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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新年快樂!  願各位在新的一年裏充滿着主的

恩寵! 新年新氣象，福泉也不例外。由今年

開始福泉將會由「月刋」改為「季刋」，每

三個月出版一次。每次出版的福泉都會有一

個主題。下次的主題是「重生」Reborn)，希

望大家能踴躍投稿！有你們的支持及聖神的

帶領，福泉定必能成為一本豐富、精采的刋

物。  多謝!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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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在這一年將盡，新的一年來臨之際，一方面懷著感恩之情  

回顧過去，同時亦以雀躍之心展望新的一年的來臨。在此獻上我摯

誠的祝福，耶穌基督帶給您們闔家平安、喜悅。過去一年我們堂區

人數不斷地增加，這是有賴各位熱心支持和積極參與。 各善會在 

服務中特別彰顯基督「愛」與「服務」的精神，使受服務者看到教

會（有如人間天國，基督的容貌呈現眼前），這使人親身體會到一

項不折不扣的福傳事工。剛巧回應福音的教訓：「我喜歡仁愛勝過

祭獻。」（瑪 9： 13）事實上，積極的基督徒往往是最有力的見證

人， 因為他們的自由是基督用自己最珍貴的生命換取回來。所 謂

「自由」是擺脫「永死」。 

 而這份期刊亦擔任著傳訊角色，替我們傳達福音訊息，使  

更多人獲得認識基督和分享信仰的機會，這是一個活生生的福傳經

驗。在這個只顧消費和物質享樂的年代，福傳便突顯其重要性，我

們更應當有意識和勇敢地表達出我們的信仰和價值觀：「是世界的

光，建在山上的城，是不能隱藏的，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

使他們看見你們的善行，光耀你們在天之父。」（瑪 5： 14,16） 

為此，我們應該呼籲大家身體力行，繼續互相合作發展堂區，所謂

「聚沙成塔」我們定能拓展這個大家庭。更重要的是為促進互愛，

以喜悅的心，謙卑的態度，成員在參與服務的過程中，活出福音的

精神，使能更珍惜和親切地體驗整個合作過程。 

 我主基督，幾時我們因祢的聖名而聚，祢便與我們同在。因

此，我們更應該放下一切俗世煩瑣，積極熱心地效法祢，為完成救

贖工程而努力。祢無條件地愛著我們，我們也要彼此相愛，從而體

會到基督的愛何等偉大。我們中，年老和幼小的要多加照顧，為長

者提供康樂活動，以免他們忍受孤寂。堂區正是一個培育小朋友的

搖籃，例如：舉辦有益身心的活動和學習福音等，好讓大家在基督

內共創一塊「尊老愛幼」的樂土，以顯主榮。 

蕭神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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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猶如一身」大家都記得聖保祿宗徒曾經提醒我們說：

「就如身體只是一個，郤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

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那些似乎是身體上比較軟弱的肢體，卻

更為重要，並且那些我們以為是身體上比較欠尊貴的肢體，我們就

越發加上尊貴的裝飾，我們不端雅的肢體，就越發顯得端雅。至於

我們端雅的肢體，就無需裝飾了。天主這樣配置了身體，對那欠缺

的，賜以加倍的尊貴，免得在身體內發生分裂，反使各肢體彼此互

相關照。若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都一同受苦，若是一個肢

體蒙受尊榮，所有的肢體都一同歡樂。」（格前 12 ： 12,22-26） 

 同工們雖然辛勞，但他們卻能藉此機會來效法基督，心裡  

必感到欣慰，因為他們已充滿了天主聖神，已被選作聖神的工具，

是蒙受祝福的。所以我們要歡欣起舞，因為天主要給與大家一個修

德立功的好機會，這就是為基督預備道路，好讓我們的主走進人群

裡，使他們都能皈化。目前最要緊的是為堂區發展定下計劃，使大

家的理想能早日實現，願基督的神國萬世無疆。為此，我們「就當

祈求多得建立教會的恩賜。」（格前 14 ： 12） 

 

  

  

 

 福泉創刋於 1995 年，它的原旨是作為廣東組的精神食糧， 

以及組內弟兄姊妹的溝通橋樑和通訊。 

 回看也做了 1995 至 2000 年的老編，實在不可想像，因為   

以往有很多教友的貢獻和支持，功勞不屬於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

多，特別是 Fr. Gus，老林太等不間斷的寫稿支持，以及已故弟兄

Stephen Chung 和 Doris 的貢獻。 

 我很奇怪近年這刋物缺少了很多內容，也聽到很多教友的意

見。歸根究底，原因只有一個：你和我都沒有寫文投稿。沒有了你

和我（係呀！就是你/妳和我！）的手筆，那會有文章的分享和訊息

的傳達？ 

 好消息是，現在你和我都有了新的機會。就從現在，願藉聖 

 福泉新紀元 Jo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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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二，1-5 ；羅十三，11-14 ；瑪二十四，37-44) 

 今天的第一篇讀經裡，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啟示了「在末 

日，耶路撒冷聖殿所在的熙雍山必矗立在群山之上，萬民都要向它

湧來」。為基督徒，這「末日」是指基督再來時默西亞時代的開始，

熙雍山或耶路撒冷聖殿都指聖教會。在「末日」，基督所建立的天

主教會，也就是祂自己的身體(參若二： 19-21 ：「你們拆毀這座  

聖殿，三天之內，我要把它重建起來！」)將成為萬民的中心，萬民

將結為一體，屬同一的天父，授與同等的法律，享受同等的光榮和

恆久的和平。 

 今天有一現象，我們好像不大願意提教會，就好像不大願

意提耶穌基督一樣。我們常會聽到「進不進入天主教會都沒關

係，反正所有的人都會得救」，「天主教會只是云云眾多教會之

一，信什麼教都一樣的」等等的論調，甚至說這些話的還是教會

裡的人，甚至愛天主教會，擁護天主教會都變得是「非常落伍，

非常狹隘小器！」這些輕視或蔑視主耶穌以自己的鮮血建立的，

奠基於伯多祿及其繼承從羅馬教會上的「唯一，至聖，至公，從

宗徒傳下來的教會」的態度和作法來自對天主教會沒有充分的，

甚至錯誤的認識。其實天主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

頭，也是這身體的救主」(弗一：23，四：13)「所有人都要向她

湧來」指萬民都應努力成為教會的成員，成為基督「身體」的一

個健康細胞。假如我們不是基督奧體的一份子，我們無法「追隨

死者中的首生者基督，獲得復活的救恩。」(哥一：18-19)「教會

之外是沒有救恩的」，這是教會過去、現在、將來都不會改變的

真理，因為身體和頭是不可分開的。頭在哪裡，身體也在哪裡。

愛基督就是愛教會，愛教會就是愛基督。(參宗九：1-19，31；格 

 
 

 

將臨期第一主日(甲年) 

群山之上   曾慶導 神父 (Fr. Augustine) 靈修 

神的帶領，由你和我的微小貢獻，可以帶出福泉的光彩，發揮福

泉對廣東組新的效用！                          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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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五： 9、保祿皈依前迫害的是教會，但主耶穌說他迫害的是祂 

自己，把自己與教會等同)當然，天主教會包括了那些非因自己的 

罪過而沒有認識基督，沒有公開領洗進入天主教會的好心人。（參  

「天主教教理」#836，#846 等)在這將臨期開始的讀經裡，我們好  

像在大博爾山看到主耶穌顯聖容一樣，看到了基督建立的教會的末

世性的光榮，一開始就給我們一個鼓勵：不談教會過去、現在或未

來會遇到怎樣內外的困難和迫害，她是獨特的，就如她的淨配基督

是獨特的；她的光榮勝利是寫在天主的保證書上了！──「到末

日，上主的聖殿所在的山嶺必矗立在群山之上，萬民都要向它湧

來！」 

 基督信仰裡的歷史觀不是憑人自己的想像得到的一個永無

止境的循環，而是天主子給人「啟示的」歷史觀：人在世的生命只

有一次，即有起點和終點，向著目標〈永生〉前進的直線運動〈此

直線有可能是用「生花之筆」所畫的「直」線〉，在這直線上的每

一點都有永恆的意義，都要求我們認真負責地度過，而不是「這一

次不重要，這一次不需認真，隨便怎樣都可以，等下一次再說」的

不負責任的態度。既然我們有人生目標，就該由這目標來決定我們

要走的每一步。 

 今天的福音裡主耶穌批評那些「照常吃喝婚嫁」的人，不是

批評他們吃喝婚嫁，而是批評他們以為只有現世，毫無永生目標的

吃喝婚嫁。相反，有人生目標，有準備基督第二次來臨的人，外表

的工作行為雖然與沒有目標的人沒有什麼不同〈「也在田裡工作，

也在磨坊推磨」〉，但結果會截然不同〈「一個被接去，一個被留

下」〉。保祿宗徒在今天的第二篇讀經裏也不是批評吃和喝，但不

應好像沒有明天的「狂宴豪飲」〈參格前十五： 32〉他也沒有批評

婚嫁，但不能「淫亂放蕩」這些「滿足私慾的肉身的事」。 

 主耶穌是會再來的，不在人類歷史的終結時，也會在我們每

個人生命的終結時。所以我們要準備好，「因為在想不到的時刻，

人子就來了」，但準備我們的死亡固然重要，而準備每日主的來臨

同樣重要。或著說，做好後者就等於做好前者。 

 主耶穌會以最窮者的小人物形象出現，我們如何接待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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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苦的小人物將決定我們日後被祝福抑或詛咒〈參瑪二十五： 31-

46〉。這些最窮苦的小人物可能是我們最想不到會是耶穌基督的，

但他們正是！「在任何想不到的時刻，人子就來了。」主耶穌今天

自稱的人子〈卑微的人群中的一份子〉，就是日後他坐在審判座上

時的自稱。〈瑪二十五： 31〉 

 在希伯來書裡，我們讀到：「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

的賽程，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希十二：

1-2〉所以我們要「看著永恆去過每一天」。既然每一天都可能是最

後的一天，所以在「今天」我要做我人生最重要的事。什麼是基督

徒人生中重要的事？就是用愛和寬恕之心去做的一切事。〈聖女小

德蘭語〉不一定是顯赫見報的事，可以是很平民的事：為了愛天 

主、愛人，去吃飯、睡覺、工作〈耕田、推磨〉、學習、娛樂、背

十字架…這樣，這些表面看來跟沒有信仰的人所做的一樣的事，會

有很不同的後果：享受到做這些事的喜樂。這喜樂是主耶穌再來時

要完滿地給我們的。用愛和寬恕去活每一天，這是我們的教會在今

天開始的新年的祝願！ 

 

 

 

 (依七： 10-14 ；羅一： 1-7 ；瑪一： 18-24) 

 今天第一篇讀經預言了救主的降生。但阿哈次王說的“我 

不想請求，我不願試探上主＂一句聽起來很謙遜的話，其實剛好相

反。阿哈次是精於政治權謀的人，他的精於權謀使他驕傲地認為靠

自己的力量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完全不需要天主的助佑。當 

然，後來的發展證明阿哈次的自恃是大錯特錯了。 

 今天的福音也常使人納悶：若瑟為什麼打算與瑪利亞解除

婚約？是他感到被瑪利亞欺騙了(但他沒有義怒的跡象)，還是別有

原因？根據合理的詮釋，是別有原因：若瑟因猶太人日夜期待的默

西亞今天突然降來，而且就降在他家的門楣下，而且他自己要負起

一個扶養默西亞的責任而感到憂慮不安。根據合理的詮釋，天使對

若瑟說的話：“達味的後代若瑟，不要怕娶瑪利亞作你的妻子，因    

將臨期第四主日(甲年)  

厄瑪努爾！   曾慶導 神父 (Fr. Augustine) 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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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是由於聖神而懷孕的＂有一個譯文上的錯誤。正確的應

是：“達味的後代若瑟，不要因為瑪利亞是由於聖神懷孕的，而    

害怕娶她做你的妻子＂。即是說：天使不是在消除若瑟的懷疑(若

瑟沒有什麼懷疑，因聖母不會把自己因聖神懷孕的事告訴他)，而 

是要給若瑟力量去履行作默西亞的養父的使命。 

 “有一位貞女將懷孕生子，人將稱祂的名字為厄瑪努爾，意

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這簡單毫無裝飾的幾句話，卻是如此的

震撼：貞女生子，天主與我們同在！ 

 (a)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比寫這幾句話的聖史瑪竇應

更能體會到這震撼性，因為我們的宇宙觀比二千年前的是進步多

了。我們知道我們所在的地球不過是巨大的太陽系的一個小行星，

繞著比自己大一百三十萬倍的太陽旋轉。太陽這巨大的恆星卻不過

是它所在的銀河系裡一千億個恆星中的一個，而這樣的銀河系有五

百億到一千億個之多！在太陽系裡只有地球有生物、有人的存在。

人啊！你不覺得自己微小和孤獨嗎？ 

 年前美國發射人造衛星上太空。這人造衛星作了探測太陽系

的任務後，會脫離太陽系，進入無盡無涯的宇宙外太空。人造衛星

裡有一個錄音磁帶，上面有美國總統和聯合國秘書長的錄音訊息，

希望萬一某年某月的某一天，在某一外太空的角落裡的某生物會得

到這人造衛星，會聽到並懂得磁帶的錄音內容，會知道某處的地球

上有“人＂在向他們呼喚……！ 

 這件事更突顯了人類的孤獨感。我們不知道別的星球上有沒

有“人＂，大概永遠都不會確知。但從今天的讀經裏，我們卻確知

外太空有“人＂認識我們，就是天主！我們不是宇宙中孤獨的，被

遺棄的一群流浪漢。創造、掌管宇宙的天主藉祂的兒子傳給我們一

個訊息：“你們不是孤獨的，天主與你們同在！＂知道有天主愛我

們、陪伴我們，我們將不會感覺像一個孤兒。我們走人生的旅途時

心裡會踏實，喜樂得多。 

 (b)就算我相信天主與我們同在，但祂與“我＂同在嗎？世

界人口超過六十億(也是一個天文數字！)很難想像天主會有暇關

心到我這個小人物。祂真會掛心我的個人福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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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子來到世界，但祂確定是來找每一個人，祂要拯救全人

類，一個一個地拯救，一個一個地改變人心的；匝凱、百夫長、瑪

麗德蓮、瑪竇、復活的小女孩、拉 匝祿、井邊的撒瑪利亞婦人、保

祿…主耶穌都是一個一個地花時間在他們“個人＂身上的。今天我

若願意親近祂(如在聖體櫃前)，祂也會聆聽我個人的傾訴，解決我

個人的問題的。主耶穌不是放下九十九隻安全的羊去尋覓一隻迷失

的羊嗎？厄瑪努爾，祂要來與“我＂為伴！ 

 (c)“天主與我們同在＂的信仰，在我們的靈修生活中有很

大的意義。我們如何看人的生命？有人說人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

生老病死到頭來一場空…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許不如自殺算

了；有人說人生如苦海，苦的原因是人的慾望，所以雖然是人，有

人性對真善美的慾望追求，也得去除，做一個“無慾＂的人；有人

說肉身是無價值的，只是禁錮精神的臭皮囊；有人說人性被原罪完

全摧毀，完全腐敗，做不出任何好事，只有“信＂才能獲救，“善

工＂沒有任何救贖的價值… 

 但從“厄瑪努爾＂，我們看到的是天主對“人＂的東西十 

分尊重，認為人的生命十分有價值，認為人的肉身極有尊嚴。即使

人間的痛苦和十字架，也因天主子為愛人的緣故親嚐了，而得到提

升，甚至成為喜樂的緣由(因我能與愛我而受苦的天主子一起受

苦)。尤其在三十年的納匝肋“隱居＂生活，厄瑪努爾表示天主完 

全接受人的生活條件，就如任何的平常人的生活一樣。我們每個人

的“納匝肋＂也因天主曾活過而被聖化，有了永恆的意義。在平凡

中我們會有不平凡，甚至可在最小的兄弟姐妹身上發現天主自己。

我們每天的工作，也是參與了天主繼續創造的工程，我們成了天主

的“共同創造者＂！因著厄瑪努爾，我們有了完全不同的生命觀，

生命事事充滿意義，世界處處可以找到神。(與泛神論不同，泛神論

把石頭樹木動物等同神，而我們因厄瑪努爾，能在石頭樹木動物這

些無靈之物上看到神的光輝。石頭樹木動物卻不是神。) 

 (d)最後，如果我們說驕傲、以自我為中心是被原罪玷汚了 

的人性最可悲的後果和特徵的話，厄瑪努爾給了我們最好最徹底的

謙遜的榜樣。我們效法這榜樣就能獲得最好、最徹底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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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修祖的展望 
 

 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是一個信仰團體，信仰活動應是我們 

的首要目標，因爲這是我們團體存在的理由。因此，團體今年特別

注重神修活動，希望藉著不同種類的活動，能夠令大家在信仰上有  

所裨益，同時加深神修方面的認知及對上主的信靠。 

下面的列表列出神修組來年的活動及展望： 

1. 成人慕道班 – 特別為培訓未領洗的朋友或已領洗而欲認識

多一點天主教教理的弟兄姐妹而設的。 
2. 兒童聖道禮/ 主日學 – 目前，我們只是為年幼的孩子服務，

協助他們認識神父在主日彌撒的道理。我們是有發展的空間，

擴展主日學，服務其他年齡的孩子，但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多多

幫助。 
3. 研習會 – 在每單月的第三個主日的研習會，為適應不同教友

的各種需要。 
4. 聖言分享 – 我們現有 6 組的聖言分享， 包括不同年齡，不

同時間及日子的組別在進行中。 
5. 退省 
 - 將臨期的退省已於 07 年 12 月 1 日舉行。 

 - 四旬期的退省將會分開在四個連續的周日舉行，主題分別是     

拜苦路，團體的修和，寬恕及服務。 

 - 家庭退省將於暑假期間舉行，將會邀請全家老少一齊參加。 

6. 朝聖 – 我們計劃安排多些短綫的朝聖活動，如參觀教堂或傳

教區等。 
7.聖召培育 – 我們計劃多灌輸聖召的意念給各青年朋友，亦計

劃多培育年輕人對團體的歸屬感，從而成爲我們的接班人。 
由於神修活動對團體的每一個成員都是那麽重要，我們希望可以利

用各種不同的活動，令到大家的信德更加活潑。但由於活動的種類

繁多，神修組極度需要大家援手，協助活動的安排，準備及推廣等。

在此，誠意邀請大家的協助及支持，多謝。願天主保佑我們！ 

Tony Lau 



林楊秀珍  Mary 
基督普世君王  

 
 

 當耶穌被帶到總督府時，彼拉多問耶穌說：「你是猶太人的

君王嗎﹖」祂回答說：「你說的是。」（路二十三 3）究竟這個模棱

兩可的答覆有甚麼含意﹖耶穌為甚麼不直接承認自己是猶太人的

君王﹖ 

 耶穌一生努力將天國實現於人間，暗示自己就是先知預言 

的猶太人君王。不過，當時的猶太人，甚至是與祂日夕共處的門徒，

對祂的君王身份都有所保留，因為祂為人處事之道，與一般君王是

大相逕庭的。  

 猶太人心目中理想的君王是達味。他雄才偉略，勤政愛民。

在他的帶領下，猶太曾經是一個強盛富庶的國家。這個期望在耶穌

時代尤為明顯，因為猶太人當時生活在羅馬人的統治下，失去民族

的尊嚴，正渴望一位英明的領袖能帶領他們復國。不過，耶穌所理

解的君王卻不一樣。天國的實現並不是通過武力，而是愛心。祂強

調自己來不是受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甚至為他人交付自己的生

命。事實上，耶穌的寶座並不是放在金碧輝煌的宮殿裡，而是在加

爾瓦略山上。當祂的十字架被升起時，也是祂走上寶座，登極為王

的時刻。 

 猶太人不接受耶穌是一位無權無勢的君王，也不理解十字 

架是祂的寶座。當祂懸在十字架上時，猶太人的首領嘲笑祂說： 

「別人，他救了；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選者，就讓他救自

己罷﹗」兵士也戲弄祂，前來把醋給祂遞上去，說：「如果你是猶

太的君王，就救你自己罷﹗」（路二十三 35-37）連祂身旁的一個凶

犯也不放過祂，侮辱祂說﹕「你不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

罷﹗」（路二十三 39） 

 這套為王之道真是有效嗎？這種為服侍他人而犧牲自己性

命的做法明智嗎？難道人不應保護自己，為自己前途著想嗎﹖不難

理解為甚麼跟隨耶穌的人最後一個一個離開祂，因為要擁護一個這

樣的君王實在是愚妄，要接受十字架是成功之道確是一塊絆腳  

   10 



   11 

石。耶穌明白門徒的想法，但祂深信最後的勝利屬於自己。因此，

雖然受到嘲笑，辱罵，甚至鞭打，祂仍滿懷信心面對。 

 當我們慶祝基督君王節時，路加再次提醒我們，耶穌懸在十

字架上，置身於最貧窮，無助，甚至是兩個凶犯中間的君王。祂沒

有錦衣華服和半點尊嚴，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所有人的質疑： 

「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救救你自己和我們罷！」事實上，這位

君王對世界造成的震撼從沒有終止過，無論有關耶穌的研究和認識

有多深，人面對內心的渴望時，始終無法接受十字架是進入光榮之

路。 

 有誰不渴望生活如意，事業有成，學業有成？但成功之道  

卻不在於財富，知識，名譽，讚賞，而是為他人而犧牲自己，有誰

能聽得下去呢？難怪很多人刻意忘記十字架帶來的挑戰，只將它美

化成一件飾物或身份的象徵。 

 「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耶穌並沒有迴避成為君王。祂  

勇敢地接受了挑戰，以祂的死亡和復活證明了十字架是祂的寶座，

讓世界明白愛才是為王之道。「你說的是。」不過，祂是否就是我

們期待的君王呢﹖ 

   

 
 
 

 記得十三年前我隻身來到紐約這個大城市，我還是個不懂 

世務的小姑娘。那陣子初到貴境，地方雖然陌生，氣溫也低得可  

憐，但我只想著終於不用再跟男友兩地相思，亦可以繼續升學為  

未來鋪路。過了兩年既溫馨卻苦寒的日子，我們終於搬到加州   

來， 跟着還結了婚。婚後我繼續我的學業，直到三年後畢業了才開  

始在美國工作。兩年就像轉眼間地過去，我第一個孩子也出生了。

雖然生了孩子但我還是繼續工作，既要湊仔、煮飯、打理家務，還    

要返工，簡直是忙到透不過氣來。有陣子我真的不知道我這樣日  

忙夜忙究竟是為了甚麼？人生的意義究竟是甚麼？難道只是為了

讀書、工作、結婚、和生孩子？幾十年後子女成長，自己跟老伴也

老了，他和我然後就是面對死亡，這個就是人生嗎？似乎這樣子       

我的小分享 許太提供 / 阿四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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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很公式化，也談不上有甚麼意義吧！就在這個時候， 感謝 

上天的安排，我碰上這個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麥提莎。不知怎樣

我跟她特別投緣，相識不久便混得稔熟。從她那裏我再次聽到基督

的福音，何解我說再次呢？其實當我在初中的時侯，我的老師也曾

向我們當中幾個同學傳過天主的道理，奈何當時聽過的東西，就像

水過鴨背，上不了心！話說我生了第一個孩子後那段日子，身體是

累透了，因為太多事情要做，也想事事做到最好，身心都透支了。

看著孩子一天一天的長大，心裹便想究竟我要怎樣教導這個孩子

呢？以前我父母那一套：拳頭出孝子？還是現代人那一套：跟孩

子做朋友？心裹頭就是空洞，市盲無頭緒。我想大抵天下的父母總

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給子女，儘量營造一個美好的環境給他們。所以

好的校區房子一定是貴得很的。言歸正傳，那個時候我從麥提莎口

中聽到的福音簡直如雷貫耳，確是我心中嚮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

便開始跟她到聖堂，望彌撒然後上慕道班，領洗成為基督徒。今天

我已是一子一女的媽咪，還想再添一個呢！但這是天主的恩典，不

能強 求。如今我已是全職家庭主婦，生活仍是那麼忙碌，集秘 書、

司機、女傭、補習老師、家教於一身，每天總是忙到身心疲累。雖

然忙，但心中那份喜悅卻是不可言喻的。以前我不知怎樣去教導孩

子，今天我本着愛心、善心，循着聖神的啟發，我不再疑惑。 當孩

子一天一天的長大，面對的環境和挑戰也越來越多和複雜，不過我

信賴天主會看顧我和我的家人，我一點也不畏懼！雖然我現時空閒

的時間是那麼小，我還是儘量參與團體的活動，更為團體獻出一點

綿力，希望我的身體力行會成為我丈夫和子女的榜樣，真的希望有

一天我的丈夫也會收錄於上主的羊棧裹，我便心滿意足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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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工作的日子裡，留給我最深的記憶，不是自己曾擔當

甚麼要職，或領受多少的薪金，而是第一次把家用交到母親的手 

上。這標誌著我真的是長大成人，不再單是領受家人所給與的，而

是開始學習關顧自己的家人，承擔一個成人的使命。今天我們慶祝

主的受洗節，這節日標誌著耶穌長大成人，天主委派耶穌的使命也

正式展開了。 

 依撒意亞先知書的內容被稱為上主僕人的詩歌，其中天主 

介紹祂揀選的僕人，上主要在這僕人身上傾注祂的神，即這位僕人

身上懷有上主不可思議的能力。不過，最重要的是這僕人身上懷有

一份超凡的使命，他不單要為上主而成為萬民之光，讓世人認識天

主，而且天主正要藉著他與世人立約，立約即是對彼此關係加以肯

定，大家都在彼此的心中佔一席位，彼此不會隨意遺忘對方。因著

這份使命，所以上主的僕人在教會傳統上被視為耶穌基督的預像。 

 宗徒大事錄的內容是來自伯多祿的講詞，伯多祿重申所宣 

講的那位就是被傅油的耶穌基督，傅油表達天主把能力加於某位身

上，好讓他能完成天主給他的使命，有兩件聖事尤其表達這份恩 

寵，其中之一是堅振聖事，天主藉著洗禮給與我們新生命，並透過

堅振聖事的傅油使我們能活出這新生命，即活出先知、君王、司祭

三個身份，先知表示我們要以我們的生活為主作見證，君王表示我

們要走在人群的最前端，引領其他人找到天主，司祭表示我們不單

要為自己祈禱，而且更要為世人的幸福而祈禱，在實際生活中關心

他人的需要。 

 本星期福音所描述的是耶穌使命的序幕，聖父、聖神一起  

見證這重要的時刻。聖神以鴿子的形像出現於耶穌身上，鴿子在舊

約中是生命的象徵。在洪水滅世的故事中，諾厄先以烏鴉查看洪水

是否退落，可是沒有帶來好消息。其後，諾厄放鴿子觀察，鴿子最

後啣著一根橄檻枝回來，諾厄因而知道洪水已結束，他與家人可再

落地生根，在大地上延續下一代。由此，聖神以鴿子的影像出現，

暗示耶穌使命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分享天主的生命。天父以聲音

主受洗節（甲年） 林楊秀珍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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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祂的臨在：「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天主以特別的方

式拉近我們與祂的關係，就是派遣自己的愛子來到世上，透過肖似

祂的聖子，我們也成為祂的子女。 

 如果我們真是天主的子女，我想我們也應如同耶穌一樣，因

著聖神的德能，而履行天主給予我們的使命。因著聖神不是指消極

地生活，又或是無需為自己的生活籌劃，而是當面對生活不明朗的

時候，我們願意對天主全然地開放，尤其在祈禱中更為醒寤，細心

地觀察，等待聖神的指引，任由天主帶領我們完成祂所願意成就的

事，所以其中所生活的是一份信德的表現。 

 

 

 

 

 

 

 

 

 

 

 

 

 

 

 

 

 

 

 

 

 

 

11 月 3 日─ 14 日是我們非常幸運而難忘的日子，因為由我 

們那位和藹可親，博學多才而又謙卑的蕭見忠神父帶領我們往葡萄

牙，西班牙 12 天朝聖之旅。我們朝聖團一共 36 人，來自不同的地

方，加拿大、香港及聖荷西的兄弟姊妹，各人都懷着興奮而熱誠的

心情去參加這次的旅程。 

我們各人由原居地出發，齊集於葡萄牙首都里斯本，前往參

觀傑洛尼莫斯修道院。這座修道院是建於十六世紀，院內柱上的雕

刻非常細緻，手工精巧。里斯本是一個多姿多采的文化都市，到處

洋溢着藝術氣息。我們還參觀了巴林古塔，航海家紀念碑及耶穌巨

像 等。 

接着我們前往花地瑪，花地瑪是聖母於 1917 年 3 月至 10 月 

期間，曾先後 6 天顯現於三位牧童前，向他們說出三個預言。我們

就在當年聖母顯現的地方，由蕭神父主祭我們參與彌撒。當時我很

開心，望着聖母像，感到我和聖母媽媽很親近。我對她訴說心聲，

她也在我的心底回應着我，就像女兒跟母親的親切話語。這一種感

覺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我真是想在那聖堂內停留數小時，不

願離開。聖母媽媽當時給我那種喜悅、平安是多麼的珍貴，非外人

所能明暸的。 

 晚上我們參加聖母燭光遊行祈禱，參加人數很多，是一個很 

葡萄牙，西班牙朝聖之旅  
麥麗蓮 Mel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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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重的敬禮聖母的祈禱。當時我在想：希望我們愛主，愛聖母的

心火猶如燭光的光亮，永不熄滅。 

離開花地瑪，我們抵達擁有「聖城」之稱的聖地亞哥，德孔

波斯特拉。相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雅各亦安葬於此。我們參觀市

內最著名的大教堂，於中世紀時期教堂曾是西班牙朝聖之路的重要

終點。我們也有前往著名觀光點阿維拉，它擁有著一道保存得非常

完整的古城牆。跟着我們前往聖德勒撒教堂，然後前往馬德里參觀

西班牙廣場，哥倫布紀念廣場，太陽門，遊覽大皇宮，包括宴會廳，

皇帝寢宮，地氈畫廊，大理石彫像及名家油畫等。宮內裝飾金碧輝

煌，美倫美奐，真是令人讚賞不已。 

離開馬德里，駕車前往布爾戈斯。其中最著名的便是布爾戈

斯大教堂，建於 1221 年，用了三個世紀的時間才告完成，配合了   

不同時代的藝術建築、風格，於 1984 年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教

堂內設有祭壇，皇族墓室，唱詩班席位，各種藝術雕刻，彩繪油畫

及十多座禮拜堂，真是大開眼界。 

我們又參觀聖依納爵堂，聖依納爵是耶穌會的始創人，堂內

有圖片介紹聖依納爵的一生，很感人。 

這 12 天的朝聖團，給我留下一個甜蜜而難忘的印象，原因  

如下﹕ 

 1.我們很感激蕭神父帶領我們朝聖，蕭神父為人風趣、和  

   藹可親；是一位充滿朝氣的神長。這 12 天的旅程，在蕭 

   神父的帶領下，到處充滿著歡笑聲，掌聲，我曾經參加   

   過很多的旅行團，沒有一個旅行團能比得上這次的朝聖  

   團那麼開心，快樂。 

  2.我們每天都在不同的聖堂，由蕭神父主祭我們參與彌撒，

    蕭神父的講道很扣人心弦，使我們受益良多。我們一共  

    到過二十間聖堂朝聖。感謝上主的恩賜，使我們有機會在

    二十多間教堂朝拜祂。 

 3.我們很幸運可以到過多處聖地，尤其是花地瑪。以前只

   是聽過聖母顯現於花地瑪的事績，現在果然能夠處身其

   間。那種感覺，多麼的真切，多麼的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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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數一年中我最愛的月份，非十一月和十二月莫屬了。除  

了因為整年的假期彷彿都聚集在這兩個月之外，城裏各處洋溢著的

節日氣氛亦令人格外愉快。談到節日，慶祝活動是不可缺的。在剛

過去的感恩節，我很感謝教會內熱心的兄弟姊妹為我們這群單身的

在職/在學人士預備了一個難忘的晚會。豐富高水準的美食當然是

主角；嫩滑的火雞(要令火雞嫩滑的確不容易!)精緻可口的荔枝 

糕，足料的羅宋湯等都令人一再回味。還有朋友間的暢談，極具創

意的集體遊戲等等都為我這個孤獨遊子帶來一點家的溫暖。 

 那天晚上天氣雖然寒冷，但我內心卻是暖暖的，因為我感  

謝上主引領了我來到這麼好的一個團體。可是，人性是軟弱的。這

份濃濃的感恩之心卻被過去兩三星期沉重的工作壓力蓋住了，人變

得焦慮和煩燥，因而亦難察覺身邊應要感恩的事，直到昨晚在電視

上看一位失明男孩的故事，內心的感受才起了變化。這男孩三歲時

因為眼睛生癌，所以要動手術把雙眼挖去，才能保住性命。他失明

了，但天主卻賜給他海豚般的聽覺，使他可以靠物件反彈回來的回 

感恩節的火雞  Louisa Man  

     4.藉着這次的朝聖團，我們有機會認識了一班主內的兄弟姊 

       妹，在這 12 天的短短相聚，有些兄弟姊妹已給我留下深 

       刻的印象。他們很有愛心，很懂得關懷別人，又照顧長 

       者，說話時溫文有禮，像一朵愛的鮮花散發出芬芳的香 

       氣，使周圍的人都感覺到溫暖。在他們身上，我們看見基 

       督，因為基督是愛，這些兄弟姊妹是我們的模範，我們的 

       榜樣。 

參加朝聖團是一種新的經驗，朝聖時的熱誠，與主結合時的

程度是一種令你難以忘懷的感受。朝聖時主特別加施恩寵，使朝聖

後的我們更要實踐愛主愛人的道路。我衷心期待着下一次的朝聖

團。各位兄弟姊妹們，將來如有朝聖團，請立即參加，千萬不要錯

過這共沐主恩的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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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辨別出物件的原材料和所在位置。在他身上，我看見天主所行的

奇蹟。但同時，我亦覺得很慚愧。天主給我的恩典已這麼多了，可

是我仍不知足。感恩節的火雞我吃得很多，可是知足感恩這門功課

卻仍須努力。但願來年我再品嚐感恩節火雞時，我的心已變成一顆

時常懷喜悅和感恩的心。 

 

 
 

 

 

 

 

 

 

 

 

 

 

 

 

 

 

 

 

 

 

 

 

 

 

 

 

 

感恩節 
Kenneth Kuk 

 在中國文化中長大、飄洋過海負笈的留學生，大概對感恩  

節都有一種新鮮感。始終，我們對這美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沒

有半點認識。當然，難得有機會留學海外，感受當地文化也是學習

的一部份。於是，去年我就約同三五知己，享受人生第一趟的感恩

節晚餐。火雞當然是主菜，卻不受歡迎。友人怨聲載道，紛紛埋怨

火雞肉粗味淡，難以下咽云云。結果，這頓飯雖不致不歡而散，也

卻顯得有點不倫不類。經歷過去年的失敗，這班年輕人在新的年頭

又躍躍欲試，加上一班年長教友的協助，促成今年的感恩節晚餐。

當然，重點不在於七十人參與的規模、或是教友辛苦預備的美味佳

餚。擔任司儀一職，逼使我認真了解感恩節背後的意思。可能席上

我所講的感恩節故事，參與者已經拋諸腦後。然而，這班英國移民

的一套態度，絕對值得我們欣賞和深思。當年他們雖然因為未能適

應氣候環境，失去身邊的至親。但當他們得到原住民的協助，漸漸

適應新生活之後，仍然主動舉行盛大慶典，感激上天眷顧。身處順

境，明白幸福並非必然，當然應該抱有感恩的心。不過，又有多少

人可以做到和這班英國移民一樣，懷著 

感恩的心逆來順受呢？感恩節的意 

義，大概不是那一頓大夥兒團聚的 

晚飯，而是一個讓我們在忙碌中反 

省自己生命的好機會。 



   18 

 The Cantonese Christmas party of 2007 was held on Dec 15th.  
As the MC of the party, I feel that this was one unforgettable party I’ve 
attended.  There were more than 190 people that attended this party.  The 
program started at 6:45pm and finished at about 11:00 pm. Dinner was 
served around 7:00pm.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very helpful in 
getting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eady to be served on the tables.  
There were different type of desserts and everything looks so wonderful 
and delicious.  We have invited all the priests as guests and they wer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hall overlooking at all the different programs 
on that night.  We have a lot of great programs prepared by all the 
different groups. We started with Mrs. Choi’s harmonica solo and 
Justin’s flute solo. We also had kids games led by Bianca. We had the 
gifts presentation time to the altar boys. The programs arrived its peak 
with professional singers: Father Siu and Liza, Michael, Vincent and 
Peter  who  did  some  terrific  solos  and  duets.  That  pushed  the 
phenomenon to the peak. We also have the “Beauty Kitchen Program” 
led by Alice, which chooses 3 couples to joined the food guessing 
contest.  It was very entertaining and brought so much laughter to the 
group.  Santa Claus also came to visit and passed out gifts to all the kids.  
To see the kids’ laughter is the biggest gift to all the parents and adults.  
All  the  programs were  all  interesting and entertaining.   Different 
drawings were held throughout the night. We have more than 50 gifts 
that were generously donated by all the church members.  
 I feel this night brought everyone closer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ot better.  We also discovered many talents from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Being the first time as the MC at SJCCC, instead of just 
participating the party, I had a chance to serve and help out the team.  I 
am really glad I have partaken this task.  I realized that every little 
function, there was always a person behind it.   It’s not easy to organize    
such an evening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people who helped in 
organizing this event.  I hope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re will be mor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ill volunteer and to bring more friends and 
family to know God.  With God’s Love, this Christmas party was a 
success.  Wish everyon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2007 Christmas Party  
Peter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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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主愛人」是我在一次朝聖旅行時對那位領隊神父的表現

所得到的感覺。那次遊歷距今已有幾年，若以遊記來說早已是明日

黃花，但在記憶領域所見的情景仍鮮明在目，尤其對以上的感覺更

常給我一個溫暖而美好的回顧。 

 記得千禧年十月中，我們一眾來自紐約、波士頓和聖荷西  

約六十人的聖地朝聖團正待出發的前夕，忽然傳來我們的領隊神師

曾神父的父親去世的噩耗。他當然不能隨團照顧我們，只好由一位

修女帶著我們前去。 

 這群如無牧的敗興朝聖者在羅馬參加教宗宣聖大典時，遇 

到一位在場觀禮的神父 -- 蕭見忠神父。我們得知他將去澳洲度假

時，便直覺到他就是上主派來的人！於是眾口齊心的懇請他做我們

的神師。相信是聖神的光照感動吧，神父於婉拒我們後不久竟改變

初衷：答應不去澳洲而帶我們上路。 

 我們在耶穌生活過的聖地遊歷了十多天。每日都到有特別 

紀念性的教堂去緬懷耶穌昔日的行蹟，而且在那裏舉行一台彌撒。

因此彌撒有時會在一間狹窄的小堂舉行；有時在露天的樹下棚架

內進行；又有時在那些輝煌宏麗的聖堂裏做禮儀。不過無論在什麼

環境下聽神父的講道，總覺得有股力量從他口中進入人的心裏，使

在場的信友激發起對主的信賴和孺慕之情；同時對身旁和周圍的

教友產生一種非常共融的情感。那時我相信天主聖神正不斷賜給講

者充沛的神恩，使他的愛主愛人的心引領其他人歸向主﹗ 

 在漫長路途的旅巴車廂內，人人都疲倦了，空氣裏瀰漫著沉

悶的氣氛。神父立即帶領我們祈禱、念經和唱聖歌，以燃起大家朝

聖往見的心火；然後又發掘不少具有潛質者唱動人的歌、講感人的

故事，和說令人捧腹的笑話，車廂裏瞬間便煥發起歡樂的氣息。而

神父所唱的雄渾悅耳的歌聲更繞車久久不散！最難得的是他以旦

腔唱粵曲，竟是非常的肖妙和嬌嗲怡人呢﹗ 

 多天來所見神父的工作，在在都顯出他愛主愛人的誠摯。 

愛主愛人  
劉群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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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朝聖沐主恩 

開心觀光增見聞   Chow Yuen Ling 

那次朝聖因神師的臨時改動，使我想起一位神父說過：天主如果閂

了一道門，一定會另開一個窗的。有時那個窗可能比原先的門還要

大呢！這句話也使我想起一些體驗；生活上有時不免會遇到考驗，

但最終定會得到祂的眷顧的。所以我們應該以愛來回應天主，在生

活和工作上盡量做到契合主的意旨。 

 多年前我已萌朝聖之心，由於缺乏天時、地利、人和而未能

成行，憾事也。今年七、八月間，側聞蕭見忠神父將會組團前往葡

萄牙及西班牙朝聖、觀光，內心雀躍萬分。由於出發時間仍未確定，

而八、九、十，三個月內要出席後輩們一連串的婚禮，使我忐忑不

安。為了不想錯失良機，只好厚顏地要求蕭神父於十一月初出發，

讓我有機會參加。在蕭神父的安排下，我的夢想終於實現了。 

     由來自多倫多、聖荷西、南三藩市、內華達、香港等地的主

內兄、弟、姊、妹及六位非教友所組成的朝聖團終於在二零零七年

十一月三日在里斯本 Lisbon 出發了。由老、中、青三輩組成，一行

三十餘人，各自帶著期待及興奮的心情踏上旅途。天主的照顧，在

十二天的行程中，秋高氣爽，雖屬雨季，未見大雨，在葡萄牙逗留

時，還覺得有點熱哩。此外，我們的巴士司機——Francisco，熟識環

境，駕駛暢順，把握時間，恰到好處，增加了各人的安全感。在七、

八小時的長途車程中，除瞌睡時間外，蕭神父更攪氣氛，如：邀請

大家唱歌、猜謎語、說笑話、自我介紹等，使大家互相認識，在團

友要求下蕭神父更道出他神召前後的事蹟。大家在愉快的笑聲中渡

過，一點也不沉悶。 

     由於隨團導遊對天主教及聖者事蹟未盡知曉，蕭神父要替當

地導遊做翻譯，把當地導遊介紹的歷史文物及聖蹟等事項，以廣東

話解說，務求各人都能明白。 

     團隊中一位滿頭銀髮，精神奕奕，和靄可親的女士，名叫

Concepcon。她可說是天主給我們安排的天使。每當語言溝通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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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她都能以流利的西班牙語為團隊解困，並曾協助蕭神父與當

地教堂的負責人磋商，使彌撒能順利進行。 

 多倫多的 Joe Lo 等教友們做事熱誠、認真、有計劃地為每 

位教友編印了每天的彌撒經文，詠唱的聖詩及彌撒時間表。而且不

辭勞苦地把重甸甸的冊子帶來交到我們手中，使每天舉行彌撒聖祭

時，大家都能投入主的聖訓。謹向他們再致以衷心謝意。 

  據蕭神父統計，整個行程中，我們到訪的教堂、修道院，共

有二十一間。有些修道院現已成為旅遊觀光景點，失去了昔日莊嚴

神聖氣氛。 

  十一月四日，在葡萄牙里斯本，我們先到愛德華七世父園  

觀光。這公園建築在山坡上，里斯本的市容盡收眼底。接著，我們

前往參觀傑洛尼莫斯修道院。這間近海的修道院，建於十六世紀，

以石塊為基礎的哥德式建築物，佔地甚廣。從院內柱子上巴洛克裝

飾的雕刻，可一窺該國昔日的航海事蹟及航員們於航海時所見的事

與物，例如：蔬菜、果實、種籽、繩索……等，這些雕刻有別於其

他修道院。導遊更帶我們品嚐了當地的美味糕點——葡撻。該店創

於一八三七年，那入口鬆脆的酥皮及香滑的布丁，使人齒頰留香，

回味無窮。黃昏時，另往當地主教堂舉行彌撒。 

 十一月五日晨，我們前往 St. Anthony Church 參觀。教堂 原

是 St. Anthony 的出生地，他出生時的房間沒有拆去，仍舊保存在教

堂的地窖下。教堂面積不大，沒有瑰麗裝飾，但置身其中，却有說

不出的恬靜。我們在那兒舉行彌撒後，便到旁邊的小房間選購聖物

自用或作手信。接著，我們參觀了巴林古塔，航海家紀念碑，通過

四月二十五日大橋（此橋結構與三藩市的金門橋相似），便到耶穌

巨像之下。耶穌巨像迄立在一個小山上，承托巨像的基柱下是一間

設計嶄新的小教堂，窗戶鑲嵌著彩色玻璃，牆壁上以油彩繪畫了聖

人，聖跡；我們在這裏作簡單的禱告。教堂外有一巨形的鐵十字 

架，斜放地上。據說是由花地瑪 Fatima 運來。十字架內鑲有一小   

塊由耶穌被釘死的十字架上切割下來的木塊哩。黃昏時，我們漫步

於 Rossio Center，那兒遊人如鯽，商店林立，有禮品店、餅店、咖

啡店等。從餅店傳來的芳香，使人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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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六日，大家吃過早餐後，便乘車前往花地瑪。據說在

1916 ~ 17 年間那兒是聖母先後顯靈之地。在當地導遊帶領下，我們

沿著三合土小徑步向聖母曾經在三位小童前顯現的地方。該處有聖

母及小童的雕塑，用鐵欄圍著，供人憑屌。原來聖母顯靈前，已有

天使先向這三位小童現身。現場環境經過多年，已失去了原有風 

貎，却方便了朝聖者來往。其後，我們前往這三位小孩的故居參觀。

他們的房子保存得很完整，牆壁上掛了他們的生活照片。從遺留下

的物品中，可略知他們昔日的生活片段。 

  這三位小童名叫 Lucia，Jacinla 及 Francisco。他們是表親關

係。當年分別是十歲、七歲和九歲。後二者年紀輕輕的便去世了。

因為聖母要他們坐在她的兩旁為罪人祈禱。只有 Lucia 一人存活世

上，後來成為修女，一生獻給天主至九十多歲才逝世。聖母顯靈的

預言，現已刻在一塊石板上並豎立在其中一處聖母顯現的地方。聖

母要信徒們多唸經，勤辦告解。並預言蘇聯會瓦解，但最終會回歸

天主。她亦預言有神職人員會遇弒。後來教宗保祿二世被鎗傷，後

脫離險境。之後，教宗亦前往花地瑪多謝聖母救命之恩。 

  接著，我們參觀了聖三大殿，花地瑪教堂。從外看，教堂兩

旁是弧形建築，其上是走廊，環抱著大廣場的一端，很雄偉。除正

殿外，還有側殿——明供聖體的所在地，還有辦告解特區。教堂外，

兩旁的牆壁上，刻了十四處苦路的雕塑，供教友們緬懷，深省，反

思。教堂內，金碧輝煌，光綫充足。去世了的三位神視者，都安葬

在此，供人瞻仰。 

  在廣場的一旁，有一座半露天的小聖堂，在祭壇的左後方，

有一方形雲石柱基，上面安放了一尊聖母雕像，據說，這柱基所在

是一棵聖母曾經在上面顯現的小樹，可惜這小樹被朝聖者逐一逐一

的掰走了，只好在原處放置柱基作標記。聖母像後，有一像模型般

的小教堂——這是聖母囑咐三位小童轉告村民，為紀念她而建造

的。而這半露天的小聖堂是讓朝聖者舉行彌撒及誦念玫瑰經的地

方。 

  我們參觀了兩所大殿後，在日落時，匆匆去到小聖堂，由蕭

神父為我們舉行彌撒聖祭。除我們一團人外，還有其他不同國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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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聖者。為使他們明白經文及聖訓內容，即時加插了英語講述。當

我們以粵語詠唱時，他們也很投入，隨著旋律，唱他們的曲詞，互

相祝福，場面動人。由此可見，宗教是無分國界的。 

  晚飯後，我們再到廣場去，參加燭光巡遊。各人購買洋燭後

便到露天座堂去，很不容易才找到座位。在當地神父及數位其他國

家代表帶領下，一起誦念玫瑰經。誦念完畢，神父以祭台上的燭光，

燃點了他手上的洋燭，然後以該燭光向四面傳開，直至各人手上的

洋燭都點亮了。一位年青的神職人員，身上舉著一個發亮的巨形十

字架，在悠揚的聖詠中緩步前行。抬著聖母像的工作人員，緊隨其

後。擔架上的聖母像圍繞著鮮花，在柔和的燭光下，更覺祥和。信

徒們手持燃點了的洋燭，隨著聖母像，沿著既定路綫慢步前行，壯

觀的場面，使人難忘。繞場一週後，返回出發點。由神父降福後，

巡遊便結束了，信徒們插下洋燭亦慢慢散去。 

  翌日，我們離開花地瑪，前往有「聖城」之稱的聖地亞哥、

德孔波斯持拉 Santiago de Compostela。途經科英布拉 Coimbra 時， 

已是中午。我們用過地道的葡國餐後，便到一間教堂舉行彌撒。之

後我們在教堂內參觀及購買紀念品。在這裏只停留了兩小時就離

開。抵達「聖城」時已是晚上九時五十五分了。 

 行程的第六天早上，當地導遊帶我們到一小山崗上的公園 

遙望這「聖城」和其附近環境。這裏被列為「世界文化遺產」。相

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雅各亦安葬於此，這是朝聖必到之地。這教

堂外表很舊，面積頗大。由於彌撒時間安排在下午，我們先在外圍

參觀，然後用午膳。途中與三位外國青年男女相遇，他們背著行囊，

手持木杖，花了三個月時間，徒步前來朝聖。真是精神可嘉，令人

佩服。拍過合照後，大家珍重道別。用石塊砌成的街道很狹窄，兩

旁是售賣紀念品的商店及食肆。在其中一家食品店內，我和數位同

伴們品嚐了當地的佳釀 Cream de Orujo，還吃了包著香脆果仁的巧

克力糖，美味的芝士及鬆脆的曲奇餅等。口福不淺啊！ 

 下午二時，我們在指定地點集合後，便魚貫地拾級步入這間

古老教堂。裏面的廊柱都是人物雕塑，大理石的地面，祭台周圍金

壁輝煌，只覺光綫略為幽暗， 老眼昏花，有看不清的感覺。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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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近祭台處，一個盛載檀香鐘擺式的器皿，燃著檀香後，要動員八

人把它推動。它左、右擺動時，最高可盪上二樓的高度，可以想像

這教堂之大及容人之多。在舉行彌撒前，我們可以四處參觀，並被

安排在祭台下的小室內向聖人雅各致敬。祭台上安放了雅各的塑

像，我們沿著祭台後狹窄樓梯攀上，可以從塑像後的空間，伸手去

觸摸聖像的頭部或肩膊，並作禱告。在敬畏和誠心感動之下，有團

友在這一刻流淚了。祭台的左右兩旁排列著不同聖者的小教堂。我

們在其中一間較大的小堂內舉行彌撒和告解。彌撒後是自由活動，

各人要自行步返酒店。幸好我們早有準備，口袋裏有酒店名片，在

蹓躂後，帶著戰利品，轉折地抵達酒店。但仍有一、兩位團友因為

入夜迷失了方向，錯過了晚餐時間，最終有驚無險地回來了。 

  十一月九日，我們前往阿維拉 Avila。由於路程頗遠，所以  

大部份時間都在車上。抵達時雖已是傍晚，但日落景色卻十分迷 

人。阿維拉是西班牙最高的城市，離海拔 1117 公尺。一道保存得   

完整無缺的古城牆圍著舊城。相傳於十一世紀時，這城牆是為了阻

擋回教徒入侵而興建的。我們先到教堂做彌撒，然後回酒店晚膳。

翌日清晨，在攝氏兩度氣溫下，我們先後參觀了著名的聖德勒撒教

堂；這是大德蘭聖女的出生地，她曾居住的房間，仍然保存在這教

堂的地窖裏。繼而參觀阿維拉天主堂及女隱修院等。可惜，因時間

緊迫，我們未能登上城牆，俯瞰阿維拉市容。離開阿維拉前，我們

在聖德肋撒教堂舉行彌撒。教堂面積不大，正間也有人物雕塑裝飾，

裏面則撲實無華，却令人感覺寧謐。 

  離開了葡萄牙最後一站阿維拉，我們前往西班牙的馬德里

Madrid，途經塞戈維亞Segovia，在此稍作逗留，參觀這個充滿古

代純樸建築的文化都市。其富有藝術的建築——古羅馬水道橋，

層疊式拱形設計，橫跨兩個小山丘，美觀而實用，實在令人佩

服。下午四時許，抵達馬德里。與當地導遊會合後，便匆匆趕往

參觀大皇宮，因該處開放時間至五時結束。皇宮白色的外牆，配

上黑色的窗框，散發出莊嚴肅穆的氣派。宮殿內的陳設，美倫美

奐。宴會廳，皇帝寢宮，地氈畫廊，大理石雕像，名家油畫，器

皿，餐具等，均精雕細琢，令人目不暇給。可惜不能拍照，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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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記憶了。宮殿側的一所教堂外，一片燦爛奪目的花海，室內也擺

滿了鮮花，芳香撲鼻。原來他們於昨天曾舉行了恭敬聖母瞻禮。所

有花朵都是信徒們送來的。黃昏時，我們在教堂內做彌撒。由該堂

神父及蕭神父共祭。領聖體時，由我們這團朝聖者負責頌唱聖詩。

悅耳的歌聲，令在場信眾十分欣賞。乘車回酒店晚膳時，已是萬家

燈火。在霓虹燈的照耀下，車子駛過了市中心的西班牙廣場、哥倫

布紀念廣場、太陽門及購物大道等。哥德式及巴克式的建築物隨處

可見。增添了這大都會的魅力。 

  第二天早上，導遊再帶我們到昨晚經過的地方一轉。除了  

給我們拍照留念外，也滿足我們的購物慾。這天剛巧是星期日，大

部份商店都休息，照常營業的只佔小數，但無損團友們的購物樂趣。

我們在一家售賣火煺的專門店外等候巴士時，只見橱窗內掛滿了火

煺，香味四溢。店內擠滿了食客，一面吃著比紙還要薄的火煺三文

治，一面聊天或看報，十分寫意。上了巴士後，我們繼續向下一站

布爾戈斯及畢爾包進發。到達布爾戈斯 Burgos，已是中午。午餐  

後，因為彌撒時間還早，大家無拘無束地在這淳樸的小鎮蹓躂。靠

近布爾戈斯大教堂的一條街上，排著兩行沒有葉的樹，樹枝像長滿

癤的瓜般向四面伸展，有些更在兩樹之間連接著，蔚為奇觀。 

  布爾戈斯大教堂建於1221年，花了整整三個世紀才建成，

揉合了不同時期的藝術建築風格，並於1984年被列入「世界遺產

名錄」。教堂高高的外牆，也有聖人的雕像。教堂內，除祭壇

外，有皇族墓室，詩班席位，藝術雕刻，彩繪油畫及十餘座小教

堂等。我們在祭壇下的小教堂內舉行彌撒。其後，我們在教堂內

瀏覽，並燃點了蕭神父分給我們的洋燭，放在祭壇前的木架上，

然後向天父謝恩，求恩。離開教堂後，我們繼續前往畢爾包

Bilbao。抵達時也是黃昏了。我們放下行囊，便到附近的百貨父司

遊逛。場內貨品琳琅滿目，雖是減價貨物，可是價錢並不便宜。

晚飯後，在導遊帶領下，大家結伴外出，欣賞畢爾包夜景。我們

沿著河邊走，跨過了一條彎曲的橋，在這邊矗立著一幢嶄新的建

築物，就是那座博物館「Museo Guggenheim Bilbao」。不規則的

外形是用不同扭曲的鋼板堆砌而成，線條剛中帶柔，自然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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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是高難度的建築設計。只可惜夜間拍照未能欣賞其光與影的韻

律，更未能入內參觀。 

  第二天早上，用過早餐後，我們離開畢爾包，驅車前往薩拉

戈莎 Zaragoza。途中，在羅耀拉 Loyola 市停留並往參觀聖依納爵  

堂。聖依納爵出生於 1491 年，是天主教耶穌會始創人，也是天主教

聖人之一。他的著作「神操」更成為耶穌會士靈性操練的藍本。教

堂佔地甚廣，外貎莊嚴樸實，部份表面已有剝落的痕蹟，這是年代

久遠的見證吧。教堂內沒有耀眼奪目的裝飾，却使人覺得舒適。教

堂的歷史文物，保存得很完整，陳列在走廊兩旁，供人緬懷和觀賞。 

  這是蕭神父的娘家，他與該堂的負責人寒喧後，互相擁抱，

喜悅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彌撒後，隨著蕭神父四處參觀。其中

一個房間的牆壁，部份被挖通了，且被分隔成多個小空間。透過玻

璃，可以看見每個空間內的立體塑像。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及每

組雕塑下的簡介，讓我們知道聖依納爵的生平及歸依天主的經歷。

要一個聲色犬馬，放蕩不覊的浪子回頭，談何容易。只有天父的大

能，召喚，才能使他洗心革面，放棄所擁有的榮華富貴，追隨耶穌，

到處宣揚天國的福音，為主作見証。他的工作，獲得認同，最後被

冊封為聖人，受人敬仰。若沒有蕭神父的帶領，我們不可能在此參

觀。 

  我們剛要離開時，與一團到訪者相遇，除信徒外，還有女

修士哩。我們微笑地互相問好。蕭神父為證實教堂的優質回聲結

構，便在梯級下的玄關處，引吭高歌。繞樑三日的歌聲，把人攝

住了。此時，一位文質彬彬，身裁高佻的中年人及三位氣宇軒昂

的青年人從外步入，他們也被歌聲吸引住了，佇立一旁靜聽。一

曲既畢，掌聲如雷。原來，中年人是神學院的校長，三位年青人

是修讀神學的學生，蕭神父自我介紹後，更邀請三位學弟合唱一

曲「聖母頌」。各人皆陶醉在他們嘹亮的歌聲中。我們在教堂外

拍了大合照後，便繼續前往歷史名城薩拉戈沙。相傳聖母曾於此

處顯靈，因而吸引大量教徒前來朝聖。晚飯後，仍未有倦意，大

家興緻勃勃的前往座堂方向走去。在繁星閃爍下，漫步街頭，另

有一番樂趣。座堂面積很大，迄立在廣場上，可惜部份教堂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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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裝修棚架遮蓋著，未能一睹全貎。聞說教堂正加緊修葺，是為了

迎接 2008 年的博覽會。伸手試推大門，發覺已經上鎖。我們不得其

門而入，只好回酒店休息。翌日早上，蕭神父帶領我們到教堂去參

觀及舉行彌撒聖祭。教堂內，光綫不足，但陳設華麗，供奉聖人、

聖女的小教堂分佈兩旁，供人瞻仰，禱告。置身其中，內心感覺得

平靜，一點煩惱也沒有。 

  最後一站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塞隆拿 Barcelona。中午，車

子在擠塞的街道上緩緩前行，從車窗外望，欣賞了著名天才建築家

哥迪的名作—面譜屋。這幢房子的窗戶造形，全是蓋眼用的面具，

很有創意。不遠處，另一幢房子的露台外牆，像波浪般的起伏，充

滿動感，這也是哥迪的作品。車子越過繁忙的街道後，便到達哥迪

的另一佳作——桂爾公園。公園依山而建，園內種植各種不同的樹

木。園子中央有一廣場，在此可眺望巴塞隆拿的景色。一條長而彎

曲的石椅，就是廣場的圍欄。櫈背及櫈面都是用色彩鮮艷、不同形

狀的磚塊鑲嵌出悅目的圖案，既美觀，又實用。從廣場旁的路往下

走，經過廣場下的圓柱群，便看見一間充滿動感的玩具屋，吸引很

多遊人在觀賞。同樣以彩色磚塊鑲嵌的巨形蜥蜴噴泉及青蛙噴泉，

座落在通往小屋的階梯之間，也吸引不少遊人在拍照。 

  午飯後，前往參觀聖家族大教堂。教堂外形獨特，也是出自

哥迪的構思。沒有藍圖，隨想隨建，未能完成整間教堂的建造，他

便撒手塵寰了。現正由其他藝術建築家繼續餘下的工程。 

  已建成的部份，像四棵豎著的粟米芯。教堂入口處的牆壁 

上，一組一組地雕塑著耶穌的生平事蹟。由出生、逃難、傳道、被

出賣、被審判，被釘在十字架上及被缷下埋葬等，精緻的雕刻，可

謂鬼斧神工。 

 教堂內亦正在進行重新裝飾。室內結構，以大自然為主，像

一個森林，柱子是樹幹和枝，天花是一朵朵的大花。菊花形的窗戶

很多，配合著不同角度的陽光，加上一些嵌上彩色玻璃的大窗，其

採光效果實在令人神往。我們從教堂另一出口走出，只見工程正在

進行，部份已完成的建築與入口的全然不同。他日全部竣工時，這

教堂揉合著兩種不同風格，想必有另一番景象。及後我們登上當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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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舊地的猶太山崗，俯瞰巴港全貎。 

 黃昏時，我們在市內一間教堂舉行彌撒後，便回酒店進餐及

休息。晚餐後，團友們在酒店大堂集合，把所有聖物交給蕭神父祝

聖。其後，大家交換電郵地址，互相道別後，才回房間休息。次日

一早，我們便乘機返回原居地。十二天的旅程，便完滿結束。 

  在此再次多謝蕭神父及籌備這次朝聖旅程的各位朋友。如 

果沒有各位的付出，這團一定不能成行。惟美中不足的是時間倉卒，

在兩個國家走馬看花地怱怱掠過，到訪的教堂很多，未能一一記 

下。返回聖荷西後，蕭神父才吩咐執筆寫此遊記，在毫無準備之下

加上記憶衰退，上文敍述必有錯漏，尚希各位指正。希望在不久的

將來，大家又可以一起去朝聖。感謝天主！ 

附件：（英文地名） 

里斯本 Lisbon 
花地瑪 Fatima 
科英布拉 Coimbra 
聖地亞可、德孔波斯特拉 Santiago de Compostela 
阿維拉 Avila 
塞戈維亞 Segovia 
馬德里 Madrid 
布爾戈斯 Burgos 
畢爾包 Bilbao 
羅耀拉 Loyola 
薩拉戈莎 Zaragoza 
巴塞隆拿 Barcelona 



Children's Word Sudoku Puzzles 
 

The four letters in the puzzle form a name. Each 
row and column must have 4 different letters in 
each. You may need to guess one letter that is 
not shown. 
 
 
 
 
 
 
 
 
 
 
 
 
 
 
 
 
 

All  of  the  word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from  Luke 
5:24) are in the word search. The words all go across from 
left to right or right to left.  
"Stand up, take your mat, and go on home, because 
you are healed!" 

The Word Puzz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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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E  M  O  H  R  Y  
B  E  C   A   U  S   E  O 
K  A  Y   R   E  Y   T  U 
Y  L   S   R   U  A   P  U 
A  E   A   T   K  O  A  D 
H  D  M  E   A  G   Y  N 
M  A   T   O  O  N  O  A 
K  O  N  R  K  R   D  D 

Jesus Says To the Paraly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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