，有義務也有權利，按照自己的能力，

有本分，而且又有權這樣做，努力使天主救世的

福音能夠全部到我們的鄰居親戚朋友身上。」

「216 條 - 基督信徒，既分享教會的使命，有權

利自動自發，依照個 人的身分和條件，去發展或

支援使徒工作；但任何工作計劃，非經教會主管

當局的同意，不得擅用教會名義。 」

平信徒有權利自動自發，這不需要神職人員提

醒，重點是「自動自發」。平信徒按照自己的身

份和條件，如果你有錢、知識、有能力可以做多

一點，如果你少一些能力，在天主面前一樣有相

稱的恩寵。平信徒有責任去發展及支持，支持使

徒工作，好像「靈火天地」2011年成立，它繼續

發展下去，也要支持周圍的平信徒組織等等。但

是任何工作計劃非經過教會主管當局（即是主

教堂、主任司鐸）等等的同意，不得挪用教會的

名義，這樣是否意味什麼也不能夠做呢？是否做

每一樣事情都要問神父批准呢？不是這樣的。

什麼事也可以做，但是不得擅自用教會的名義。

例如你是平信徒但說成是什麼天主教的代表，

這些就是用了教會名義去做，這樣當然需要教

會當局批准，但是比如今天在這裏「靈火天地」

平信徒的中心舉行彌撒是可以的。所以教會法

典事實上賦予了平信徒很大的權利以平信徒的

名義去進行福傳及使徒工作。

聖教法典225條這樣說：
「225 條 1 項 - 平信徒有如所有基督信徒，由天

主藉聖洗及堅振聖事接受使徒工作，有應盡的

義務和應享的權利，即以個人或在善會內，努力

使天下萬民認識並接受天主救世的訊息；特別

在非因他們就不能聽到福音而認識基督的環境

中，此義務尤其迫切。」

為什麼教友都有這個責任去做使徒工作呢？因

為基督徒都領了聖洗、堅振聖事，就有了應盡的

本分和義務，在自己範圍之中傳揚福音，而且也

享有這個權利，只要大家不要做錯，教會不能夠

阻止。怎樣做呢？就是以個人或者在善會之內，

比如你是老師或者醫生，自己盡量宣揚天主的

福音，或者是作義務的工作，或者是以善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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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這個就好像現在「靈火天地」的組織，

目標就是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讓更多的人認

識天國的福音，尤其有義務按照自己的身份，負

有特殊職責，以福音精神浸潤至現世事物的秩

序中，並使之成全。因此，特別在從事這些事務

及執行俗世職務時，應為基督作證。這是什麼意

思呢？就是有些職務神父沒有辦法做的，例如

一些世俗的事務或者場面等等，信徒便有義務

和權利作這些宗徒工作和事業等等。

聖教法典215條説：「基督信徒得自由地創立並

管理善會，以促進愛德及虔誠為目的，以推行信

徒在世的使命，並得為共同達此目的而集會。」

平信徒有權力組織社團，就好像教友自由組織

「靈火天地」這個善會社團組織一樣，成為平

信徒聚集及作為信仰小團體培育的地方，這不

特別需要教區特別的批准。教友甚至乎可以開

設老人院，作為種種的愛德服務工作，這些全部

都是平信徒的權利，這些也是平信徒的使命。

聖教法典229 條- 1 項這樣說：「平信徒有義務及

權利獲得符合其個人能力和條件的教義知識，

使能按基督宗教道理而生活，宣講道理並在必

需時為道理辯護，並參與執行使徒工作。2項 - 平

信徒亦有在教會大學、院系或宗教學院獲取更

深的聖學知識，上課並考取學位。3 項 - 同樣遵照

有關必要資歷的規定，平信徒得由教會合法主

管聘任講授聖學。」

所以平信徒也有機會接受神學及聖經的培育，

這不再局限於神職人員的範圍內，平信徒也有

權利和義務接受這些培育。平信徒如果能夠取

得更高的學歷如學士、碩士、博士等等，教會

實在是非常歡迎及鼓勵的。

聖教法典230條-1項這様說：「男性平信徒，

凡具有主教團所規定的年齡及才能者，得依禮

儀規定擢升為固定的讀經及輔祭之職；但此職

務之授予，並不包括由教會供給生活補助或報

酬。」

在教會規定男女都可以當輔祭，而且平信徒有這

個權利，這些工作和服務都是義務的，教會沒有

任何的酬勞給予平信徒。所以你們這個平信徒

組織「靈火天地」是一個模範，你們沒有拿過教

會的資源，反而幫助在福傳的事工上協助教會。

女的平信徒又怎樣呢？所以如果神父邀請大家

讀經的時候，大家絕對有這個權利和義務去接

受這個任務，無論男的或女的都可以擔任讀經

員、譯經員、唱歌等。平信徒也不要以種種理

由推辭這些任務。

教會需要交由很勇敢的信友站出來，承擔這些

職務。

「230條第二項：2 項 - 平信徒可臨時被指派在

禮儀行為中擔任讀經職；同樣，所有平信徒皆得

擔任釋經員、唱歌及其它依法律規定能盡的職

務。」

「230條第三項：在教會有需要的地方，缺乏聖

職人員時，須勸導平信徒，雖非讀經或輔祭員，

亦得擔任其職務，即施行聖道職，主持禮儀祈

禱，並依法律規定，施行聖洗並分送聖體。」

平信徒可應神父按當時環境的要求擔任輔祭職

等等，甚至講道理。教會在這方面是非常嚴格

的，在主日，宣讀福音由神父做。但在普通日

子，如果有需要的話，神父也可以邀請平信徒

分擔這些項目，現在神父的數目減少，現在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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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就有兩千多個堂區委託平信徒工作團管理。

若沒有神父，主日大家聽讀經，大家祈禱，當然

沒有彌撒。台灣也是一樣，山區上沒有神父開彌

撒，每個月一次神父才會到教堂開一次彌撒，

三個星期教友聚會祈禱讀經。中國大陸也是一

樣，很多地方缺乏神父，教會的發展也是依靠

平信徒，熱心的教友組織大家一起祈禱，傳揚

福音。在美國很多平信徒和修女在堂區分擔更

加多的責任，他們當主任，所以平信徒的權利

有很大的空間的。所以作為平信徒不要輕易放

棄這種權利，平信徒甚至可以施行聖洗，為他

人付洗，送聖體等等。

在缺少司鐸和執事的地區，教區主教得主教團

的贊同及聖座的許可，得委任平信徒證婚，平信

徒作為證婚人者應該有能力給予結婚的訓誨，這

不單只是一般律師證婚的工作，這是有權教訓，

為新婚夫婦作出教導，並以宗教禮儀完成。

藉着「靈火天地」慶祝六周年紀念，天主聖母大

大的祝福及感激你們，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下去，

有能力的教友進修神學。教友也不要輕易推辭

教會給予的任務。教友可透過注意、觀察、學習

及參與，承擔教會的職務。香港是一個活躍的教

區，希望更多平信徒願意奉獻自己。「靈火天

地」是平信徒開展使徒工作的一個好地方，使

很多人在這裏獲得很多的神益。我們感謝主讚

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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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慶朝聖日會慶朝聖日 文：靈火記者

每年10月24日是會家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

慶日，我們都會安排聯會活動作慶祝。今

年會慶安排在10月19日星期日舉行。我們

一行40多人，連同神師李海龍神父，在大

清早乘旅遊車前往香港仔聖瑪利安老院探

訪。此安老院是由安貧小姊妹修會營運，

有60多位長者正接受悉心的照顧。我們先

聽取義工蘇先生講解院舍的運作情況和服

務，其後我們亦有機會與部份長者傾談，

了解他們在院舍的生活情況。可能由於環

境清幽，空氣清新，照顧有加，不少長者

已年過九十，仍精神奕奕，活力非常。

其後我們繼續前往附近的聖神修院探訪，

獲得兩位年青修士的熱誠款待，除了介紹

聖神修院的歷史外，他們亦分享了個人的

聖召道路，令我們深刻體會到主的聖召安

排是何等奧妙。於香港仔珍寶海鮮舫享用

午膳後，我們下午便前往西環聖母玫瑰堂

探訪，有幸由林銘神父親自接待，並介紹

了聖堂的歷史及裝修後的設計，令我們獲

益良多。

今年的會慶活動讓我們會家一眾弟兄姊妹

可以聚首一堂，感謝及慶祝主保進教之佑

聖母對會家過去多年的帶領和保守，希望

聖母媽媽繼續光照會家，讓眾弟兄姊妹多

默想天主聖言，以實踐聖化自己聖化他人

的會家目標。

聖母玫瑰堂

聖神修院

聖瑪利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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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個月香港的社會氣氛實在令人有點困

擾和壓迫的感覺，因此我希望藉放假期間到日本

名古屋一遊，以舒緩心情，並且選擇了9月30日出

發的旅行團，以避免10月1日可能出現的事故而受

到阻延。

　　今次旅遊的重點是到日本阿智村觀星、並到

世界遺產白川鄉和上高地欣賞美景。五天的行程

都充滿上主的祝福，天氣晴朗，微風輕拂，是郊遊

行山的好季節。我很喜歡在航機上欣賞電影。今

次看的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此電影也曾在香

港上映。內容是講述一位少年Pi的家庭在印度本

是經營動物園，因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他的一

家其後帶著所有動物乘坐客輪移居加拿大，可惜

在途中遇著大風暴，故事就講述少年Pi如何在海

中與充滿獸性的獅子在救生艇中互相維持安全

的距離，在瀕臨缺水缺糧的一刻下對獅子的憐

憫……最令我感深刻的是當少年Pi在最疲累的時

候，他找到一個孤島休息了一夜後再重新出發，

但當他獲救後向人提及這個孤島時，卻沒有人知

悉有這個島的存在。少

年Pi於是感恩地說，

是上主知道在他需要

的時候為他所作的安

排。這 刻 讓 我 想 起 天

主曾說：「凡勞苦和負

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

前來，我要使你們安

息。」(瑪11：28)在日常生活裡，當我遇到困難

無力的時候，我也會向天父祈禱，求衪賜我智慧和

力量去找尋出路，克服困境。當我將一切交託上主

的時候，心境很自然地感到平安，思緒也清靜起

來，事情不知不覺地便得到解決。

　　世界遺產白川鄉合掌村及上高地國家公園是

日本著名的行山地點。白川鄉合掌村因屋的形狀

很尖，像一個合着的手，因而得名。在不同季節

皆有不同景致，各有特色。我們是次探訪屬秋季，

雖然紅葉仍未出現，欣賞的也是美麗的翠綠山巒

景色。上高地位於日本長野縣中部山嶽國立公園，

空氣清新，欣賞的是清靜的湖景和密茂的樹林。

我們在公園內邊行山邊拍攝美景，實在感覺健康

寫意。導遊在出發前更建議我們下載一個電腦程

式稱「形色」，將植物拍攝下來後，那個程式就會

將植物的資料顯示出來，十分有趣及富有教育意

義。身處大自然當中，看著每一花一草一木，成千

上萬的品種、顏色、形態，怎教人不讚嘆天主偉大

的奇妙化工! 

日本旅遊隨想

漫步人生路

文：寧

白川鄉

白川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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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行程重點之一是到阿智村觀星。據說是

全日本第二最佳觀星的地點。在香港萬家燈火的

環境下，觀星實在不容易，所以很期待這次旅程可

以欣賞繁星不盡的星空。導遊在出發前也建議我

們下載一個電腦程式「星夜行」，可以學習觀察天

空中的各個星座。在觀星前一日，天氣不太好，有

密雲和微雨，所以我心裡不斷祈禱，希望天父能聽

到我的禱告，讓天氣轉為晴朗無雲，讓我們可以欣

賞到著名的星空。當天我們按照行程到達觀星中

心，先欣賞介紹星系的影片後，便往戶外仰望天

空，看看有沒有星星，可惜只見雲霧，更開始下

著微微細雨，我們只好完成觀星之旅，回酒店休

息，實在感到有點遺憾！有時候我們的祈禱得不

到天主的回應時，心裡總是充滿疑惑。我心裡

想，天父是否聽不到我的祈禱或是我的禱告不夠

熱切誠懇呢? 這時我喜愛的聖詠「主慈頌」在我

耳邊響起：「衪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

花兒常開，衪卻恩許衪的慈愛常在……」對，我們

不需要追求生活的完美，只有天父的慈愛與恩典，

就足夠我們每天生活所需。那些未能滿足的，反而

可成為我們生活上努力向前的另一個目標呢！

　　10月4日晚上回到香港乘搭機場快線約11時

回到中環的時候，本想繼續乘地鐵回家休息，卻被

地鐵職員通知要盡快離開，因地鐵要全線關閉，

防止被人破壞。原來那天晚上又發生衝擊事件，我

們走在中環的街上，漆黑一片，行人車輛稀疏，馬

路上亦有防暴警察在工作。的士站雖然已排了很

長很長的隊，我們亦一試加入隊伍，希望可乘車順

利回家。可惜等了很久也沒有的士入站，想著不

是辦法，終於決定在附近酒店住了一晚，翌日再

回家。但這夜心裡並沒有因社會衝擊事件未能順

利回家而感到憤怒或不快，內心只有平靜地唸著

耶穌教我們的禱文，為香港的和平祈禱:「我們的

天父，願袮的名受顯揚，願袮的國來臨，願袮的旨

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袮今天賞給我們

日用的食糧，求袮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

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

於凶惡。亞孟。」希望香港很快走出陰霾，讓天父

恩賜的喜樂和平安繼續在這小島上臨現。

上高地國家公園

上高地國家公園

上高地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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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周年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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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54 周年，由

李海龍神父創立和帶領。會家宗旨是每天

「讀聖書、做默想」；將天主的教導潛移默

化，在日常生活中洋溢愛和喜樂，讓別人看

到我們身上的印證、光芒和希望！

　　聖神往往在我們生命中默默地帶領

著，讓我們向前、一步步走向天主；讓我們

在善會內成長，成為一個可以以身作則，以

天主的教導，愛的真諦來福傳天主的救恩。

　　天主祝福我們說：「願你們平安！」平

安的心讓我們沉浸在一個平靜、一點喜悅

和滿足的境況；讓我們更有能力、耐力去

面對面前的困難，同時去感受天主臨在的

安慰和信賴 ！

　　感恩於這個善會，讓我在生命的歷程

中、在信仰上能夠不斷學習和啟發，邁向天

主的真理；堅守公義、和平和慈悲的心。

　　祝福李海龍神父身體健康、主恩滿

溢！並在聖母的護佑和帶領下，讓會家繼

續向前，彼此團結、共融；每人能以心中的

一團愛火、靈火，去點燃和溫暖我們的鄰

人，把他們都帶進天主的懷抱內 ！

　　感謝天主 ！
　　有主就滿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