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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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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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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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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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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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介紹：
《聖像畫探秘之

                     「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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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火天地」繼2018年出版了第一本聖像畫書《聖像畫探秘》之後，有幸得到

艾斯德爾修女的支持，聯繫英國百福省之和平之后特維修道院和英國聖像畫協會取

得資料，三個機構聯手合作出版第二本書聖像畫書以《慶節》為題。在2020年12月

12日舉行發佈會之後正式發行，這本書特別探究在每個慶節的聖像畫中的主要人物

和象徵，同時透過一些正教會禮儀的禮文，加深認識和瞭解每張聖像畫的靈修意義，

書內每章的首張聖像畫是源自真福八端堂內的聖像畫屏風。這聖堂是位於以色列、

加里肋亞的一所大型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堂。香港學員亦親手寫畫了相關聖像畫，

並分享他們在寫畫過程中的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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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節中的聖像畫
《聖像畫探秘之「慶節」》

林社鈴執事

像畫不單是一幅平面的藝術作品，更

是禮儀的一部份，特別是在東方禮中，

聖像畫成為整個禮儀的一部份、一個環

節、一個情境，這個禮儀有悅耳的音樂、豐富

的人物、種種的裝飾、傳統的程序，構成一個

神聖的氛圍，在忘我的時空中，邀請我們用五

官去感受主的臨在。這就是我們用眼去看、用

耳去聽、用舌去體味、用鼻去嗅、用身體去感

受，用我們的意識去經驗禮儀的慶典，所以，

祝聖用的麵餅和聖爵也是比較明顯易見的，禮

儀是嚴肅的，主禮服飾是華麗的，教堂內的裝

飾，尤以西方禮教堂內的雕刻和聖像栩栩如生，

而東方禮的教堂內的聖像畫屏風是非常色彩輝煌

的，當人進入這種環境，人的各種感官：視、

聽、味、嗅、觸會被自然吸引，置身於這個神聖

的環境之中，我們整個人會被吸引歸向天主，

不知不覺地和天主十分接近。

 

　　天主是不可見的，但是天主透過我們所認

識的、透過我們所看見的、所感受的、所捉摸

的，讓我們感受到祂的存在、祂的愛、祂的慈

悲等。所以，聖像畫背後本身就是天主的愛和

慈悲。欣賞聖像畫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禮儀的

慶典中，隨着教會的禮儀年曆和慶節，經驗主

基督的逾越奧蹟，基督在最後晚餐中留下的紀

念(Anamnesis)，並非單純一件過往的事跡，而

是一個充滿現實和活力的「今天」。在追念過

往天主施恩救援的事蹟時，「今天」仍在慶典

中施恩。整個慶典中的儀式及標記，巧妙地發

揮着憶述和提醒的功能，為使救恩能再活現於

「此時此刻」。

 

　　基督徒的慶節是在不斷的循環之中，我們

有每天日與夜的循環，每年春、夏、秋、冬季

節的循環，但這些循環並不是週而復始的歸回

原點。而是在時空的運作中，上主親臨我們中間，

把每個人及整個人類的歷史納入救恩的軌跡，朝

向新天新地的來臨。教會的感恩慶典的特色，

就是我們充滿信賴與希望的呼喊：Maranatha，

即Maranatha「主已來了！」或Maranatha「主，

請來吧！」從主基督的誕生，實現救恩的許諾，

熱切地期待朝向主基督的再來，因為基督就是

萬物的原始和最後的終結。

 

　　在教會的慶節中，藉着聖像畫默觀祈禱，

主基督的奧蹟，讓天主將昔日為我們所作的奇

妙化工，在「今天」得以實現，當然就要看我

們每個人的心靈狀態，首先我們需要靜，能夠

停下來，讓自己的心靈有空間迎接天主的聖神

進入，如果我們能夠首先讓自己在聖像屏風前

坐下來，細看這些慶節的聖像畫釋放出來的圖

像內容，由聖母聖誕開始、光榮十字架、獻聖

母於聖殿、耶穌聖誕、耶穌受洗、獻耶穌於聖

殿、聖母領報、耶穌榮進耶路撒冷、耶穌升天、

聖神降臨、耶穌顯聖容、聖母安眠、耶穌復活

/耶穌下降陰府、耶穌加納婚宴行奇蹟、耶穌

復活拉匝祿、耶穌受難被釘十字架。當大家默

觀這些圖像，從聖母出世到聖母安眠，中間經

歷的種種旅程，從人生的旅程走到天國的旅程，

在這裏可以默觀自己的出世到天國的這一個旅

程，同時亦感受一下這一刻現在的我、此刻的

生活，感受天主的愛和慈悲在自己的身上。

 

　　聖像屏風中的每一慶節中的聖像畫，就是

帶我們走進這種默觀的領會之中，我們可以求

這份恩典、求天主這份慈悲，可憐我們罪人、

求賜悔改的力量，在靜默和主的感應之中，我

們和天主結合。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個機會

坐在聖像屏風之前，回顧自己、回顧自己的歷

史、回顧自己的恩典、思念自己這刻的生活，

這樣我們便漸漸可以進入默觀自己、默觀他人

、默觀天主的情景之中，從聖三父子神領略天

主所啟示的外在聖三的愛！

聖

為了讓大家分享這本書一部份的內容，這裏特別節錄由林社鈴執事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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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撕裂了不少家庭。《今日美國》刊登了一篇報導：
一對夫婦，一起生活了十五年，卻不肯告訴對方自己投票給誰。妻子投給特朗
普，因為她反對墮胎；丈夫也維護生命，卻不認同特朗普的其他政策，所以投
票給拜登。丈夫捐錢給拜登，不敢讓太太知道，因為她一定反對。子女也分裂
了，大兒子支持父親，三個女兒卻站在媽媽那邊。他們承認，家庭關係受到了
嚴峻的考驗。於是他們決定，在家裡不談政治。

香港不也是這樣？黃藍的政見撕裂了家庭，加劇了世代間的矛盾。結果在
家裡不敢談政治，恐怕辯論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教宗方濟各在《眾位弟兄》通諭提醒我們，築起圍牆，不與別人接觸，並
不能重建希望和更新關係。我們要坐下來聆聽對方，一起交談，在輕鬆的對話
或熱情的辯論中尋找真理。聖依勒內使用旋律的形象來解釋：追求真理的人不
應該專注於一個音符與另一個音符之間的差異，認為每個音符是彼此分開的。
相反，他應該意識到同一個人創作了整個旋律。同樣，雖然大家的政見不同，
我們仍屬一個基督奧體，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

只有愛能夠粉碎分隔我們的鎖鏈，架起橋樑；只有愛能夠維護尊嚴，並散
發出同情。讓我們都出一分力，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
唯有互相真誠開放，才會結出常存的果實。

主，求你光照我們，使家庭和睦，兄友弟恭。

沈茂光
【撕   裂了的家庭】

他將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子，使兒子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

臨時，以毀滅律打擊這地。﹝拉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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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隨生

一位中佬的祈禱

詠51：3 「天主，求你按照你
的仁慈憐憫我，依你豐厚的
慈愛，消滅我的罪惡。」

禱：
祈求主的仁慈憐憫我，憐憫
我的家人、兄弟，不
應發生的事，請
不讓它發生。
亞孟。

詠51：5 「因為我認清了我
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
眼前。」

禱：
祈求，我能認清我的罪惡，

不要心硬，不要讓我
的罪惡常在我的
眼前，也不知
犯了什麼錯。
亞孟。

詠51：7 
「是的，我自
出世便染上了
罪惡，我的母親
在罪惡中懷孕了我。」

詠51：8「你既然喜愛那出
自內心的誠實，求在我心的
深處教我認識智慧。」

禱：
祈求主讓我們出世便遠離罪，
不要按人的生地，種族，年
齡而判罪，也不因誠實而定
罪，擁有智慧不應是罪。

但有智慧的，
我知這真實的

世界，人出世便
染上罪惡。

祈求主讓人知罪，認罪，悔
罪，贖罪。

祈求在我們心深處認識智慧，
認識罪，認識人，認識真理，
讓疫症遠離，世界回復平靜。

好讓好景降臨，能使人重拾
信心，他日共聚無罪的天鄉。
亞孟。

很希望在
這特別的聖誕，為大

家寫一些和平的信息，分三
至四期在靈火刊登，包括：一

個中佬的祈禱；為一對戀人祈禱，
為一對兄弟祈禱。

十二月八日，聖母無染原罪
始胎節。教友們在正午12時至下
午1時的「恩寵的聖時」祈禱，

寄盼聖母助其實現。

註：如大家有祈禱分享，敬請踴躍投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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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雲卷雲舒，園中花開花落！生

命有限、愛心無窮！上天好生之

德，賜我們生命福蔭人間，即使是短暫，

也是十分珍貴！

　　時序運轉又是2021年了，人生七十

古來稀，但今天科學昌明，醫學發達，

仍要經歷新冠狀病毒的侵害，生命難有

保障。我們靠着信德生活，一切都在天

父眷顧之下，依賴祂、信靠祂，便能天天

生活在安祥中，以欣悅的心態迎接每一個

挑戰，因為「心中有主，由祂作主！」

就能與主相偕，在主愛內生活是最美好

的樂活之道。

　　即使我出身貧困，在徒置區(貧民窟)

成長，在日間工作、夜間上學的苦讀生

涯中，仍感到生命珍貴，因為遇上不少貴

人，在人生艱苦的路上扶持、鼓勵和提點

我，最大的恩公就是召叫我成為祂的人─

─上主大父，主基督，我的恩主。

我感謝、我祈求⋯

主！我感謝祢創造了人，更使我生而為人；

我祈求──使我充滿生命去發揮祢所賜的

才能。

主！我感謝祢創造了女性，更使我生為女

性；

我祈求──在我有生之年能活出女性慈愛

與包容的生命！

主！我感謝祢興神恩、賞聖召，使我成為

母佑女兒；

我祈求──能與祢一起活出鮑聖神恩，與

年青人喜樂平安地生活！

主！我感謝祢此生的一切賜予；

我祈求──能與祢一起平安喜樂地完成慈幼

牧靈的使命！

慈幼聖召頌歌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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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即連同表格寄回：
07

　　主！我感謝祢賜我活到此刻；

　　我祈求──給我溫良的耳順之恩，更

賜我從心所欲，不踰矩的自由！

　　回憶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刻，就是被主吸

引，渴求跟隨召喚的那一刻，是我生命最

美好的十八、二十時；此刻這美妙的祈禱，

流露着的：是少女情懷！  

       

　　主！吐盡芳華皆為祢！

　　祢創造了我，讓我從從容容地，一天

一點地甦醒着；在自由自在的時間裡，一

呼一吸地漸漸成長，直到步入青春的日子。

　　我努力地、不斷向上地吐露芳華，一

天一點點把心靈傾向祢；一天一點點地把

生命投向祢。祢邀請我跟隨你，作祢的使

徒、作祢的淨配！

　　我爽朗地回應了，祢更肯定地天天與

我同在，助我衝破一切困難，投入了母佑

會大家庭，踐行我的使命。在這漫長的生

命之旅中，在我枯渴的時候，祢以體血飽飫

我、以聖言滋潤我！我疲累的時候，祢讓

我安歇在祢的聖心中！

　　當我清醒時，讚美祢、感謝祢！因祢

以恩寵常伴我左右。此生讓我盡情開放自

己的身心；此世使我欣悅地給祢獻盡自己！

　　縱使我活過幾十個春夏秋冬，千千個

平凡日子之後，我會一天天地老去，但我知

道：我將會甦醒在祢慈愛的胸懷中，欣賞祢

真、善、美、愛的臨在。祢會與我千秋萬

世永遠共聚！祢給我的生命太美了，我雖渺

小，祢給我的慈幼使命，實在太偉大了！

我感謝祢！讚美祢！

滿懷感恩寫于        

202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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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參觀了一個攝影展，相片是一群小學生的作品，部份相片所
影的是天空上的雲。千變萬化的雲彩，構成了一幅幅美麗的圖畫。看過
這個攝影展後，也引起了我觀雲的興趣。最近在屋苑海濱漫步時，仰望
天空一看，竟讓我看到一朵朵奇幻美麗的雲團(圖一)，立時拿出攝影機，
捕捉這一剎那美麗的景象。

　　構成這些美麗的雲彩，當然有其科學方面的解說；而聖經卻這樣說:

　　「你豈能知道天主怎樣發命，怎樣使雲中電光閃爍？雲怎樣浮動，
全知者的奇妙化工，你豈能明白？」(約 - 37:15-16) (圖二)

　　雲，亦讓我回憶起年少讀書時，那本聖經簡易版內，天主是以三角
形雲彩的形態出現的。長大後我時常仰望天空，看看會否發現三角形的
雲彩，以找到天主的踪影，期待祂跟我說話。

　　「凡誠心誠意恭敬天主的，必蒙接納；他的祈禱上徹雲霄。謙卑人
的祈禱，穿雲而上，不達到目的，決不甘休；不等至高者見了，為義人
伸冤，執行正義，決不離開。」(德 - 35:20-21) (圖三)

　　其實，天主以雲彩向人傳達訊息也記錄在聖經內，就讓我與各位分
享部份章節如下:

　　天主說：「這是我在我與你們以及同你們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間，
立約的永遠標記：我把虹霓放在雲間，作我與大地之間立約的標記。幾
時我興雲遮蓋大地，雲中要出現虹霓，那時我便想起我與你們以及各種
屬血肉的生物之間所立的盟約：這樣水就不會再成為洪水，毀滅一切血
肉的生物。幾時虹霓在雲間出現，我一看見，就想起在天主與地上各種
屬血肉的生物之間所立的永遠盟約。」(創 - 9:12-16)

　　「在豎立帳幕那一天，有雲彩遮蓋了帳幕，即會幕；到晚上雲彩停
在帳幕上，形狀似火，直到早晨。白天有雲彩遮蓋，夜間雲彩形狀似火
：常是如此。幾時雲彩由帳幕上升起，以色列子民隨即起程；雲彩在那
裡停住了，以色列子民就在那裡紮營。以色列子民照上主的吩咐起程，
亦照上主的命令紮營：雲彩停留在帳幕上幾日，他們就幾日紮營不動。
雲彩若多日停留在帳幕上，以色列子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不移營前行
。⋯⋯他們全照上主藉梅瑟所吩咐的，遵守上主的訓示。」(出谷紀 - 
9:15-23)

　　『伯多祿就開口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
我就在這裏搭三個帳棚：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
他還在說話的時候，忽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敝了他們，並且雲中有聲
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瑪 - 17:1-9) 
(圖四)

　　不錯，只要我們相信，天主就臨在於雲彩中。只要我們願意，只要
我們記起，天主隨時可以跟我們談話。與主親近，不就是那麼容易嗎?

雲
作者：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