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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復活節

牧者的話
根據福音中關於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從中午

到三點，黑暗籠罩了整個土地”（瑪27：45，谷15:33，
路23：44-45）。福音為什麼顯示天黑了？研究聖經的基
督教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有人說：黑暗的天空代表
悲傷。天主把祂的獨生子送到了世界上，世人卻把祂釘死
在聖十字架上，因此，整個宇宙都充滿了悲傷，特別是天
主所創造世界裡，因為默西亞被殺而感到深深的悲哀。另
外，有學者認為：黑暗的天空代表著憤怒，但天主的光象
徵著歡樂，迎來新的一天。然而，當耶穌被釘死時，歡樂
暫時被憤怒取代，而這種憤怒是針對殺害耶穌的人。聖經
中，我們有許多時候看到天主對人們的行為方式很不滿，
也許聖經用黑暗代表了天主的憤怒。

但是，我最喜歡的解釋是：黑暗實際上是代表了天主
的力量！耶穌曾經通過使用非常明亮的光來顯示祂的能力 
(顯聖容)。現在，耶穌以同樣的方式用黑暗來彰顯祂的力
量。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黑暗〞，但要請大家記住的；最
重要的不是死亡和黑暗，而是隨之而來的生命和光明。在
復活節的早晨，黑暗所代表的悲傷和憤怒將離開，取而代
之的是我們將被光明和歡樂所包圍。

我們之所以談論光明與黑暗，是因為最近幾個月來社
會上發生了有很多黑暗事件。由於社會問題，許多原本非
常快樂的地方已變得危險和不安全。由於疫症，我們所有
人都喜歡做的許多活動不得不被取消或推遲。我們被迫取
消彌撒，即使我們被允許慶祝的，我們也無法像過去那樣
唱歌和讚美天主，甚至連天氣也變得更加悲傷和陰沉。

然而，復活節的信息卻很明確，耶穌為所有人而來，
成為世界的救世主。祂不是來譴責世界，而是要修復世
界！耶穌不是來摧毀世人，而是來拯救人類！耶穌永遠站
在我這邊。耶穌的主要職責不是審判或譴責。相反，耶穌
作為人時的生活方式，給現今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生活
的榜樣。基督的救恩是肯定的，並藉著福音來傳遞。如果
我們接受基督的愛並按照福音生活，救恩對我們是可以實
現的。基督在〝除罪以外的所有事物〞中像我們一樣（希
伯來書4:15），同樣都是人類。並且，通過基督在地上的
人類行為向我們展示出基督的神性。基督的寬容這是我們
永遠不會忘記的。恕我直言，我們將基督簡單地認為只是
〝好老師〞或〝聰明的智慧人物〞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當
然，祂顯示給我們的就是這些，但是，還有意味著更多、
更深遠.......，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是所有人的救主！

我特別要鼓勵大家記住：即使在黑暗時期，甚至在我
們社會最黑暗的日子裡，耶穌亦在等待著我們，並將永遠
在那裡幫助我們。不要放棄，不要悲傷，光來了！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stories of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darkness fell over the entire land, from noon until 3 o’clock” 
(Mt 27:45, Mk 15:33, Lk 23:44-45). Why does the Gospel show that 
the sky became dark? Christian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the Bible 
have come up with different possible reasons. Some say that the 
dark sky represents sadness. God sent His only Son to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nailed Him to the holy cross. Therefore, 
the entire world was covered with sadness. The entire universe 
— the whole world with God created — is feeling deep sorrow 
because the Messiah has been killed. Other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dark sky represents anger. God’s light is a symbol of the joy 
that a new day brings to the world. However, when Jesus was killed, 
the joy temporarily was replaced by anger. This anger is directed 
at the people who killed Jesus. There are many times in the Bible 
where we see that God is unhappy with the way people act, and 
perhaps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represents this anger.

My favorite explanation, however, is that the darkness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power of God. Jesus once showed His power by 
using very bright light (Transfiguration); and now, Jesus uses 
darkness in the same way.

No matter how we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darkness”, 
however, most important to remember is not the death and the 
darkness, but the life and the light that come after. On Easter 
morning, the sadness and anger darkness represents will leave, and 
instead we will be surrounded by light and joy.

We talk about light and darkness because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have had a lot of darkness. Because of social issues, many 
places that were very happy and joyful, have changed into places of 
danger and insecurity. Because of sickness, many activities that we 
all enjoyed doing have had to be cancelled or postponed. We have 
had to cancel Mass, and even when we are allowed to celebrate 
Mass, we can not sing and praise God like we used to. Even the 
weather seems to be more sad and gloomy.

But the message of Easter is clear. Jesus came for all people a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He did not come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fix the world. Jesus did not come to destroy the world, 
but came to save all people. Jesus is on my side; Jesus’ primary 
function is not to judge or to condemn; instead, Jesus lived on 
earth so as to give us an example of how to live today. Christ is 
the definitive word of salvation, a salvation attainable for us if we 
accept the love of Christ and live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Being like 
us in “all things but sin” (Hebrews 4:15), Christ is a human, just 
like us. Christ’s divinity, at the same time, is taught to us through 
Christ’s human actions on earth; but it is the forgiving nature of 
Christ which we must never forget. A great mistake, I feel, would be 
for us to simply think Christ is only a “good teacher” or a “smart 
wisdom figure”. He is these things, certainly; but is so much 
more….Jesus is our Savior, and the Savior of all people.

I especially want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remember, that 
even in the dark times, even in the darkest days of our society, 
Jesus is waiting for us and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help us. Do not be 
discouraged. Do not be sad. The Light is coming!

羅彼得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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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樂 的 生 命                      施樂怡修女

我很高興有機會介紹自己，並與你們
分享作為一個傳教士修女的喜樂。

我隸屬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來自
一個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國家--印度。
我生長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個十分傳
統的天主教家庭，我有五個兄弟和四個
姊妹。我自小接受良好學術教育和基督徒
虔誠的信仰培育。雖然當時我察覺不到什
麼，但從小的信德薰陶成為了我回應聖召
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的福傳聖召源自我的家庭，母親的
教導使我立志去服務貧苦的人，關愛那
些沒有人去愛的人及社群。慢慢地，我透
過聖堂不同的活動，老師們的鼓勵，加強
了我關愛和服務貧苦的熱誠。除了我的母
親，我的代母也在我靈修培養方面給予我
很多幫助。在我八歲的時候，我熱切感覺
到要侍奉天主。當時我看到一位修女在孤
兒院為一群兒童服務，我感覺這些孤兒極
需要愛護和關懷，這驅使我去接觸他們，
與他們分享自己所擁有的。最初，家人有
點不贊同我選擇修道生活，但在我堅定的
決心下，他們沒有再要求我回家了。 

我的傳教士生活
我十五歲就開始修道生活，接受了七

年的信仰及學術方面的培育後，我終於發
了神貧、貞潔和服從的終生願。在我積極
準備發願前的兩年，我與主基督有着一次
特別的相遇，令我更明白天主是何等的深
愛着我。我對天主説: 「天主，祢是我的
一切所有，有祢我便足夠。」我完全相信
自己將準備發願，向天主說的那句「我願
意」是十分正確的。

發終生願之後，眨眼已過了十九年。
每天，我全程投入修女的生活，所走過的
路是我從未想像過的。修道培育的過程是
艱辛的，但這過程使我更加心向天主，它
使我成為天主喜悅的我。成為修女並沒有
收窄了我的視野，反而擴闊了我的思維，
並開拓了我的新生命。成為一個修女令我
獲得很大的喜樂，不過亦遇到了許多我意
想不到的挑戰和抉擇，但是，我更深刻地
領悟；修道生活是天主召叫我要走的路。

某一年在週年退省時，我聽見內心有
一個聲音：「我的女兒，你要擁抱我給你
安排的生活。」這道叮嚀警醒了我，不單
止要去做好本份，更要活出喜樂--得勝的
歡欣。

我所屬的修會是國際性的專責傳教和
為世界各地做服務的修會。我們開始接受
培育時就明白，我們將會被派遣到任何一
處侍奉天主的地方。因此，2009年8月14
日我被派遣到中國香港來與修會內的修女
一起做福傳工作。在開始的兩年，我有機
會學習中文，這兩年中文的學習幫助我去
認識這種最深奧的文化，我亦了解到很多
有關中國的事物，例如：中國的傳統和文
化。我初學中文時，感到十分困惑不解，
我的信心動搖了，繼續學習的勇氣也減弱
了。我對天主説：「天主，我不能繼續
學下去......實在是太難了。」天主俯聽了
我，立刻透過修女們和我身邊的人，施出
援手，使我再次鼓氣學習的信心。是的，
召叫我來到香港的天主俯聽了我的禱告，
透過親愛的修女們和身邊的朋友，關顧着
我，衪讓我知道祂在助佑「祂所召叫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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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兩年的中文課程後，我被派遣到
荃灣葛達二聖堂服務。在葛達二聖堂服
務的日子是我生命中一段極難忘的經歷。
我雖然學習了兩年中文，但一開始工作就
感覺自己不稱職，我連用中文介紹自己亦
有困難。那時我想起天主聖言《格林多後
書》第12章 9 節：「有我的恩寵為你夠
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
」每天，天主給我恩寵，帶領着我。無論
是喜樂或痛苦。在我遇見的每一個人，經
歷的每一件事上，我都能與天主相遇。我
感覺這裡是我的家，而每一個人也把我當
作他們的家人。有一次我在聖堂獨自祈
禱，堂區一位教友以為我不開心，走過來
對我説：「修女，不要擔心呀，就算你不
懂得講中文也是沒問題的，只要你在我們
當中，就已經足夠了。」親愛的朋友們，
我内心感到的喜樂是難以形容的，我感覺
這是主耶穌給我的訊息，是祂對我無盡關
愛的標記。在香港的這些年來，我可以自
豪地説，眾人對我的關愛、支持、鼓勵和
接納令我十分感動。我會時常感恩，用愛
心和祈禱回報他們。與教友們同行信德的
道路，讓我了解他們在堂區的生活和對基
督的信仰，讓我找到更新的福傳途徑。

在香港服務七年後，我再返回印度繼
續深造。當我完成後再回到香港時，超神
父(Fr. Joseph Chan)邀請我到青衣堂區，
我真的十分高興能在這堂區服務。我祈求
天主令我洞悉前面要走的路, 可以從每天
生活中學習，作為一個聖母無原罪傳教女
修會的修女，做一個最好的榜樣，仗靠我

的正面人生觀，使我堅持渡傳教士的生
活。我親愛的家人、修會的修女和我的朋
友對我的支持與鼓勵，成就了我的聖召，
使我忠信地活出修道生活。

今 天 我 想 和 聖 保 祿 宗 徒 一 起 向 大 家
說：「我也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
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飫、或饑餓  、
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了祕訣。我依賴
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理
伯書第4章 12-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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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早上班 -- 凌家杰

星期二早上班導師 -- 覃志敏

星期二早上班 -- 黃嘉荃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在年半前給我一個機會踏

上慕道之路，認識祢的真理。還記得開初的時候，我
也會迷惘，也會對自己沒有信心，但經過一次又一次
的慕道聚會，導師們的細心分享，教導我如何履行基
督徒的生活，慢慢地感覺自己開始融入天主這個大家
庭，每一次參與感恩祭，除了是與天主祢最親近的交
流，也是與其他基督徒一起祈禱見面的機會，就像家
人一樣。今年的復活節，我們一眾慕道者將會進行領
洗，正式成為祢的基督子民，懇求天父繼續與我們同
行，指引我們的前路，亞孟。

動手寫這篇感想的時候，香港社會面臨著疫症的威脅
已經個多月了。亦因為此疫症傳染性極高，大家聽從專家
的意見盡量留在家裡，避免人與人緊密接觸。十七年前〝
沙士〞時，彌撒也沒有暫停，這回暫停了，慕道班聚會也
暫停了，那種不可預知何時能夠停止疫症的狀態令人忐忑
不安！可幸的是，靠著天主的恩寵和祝福，沒有因疫情而
阻礙我們作為慕道班導師的福傳工作，一份傳達天主話語
的重要工作。  

話說回來，去年還未發生疫症，由盧賢喆神父在我們
班開出的【功課】開始，學員們就已經形成一個WhatsApp
交功課的習慣；例如抄寫經文後拍照，再上傳到WhatsApp
群組，又或簡單回答一些問題等等。當導師團仍在商量停
課與否，停到什麼時候，我們卻已經立刻轉用WhatsApp與
學員交流交流。我們明白每個人慕道其實應該是終身及終

生的，即沒有終結的。給初入門的慕道者，慕道班的面對
面聚會當然是最好，因為可以讓導師與慕道者有個良好互
動與交流；慕道班暫停大家也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但在這
不一樣的香港，正好讓我們經驗一下『不一樣的四旬期、
不一樣的領洗準備』，不是讓人更難忘嗎？

經過過去一年多的慕道時間，班上每一位在生活上已
經有了改變，每週二早上的聚會是我們的日程之一，在沒
有聚會的時候，導師每週發出兩個訊息，有聖經章節作分
享，連接之前慕道聚會內容和進展，提出一些問題讓慕道
者反覆思考；也有一些資訊，希望一起為疫症所帶來影響
的人和事代禱，互相勉勵。 

現在正面對的是一個大挑戰，一個現世人未有過的經
驗。香港人曾有過〝沙士〞經驗，但不至於現在的嚴重。
我們如何自處呢？唯有信靠天主得平安，亞孟。

星期二晚上班 -- 李家勁 -- 信仰歷程分享
今次已經是我第三次參加慕道班了，回想以往兩次慕

道都因着各種理由而未能走到最後，感謝天主並沒有因此
而放棄我。我的女兒在上年八月出生了，我記得我們結婚
前曾向神父許諾會將信仰帶給我們的子女，亦由於我一直
渴望我們一家人能夠擁有着相同的價值觀，所以經過太太
不斷的支持和鼓勵，我再次參加了慕道班。現在太太每個
星期都會陪我一同上堂，她說當作是溫故知新，我們下課
後還會一起討論上堂時學到的道理，這不單加深了我對道
理的理解，亦增加了我們對彼此互相的了解。

學習天主的道理，令我最大的得着是學懂了感恩。
以往當有好的事情發生時，我總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是
因為好運，或者是自己賺回來的，現在我感受到這一切原
來都有天主的安排及恩典。我感謝天主讓我娶得一位好太

太，她愛我並為我生育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她將信仰帶給
了我，又在學習的路途上一路陪伴着我。我感謝天主賜我
這個可愛的女兒，她讓我明白到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可
以控制及理解的；她讓我感受到天主的偉大以及衪對我們
的愛。

我明白領洗只是信仰道路的開始，我希望在往後的日
子，能將信仰融入我的生活中，讓別人看見我就能認出我
是天主的門徒，作天主的見證。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
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
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望福音 
13:34-35

我很榮幸能參與星期二早上的慕道班，十分高興！感
謝導師、神父們在這一年半帶領我們學習天主教的信仰、
祈禱、禮儀、信德和皈依等等。

可以再進一步了解天主、可以嘗試感受天主的存在、
可以從聖經中提到-「不要害怕！」、「不要懼怕！」。
令我們感覺天主會一直在你和大家的身邊守護着、支持大
家。

直至今年初到聖保祿靜修院參加避靜的一天，導師講
解題目--我們的生命線，從而令我強烈地思考問題；天主
有沒有出現過？對自己或他人的看法總有偏差？用自己過
去的痛苦同別人相比下去？永遠在同一點重覆犯錯？面對
如此情況，你會逃避還是一筆勾銷？從不回看過去，只顧
將來，因此有很多東西不能面對現實，惹來全是不滿的指
摘。

導師所言的每一字一句，卻有如此大的啟發，我又
長知識了！感謝天主給我的機會。最後，我祈求天主：天
主，求你為人類降下恩寵和祝福，驅除一切凶惡，也好使
我們早日脫離逆境（新形冠狀病毒），以更新的心向你感
恩和讚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
然，直到永遠。亞孟。

星期二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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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晚上班 -- Betty Wu -- 信仰歷程

星期二晚上班 -- 陳國良 

主讓我找到聖多默宗徒堂，讓我參加慕道班，派遣像
天使般的導師教授，加上聖神陪伴、給予堅毅，歷時一年
半的慕道班快將完結，對領洗後正式成為天主子女確是萬
分期待！

參加慕道班最大得著就是認識祈禱真諦。透過祈禱
與主溝通，慢慢與主建立起緊密關係。成為基督徒，最大
分别應該是主在自己心裡位置。認識主，時刻祈禱；天朗
氣清會讚美主、開心會感謝主和憂心時會求主賜予信心面
對，漸漸主就在心裡有了重要位置。凡事信靠主，人變得
平和、平安。

耶穌要基督徒肩負起做鹽做光的使命。領過聖體聖
血，便要學習耶穌般生活，有堅強信德，愛主及愛人如
己！我們要為主撒出的種子落在好地結出果實而努力！

在2018年有恩寵令我能夠有機會去了默主哥耶朝聖。
默主哥耶又稱聖母學堂，意思是聖母親自帶領我們皈依天
主的地方，的確，聖母日復日引領我去認識天主。

回港後，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我嘗試祈求天主，
並得到天主的回應，讓我感受到天主的慈愛，使我更想去
認識天主，因而參加了慕道班。

參加了慕道班以後，在導師講授聖言及教導下，加上
每天的祈禱及參與主日彌撒，讓我加深了與天主的感情。
天主漸漸融入我的生活裹，無時無刻也會想起天主，也會
讚美天主創造萬物，也會感謝天主賜予我的一切。

現在期盼每星期的主日彌撒，也很期盼領受入門聖
事，更期盼在領洗後能領聖體，能嘗到與主耶穌基督結合

的這一份關係。
聖經內有一段聖言對我很深刻，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對

宗徒們說：「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前，同你們吃這
一次逾越節晚餐。」路22:15。令我也對耶穌有感而發說：
「我也非常渴望而又渴望，與祢吃這逾越節晚餐。」。與
祢結合，讓基督在我內，我在基督內生活，帶領我去愛主
愛人。

最後，因疫情而延遲了領洗日期，提醒了我，能領洗
不是必然的，這使我更珍惜領洗聖事；期盼領洗後成為真
正的天主子女!

感謝天主，感謝聖母的召叫。

星期四慕道班 -- 梁崇任 -- 主內的安穩和平靜
走過半世紀的人生路，能夠走進天主的懷抱，這份遲

來的恩典對自己卻有珍貴的意義，說來也不容易。

嘗過喜樂，也看過無常；在生活需求上看來無缺，但
總覺缺少一份內心的安穩。幼時在教會學校已開始熟讀聖
經，到青少年反叛歲月，更成為與主溝通的阻隔；但畢業
後卻不明因由也選擇了在教會學校擔當教育工作，可是繁
忙生活已忘了最早的初心。轉眼就渡過三十年，慶幸能每
年、月、日都可與學生們一起念經和參與彌撒，但卻一直
未能走近主。是全因自己的無知？反叛？或種種藉口....？

現在所有的原因還重要嗎？因為主的恩賜永遠對罪人
不離不棄，上主對我更無限包容，只等候著我的覺醒和悔

悟！

近年每走進教堂都開始有一份獨有的安穩和平靜，即
使生活上遇到困惑，也能從這裡獲得指引和啓示，心裡只
覺上主一直都守護在身旁。

昨日的我因種種原因，錯失了無數次追隨主的機會，
現在一份來自對主基督的感恩，平凡但不可忽略！也期望
可在有生之年不再迷失和疑惑，追隨祂的引領走下去！欣
喜能夠成為慕道者，感謝帶給我啓示的天使；並能與一眾
同學分享這份喜悅，一同迎接人生中這個重要的重生時
刻！

星期四慕道班 -- 黎曉虹 -- 慕道之路終結亦開始
領洗在即，回想過去年半的慕道班日子，感謝導師們

的循循善誘，同學們的互愛互助，大家無論在信仰或社會
事件上分享及互勉的經歷，幕幕回憶，點滴心頭。

我一步一步前行，由每天禱告，到漸漸參與彌撒。
即使工作關係常不在港，慶幸許多地方也有聖堂可參與彌
撒。我發現語言不是障礙，因在任何地方親近天主令我心
中得平安寧靜。

我漸漸將信仰注入生活中，並提醒自己要活岀教徒的
模樣，也希望可以成為女兒的好榜樣。我會繼續努力認識
信仰、認識天主、依靠天主，也常常記著聖經的道理。

課堂快完結，洗禮在即。我知在信仰路上，我才剛剛
踏出第一步，但願天主引領，活岀基督的典範，獲得豐盛
的人生。

星期二晚上班



6

星期四慕道班 -- 鄭金華 -- 我倆在主內同行
我在小學時期已認識天主教信仰，但自幼家中是信

奉民間的宗教，只有在學校時才接觸到「天主」，但我已
很喜歡仰望慈愛聖母肖像，想接受這個信仰，後來也曾慕
道。非常感恩！天主終於讓我和丈夫有機會一同上慕道
班。

最 要 感 謝 四 位 慕 道 班 老
師 ， 用 各 種 方 法 指 導 我 們 將
信 仰 和 生 活 結 合 ， 並 幫 助 我
們更快樂、更充實、更健康、
更積極去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自上慕道班，每週都一同參與
彌撒，令我倆更親近主耶稣基
督，也感受到祈禱和聖事的動
力，明白凡事要謙遜、温和、
忍耐，主的恩寵必臨在，也願
盡量跟從耶稣教導 :「愛人如己」。

我倆也喜歡常讀聖言，並互相交流、提點融入生活
中，因此我倆也更感平安和喜樂。

願聖父，聖子，聖神和聖母永受讚頌！

星期四慕道班 -- 蘇麗兒
我們一家都要成為天主的兒女了 !   

四年前女兒一家領了洗，看見他們一家在主愛內生
活，也令我期待著跟隨主的機會，但擔心丈夫沒有這想
法。有一天，我們痛錫的小孫子問公公：「 為什麼你們沒
有去領洗的？」 本來丈夫的答案是：「我都老了，不要領
洗罷…。」但孫子跟著說：「你們不想將來同我們一起在
天國見面嗎？」丈夫想了一想：「是呀，我那麼愛我的家
人，怎可以不領洗呢？」

我倆為了希望一家將來能在天國相
聚，就參加了慕道班。自始，我倆無論
在認識天主、信仰和感情上都有很大的
進展，我倆現在更能互相尊重，特別是
丈夫的脾氣改善了許多。他更喜歡上慕
道班；雖然放工後覺得好疲累，但丈夫
仍堅持要上課。最近我們參加了避靜，
更感覺到天主在我們的心裏 ! 我們現在
一家人都成為天主的兒女了，真好感
恩！

星期六班 -- Amy Chau -- 信仰書  
我自幼已懂得唸天主經，過去十年遇上各種順逆，學

會了感恩與交託。為了更瞭解我所親愛的天主，好當祂所
鍾愛的僕人，我決定在不惑之年，報名參加慕道班。

這個逢星期六的活動既益智又愉快，完後，卻是沈重
的一週。

在課堂初期，班上談及「天主對人的寵愛」和「人間
的痛苦」，令我以往所有不快的回憶全部湧現出來，陷入
無盡的自責中；再想到世界上各處因政治、宗教、戰爭、
饑荒、疾病、人性淪落甚至橫禍而受苦難的人，我不明白
天主為什麼會坐視不理，為什麼要以「天主的計劃」去賦
予各種不幸的意義。來世的生命遠不及現世的憐憫更能安
慰我。

到了中段，社會運動多姿多采，我選擇了逃課去上
街，從日到夜，從短裳到長衣，在熟悉的道路上見證了無
私的訴求和無力的抵抗。看得見的血和涙與看不見的化學
物質和恐懼，彷彿都被摒絶在教堂外。我不明白教區坐擁
豐厚人脈地利資源，為什麼要討論教堂應否開放讓人休
息；又作為全港主要的辦學團體，為什麼毫不考慮青少年
和幼童的利益，就急不及待地為政府的蒙面法通知中小學
甚至幼稚園學生的家長；為什麼彌撒講道不能明言是非黑
白，要顧左右而言它；為什麼來來去去只看到那三數位神
職人員走出來。難道四十萬的本地教友，沒有一個就在二
百萬示威者、七千名被捕人士當中嗎？被毒打、被性侵、
被自殺的，就幸運地沒有一個是教徒嗎？和平是否就是默

許讓暴力發生在鄰舍身上，祈禱以外就是不作為嗎？來世
的審判遠不及現世的公義更使我平安。

活的信仰，不是只信不問，這堂的主保「多默」是耶
穌親自揀選的宗徒，他的探究精神為我們作榜樣。由宗徒
傳下來的羅馬教廷是世上最悠久、但仍運作暢順且影響深
遠的國際組織，若沒有接受挑戰及與時並進，決不能成為
基督交予在地上的權柄的教會，不能擁有闡䆁聖經和教義
的話語權，也不能成為信徒與天主修和的代理人。縱然天
主沒有應允我們民主，卻給予我們質疑的自由。

我這一年半的慕道光景，是不斷的反思和省察，是
眼淚多於歡笑。最初以為輕輕鬆鬆等畢業，然後逢星期日
可以食多件餅，結果是出席率尋底，連主日彌撒都拒絕參
加。領洗？不了 ！ ？ ！ ？

最近，爸爸因病離世，在最後靜待隨時的一刻，我忽
然想起了天主，懇請祂好好為爸爸引路。我驚訝自己在那
最純粹的心思中，確信了我所仰望的上主。在陪伴爸爸前
往安寧間的路上，我領會到戰勝肉身死亡的，是那抵過歲
月流逝、永不止息的愛。

也許天不常蔚藍，但祂的恩慈常在。
今天，我決定領洗了，猶如「選民」登記，期待天國

在人間，祈求「信」、「望」、「愛」、「審判」與「賞
罰」，缺一不可。

願榮光歸上主！

星期四慕道班

鄭金華夫婦

蘇麗兒夫婦

星期六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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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班 -- 呂燕萍神奇的旅程
在這年半的慕道期間，非常感謝導師的指導及鼓勵，

讓我漸漸認識聖父，聖子及聖神，使我能親近基督，進而
渴求祂。

慕道課程中，在導師的引導下，令我想再多聽道理，
想知道更多福音信息。也感謝天主給我的兒子，帶領我來
到聖多默宗徒堂，引領我到天主的面前，使我更進一步認
識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生命的奧秘和一切疑慮都可以在
信仰生活中找到答案。

尋求基督的時候，我感到自己有所領悟，有所成長。
這些新的體驗，使我的心欣喜平靜。感謝天主！我即將領
洗，終於可以藉著洗禮而成為教會的一分子，讓靈魂得以
潔淨，重獲新生。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馬爾
谷福音16：16

星期六班 -- 梁美清 -- 為甚麼我會參加慕導班
為甚麼我會參加慕導班？因為我女兒全家信了天主，

自她領洗後，都邀請了我很多次，去嘗試認識天主。但因
為我讀書少及怕看不明聖經，所以都拒絕了。幾年後女兒
再鼓勵我，我便鼓起勇氣走進聖堂上慕道班，嘗試親近天
主。

 在一年多慕道班的日子，我學懂了很多，像上了一個
人生道理課程。多謝兩位導師講解得十分清楚，令我明白
遇上一個憎恨的人是要懂得怎樣寬恕，使我對仇恨放下了
不少；另外，同學之間大家互相照顧，令我這個害怕讀書
的人由擔心變成開心。

 我十分期待今年五月三十一日領洗的大日子，期待受
洗後人生會有什麼變化。我懇請仁慈的天主能洗脫我61年
來所有的罪惡和病魔，寬恕我之前的罪過……。

祈求領洗後，能按照天主的安排去走我下半生的人生
路。

星期日班 -- GiGi -- 慕道班感想
到了今天，我進入慕道班已是第十五個月，雖然聽道理的

時間只有約九十小時，但在這些時間內，我深深地體會天主對
我的愛。跟隨耶穌後，我有了轉變，開始變得樂觀、堅強、更
加有耐心、不輕易放棄。因為我知道上主自有安排，聖神將伴
隨着我，給我支持和力量。當遇到困難和不開心時，我都會祈
禱，雖然不知道祂會用甚麼方式來幫助我，但總會是一個好的
結果，因為我知道是祂對我的安排。

進入領洗前的階段，我內心以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我也知
道班上有的同學擔心今次疫情會影響到入門聖事。但我從來沒
有擔心過，因為我知道上主自有安排，我深信如果今年因此而
未能夠完成入門聖事，也是天主的意願，我會尊重衪。終有一
天，只要我有心，我最終都會成為天主的兒女。我相信領洗之
後會改變和更新自己，為我帶來新生命，為信仰作見證，我將
獲得天主的恩寵。

藉著這次的機會，我還要特別感謝三位導師耐心地為我
們講解，認真細心地為我們整理課程的內容，讓我們明白天主
對我們的愛和付出。我感謝代父的關心，對我的照顧和支持，
令我感覺自己是多麼的幸運。我也要感謝我部門主管執事對我
偶然一針見血的提點。最後，要感謝慕道班的同學們的一路陪
伴，令我能夠堅守信念，排除萬難，決心跟隨基督的步伐，成
為主的兒女。

星期日班 -- 石穎齊 -- 慕道班感言
參與慕道班的初心，是為了多了解天主教教會。然而在執

筆回顧參與慕道班這段時間，我發現所得的遠超我所預期。在
慕道班中與導師、同學及天主的相遇，亦正好在我身上印證了
「全然交託，天主自有安排」這一句常常在教友們口中聽到的
說話。

有朋友曾告訴我，覺得去「學耶穌」一定很悶。然而在
我的學習過程中，卻從未出現悶的感覺。我認為最主要原因，
除了因我是為著自己的興趣主動參與，更重要的是和導師及同
學們的交流很有意思、很有趣。我們班上的同學，年齡層雖然
廣，職業、愛好也是各式各樣，但我們都同樣有一顆活潑的、
追求信仰的熱心。在課堂之中或許我們是太熱鬧，但我們同樣
也愛積極發問、積極探討在信仰上遇到的問題，一起探求真
理，在這些問答、討論之間，令我們各有所得。

在我們上課的這段期間，香港社會氣氛動盪不安，我們
或許都有灰心、失意及對不公不義憤怒的時間，然而亦慶幸
在這段期間有大家在一起，相互關心大家的身心靈健康，齊上
齊落！我非常確切地感受到有很多同學，包括我自己，與初來
上課時已有不同。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都在慕道班這一段信仰
學習中成長了！我希望我們熱切地渴求認識這個信仰的火不會
滅，日後每次相聚仍會像現在「擦出火花」！

我非常感恩在學習信仰的重要階段遇上三位熱心的導師。
記得第一次上課時，陪我參與的外子告訴我，導師林太是他的
中學老師時，我已感到非常有緣。日後相處更多，更感親切！
亦很感激導師Elsa和阿源常常和我們分享他們在探求信仰上的
經歷！你們讓我知道，學習天主的真理確實會有迷茫的時刻，
有你們這些過來人的「貼地」分享，確實獲益良多。Elsa常常
提到「信仰要有味道」，這句話我會好好記住的！

慕道班正邁向終點，我們卻是走在天主路上的起點。但願
在課程完結後，與各導師、同學們仍會一起在信仰路上互相扶
持，繼續成長！願主佑大家！

星期日班 -- 袁旭漢
上主、我們的天主，感謝祢一年多陪伴我和一眾慕道

者，感謝祢的光照下使我認識和我一起走向信仰耶穌基督
的候洗者。

今年一月、我們堂區慕道班部分學員來到長洲思維靜
院避靜，當天聽了神父教導後，黃昏時刻我進入小聖堂，
在內靜默祈禱約十五分鍾。我在靜默祈禱中，想像主耶穌
在最後晚餐後，上了橄欖山的情景，學祂那樣祈禱，求主
的光照，給予世界和平、世人平安幸福。晚餐後，我們慕
道學員同心自律，一起清洗餐具用品，大家合作精神值得
讚揚。兩日一夜的避靜是難忘的、可貴的！一年多慕道過
程中，經歷了兩件震撼世界的事：一是香港社會運動，二
是肺炎病毒散播全球！我們一班慕道者守望相助(包括需要
物品)，懷有天主的愛心，以信、望、愛三德，幫助有需要
的人。

主！感謝祢，在祢的光環照耀下、派遣多位導師和
陪談員給我們傳遞上主的福音，讓我們可以成為天主的信
徒。感謝天主！

星期日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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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事 與 活 動 回 顧

2019-12-15 輔祭派遣禮

2019-12-22
盧神父餞別會

2019-12-29 嬰兒領洗

2019-12-29
婚慶彌撒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9

2019-12-29

愛。共融 家庭同樂日

2020-01-11, 12, 18, 19

為明愛籌款，超神父、羅神父、施修女

親筆書寫新春福字、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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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的傳教士--利瑪竇       編輯組

一.  童年及成長
利瑪竇 (Ricci Matteo)，1552

年10月8日出生於義大利中部，父
親是藥劑師，曾經做過市長和代
省長，利瑪竇是長子，有八個弟
弟和四個妹妹。他年少時，身體強
健，性情活潑，生性聰明，記憶力
驚人，十六歲已完成了中學課程，
他的理想是入修道院修道當神父，
初時他遭到父親反對，並把他送

到羅馬某大學讀法律。唸大學時，利瑪竇在課餘，常去
拜訪耶穌會士，也參加耶穌會士所創立的童貞聖母會。
和耶穌會士的來往中，他的內心慢慢起了變化，他覺得
人生如果只為追求世俗的名利，實在太庸俗了，他心
意已決。1571年8月，他告別法律學院，進入耶穌會修
道，他的長上是負責遠東傳教事務的范禮安神父 (Alex 
Valignano)，他不斷申請到遠方傳教，因為這是他的心
願，直至1576年底才如願以償，他當時二十四歲。

二.  心願達成  往東方傳教
1577年5月，總會長派遣一批傳教士到印度及東方

傳教，羅明堅神父 (Michele Ruggieri) 和利瑪竇修士，
接到命令後，都很高興地動身前往里斯本。翌年3月，
利瑪竇和十三位耶穌會會士啟程前往印度，路途上吃盡
苦頭，終於抵達印度西海岸中心果亞 (Goa)，利瑪竇在
該處繼續唸神學。 1580年夏天，利瑪竇在印度南部交
趾 (Cochin)晉鐸，並開始他的傳教工作，後來他被召回
果亞，繼續修讀四年的神學課程。有一天，他突然接到
命令，獲派去澳門，這真是個令他驚喜的消息。 原來，
這是羅明堅神父的請求。因為羅明堅和利瑪竇一起搭船
到果亞後不久，就被調到澳門。按照長上的指示，要他
專心學習中國語文，了解風土人情，準備中國傳教事
宜。可是羅明堅神父在那裡學習中文感到極困難，花了
三年時間還是學不懂中文，他想起了永遠滿腔熱誠的利
瑪竇，於是請求上級派他來澳門作助手。

三.  動身前往中國傳教
1582年8月7日，經歷

兩 個 月 的 海 上 辛 苦 旅 程 ，
三 十 歲 的 利 瑪 竇 隨 葡 萄 牙
商隊乘船抵達澳門，翌年，
肇慶知府王泮聽說兩位神父
的事，知道利瑪竇會繪製地
圖、製自鳴鐘、地球儀、而
且數學了得，好奇心動了，
派人來澳門邀請兩位神父到
肇慶，並且表示他們可以在那裏蓋房子永久居住。羅明
堅神父認為機會難得，便立即籌募旅費，於1583年9月
某日，他和利瑪竇神父及一位中國籍翻譯員登上了往廣
州的民船，動身前往肇慶，兩位神父事前剃掉鬚髮，穿
上和尚道袍，以僧人身份到達肇慶。

到達肇慶後他們獲王知府撥地建造了兩層高的歐陸
式磚屋，定居下來。這是第一間在中國境內的天主堂，
被稱為「僊花寺」。他們專注學習中國民族的言語、文
字和生活方式，盡情地交朋友，了解中國的文化習俗。

「僊花寺」剛落成時，來
參觀的遊客很多，兩位神
父都很熱心地引導他們參
觀，介紹西洋物品，可是
又不能直接向遊客講解天
主要理，所以就決定把敬
奉 天 主 的 要 理 ， 刻 印 成
書，贈送給遊客，進而宣
講天主教義。

四.  編寫《天主實錄》
他 派 發 的 第 一 種 刻 印

品的是單頁的《祖傳天主十
誡》，老百姓得到這張印刷
品，都很小心的收藏閱讀，
因 為 當 時 印 刷 品 很 少 及 珍
貴，他們也認為內容合情合
理。為了更進一步給民眾講
解敬奉天主的道理，利瑪竇
和羅明堅神父合編了《天主
實錄》，這書是專為教外人寫的，且適應中國主要宗派
的思想，是我國天主教的第一冊要理書籍，全書共七十
八頁，因各方需求殷切，他們印製及分發了約一千本，
後來，利瑪竇將此書改編成《天主實義》，於二十年後
出版，此書令人更易明白，且廣受歡迎，近期則稱為《
要理問答》。

五.  印「山海輿地全圖」
當時中國的地圖，都把中國畫在中央，而四週全是

海洋和一些小島，代表蠻邦小國。當肇慶的讀書人來到
「僊花寺」參觀時，卻發現廳堂裡掛着一幅全然不同的
地圖，中國不在地圖中央，而且除了中國以外，還有許
多國家，於是他們紛紛請利瑪竇神父解釋。王知府看過
地圖以後，也請神父把那幅地圖加上中國字，然後在肇
慶刻印。這幅「山海輿地全圖」印好以後，王知府立即
分送各地的朋友，他們看了，都嘆為古今奇觀。

六.  傳教遇上困阻
羅明堅神父於1588年奉派返回歐洲，邀請教宗

派遣使臣來華，可惜事沒辦成，又失去回來中國的機
會。1589年春，新任廣東巡撫劉節齋到任，接替陞任
湖廣省布政司的王泮，隨着王泮的離開，他們開始得
不到官方的保護。劉節齋一看到「僊花寺」，就十分喜
愛，且起了霸佔之心，據為己有，以改建成他的生祠。
於是強迫利瑪竇以六十兩銀子作交換，且須離開及返
回澳門，經據理力爭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 Antoine 
d’ Almeyda (羅明堅的繼承人) 才獲批遷往韶州南華
寺居住。同年8月「僊花寺」便落入劉節齋手中。他們
取得通行証後便去韶州 (韶關)，後獲安排在光孝寺暫
住，幸而兩個月後獲總督批地建造房屋，他們在屋旁建
造了第二間天主教堂。有了固定居所及小聖堂，利瑪竇
得以繼續展開傳教工作，這是他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耶
穌會傳教站。他們到達韶州的第二個秋天，麥安東得了
瘧疾而病死，令利瑪竇痛苦萬分。後來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 神父從澳門調來代替已故的麥安東神父。

利瑪竇初到中國時
呈獻地圖給肇慶知府黃泮

僊花寺現時只剩下遺址紀念碑, 
旁為當年同時建造的祟禧塔

利瑪竇親撰 (天主實義) 
序言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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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 (上、下集),  光啟文化
   利瑪竇書信集 (上、下集), 光啟文化
   西學東漸第一人 - 利瑪竇在中國 ,  天地出版社

利瑪竇傳 (西泰子來華記),  光啟出版
利瑪竇的記憶之宮,  輔仁大學出版社

一個夏天的夜裏，一群醉酒的暴徒，襲擊了利瑪竇
神父的住所，利神父的手被斧頭砍傷，中國人向來輕視
和尚，因此事故他覺得有需要除掉僧人的身份。1594 
年，利瑪竇留在中國已有十年，他們得到總會長的批
准，改穿儒服，他和郭居靜兩位神父開始留鬍鬚。有一 
天，兵部侍郎石星將軍路經該處時拜會他們，在石將軍
的協助下，兩位神父得以乘搭他的船隊離開韶州，沿着
水路往南京。因當時日本發動戰事入侵高麗，加深了中
國朝廷仇視外國人的心理，他們到達南京後被廹離開，
利瑪竇神父只好暫時隱退，登上民船前往南昌居往，他
常深居簡出，時時祈禱，求主指引。有一日在夢中得到
天主的啟示，將來有一天會到京城傳教，且會有人幫
助。這個啟示帶給利神父無比的信心與鼓勵，也促使他
先在南昌開始傳教事業。

七.  北京傳教
1597年，利瑪竇留在中國已有

十四年，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傳教
區的會長，他知道唯有見到皇帝，
請准教士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基
督福音才能更順暢地推展傳揚，否
則朝不保夕。他於是寫信向長上范
禮安請求上北京，後來獲批准前往
北京，作久居的打算。受傳教熱忱
的驅策，利瑪竇神父經多方的努力
策劃， 1600年5月18日他帶著龐迪
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赴
京，中途遇着很多障礙，幸而終能
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大小自鳴鐘各一座、
基督畫像及聖母畫像、福音經及日課經、珍珠鑲嵌十字
架、萬國輿地圖一冊、大西洋琴等十多項禮物，雖未得
黃帝接見，因利瑪竇需每年四次進宮內維修自鳴鐘等，
利、龐兩位神父最終獲明神宗下詔允許長居北京。

在北京期間，利瑪竇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
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
編撰新書，於一六零五年春出版了備受讚揚的《二十五
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同年，北京已
有一百多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
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
徐光啟。在同一年，全中國的四個傳教站已有十二位外
籍神父及四位中國籍修士。

當時中國有儒教、佛教和道教三個主流教派，利瑪
竇曾熟讀儒、釋、道三家的書籍，三個教派中他最極力
反對的是佛教和道教，因這兩個宗教的教義與天主教教
義不相容，但他接納孔子創立的儒教，儒家的學說鼓吹
人應該發揮美德以求心安，它只論及在現世人與人之間
的道義，沒有提及來世及人與天的關係，他認為儒學實
質上與天主教的教義沒有根本的衝突，只是有缺陷，但
可由天主教教義補足，止於至善。為了尊重中國文化，
及避免構成傳教的障礙，利瑪竇徵得長上范禮安神父同
意，容許中國天主教徒敬孔及拜祭祖先的禮儀。1610年

5月11日利瑪竇因過勞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逝世後獲
皇帝欽賜墓地，賜葬於北京城外，為第一位得此榮譽的
外國人。

八.  對東西文化交流貢獻極大
利瑪竇在中國期間，對中西文化交流，有極大的貢

獻，他努力學習中文及中華文化，極受學者尊重，被尊
稱為西泰子 -即西方的賢士，他曾將《四書》翻譯成拉
丁文，使《四書》譯本成為第一本在歐洲行銷的中國典
籍。他觀察所得，在中國境內，利用印刷品傳揚福音及
倫理道德是很有效途徑，他於是寫了及出版了超過二十
本有用的著作，其中很多是教人修身的，著作包括《交
友論》、《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
、《西琴曲意八章》、《四元行論》、《西國記法》
等。同時，他不斷努力地將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知
識傳入中國，亦糾正了中國人對宇宙的觀念，期間得到
很多文人及官員支持出版及協助翻譯配合，官員包括徐
光啟、李之藻等教友。                 

中華文化有幾千年歷史，中國因曾受外人侵略，
當年國人普遍仇視外人及排外，傳統的思想習俗根深蒂
固，祟拜偶像、迷信、算命、占卜等的風氣亦很盛行，
在中國境內傳教實不容易。耶穌會士務實地採用當地語
言、尊重當地文化及以謙遜仁愛的方針傳揚福音，使天
主教在中國得到發揚。隨着利瑪竇北上，在中國的二十
七年期間，除初期韶州 (韶關)有傳教站外，後增加了南
昌、南京、北京等三處傳教站，領洗入教者合共有數千
人，福傳得以在中國播種。他甚有遠見，採用了先傳授
科學及利用文化交流的方式傳教，有如在種子及其發出
的根苗上，給予適當的養料，從旁助其自然成長，使天
主教在國內可持續發揚。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言：「利瑪竇之功，在交
流東西。其以漢文編制天主教神學禮儀，使中國人知福
音，立教會……利神父以自身為中國人，兼治漢學。以
區區一身，合司鐸、賢儒、基督徒、意大利人、中國
人，豈不偉哉！」足見利瑪竇對傳教及中西文化交流的
貢獻是功不可沒，影響深遠。

      利瑪竇與徐光啟畫像

利瑪竇在北京的墓地

利瑪竇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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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for Deliverance from the Epidemic

(Wuhan Coronavirus Infection)

O God, you are the source of all goodness. We come to 
you to invoke your mercy. You have created the Universe 
with harmony and beauty, yet through our pride we have 
disrupted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brought about an 
ecological crisis which affects our health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human family. For this we ask for your forgiveness.

O God, look with pity on our plight, for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new viral epidemic. May we experience again your 
fatherly care. Restore order and harmony to Nature and 
re-create a new mind and heart in us that we may look after 
our Earth like a faithful steward.

O God, we entrust to you all the sick and their families. 
May you bring healing to their body, mind and spirit, enabling 
them to partake of the Paschal Mystery of your Son. Help 
all members of our society to play their proper roles, and 
strengthen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among them. Sustain our 
frontlin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workers, social workers 
and educators. Come especially to the aid of those in need 
of resources to safeguard their health.

We believe that it is you who direct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and that your Love can change our destiny for the 
better, whatever might be our human condition. Grant a 
steadfast faith to all Christians, that even in the midst of 
fears and chaos, they may carry out the mission you have 
entrusted to them.

O God, bless our human family abundantly, and dispel 
from us all evil. Deliver us from the epidemic that is afflicting 
us, so that we may praise and thank you with renewed 
hearts. For you are the Author of Life, and with your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unity of the Holy Spirit, you live and 
reign, one God, for ever and ever. Amen.

Imprimatur: Cardinal John Tong, Apostolic Administrator of 
Hong Kong

30 January 2020

An Act of Spiritual Communion

My Jesus, 

I believe that You are present in the 
Most Holy Sacrament. 

I love You above all things, and I desire 
to receive You into my soul. 

Since I cannot at this moment 
receive You sacramentally, come at least 
spiritually into my heart.

I embrace You as if You were already 
there and unite myself wholly to You. 

Never permit me to be separated from 
You.

Amen.

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9/11/2019至20/3/2020）曾服務的亡
者靈魂祈禱：天主，我們相信祢以恩澤與仁慈對待倚恃祢的
人，並以祢的憐憫收納以下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
中，得享天國的福樂！也讓我們因依靠袮而獲得心靈的平安。

黃    瓊        鄭文威       謝淑影
潘潔雯         李健彬        黃杏梅        黃亞黑
倪康德        戴招娣        馮桂明        黃月就

謝燕芳        李彩金       林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