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9 年第二期通訊 ********************** 

 
中國慧靈藝術團去年來港表演 

 
許神父攝於聖老楞佐堂主保瞻禮 

 

許國賢神父心語               許神父口述    謝太筆錄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就借此一角，向大家簡報近況。 

2018 年我暫留在香港，由香港教區安排為有需要的堂區開彌撒。2019 年 8 月 1 日開始，香港教區委派我

到聖老楞佐堂區擔任助理主任司鐸。這堂區對我很親切，我很喜歡這堂區及堂區的教友；而亦感受到教友歡

迎我；我會努力做好福傳的工作。此外感謝主任司鐸葉定國神父，他早在擔任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時，已支

持慧靈義賣；其後他調往聖老楞佐堂，亦繼續支持，批准慧靈到堂區義賣，所以我早已跟堂區的教友有交往。

在履新時，正值堂區主保瞻禮，我很榮幸能夠參與。 

另一方面，我仍然心繫中國慧靈，特別是廣州慧靈的智障學員---我一直服務的對象，與他們相處了接近

廿二年，學員愛我，我也愛他們 ! 我一直盡我的能力，希望他們過幸福愉快、受尊重的生活。希望大家繼

續支持中國慧靈的智障服務，到庇護工場、農場、麥子烘焙坊---探訪。農場在新的生力軍進駐後，帶來更多

人探訪及服務，令環境更美化，亦熱鬧得多了。麥子烘焙坊最近遷往新址，場地大了，供應的款式亦多了，

最近推售應節月餅，感謝香港的支持者熱心訂購，讓智障職員有尊嚴、愉快地工作。 

幾個月前我參加宗座外方傳教會總會年會，同時休假，有更多思考的時間，作了以下的構思： 

1，智障學員喜歡表演，而藝術表演能夠發揮他們的潛能、讓他們感到受尊重，開心愉快，所以希望可以安

排表演團來港表演。盼望堂區、學校邀請他們。 

2，計劃明年邀請我的姪兒 Fr. Dario 及幾位專業人士從威尼斯來港培訓中國慧靈負責舞台表演的職員。 

3，明年是中國慧靈成立 30 周年，準備安排慧靈表演團來港演出。 

4，明年是宗座外方傳教會在中國傳教 150 周年，計劃有慶祝活動，包括展覽、文化交流活動等，誠邀大家

參加，亦準備安排表演團前往表演。 

感謝天主一直讓我有機會推動福傳的工作，並且服務弱小的兄弟姐妹，祈求讓我做得更好！ 

 

 
葛達二聖堂教友探訪廣州慧靈農場 

 
麥子烘焙坊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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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朝聖點滴 *********************** 

 

 

天安修院 峴港耶穌聖心主教座堂 

 

香港慧靈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由阮金山神父帶領，一行 41 位兄弟姐妹前往越南中部~峴港、

會安、順化、天安、羅旺等地朝聖，分別參觀及探訪當地教會及修院，並暢遊名勝古蹟。主祐

行程順利，平安而喜樂！ 

 
羅旺聖母 

 
主教府內秘書介紹 

 
會安古城 

 
越南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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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朝聖團友分享 ************************ 

 
 

 
女童軍右方是筆者李淑嬋 

茶橋聖母出遊   李淑嬋 
懷著一份興奮的心情，參加茶橋聖母出遊。當旅遊巴抵達會場，竟然是

一個一望無際的運動場。場內大部分地方已坐滿教友，密密麻麻。他們好像

參加嘉年華會一樣，一家大小，帶著食物、櫈仔出席。而我們被分配到一個

平坦的草地上，要席地而坐。太陽伯伯熱烈地歡迎我們，為我們這些習慣舒

適安逸生活的港人，席地而坐， 是十分考耐力和體力。 

和朋友静静地離開自己的地盤，尋覓適當的地方。最終我們在進會場的

大路上找到一個石壆安坐，但要忍受暴曬一個半小時，可以說是克己。環顧

四周的越南教友，他們掛著笑容，互相扶持，看見我們煩燥的表現，報以微

笑鼓勵。接近三點半，在場維持秩序的童軍開始緊張地工作，我們深信聖母

媽媽就快來到，果然不遠處，已看到出遊隊伍，穿著顏色鮮艷，富有民族特

色的衣服，緩緩進場。最後也看到茶橋聖母的出現，接著是主教和神職人員。

當見到聖母媽媽擦身而過，我們十分高興，雀躍 ，熱烈地揮手。看見主教---

基督的代表，便不斷高呼:「主教，主教！」主教看見我們的熱情表現 ，報以

微笑及舉手降福我們。能看到聖母媽媽和能得到了主教祝福 ，我覺得暴曬 一

個多小時也是值得。大家席地而坐，靜心參與彌撒，雖然聽不懂，但我感受

到好似耶穌在大博爾山上，向群眾講述天國福音一樣。 

 

越南朝聖    鄭玉珍 
參加是次「越南朝聖」之旅，由報名至出發前，沒有寄望得到什麼；轉

眼間出發日期到了，五月三十日清晨三時三十分起牀，感覺魂不附體似地梳

洗、食早餐，然後趕快下樓，乘車往機場去。當然行程第一日非常疲倦，感

恩晚上睡得非常甜，使攰意全消。 

第二日行程是參與「茶橋聖母巡遊」，雖然當天天氣炎熱，但無阻熱心的

越南教友，他們從各自鄉下前來參與每年一次的聖母像巡遊。我們於禮儀開

始前兩小時到達，一會兒遼闊的草地，變成一望無際的人海！隨後來的教友

只有站在外面兩旁的行人路上。 

當天的禮儀安排，首先是聖母像巡遊，然後由主教主持彌撒；整個過程

達六小時，禮儀完結前，我們都看不見有教友提早離去。 

身為香港教友的我，實在太幸福，我們參與禮儀是非常方便和舒適，首

先香港各區(大部分)都有聖堂，像便利店梗有一間係左近；還有環境很舒服-

有冷氣，不受任何天氣影響。 

是次朝聖，使我想起路加這樣記載：有一個人對耶穌說：「不論你往那裡

去，我要跟隨你。」耶穌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人子卻沒有枕

頭的地方。」不只基督徒，就是做人，如不願走出/放棄自己的舒適區，那可

成長呢？ 

 

 
茶橋聖母出遊 

 
 

 
鍾楚雄夫婦 

羅旺聖母朝聖地    鍾楚雄 
    羅旺聖母﹝Our Lady of La Vang﹞的歷史可追溯到越南西山朝的皇帝阮光

纘禁止天主教傳教，當時，大批教徒逃往羅旺的熱帶雨林避難，其中有許多

人患了重病，在他們祈禱求助時，有一位年輕女士出現，她穿著傳統的越南

長襖，懷抱幼兒。有兩位天使在她身旁，在場目睹的人說這位女士就是童貞

聖母瑪利亞，手抱的嬰兒就是耶穌基督。聖母安慰他們，並教他們煮樹葉作

藥治療患病人士。到了 1886 年教難結束，主教下令建造一座教堂紀念羅旺聖

母。其後，主教宣佈羅旺聖母是天主教徒的主保。 

    到達羅旺後，阮金山神父介紹建於 1901 年的古舊聖堂(現已荒廢)，及另

一建於 1928 年較大聖堂的遺址，這座聖堂於 1972 年越南戰爭期間被摧毀。許

多當地及外來的信徒圍着羅旺聖母像虔誠地祈禱。祈禱後，在阮神父安排彌

撒地點時，我們便在草場樹蔭下誦唸玫瑰經；其後在露天祭台舉行彌撒，一

批馬來西亞教友一同參與。最後，參觀尚在修繕中的新聖堂。 

    儘管朝聖當日的氣溫高達三十五度，仍無礙我們朝拜羅旺聖母的熱誠。

當地教友十分虔誠，絡繹不絕地前來朝拜、唸經、祈禱等；身為教徒的我們，

真的要犧牲享樂的時間，盡可能到聖堂祈禱、參與彌撒聖祭、靜修等，作慕

道者或教外人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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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及探訪活動 ********************** 

 
 

大嶼山神樂院歸心祈禱退省 

14 -15 / 3 的歸心祈禱退省，除了退省外，還在莊宗澤神父的指引下，學習歸心祈禱：與主

內心交流，在聖神內憇息。莊神父教了四個步驟，鼓勵我們持續練習，以見功效。在教導之餘，

莊神父以魔術表演娛樂我們，讓我們輕鬆地學習。晚上在寢前禱後，更邀請前往視察的加洲母

院院長 Fr Paul Mark 為我們逐一灑聖水，聖化我們，讓我們獲得更多恩寵! 

翌日除集體修和外，更邀請了 101 歲的趙本篤神父協助我們辦個別修和。 

這次退省真是難得 ! 學習及實踐了歸心祈禱，更重要的是在大自然中與主相遇!  

感謝天主! 感謝莊神父! 感謝莫修士細心安排一切！ 

 

 
莊神父講授 

 

 
彌撒後合照 

 

葛達二聖堂教友探訪廣州慧靈 

葛達二聖堂長者慕道班導師徐邦雄兄弟安排慕道者及再慕道者連同天神之后教友於 

22-23 / 3 前往廣州慧靈愛心探訪。行程充實，大夥兒同往探望廣州慧靈庇護工場、麥子烘焙坊、

農場；大家購買產品，支持學員。此外還往石室聖堂參觀及夜遊珠江。 

 
 

 
探望庇護工場 

 
探訪麥子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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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及活動花絮 ********************** 

 
 

善渡四旬期愛德服務----深圳慧靈探訪 

3 / 4 委員黃瑞平及聖多默宗徒堂幾位教友一同往深圳慧靈作愛心探訪；一同參與了

學員的「晨會」：由職員引導學員報告天氣、個人分享---電視節目、新聞等，並翌日的活

動預告.....，隨後學員表演歌唱，感到他們滿足於為大家獻唱，我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其後大夥兒參觀中心及家庭，相約稍後再作探訪，與學員出外活動。 
 

 

 
與學員及職員合照 

 

 
學員晨會中分享 

 

慶祝萬籟寂神父生日感恩聖祭 

18 / 5 下午數十位教友齊集於宗座外方傳教會會院，出席慶祝萬籟寂神父生日感恩聖

祭，由萬神父主禮；其後切蛋糕，萬神父請大家品嘗美酒慶祝。 
 

 

 
萬神父切生日蛋糕 

 

 

 
彌撒後合照 

P.5 



 
  夢之家 (THE HOUSE OF DREAMS)   范子峰神父 

 
 

    
夢之家 

 

 
右面是筆者范神父，左面是 Fr Enrico 

 

去年 10 月香港慧靈前往緬甸朝聖探訪時，探訪東枝的「夢之家」---由 Fr. Enrico 成立協

助緬甸人戒除酗酒濫藥陋習的團體。我們到達的前幾天，Fr. Enrico 和接受治療的男士剛搬到

那處。聽過他的計畫---他的夢想後，教友紛紛捐助。回到香港，我們沒有忘記「夢之家」，幾

個教友再捐款裝修那房子。 

幾個月後，我有機會再前往緬甸「夢之家」探訪。「夢之家」的面貌已經改變了，設施雖然

簡單，不過悅目的顏色讓大家感到充滿了愛和生命。已經有 26 位男士在「夢之家」經過了 6 個

月的時間，成功戒除毒癮或酒癮，重返社會；而其中 8位因為居住在鄉村不方便，就繼續住下

來，日間出外工作，自力更新。 

隨後有 18位男士參加，分別來自緬甸不同的省份，其中一半是教友----信奉天主教，一半

信佛教。他們在「夢之家」接受治療，雖然療程辛苦，但由於他們對生命有盼望，所以團結起

來，尋求改變；尚有 4位將於稍後加入。他們每天的日程是：早餐後，做半小時靜坐默觀，然

後三小時小組活動，由 Fr Enrico 設計專業的治療計畫，帶領他們認識自己，戒除陋習；而下

午午休後，有一個半小時的工作，包括裝修「夢之家」（費用達廿二萬港元)，在屋前的菜地耕

種。Fr. Enrico 感謝香港朋友的支持！  

在一個大部份人不認識耶穌基督福音的國家，「夢之家」就是愛及希望的標記！值得大家支

持！ 

盼望美夢成真 DREAMS COME TRUE ! 讓更多緬甸酗酒濫藥的人士戒掉陋習，自力更新！ 
 

 

 
準備膳食 

 

 
參與彌撒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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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與拉匝祿比喻的反思     謝錦全 
 

很多人讀到路加福音記述耶穌講及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 (路 16:19-31) 時，都不太明白富翁在死

後被判下陰間的原因；究竟他犯了甚麼嚴重的過失而受到那麼大的懲罰呢？對於這個疑問，雖然耶穌本

人、聖史路加都沒有交代，一般教友只能說因為富翁的麻目不仁，沒有照顧貧窮拉匝祿的需要……但是，

「麻目不仁」怎麼會弄到永不翻身的田地呢？ 

近日讀到美國耶穌會士 Fr John Endres, S.J.介紹聖詠的文章，我才把上面的謎團解開。 

原來眾多聖詠的作者 (註 1) 都不停地為窮人、孤兒、寡婦、受壓迫的人向天主伸冤，並要求以色

列君王施以援手：「天主，求你給君王傳授你的權柄，求你給太子傳授你的公正。使他照正義統治你的

百姓，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必衛護百姓中的窮人，救助窮苦人的子孫，蹂躪欺壓人的暴民……

他必拯救哀號的貧民，他必扶持無援的窮人。他將憐恤不幸和貧乏的群眾，並要救護窮苦貧病者的生命。

他要救他們脫離殘暴與壓迫，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珍貴無比。」(詠 72:1-4,12-14)「為了貧苦者的委屈，

為了窮困者的歎息，我要立刻站起---上主說：將渴望救援的人救起。」(詠 12:6) 

申命紀中，梅瑟重申窮苦勞工、孤兒、寡婦和外邦人的權益；在論及農民耕種收割時：「當你在田

間收割莊稼時，如在田中忘下了一捆，不要再回去拾取，要留下給外方人、孤兒和寡婦，好叫上主你的

天主在你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申 24:19)。同樣，肋未紀也有類似的法律，扶持窮苦弱小者，「叫他

能與你一起生活」(肋 25:35)。亞毛斯先知這樣批評壓迫貧窮者的富人：「壓榨窮人，使世上弱小絕跡

的人哪！你們應聽……用銀錢購買窮人，以一雙鞋換取貧人，連麥糠也賣掉？上主指着雅各伯的誇耀起

誓說：「我永不會忘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亞 8：4,6-7) 

讀到這裡，大家開始明白耶穌指出比喻中的富翁的「麻目不仁」可以是天大的罪惡，因為他沒有遵

守舊約法律和聽從先知的訓導，就連聖祖亞巴郎也拒絕他的請求回到人間警告自己的兄弟，說：「如果

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他們也必不信服。」(路 16:31) 

已回到父家的楊主教，經常指出教會要關顧並服務最卑微、弱小、失落者 (the last, the least, 

the lost)，所謂「貧窮和脆弱者優先」(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and vulnerable)。事實

上，聖母讚主曲中，耶穌的母親也說出天主待人的常法：「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

的人。他曾使饑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2-53)。同樣，耶穌在會堂裡打開依撒

意亞先知書卷，讀出自己 (默西亞) 的使命，就是向貧窮人傳佈喜訊……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路 

4:18-19)。最後，祂指出在公審判之時，祂 (人子) 將會善待義人；反之，祂會追討不義的人，因為「我

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體，你們

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裏，你們沒有來探望我。」(瑪 25:42-43) 

盼望大家明白了這比喻後，就踐行耶穌的旨意---關顧貧窮、弱小、卑微的人! 

註 1：現代的聖經學者都認為達味不是全部聖詠的唯一作者。 

 

 
富翁與拉匝祿 

 

 
拉匝祿在天堂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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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 

 

朝聖活動 - 柬埔寨朝聖探訪之旅 

日期：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1 日 (6 天) 

神師：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 

行程：金邊、磅湛、暹粒、吳哥窟、湄公河… 

探訪：甘寶維神父及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當地教堂朝聖及彌撒。 

報名詳情：容後公佈!!! 

 
 

  

 

 

以上之活動介紹，均載於本會網站 www.hkhl.org.hk，歡迎瀏覽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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