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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節所慶祝的是耶穌顯現給以三賢
士為代表的普世萬民。所以，這是普

世歸向信德，欽崇唯一的天主造物主的瞻禮。
主顯節本身就有「顯示」的本質和意義。今天
我默觀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情景，聖神以鴿
子的形象「顯示」給耶穌，天上有聲音說：「你
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吸引我思念就
是「顯示」。

和這主題有關的是聖神、血和水（若一5:5-13）。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天主為以色列民族救援
的印記，天主分開紅海的水，讓以民逃離埃及。
血更加是以民救援和逾越的標記，天主打擊
埃及的所有長子，但越過以民的家門，因為有
羔羊的血在他們家的門楣上作為標記。血成
為救贖的象徵，也是耶穌受難的標記。耶穌的
一生，更是與天父的契合中時常受聖神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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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谷1:11）

顯示顯示顯示

主 領和啓迪。

耶穌在猶太文化和傳統成長過程之中，接受
聖家的教導，他的內心一定充滿很多為以民
救贖的印記，相信耶穌一定會問：「天父會有
什麼顯示給自己呢？」自己的民族是天主的
選民，但飽受波折，這是為了什麼？他的民族
被天主拯救：過紅海、出谷、賜予福地、有過輝
煌的王朝，但是以民卻被充軍，流落巴比倫，
又被外族人統治，現在更加是被置於羅馬人
統治之下。耶穌內心在想些什麼呢？他一定
有聽父母講過他出世的時候有異象，他的出
生是特別的，有東方賢士來朝拜，也有牧羊人
和天使朝拜和歌頌，不過他也知道他在很小
的時候便要逃難到埃及，避免當時黑落德王
的迫害，很多嬰兒無辜被殘殺。在耶穌的內心，
對於歌頌、朝拜、血腥和迫害，一定有一份很

深刻的經驗和情感。這些都是出現在耶穌生
命的標記，在耶穌的生命階段「顯示」出來。
相信耶穌在他祈禱之中，和天父的契合和啟
示之中，耶穌漸漸明白這些「顯示」所揭示的
意思，明白他救贖之途，慢慢他接納痛苦和
犧牲就是救贖人類的途徑，也就是天父交給
他的任務。

耶穌本來就是地道的猶太人，他的救恩本來
就是為猶太人，他怎樣明白他的救恩施及普
世。縱使耶穌在傳教的時候，這為他似乎也
不太明顯，耶穌對外邦人也是小心翼翼。或
者當耶穌憶起東方賢士在他出世來朝拜的
時候，「普世」的幅度在他救贖過程之中才慢
慢呈現，這些「顯示」才越來越清晰。耶穌在
約但河受洗，聽到天父的聲音：「你是我的愛
子，我因你而喜悅。」這成為耶穌決定出來傳
道的最清楚「顯示」，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年，他
決定開始傳道的生涯，展開他救贖人類之途。

耶穌在他生命之中有很多「顯示」。東方賢士
來朝「顯示」普世性，由猶太人獨有的救恩轉

到普世。那麼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什麼「顯示」
呢？透過聖經，我們比較清楚看見這些「顯
示」為耶穌明白他自己身份的角色和使命的
過程；通過時間、祈禱和啟示，天主透過耶穌
救贖人類奧蹟慢慢呈現出來。那麼天主為我
救贖的奧蹟又是怎樣的？我又怎樣明白自己
的角色和使命？天主又希望我成為一個怎樣
的人？我在天主眼中又是怎樣的？

此刻當我細察看自己的過去，一幕幕童年、
讀書、工作、人物等的景象出現，這些都在向
我說話。當我可以停留久一點，這裏好像有
一點「顯示」，主在跟我說話。此刻我好像又
明白天主多一份心意！感謝主！

主耶穌感謝祢。祢已經顯示給世人，更加顯
示給我。不過我又怎樣明白祢呢？祢就是透
過在我生命中的「顯示」和「印記」跟我說話，
不過有時為我又好像並不清晰。主，求你讓
我看得清、聽得見，在一些可能被蒙蔽的圖
像之中發現祢，在和祢相遇之中發現祢的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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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中，耶穌漸漸明白這些「顯示」所揭示的
意思，明白他救贖之途，慢慢他接納痛苦和
犧牲就是救贖人類的途徑，也就是天父交給
他的任務。

耶穌本來就是地道的猶太人，他的救恩本來
就是為猶太人，他怎樣明白他的救恩施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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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河受洗，聽到天父的聲音：「你是我的愛
子，我因你而喜悅。」這成為耶穌決定出來傳
道的最清楚「顯示」，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年，他
決定開始傳道的生涯，展開他救贖人類之途。

耶穌在他生命之中有很多「顯示」。東方賢士
來朝「顯示」普世性，由猶太人獨有的救恩轉

到普世。那麼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什麼「顯示」
呢？透過聖經，我們比較清楚看見這些「顯
示」為耶穌明白他自己身份的角色和使命的
過程；通過時間、祈禱和啟示，天主透過耶穌
救贖人類奧蹟慢慢呈現出來。那麼天主為我
救贖的奧蹟又是怎樣的？我又怎樣明白自己
的角色和使命？天主又希望我成為一個怎樣
的人？我在天主眼中又是怎樣的？

此刻當我細察看自己的過去，一幕幕童年、
讀書、工作、人物等的景象出現，這些都在向
我說話。當我可以停留久一點，這裏好像有
一點「顯示」，主在跟我說話。此刻我好像又
明白天主多一份心意！感謝主！

主耶穌感謝祢。祢已經顯示給世人，更加顯
示給我。不過我又怎樣明白祢呢？祢就是透
過在我生命中的「顯示」和「印記」跟我說話，
不過有時為我又好像並不清晰。主，求你讓
我看得清、聽得見，在一些可能被蒙蔽的圖
像之中發現祢，在和祢相遇之中發現祢的更
多。

為耶穌明白他自己身份的角色和使命的

救贖人類奧蹟慢慢呈現出來。那麼天主為我
、祈禱和啟示，天主透過耶穌

的角色和使命？天主又希望我成為一個怎樣的角色和使命？天主又希望我成為一個怎樣
救贖的奧蹟又是怎樣的？我又怎樣明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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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昭神父的教導 文：袁小玉

張子昭神父在一月中的聚會上，分享了撒

慕爾紀上第 3 章：小撒慕爾常常服侍上主，在睡

夢中聆聽到天主對他的召叫，他聽從了師傅厄

里的教導，知道這是天主對他的啟示，就向上主

回答：「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撒慕

爾成為了上主的先知，上主與他同在，天主的說

話常存於他的心中。

我們是否也有經驗聆聽過天主對我們的話語？

還是會以自己一貫的思維形式和喜歡的方法去

表達呢？我們是否也願意學習撒慕爾的精神，開

放自己並明悟聆聽天主在自己身上的計劃，一

生跟隨天主、事奉天主 ？

我們在現世生活中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爭財

奪權的行徑比比皆是，我們該當如何選擇基督

徒的生活呢？天主教導我們以溫良和善、謙卑的

態度和別人相處，願意放下世俗的爭權奪利；我

們需要一份來自天主的力量：祈禱！在祈禱內祈

求天主賜予恩典，使我們在寶貴的生命中，實踐

愛的意義和使命，以彰顯天主的光榮 ！

福傳的真諦需要我們以身作則的精神和態度去

領導，以輕柔的語言帶領及感染更多人去認識

天主，明悟天主無條件的愛和對世人的救贖 ！

要實踐福傳的道路，我們同時需要堅強我們的

信德和望德；學習耶穌基督常常渴慕祈禱的精

神，讓自己遠離煩囂，在寧靜中去聆聽、去領悟

天主的聖言、默想天主並與祂連結在一起，每天

親近祂、邁向祂、一生跟隨事奉祂！

基督是愛，感謝天主 ！

為推廣「讀聖書，做默想」

運 動及 進行其他的福傳事

工和聖化他人的工作計劃，

我們稱之為「靈火運動」。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需要你的

支持和捐獻。我們的工作包

括：維持《靈火》雙月刊的定

期出版和免費寄送，每日電

郵寄出「每日聖言分享」，舉

辦《聖經》分享會，再配合各

靈火組織推出各項的靈修

服務及培育活動。

我願意支持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的推廣「讀聖書，做默想」活動、
福傳和聖化事業，並作出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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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滋養

～誦讀聖詠119《天主的法律讚》的 聯想～
     『你的語言是我步履前的靈燈，是我
         路途上的光明。』(詠119：105）

主耶穌，今日的讀經剛巧唸到聖詠第119
首《天主的法律讚》，這是聖詠集中最長的
一篇，內分22首，合共176節，蘊藏大量豐富
的默想題材。單看看標題(筆者稍稍綜合了)
已經頂吸引的；
           ～守法律的幸福、喜樂(1、2首)
           ～求賜守法律之恩、安慰、寵光、傳揚
               聖道之恩(3～6首)
            ～法律是憂苦之慰(7首)
            ～立志遵守法律(8首)
            ～苦患警醒人守法律(9首)
            ～求賜憂苦得安慰、求賜助佑
                 （10,11首）
            ～法律永恆不變、增益人智、是苦患
                 中的光明(12～14首）
            ～痛恨天主所痛恨的(15首）
            ～守法律的必獲救助(16首）
            ～求天主的訓導、天主的法律正直無
                邪、求賜忠守法律之恩、求免脫離
                迫害(17～20首)
            ～守法律的喜樂與平安(21首)
            ～求賜一生愛慕天主的法律(22首)

細讀標題，對照心田，心靈被觸碰了，便不
期然燃起選讀某一首詩篇的渴望。譬如想
嚐嚐守法律的幸福和喜樂，便從(詠119：1、
2首)的章節中去尋，......「品行完備而遵行

「上主法津」的，真有福。全心尋求上主的人，
真有福。我要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犯
罪。」（詠119：1，2&11節）主耶穌啊！要成為
真有福的人，我先要修養身心，好趨向品行
完備，這只是先決，跟着是遵守和實行上主
的法律，要把你的話藏在心坎裏，使成為生

文：魯耕

活的規範，還要一生尋求他！但，人性軟弱，
會時時失足跌倒，所以，「求上主恩賜我，不
要使我走錯誤的道路。」(詠119：29）主啊，
你的話，凡人如何想得通，猜得透？「求你開
明我的眼晴，透視你法津的奇能。」(詠119：
18）

......當遭遇苦難禍患，渴求天主的安慰時，「在
我的憂苦中，這是我的安慰，因為你的聖言，
賜給我生氣。」「我一思念到你永恆的斷定，上
主，我是多麼安慰而高興。」(詠119：50,52）
「為叫我能學習你的法度，受苦遭難於我確
有好處。」(詠119：71）一邊唸著，一邊便感
受慈祥的上主在照顧着我，在安慰着我，這
樣好能「以整個心靈持守不逾！」(詠119：33）
數不盡的珍寶藏在這聖詠中，「連千萬的金
銀也不能相比。」(詠119：72）......

主耶穌，我忽然問自己，聖詠中用了這許許
多多的法律和其代名詞，如約法、誡命、章
程、言語、諾言、『聖言』、法度、律例等等，究
竟包羅了那些範圍呢？於是，我稍稍翻閱了
出谷紀的天主十誡，和梅瑟制訂的相關規
法，又翻閱《智慧書》......，真的眼花瞭亂。然

而從衆多智慧之言中，『聖言』橫空而出，給
了我靈光一剎，就好像給了我一個直捷了
當的答案。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
言就是天主，這下降凡塵的聖言，就是天父
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若1：1～14）（若一1：1
～2），祂給我們一一啟示了；主耶穌說：「我
來不是為廢除(法律)，而是為成全。」(瑪5：
17～18）在解答法學士的試探，「師傅，法律
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耶穌為世人給了完
滿的答案，道：「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
主你的天主。......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
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
於這兩條誡命。」(瑪22：35～40）

主耶穌，天主聖言！「你的語言是我步履前
的靈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感謝袮讓我
洞悉上主法律的精髓，好能全心尋求並一
生遵行。一生度愛主愛人的生活。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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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標題，對照心田，心靈被觸碰了，便不
期然燃起選讀某一首詩篇的渴望。譬如想
嚐嚐守法律的幸福和喜樂，便從(詠119：1、
2首)的章節中去尋，......「品行完備而遵行

「上主法津」的，真有福。全心尋求上主的人，
真有福。我要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犯
罪。」（詠119：1，2&11節）主耶穌啊！要成為
真有福的人，我先要修養身心，好趨向品行
完備，這只是先決，跟着是遵守和實行上主
的法律，要把你的話藏在心坎裏，使成為生

活的規範，還要一生尋求他！但，人性軟弱，
會時時失足跌倒，所以，「求上主恩賜我，不
要使我走錯誤的道路。」(詠119：29）主啊，
你的話，凡人如何想得通，猜得透？「求你開
明我的眼晴，透視你法津的奇能。」(詠119：
18）

......當遭遇苦難禍患，渴求天主的安慰時，「在
我的憂苦中，這是我的安慰，因為你的聖言，
賜給我生氣。」「我一思念到你永恆的斷定，上
主，我是多麼安慰而高興。」(詠119：50,52）
「為叫我能學習你的法度，受苦遭難於我確
有好處。」(詠119：71）一邊唸著，一邊便感
受慈祥的上主在照顧着我，在安慰着我，這
樣好能「以整個心靈持守不逾！」(詠119：33）
數不盡的珍寶藏在這聖詠中，「連千萬的金
銀也不能相比。」(詠119：72）......

主耶穌，我忽然問自己，聖詠中用了這許許
多多的法律和其代名詞，如約法、誡命、章
程、言語、諾言、『聖言』、法度、律例等等，究
竟包羅了那些範圍呢？於是，我稍稍翻閱了
出谷紀的天主十誡，和梅瑟制訂的相關規
法，又翻閱《智慧書》......，真的眼花瞭亂。然

而從衆多智慧之言中，『聖言』橫空而出，給
了我靈光一剎，就好像給了我一個直捷了
當的答案。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
言就是天主，這下降凡塵的聖言，就是天父
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若1：1～14）（若一1：1
～2），祂給我們一一啟示了；主耶穌說：「我
來不是為廢除(法律)，而是為成全。」(瑪5：
17～18）在解答法學士的試探，「師傅，法律
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耶穌為世人給了完
滿的答案，道：「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
主你的天主。......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
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
於這兩條誡命。」(瑪22：35～40）

主耶穌，天主聖言！「你的語言是我步履前
的靈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感謝袮讓我
洞悉上主法律的精髓，好能全心尋求並一
生遵行。一生度愛主愛人的生活。亞孟！



06 白川鄉

最近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得極為迅速，為打
好這場防疫之戰，政府宣佈停工停學；我也
配合專家的勸告，盡量留在家中。閒暇的時
間多了，便翻閱一遍書櫃裏的聖書。我是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學時期領洗的「老教友」。
在剛領洗後，經常到中環某天主教書店流
連，購買聖書聖物。印象中《愛的小品》便是
我買的第一本聖書；早幾天打開書櫃又看
到它，每次閱讀那些文章，總令我心靈受觸
動。當日買的那本《愛的小品》，在十多年前
因為太殘舊發霉，不得不掉去，但心裏還是
很喜歡這書，於是再去買一本新的回來替
代它。 

《愛的小品》由「示編輯委員會」編輯及出
版，在一九七七年初版，至一九八五年已是
第七版了。全書共有一百九十七頁，一百零
二篇小品文章；文章主題圍繞著愛、真理、
對上主的敬愛、對大自然美善的歌頌、人性
的光輝、面對生活挑戰的堅毅、面對人生
種種痛苦的積極樂觀態度、成長及生死的

困惑等等。文筆細膩溫柔、有些像新詩、有
些富含詩意、容易觸動人靈；用詞古樸流暢、
具有啟發性及簡潔易明。文章配上那些單
色線條的插圖，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
別有一番懷舊的滋味。

在這裏和大家分享其中一篇文章 《愛的記
憶》  (第33頁)
難得有一日清閒，又可憑欄低迴，想自己要
想的事，可以放眼遙望那遠山，投身於四圍
的蒼翠。每一株樹，每一支花，每一撮小草，
突然之間與你的生命息息相關。它們在生
長，也在消逝。從河水的流逝裏，又可聽出
生命細微的聲音。這是萬物必經的過程。世

愛的小品
文：麗芳



07

界上的生命永遠在變動，在流
轉……。這一切也使你有所頓
悟。真的，人會長大，會蒼老，
會因環境的折磨而變得冷酷
無情。聽來是多麼可悲的事，
但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宇宙間生命的
一切流轉變動，都在叮嚀著我們它的有限
性和不完整性。但是有一種東西是完整而
真實的，那便是愛。

一個基於永恆領域中的愛，是最真、最美的。
這種愛是源自信仰。也唯有基於信仰的愛
是永恆不變的。縱然愛你的人或是你愛的
人都離你而去。與你隔著千山萬水；但當生
活被勞苦的負荷壓迫得你透不過氣之時，
愛的記憶每每能令你重振精神，給你力量，
去承担生活中的苦楚和失敗，也令你在萬
般苦痛之中，悄然淌下熱淚，去接受這個看
來無可奈何的生命。回憶起那些愛你的人，
你所愛過的人，你會從惡劣的環境中，重新
去度那豐富而又自由的內心生活，這種以
愛為根基的內心生活，才能支持你的一生。
那麼，愛吧！盡量去愛，更要乘你還有眼睛
可以看、有耳可以聽、有心可以想的時候去
愛。一日，當你的眼睛不能再看時，你的耳
朵不能再聽時，你的心不能再思想，腦子
也不靈之時；便只有那愛的記憶能滋潤你

呆滯了的心靈，使
你仍然滿懷希望地
繼續支持你的生命，
勇敢地生活下去，
直到主的來臨。那時候，你將會感謝上主，
你的生命是何其豐滿，因為你曾經真正地
愛過了。

在另一篇文章 《談詩人》(第44頁) 中引述了
詩人徐志摩內心深刻的感情：
……詩人徐志摩曾經在一連串感情的摧折
中有所澈悟，使他說出下面感人的話：

「我不辭痛苦，
因為我要認識你，上主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裏存身，
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
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主！
我不遲疑。」

邀請你也看看這本書，讓這些如清泉般的
文章，洗滌心靈；讓我們以更純潔、熾熱的
心去靠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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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家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廿八日(年初四) 

中午在九龍一酒家舉行團拜聚餐，共有

三十多位會員及家人參加。各分會輪流

向大家及李海龍神師祝賀新年。當日節

目內容豐富，有猜燈謎、會員獻唱國語歌

曲及福傳粵曲、更有李神父現場親自用

毛筆書寫福音揮春送給大家。團拜在下

午三時許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會家團拜 文：靈火記者

文：靈火記者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二分會在2020年1月12日(主日)於銅鑼灣基督君皇小聖

堂向參與感恩聖祭的教友派送《靈火點點》，以鼓勵大家勤讀聖書、做默想。當日

適逢是堂區舉辦慕道者收錄禮，共有數佰位慕道者參與，《靈火點點》正可成為他

們學習讀聖經及靈修的良好工具。

《靈火點點》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為推廣「讀聖書、做默想」運動而編印的。此小書

以非賣品方式，贈予嚮往善度靈性生活的人。內容主要是向讀者說明為甚麼要重

視靈修、有何靈修妙法、什麼是「讀聖書、做默想

」、會遇到什麼障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活用這靈修方法等。

在現今社會，處處皆充斥著誘惑、煩憂，能時常銘記天主、親近天主並

不容易。《靈火點點》內容簡單易讀，就好像一把寶劍，讓我們學到後

隨時隨地也可燃點心中靈火，與主相偕，度過充實的信仰生活。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第二分會在2020年1月12日(主日)於銅鑼灣基督君王小聖

堂向參與感恩聖祭的教友派送《靈火點點》，以鼓勵大家勤讀聖書、做默想。當日

適逢是堂區舉辦慕道者收錄禮，共有數佰位慕道者參與，《靈火點點》正可成為他

們學習讀聖經及靈修的良好工具。

《靈火點點》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為推廣「讀聖書、做默想」運動而編印的。此小書

以非賣品方式，贈予嚮往善度靈性生活的人。內容主要是向讀者說明為甚麼要重

視靈修、有何靈修妙法、什麼是「讀聖書、做默想」、

會遇到什麼障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活用這靈修方法等。

在現今社會，處處皆充斥著誘惑、煩憂，能時常銘記天主、親近天主並

不容易。《靈火點點》內容簡單易讀，就好像一把寶劍，讓我們學到後

隨時隨地也可燃點心中靈火，與主相偕，度過充實的信仰生活。

靈修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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