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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路6:36）
耶穌鼓勵我們「成全」
：
「你們應當是成全的，
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瑪5:48）
，耶

穌進一步勸勉：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
父那樣慈悲。」
（路6:36）我默觀這句聖言及耶
穌的心意，我有幾點分享。

中國人有句俗語：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每個

人內心就有天主這份美善。耶穌的心意叫我
們效法天父的「成全」
，效法天父的「慈悲」
。

人內心這份良善、慈悲之心需要孕育，否則就
容易被其他情緒所蓋住。一個人發脾氣的時

候，就是自己的怒氣、埋怨蓋過自己內心這份

慈悲和良善。當我們靜下來的時候，會留意自

己的情緒是多麼的豐富，有平靜、平安、欣慰、
幸福、好奇、雀躍，不過同時間也有藏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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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情感，有時候同時間夾雜着埋
怨、緊張、焦慮、嫉妒、嬲怒....等等我

們不大喜歡的情緒。我們的內在就是
有善和惡無時無刻爭持的真相。這是
一份很大的張力，耶穌今天教我們了

解天父的心意；就是慈悲大於判斷，
慈悲大於法律、大於規矩、大於懲罰、
大於道理......。耶穌教我們內心要充

滿慈悲......，戰勝理性、規矩，一切從

應天父對自己的愛，為做到天父要求我們的「成全」

耶穌教我們，慈悲就是完全出於慈悲

達尼爾先知當時代表以民悔罪祈禱。今天普世教會

於責任，不是出於對天父的恐懼，不

個角落、在不同的彌撒中，在禮儀中，在各個隱修院

領略天父的慈悲和愛開始......！

本身、出於天主的。對人慈悲不是出

是出於害怕天父的懲罰，不是怕死後

落地獄等等，也不是出於對自我的

肯定，不是出於法律及規則的要求，

更不是出於博取別人的讚賞......，而
是單單從自己內心的良善出發，為回

而出發......！

也代表我們罪人祈求悔罪。我想起普世教會在每一

迴蕩著對天父的祈禱。今天讓我們也投入這種悔罪

的祈禱中。主，請幫助我們除去內心的一切罪惡的

傾向、緩於發怒，止於判斷，但增加我們內心的慈
悲、安慰，賞賜我們與人慈悲的恩典！主耶穌感謝
祢！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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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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連同表格寄回：

聖言滋養

文：魯耕

『當下末世亂象紛陳，
吾人當如何自處』
『將有許多人，假冒我的名說：我就是(默西亞)，......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
國家攻擊國家；將有大地震，到處有饑荒、瘟疫和天上的巨大凶兆。』
(路21：8-11)

默想：

今日讀經所見的末世描述，與最近兩年所見
的世界亂象，何其吻合，真令人擔心啊！先看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人類死傷忱藉！再看遍地
紛爭，怨氣沖天；暴亂、抹黑、污衊、甩鍋、貿易

戰、外交戰、軍事衝突、種族流血衝突、還有地

震、颱風，…....。(且舉一個世人在電視前，都

「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聖神的果效是仁

以下「金句」
，親自承認：we cheat, we lie, we

節制。」終能戰勝「本性私慾的作為。」(迦5：

不已！簡直嗅到了濃烈的末世味道！

到世界的終結。」至此，我如釋重負！

看到的畫面；美國國務卿在接受採訪時，講了
steal, we murder. ) 人性醜惡如斯，令人驚慄

大地的兒女，天主的子民，當如何自處和應對，
仰首問蒼天啊！......拯救蒼生之道，還從聖經
話語中尋！......「人們要把你們拘捕、迫害，......

要鎮定，因為我要給你們口才和明智，是一切
仇敵不能辯駁的。...要憑着堅忍，保存你們的
靈魂。」(路21：12～29 摘句)

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

19,22,25）不要怕！
「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

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父，我俯伏祢前，誠心頌唱「宣

揚福音」歌(頌恩403首)......我們都是基督宗
徒，多麼光榮，......我的口號不怕吃苦，我的旗

幟愛人如己，我的食糧聖體聖血，我的刀鎗祈
禱讀經，我的雄心感化萬衆，......。願天主的旨
意承行在人間大地，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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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小品》
在

聖誕禮物

這一年的日子裏，新冠病毒纏繞不去，

地得了頭獎，獎品是堆得很高的一盒盒禮物。就

不同，如何在人命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變成最大

他們和聖母瑪利亞及聖若瑟一齊經歷了聖家前

影響整個世界，各國政府的應對政策都

的難題。作為一個小市民，生活也不好過，莫說出

外旅遊，每次有事要外出都由打開大門那一刻開
始便戰戰競競，處處防範，心恐一不留神會被感

在此時，他們穿梭時空，回到耶穌誕生前的時刻，
往白冷的顛簸旅途；及至耶穌誕生，天使報喜，牧

羊人及三王來朝，兩兄妹親歷其境參與整個過
程，被當中的「愛」所深深感動。他們又在此刻穿

染，更不好的是傳染給家人。

梭時空返回商場，剛巧看見一個窮孩子和他的媽

但這充滿沉鬱的心情，在剛踏入十二月起了微妙

的心，便將手上的頭獎獎券送給那孩子，然後很

的變化，因將臨期已到，心裏多了一份期盼和歡
欣。聖誕節即將來臨，這節日對於未有信仰的人
來說，是與家人朋友相聚、分享美食和禮物的溫

媽正在憂愁今年沒有能力買禮物，哥哥動了憐憫
高興地和妺妹及萬能機械人回家，還馬上主動將
馬槽佈置好。

馨節日。有一位尚未信主的朋友告訴我，今年已

天主是愛(若一 4:16）
，
「愛」誕生了，聖誕節不但

歡樂的氣氛，驅走心裏的鬱悶。聖誕節對我們基

現世生活，賜與我們平安喜樂及永恆的生命。

提早將聖誕飾物拿出來佈置家居，希望增添一些
督徒來說，除了是一個歡樂的節日外，更是信仰
的重點，因為天主救贖人類的計劃，因著聖母瑪
利亞的回應，由耶穌基督的降生而展開了。
曾經看過一部卡通片，描述兩位
小兄妹和一個萬能機械人，
對聖誕節很冷漠，媽媽邀
請哥哥佈置馬槽，但他
不 理 會，卻 帶 著 妹 妹
和萬能機械人去逛商
場參加抽獎，更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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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靜文

帶來歡樂，如果接受這「愛」
，祂更會轉化我們的

如果我也有幸來到馬槽前，朝拜聖潔的嬰孩耶
穌，我的心定必為衪的愛所溶化。我在想：渺小的
我能呈奉上什麼作禮物呢？嬰孩耶

穌喜歡什麼禮物呢？可能每
個人的答案都不同，但

我深信只要是真心的

奉 獻，祗 要 是 為 愛
祂而做的，無論是
多 麼 的 微 小，小

小的主耶穌都會

悅納的。

漫步人生路
文：寧

資

智慧咭

訊及電腦科技在現代社會已成為

不錯，沒有了天主的恩賜和帶領，我便一

作上，手提電話及電腦更是貼身及不可或

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

普遍的生活模式，無論在個人或工

缺的工具。每天早上回到辦公室時，我第

無是處，正如路加福音17:10所記載:「你們
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我相

一時間就是開啟枱上的電腦。為著保障電

信天父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計劃，

加裝了保安系統，用者要將電腦解鎖才能

平安帶給身邊的人。但實踐天父的計劃可

腦的安全，公司的資訊科技部為每枱電腦
繼續使用。如何解鎖?電腦顯示屏會出現
提示，讓我選擇「使用智慧咭」或「插入修

復金鑰」
。我會選擇「使用智慧咭」
，輸入密
碼後就能解除電腦的封鎖，開始一天的工
作。

當我選擇「使用智慧咭」及輸入密碼時，我

都會同時為一天的工作向天主禱告，祈求

衪恩賜我足夠的智慧去完成當天的工作，
特別是遇到要解決的難題，希望仁慈的天

父能給我指引，帶領我像渡過紅海一樣，
跨越困難。

「智慧是光明的，從不暗淡；愛慕她的，很

容易看見她;尋覓她的，就可找到她；一有

讓我們透過實踐這個計劃將衪的喜樂和

能並不容易，亦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和

挑戰。我何德何能可以完成這項事工呢?
這個危機如何處理呢?可能每一天在工作
上都會多次問自己以上的問題。在亳無信

心的情況下，這也是對信德的反照，唯有

謙卑地向天父祈求，惠賜我足夠的能力、
智慧去接受挑戰，我便會毫無憂慮地迎難

而上，盡能力去拆解各種困難和危機，因
為我相信天主是我的最強後盾。

「敬畏天主是智慧的肇基。」(箴言1:7)，我
深信祇要時常將上主置於我的眼前，敬畏

愛慕衪，跟隨衪的道路行走，我一生必充
滿衪所恩賜的智慧。

追求她的志願，她必預先顯示給他們。清
早起來，尋求她的，不必費力，因此必發現

她已坐在門前。思念智慧，是齊全的明哲；
為她守夜不寐的，很快就亳無顧慮。因為，
智慧到處尋找配得上自己的人，她在路
上，親切地把自己顯示出來，很關心地迎

接他們。」(智慧篇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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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

55

創會

周年

誌慶

感謝聖母的眷顧及神師李海龍神父的帶領，
2020年10月是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創會55周年誌慶。
會家海內外分會及「靈火運動」各團體藉此機會分享了它們的近況及事工；
會務感人，文章動人。

55th anniversar�

第一分會

疫情期間，很多事情都停頓了，每月一次的例會，也不能進行。多
年來出席分享會的會員都近乎100%，除非因要事而不能來。每次
分享聖經都非常踴躍，有時要插入分享也不容易啊!

回顧近年，我們都有幾次出外朝聖。2017年復活節前，去了大嶼
山神樂院，遠離煩囂，與修士一起獻彌撒，拂除心中的塵埃，學習
神貧，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記得多年前第一分會都喜愛
去神樂院避靜。

大約2017年9月，一位會員的太太分享了多年前的一個神視，

在她任教學校附近的修院門前，看見了聖母媽媽接她的母親

上天堂，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之後我們一起去學校附近的教堂

望彌撒，她帶我們去她看見聖母的修院門口回憶往事，剛好有

一位修女經過，她請我們入修會參觀朝聖，這實在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2018年高鐵通車，我們很高興的一起乘高鐵再去廣州石室耶穌聖心堂朝聖，望彌撒的人擠得水洩不通，
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天主。

近年會家的大型聚會，例如李神父90大壽，第一分會的舊會員都來和我們一起慶祝，移民了多年的舊會

員回港時也會來靈火文化探探我們。難怪有一次我們一起出席婚宴時談得興高彩烈，在旁的一位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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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你們是否一家人呀？是的，真是有家人的感覺啊!

2020

第二分會添新血

過 去數年來，第二分會最觸目的發展是增加了約十
位常會的參加者，他們全是來自會家開辧的「靈火慕
道班」的新領洗者。他們大多是較年青的專業人士，在

忙碌的工作和家務壓力下，仍重視自己的信仰生活，
設法前來出席每兩週一次的分會聚會。因此，連同原
有約十位的資深會員，平日的常會一般都不少於十人

參與。而我們也邀請神師李海龍神父坐鎮，既讓李神
父見見會友，也讓出席者聆聽神師的訓誨。

第二分會到聖瑪加利大堂派聖書

遇上良辰吉日，好像神師李海龍神父的壽宴或者每年在
靈火文化中心舉行的聖誕聯歡會，他們會帶同小朋友前
來參加，營造出非常溫馨熱鬧的氣氛。這批新人也參與

我們會家的傳統宗徒工作，先後到了聖瑪加利堂和聖十
字架堂派發《靈閱三十》和《靈火點點》
。

會家55年的發展清楚告訴我們，增加新血是每個分會的

最大的挑戰，而開辧慕道班是吸納新人的最有效方法，
第二分會的經驗正好印證這論斷。事實上，會家早期的
會員也大多來自李神父開辧的慕道班畢業生。所以，各
第二分會聖誕聯歡會

分會仍可以考慮這項宗徒工作呢。

第三分會

遇，讓千里之外的何棠與美斯，可以和我們

會）
、地（開會地方）
、人（開會會友）都變得

人的需要，讓我們反思小朋友最需要學什

怎知疫情滾滾而來，一切理所當然的事（開

不一樣。過去的小爭吵（搞什麼活動，開會
主題......）都變得不重要。今年活動主要變

成每月網上分享會，會友分享生活、金句、
聖經。改變使人更珍惜，大家均非常珍惜每

次開會的機會。每當知道會友病倒或入院，
大家都非常緊張，為他們祈禱。改變也是機
07

一起開會；這改變讓我們每天想起家中老
麼，反省我們與人與大自然與主的關係，每

人的一小步，可能已是其他人最大的支持。
但願這些陰霾的日子很快過去，我們可以

很快回到我們認識的香港，老地方再相見。
最後非常感謝我們的神師張神父每次開會
的教導。

Peter

聖
聖母
母進
進教
教者
者之
之佑
佑會
會創
創會
會 周
周年
年

承 蒙會友錯愛，一年之初，充擔會長之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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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第七分會

新枝承雨冒

自從2015年10月，五位會員回港參加會家50

週年慶典後，我們就像雨後的樹苗，充滿生氣。

舊燕戀巢歸

會家人才濟濟。

對一些長居海外的會員來說，參加大會慶，和

第七分會福傳的另一項活動，是現場表演，我

歸屬感，也加強了我們對會家使命的認同。由

聚講”的福傳音樂會，2016年，我們把聚會改

其他分會兄弟姊妹溝通，重燃了我們對會家的
此，第七分會和其他一些海外會員，創立了“靈

火”旗下的一個新支隊，目的是以高質素的歌

詠和視像，在大衆傳媒的平台上傳揚福音。

“靈火傳燃”這支新隊，在李海龍神父的祝福下，

們在2015年前，已舉辦了七次，稱為“靈火唱

名為“靈火傳燃唱聚講”
，在2016和2018年，於
美國三藩市舉辦，得到當地神長大力嘉許，並
投入參與。教友踴躍到場，不少從遠方幾小時
車程而來。場面充滿喜樂。

於2016年初成立，並在同年4月8日，上載第一

2019年聖週，第七分會在三藩市，第一次舉辦

靈火傳燃”的主題曲，它表達了成員的理念。到

“苦難凱歌”
。我們和其他參與的教友，都十分

套福傳短片。這首以福音*為主題的歌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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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已有萬多人收看。
“靈火傳燃”現有兩系

列：
“心曲載福音”**，23套，
“心曲聖誕佈佳音

以紀念耶稣苦難為主題的音樂默想聚會，名為
感動，希望以後能再有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11套。這些作品，全是會家兄弟姊妹的心

第七分會的另一項福傳工作是廣播。兩位會員

內或國外的會員。歌詞創作，歌曲演唱，美術安

音和歌詠的講座。每月一次，40分鐘的節目，在

血結晶。參與製作的，有屬於其他分會，身在國
排，傳媒科技製作，都由自己人擔任，充份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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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每月安排播出“心曲載福音”
。這是一個基於福
三藩市灣區AM 1400頻道播出。

2016 靈火傳燃唱聚講，演後合照

2020
自從2015年回港後，會員十分積極參與每月常

在這五年中，我們經歷了創新的喜悦，也體驗到

分凌厲，很多社會活動都停頓了。

機會，使我們領悟到聖經“德訓篇”中“凡事有時”

會。可惜今年多災多難，新冠疫症在美國加州十

但這次疫情卻帶給我們意外的收獲，三位久別

十多年的舊會員，能有機會 Zoom入， 重新一起

開會，帶來無限舊愛新情。每次開會，首先互敍

重聚的温暖，這一年疫情帶來了障礙，也帶來了

的啟示。讓我們一同把個人，分會和會家的未來，
交托給全能，全智的天主，使我們能在每一個時
機，都能不遺餘力地回應祂的呼召。

近况，跟着輪流主持專題討論，以同心祈禱為终
结。在今年10月中，更有視像大團圓慶賀分會建
會46年，有很多舊會員參加，屏幕幾乎載不下！

註：*瑪5:14-16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

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

2018 靈火傳燃

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
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
之父。

**或搜索 靈火傳燃心曲福音

***或搜索 靈火傳燃心曲福音

第十分會

「五十五週年紀念」回顧過去五年分會的情況

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18:20)。我們

尼堂舉行，本分會亦隸屬堂區的傳信委會，是

們當中。

安多尼堂組成，每月有兩次例會，都在聖安多
代表堂區傳揚福音為使命和目標，如堂區舉
辦福傳活動我們會盡力參與。

會員方面比較資深的因他們工作忙碌或個人

我們以李海龍神父的訓導「讀聖書，做默想」

友加入，多謝李神父有時也參與並指導我們，

為宗旨，大家以福音內容分享信仰生活，藉著
福音啟示希望能增進團體及個人的信德，耶

穌說：
「因為那裏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
09

為分享福音緣故而相聚，祈望主耶穌會臨在我

理由已經很少參與，而每年都有幾位新慕道朋
但今年受到冠狀病毒疫情威脅，暫停了開會。
祈求天主憐憫，使全世界疫症早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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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分會是由神師李海龍神父為我們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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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祢」同行

奮
「力」前進

乘
「風」破浪

勇闖
「奇」蹟

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標題釋義：作者有感在過去的16年，天父一直在自己的身傍帶領指引，團
體因着主賜的力量，還有聖神的恩典，讓我們經歷了無數的奇妙事蹟．

靈 火文化的文教福傳事工起源於製作福傳光碟

靈火咖啡園是一個充滿上主臨在氛圍的餐飲聚

及書籍、聖物及精品、還有適合學校及主日學的教

晚三餐都樂在其中，而店員和很多顧客因常常

及文具，一直發展至宗教慶節主題產品、視聽產品
材及近年來在學校校園設計及裱貼的福傳裝置，
另有因應疫情關係而改為Zoom的網上「初領聖

體班」
，務求多元化，以配合小朋友在不同學習階
段所需的資訊及輔助老師和家長在培育宗教及德
育方面所需之教材。

眾地，很多顧客都把它當作自己的飯廳，早、午、
見面，所以有深厚的情誼。園內放置了很多福傳
靈修書籍，在憩靜的環境中，讓顧客一邊享用用

心製作的美食，一邊沉浸在上主的聖言中。但願

「福傳企業化、企業化福傳」的理想在天主的帶
領祝福下，恆久穩定地發展及遍及四方。

靈火文化的藝術福傳事工在這五年間，除了福傳
粵曲班的恆常課堂及定期的社區服務及表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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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製作了第五隻福傳粵曲光碟。由2015年至
2019年間，我們在演藝學院的歌劇院及戲劇院，理

靈火文化的慈善福傳工作旨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出粵語史詩式曲藝劇《耶穌傳》
，當中有學生專場

區設置攤位，藉著資訊及產品，向大眾傳播福音

工大學的賽馬會綜藝館及香港大會堂劇院呈獻演

及慕道者專場，頗受歡迎，萬料不到中學生對這項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抱有濃烈的興趣，他/她們

為我們打了一支「強心針」
，但願這項推廣福傳及
文化的活動能夠綿延增長，耶穌的故事能夠深入
民心，改變人心。

傳佈天國的喜訊。 每年靈火文化在香港書展教

的訊息、舉辦及參與各項活動，如在天星碼頭舉
行的「聖誕漫報」等等及於每年聖誕節送出聖誕
福袋給清貧、新移民及單親家庭的孩子，讓他們
明白及感受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總括來說，我們是向著這個目標「燃點你我心中

靈火、推廣信仰生活文化」邁進!求主繼續祝福
及帶領，感謝主、讚美主!

「信仰生活化 生活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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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獻給主 -

藝術福傳 ‒ 沿路所收集的美果

2020

（楊綺麗 ‒ 靈火文化幹事）

靈火文化的藝術福傳工作，始於聖母進教者

藝劇《厄瑪奴耳 ‒ 救恩神曲》
，我們每次演出

一分會梁傑倫弟兄、譚雅林姊妹伉儷的回應，

歌唱。凡看過此劇者，無不稱讚音樂及音效悅

之佑會第三分會馬榮陞弟兄的呼召，得到第
聯同馬兄的夫人麥麗萍姊妹及筆者（當時同

屬第三分會）一起勇力探索及開拓這條充滿
新奇的藝術福傳之路。

一瞬間，屈指計算我們已在這條路上工作了

十多年，沿途遇到很多天主派來幫助的人，在
這粵語曲藝及戲劇範疇內都是著名專業的編

劇家、作曲家、音樂家、導演、演員、唱家等。
我們一路走來，曾合作的專業人士大部份都

的舞台劇都是用它的音樂伴奏，由演員現場
耳動聽。王寶姫離世了，我們都非常難過，但

可以安慰的是，從寶姫的同事處得悉，她在病

中時全然信賴主的保守，及相信她會去天國。
同時，寶姫生前非常喜愛《厄瑪奴耳 ‒ 救恩神
曲》
，她的家人把我們2015年首演此劇的場刊

放到寶姫的靈位遺照旁。我們相信寶姫現已
安息主懷，她在最後日子信主的情況亦為她
的家人及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教外人，他們拿著曲譜劇本，不過照字唱，

靈火福傳粵曲班已成立了11年，近年我們有

時，相信歌詞的內容已滲入他們心中，因著天

們 要 不 時 停 課 避 疫 在 家。幸 而 我 們 可 用

照字讀，照音符彈奏。不過，在製作光碟、戲劇

主的仁慈，這些種子會慢慢發芽生長，有些更
會在他們中結成佳果。

靈火文化目前所有製錄的光碟，都是在著名
的廣州中國唱片公司灌錄，由兩位被曲藝界

非常尊重的錄音導演：王寶姫、甘文龍主理。
所有出自這間唱片公司製作的成品，都是有
很高的品質保證。 今年(2020年) 9月下旬，忽

傳來王寶姫因病離世的消息，心情非常沉痛
由寶姫細心地做後期製
作，特別是我們的福音曲

Zoom網上授課及舉行聖經分享及玫瑰經祈

禱會，每星期一、二及四的下午與學員們網上
見面，彼此安慰鼓勵分享，感情更覺深厚。 天

主的美意何其美好，因大家都要留在家中，學
員們都非常踴躍参加網上靈修聚會，藉著讀
經分享與默想玫瑰經奧蹟，加深對天主的仁
愛及主耶穌救世工程的認識，從而更認識自

己，而教外的學員亦自然地起了慕道的心。
現今，我們更成立了一隊祈禱大軍，每日為全
球疫情及受困苦所難的人士祈禱。

感謝天主聖神的帶領，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
順勢而為。天下太平時，我們的藝術

福傳以歌唱表演讚頌天主，逆/疫境

時，我們的團體以靈修加強信德，彼
此相愛相助，中悅天主。 願天主永
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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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因以往的光碟都是

三位學員先後領洗進教。由於今年的疫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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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會家55周年紀念：
「靈火天地」的回顧與前瞻

SODALIT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2018年12月30日「靈火天地」在灣仔天樂里

香港的社會運動及新型冠狀病毒疫症的影響，

大輝總主教、李海龍神父和張默石神父共同為

或聚會改以網上Zoom meeting的形式進行，

成立都第二個中心，繼續推動「靈火運動」
，韓

中心的開幕祝聖。第二個中心活動的焦點是興
趣班聚會及輔導服務，另一方面，原有在駱克
道的「靈火天地」中心繼續舉辦恆常的活動，包
括每天《靈火蜜語》的出版、逢周三中午的玫瑰

經祈禱聚會、朝聖會籌劃及安排各種的朝聖活
動、歌詠班、聖像畫、專業輔導服務、出版組；這

兩三年更增加了不同的信仰及靈修聚會，例如
晚餐廳、泰澤、石頭畫宗教藝術畫班、依納爵靈

中心的實地活動受到影響。現時部份靈修活動
這種網上分享形式的出現相信還有很多發展
的空間。總之「靈火天地」在聖母媽媽的帶領和

護佑之下，就足以推動「靈火運動」為己任，發
揮成立「靈火天地」的理念和使命，以後這八句
說話可以作為「靈火天地」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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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靈火天地」祝賀

修聚會、聖言書法藝術班等。這一兩年間，因為

慶祝會家成立55周年：
「每日聖言分享」的發展

聖母進教者之佑會（會家）推動的「靈火運動」

括會家的會員及有興趣分享聖言的朋友。在這

然就是《靈火》雙月刊，這份月刊伴隨着會家而

50人。
「每日聖言分享」是一份潛移默化的工作，

有兩項非常有意思的文字福傳項目，首推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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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靈火》出版的歷史相信已經超過50年，
透過《靈火》這份刊物的平台，除了分享各式各

樣的信仰及靈修文章之外，還提供一個渠道，
讓不同「靈火」團體匯聚在一起，報告及分享福
傳的動向和果實，為這個「靈火」大家庭提供一
份歸屬及溫暖。

希望能夠在推動「聖化他人」的目標上產生一些

果實。同時我們相信作者在參與寫作的過程中，
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培育，深信每一位作者透過
固定的寫作及分享，不斷增加對聖經及信仰的

認識，並且更加深刻體會自己的祈禱及默想經
驗，本身也就是一個「聖化自己」的神功。

另外一項事工不能不提的就是「每日聖言分享」

藉會家慶祝55周年的紀念，
「每日聖言分享」編

入第15個年頭，是會家推動的基本文字福傳活

祈求聖母媽媽繼續帶領整個「靈火運動」在未來

的出版，它從2006年中正式推出，至今已經進

動。最近「每日聖言分享」的作者舉行一次網上
的聚會，彼此分享寫作的心得及商討如何更有
效推動這一項文字福傳活動。現時這個寫作圈
子約有20位朋友及一個三人核心編輯小組，包
12

十多年期間，前後參與寫作的朋友差不多共有

輯小組感謝會家對這項文字福傳事工的支持，
的日子更上一層樓，在更廣闊的領域上散播在
更多靈火的種子。

「每日聖言分享」編輯小組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