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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正值炎夏，我最近也去了海灘放鬆一下。當我

看到一個人正在碧波中暢泳時，我想起了海洋和波浪代表

著甚麼？兩者又有何分別呢？

如果人是波浪，你會甘心樂於只做波浪嗎？還是你

想尋找在你之內的海洋，發現它的力量、自由和快樂？

天主創造的宇宙包括植物、動物和人類。祂賜給每

種生物控制自己成長和繁殖的能力。當動植物能使自己成

長時，人類反而不能自己長大。基於孩子的軟弱無力，父

母和社會都會盡力協助他們成長。他們可為孩子建立良好

的環境，讓孩子長大成人，但不應控制他們，因為天主給

予每個小孩潛能，好讓他們能充分發揮所長。有的小孩有

一項才能，有的會有五項，有的或會有十項，而每個小孩

最終都會成為天主心目中的模樣。

我們有靈魂和肉身，靈魂就是天主永恆的印記，它

是在世界上，但不是屬於世界。如果我們的靈魂失去了天

主的印記，並只能依靠肉身，那麼，靈魂便會失去生存的

意義，還會製造出黑暗。

讓我們以海洋和波浪的比喻去解釋：天主好像海     

洋，而我們就好像波浪。波浪是否就等於海洋呢？不，因

為波浪不能包括整個海洋，但波浪能與海洋分開嗎？不，

如不在海中，波浪只會是海水。因此，如果我們離開了天

主，我們還會是我們嗎？天主是海洋，創造物出波浪，天

主以自己的肖像，在波浪中顯示給我們，以下有三種不同

的波浪：

這種波浪靠著海洋的力量泊岸，它們不會見到海    

洋，但會靠著海洋的力量起舞，各有不同的型態。有的好

像代表男性，有的代表女性。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是獨

身的；它們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顏色，有的是白色

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棕色的。形態各異的波浪都好

像快樂地跳舞，而不受它們的地位、地理位置或顏色的影響。

當它們看到其他波浪，好像沒有吃飽，而失去動力

時，它們會說：我有很多食物，我應該跟它們分享，好讓

它們充滿活力。當它們看到其他波濤因沒有跳舞鞋，而跳

得不好時，它們會說：我有錢，我要幫它們買跳舞鞋，使

它們可以跳舞。

這種波浪擁有生命的智慧，能做好事，是理智的波

浪。這種理智的波浪好像跳舞一樣享受生活，樂於分享，

為生活而充滿喜悅。

就算海洋給予這種波浪動力，它們都拒絕跳動。黑

色的波浪又要等白色的來到，才有力跳動。甚或有些美國

的波浪會認為自己不能與俄羅斯的波浪一同跳舞。最後，

它們可能因偏見而死去，連跳舞的機會也失去了。這種波

浪沒有生命的智慧是愚蠢的，只會製造黑暗。

魯莽的波浪生活在過去和未來，它們沒有安全感，

它們只在乎快樂。當它們得到想得到的，便會短暫地感到

快樂。然而，它們是嫉妒、憎恨、恐懼和暴力的受害者，

並充滿罪惡，而且不是追隨海洋的流動。

理智的波浪不會理會偏見，它們內心無畏無懼，不

斷地隨海洋的威力而躍動。當海洋給它們更大力量時，它

們更會感動得高呼：我活著，不是靠自己，而時靠海洋，

我要跟海洋結合。

因此，理智波浪好像被海洋喚醒了，並成為明智的

波浪，它們靠著海洋，會有著永恆的生命，繼續在海中起

伏。

天主創造我們，並希望與我們在一起。天主想我們

快樂，要我們愛人如己，要看見天主，但我們時常會採取

好像愚蠢波浪的生活態度，拒絕基督。

你會像哪種波浪 ?
1 . 當我們在生活中體驗到天主賜給我們的平安和安慰     

時，我們就會好像那些理智的波浪；相反，如果我們

感到傷心寂寞，我們或會好像愚蠢的波浪。

2 .我們如以愚蠢波浪的生活態度過活，便會迷失自我。然

而，如我們像理智的波浪，便會接近天主，最後便會

好像明智的波浪一樣跟海洋共生，與天主結合。

尋找依靠：我們要依靠天主，好像波浪依靠海洋生

活一樣，不但會獲得自由，而且還會無畏無懼。我們可以

好像那些理智的波浪，迎合海洋，與海洋結合。

 

文：蘇卓慧修女牧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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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到祭台上宣讀聖言時，除了心情緊張    

外，尚算一切順利。直到有一次我居然漏讀了一整

行也懵然知，待發現時，雖感到不知所措，亦勉強

將經文讀完。回到台下，我心裡除了羞愧外，也感

到非常難過，唯有向天父祈求。奇妙的事情再次發

生在我身上，在感恩祭中，神父教導我們怎樣祈 

禱：比方說在考試前，同學沒有努力溫習，只會祈

求上主希望取得成績優異，上主又怎會令他們得到

呢？此信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醒我們每天

需要祈禱，多閱讀聖經，在服務堂區時才會與天主

的關係密切。

由那天起，我立下決心每天祈禱，多閱讀聖

經，積極服務堂區，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德，在生

活中活出主的面容；信仰已成為了我生活最重要的

一環。現在我步上祭台宣讀聖言時，雖然仍有緊張

的問題，但是嚴重的失誤已沒有再發生了。透過實

踐聖經的愛德，我與家人的關係亦變得密切，從前

的壞習慣亦已戒除。在學習中，我已深深體會到兒

時天父在我的心底處播下的種子，當我患重病時領

我回到他懷中，並使我得到憐憫。

小時候，我在教會學校念書，聽過不少的聖

經故事，但對天主的認識，卻非常貧乏。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製模工廠從事學徒，在

那裡我認識了兩位朋友，他們除了在工作上幫忙 

外，還會在下班時帶我往遊戲機中心及馬場玩耍消

遣，不知不覺間我便染上吸煙和賭博的惡習。媽媽

為了阻止我愈陷愈深，由初時的好言相勸至其後互

相爭吵，令我們的母子關係變得惡劣。在 38 歲時

我患上了冠心病，在醫院的第一個晚上，輾轉反側

不能安睡。突然，我仿佛聽到遠處傳來「回教堂」

的呼聲，環顧四周，病房的院友已經熟睡，這道聲

音不知從何處傳來，既真實又令人詫異，使我打從

心裡害怕起來。手術後我便回家休養，身體也漸漸

康復。回到工作崗位後，我把在醫院發生的奇異事

情告知一位教友同事，他對我說：「這應是天主的

召叫，你何不跟我到教堂去認識他。」這樣，我便

開始了參加感恩祭及慕道班，並在 2009 年復活節

洗禮成為教友。

進教初期，我只會在星期天早上參加感恩祭，

信仰根本與我生活無關。直到一天，妻子毅然參加

了聖言宣讀組，透過聖言宣讀組我認識了一位資深

讀經員蘇先生，他邀請我加入聖言宣讀組，我卻以

口齒不靈為由多次拒絕。幾個月後的一次感恩祭   

上，我們再次碰上蘇先生，他再次邀請我加入聖言

宣讀組，這次我竟在沒有任何思索下便答應了他。

就這樣，我成為聖言宣讀組的一員。

文：聖言宣讀組－馮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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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令你想起什麼？我首先想到的是咖啡，但
望着手上的傳單，我看到的是「朝聖」兩字，朝聖可
以參觀不同的聖堂，也有多些時間和天主溝通，心裏
很想參加。天主的計劃總是令你意想不到的，當以為
已額滿時，卻又以另一種方式讓我加入，最終我在越
南作了五天的朝聖體驗。

我們一行三十四人在祈禱室為今次行程祈求天
主保佑，數小時後，我們便順利抵達胡志明巿。天空
總是陰暗的，又下着雨，我們分了組，每天由一組在
車上帶領誦唸玫瑰經及幫手舉行彌撒。朝聖的首站先
去的是平昭花地瑪聖母堂，教堂中央有一座特別大的
聖母像，我們先跟神父祈禱，然後大家各自參觀。在
聖堂的後面也有一座聖母像，當地教友一邊摸着聖母
像，一邊誠心向聖母祈禱，然後還會把小紙條夾在聖
母像的手指間，相信是把心願交託給聖母吧。天快
黑了，我們要趕忙去拜訪頭頓的聖母山。在遠處我
已看到白得發亮舉起着小耶穌的聖母像，而聖堂的
外型像一艘船，內裏的陳設簡潔，以白色和金色為
主，祭枱兩旁有數棵像是棕櫚樹的裝飾。這晚沒有
當地教友，我們在領過聖體後，各自默默感謝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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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婉茜

恩賜。這個五月是聖母月，所以行程的第一天以朝拜
聖母為主。

第二天，我們又由頭頓回到胡志明巿，從車廂
往外望，你會看到當地的房屋很多是兩三層高的，而
大多數都建有陽臺，教友會在陽臺放置大型聖母像，
以示自己是天主教徒。這看似很自由，但事實上在越
南的天主教是受限制的，未經批准不可自由宣教，但
仍是無阻信徒的增加。天主教是越南第二大宗教，大
大小小的聖堂更是隨處可見，其中我們還遇見了一間
殉道者聖堂。隨後我們到了巴地聖堂，一間我很喜歡
的聖堂，西式的建築物，外牆是天藍色，前面有個圓
形小花園，中間有聖母像，天晴時聖堂顯得特別美 
麗，好像在天空中的一座城堡。聖堂後面有十二處立
體雕像的苦路，令人想起耶穌受難的情景，提醒我們
要時時紀念耶穌。晚上，我們在聖若瑟堂參加由吳神
父和當地神父共祭的彌撒，在越南的神父講道時，雖
然我聽不懂越南話，但看着神父用力揮動他的手，
非常投入地宣講，充滿了活力，即使言語不通，亦
能感受到當地教友的熱情回應，可能是他們的掌聲
和歌聲感染了我們吧。
 

第三天的朝聖點是聖方濟各堂，那是一個華人
堂區。我們抵達時，當地的彌撒仍在進行，場面非常
擁擠，人多車多，在聖堂外的空地都坐着教友，他們
在彌撒完結時才有秩序地離開，然後就到我們參加的
華語彌撒。華語彌撒是專為越南的華人而設的，因為
是聖母月，在彌撒禮成後，還有獻舞，可見當地華人
對聖母的心思。越南的神父非常好客，對我們這班香
港教友十分照顧，而當地教友也熱情地款待我們，最
後還送上每人一個羅旺聖母像呢。

第四天，我們探訪了兩間聖堂，一間是聖保祿
堂，另一間是永援聖母堂。當你走進聖保祿堂裏，即
時感到自己的渺小，越南的祭台都很寛大，而這個更
是非常寬敞，無論是復活蠟燭、讀經台、聖體櫃都相
當巨型，而台上的聖像數量也特別多。其中一個聖像
是聖母站在船上，之前都聽過有穿着越南傳統服飾的
聖母像，這個更是第一次看見。個人真的很欣賞越
南人在聖物上的創作，在購買聖物時，有很多天使
聖人的聖物以供選擇，多種材質，不同場景，其中
有一個耶穌在山園祈禱的聖像我十分喜歡，真想搬
回香港啊 !

最後一天，我們先到和平之后堂朝聖，她前身
是一間祠堂，所以整個建築都富有中國特色。當地神
父播放了一齣介紹和平之后堂歷史的錄影片，其中一
張照片是一班修生的合照，神父肯定是被受尊敬的，
他們願意奉獻自己終生服務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何其
偉大 ! 而他們得到的不是物質上的回報，我很感謝他
們，沒有神父，我還可以坐享其成嗎 ? 這個朝聖之旅
最後的一站是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教堂位於胡
志明巿中心，不會開放予公眾參觀，因為我們是教 
友，才獲准許進入。當天有修士領受執士聖職，我們
只可以在旁邊遠處作短暫逗留和觀看，雖然沒參與
彌撒，但也感受到場面的盛大。

這五天的旅程，讓我看到在香港以外的教友是如
何追隨天主，整體上感受到他們對信仰的熱情，越
南有很多年青教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嬰兒領洗，
但他們都很積極參與宗教活動。在朝聖期間，每天
誦唸玫瑰經、去聖堂，身邊都是天主、耶穌、聖母
有關的人和事，如果你未試過朝聖，要開始計劃   
下；如果你沒有親近天主的習慣，就要開始作點點
的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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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教友十分照顧，而當地教友也熱情地款待我們，最
後還送上每人一個羅旺聖母像呢。

第四天，我們探訪了兩間聖堂，一間是聖保祿
堂，另一間是永援聖母堂。當你走進聖保祿堂裏，即
時感到自己的渺小，越南的祭台都很寛大，而這個更
是非常寬敞，無論是復活蠟燭、讀經台、聖體櫃都相
當巨型，而台上的聖像數量也特別多。其中一個聖像
是聖母站在船上，之前都聽過有穿着越南傳統服飾的
聖母像，這個更是第一次看見。個人真的很欣賞越
南人在聖物上的創作，在購買聖物時，有很多天使
聖人的聖物以供選擇，多種材質，不同場景，其中
有一個耶穌在山園祈禱的聖像我十分喜歡，真想搬
回香港啊 !

最後一天，我們先到和平之后堂朝聖，她前身
是一間祠堂，所以整個建築都富有中國特色。當地神
父播放了一齣介紹和平之后堂歷史的錄影片，其中一
張照片是一班修生的合照，神父肯定是被受尊敬的，
他們願意奉獻自己終生服務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何其
偉大 ! 而他們得到的不是物質上的回報，我很感謝他
們，沒有神父，我還可以坐享其成嗎 ? 這個朝聖之旅
最後的一站是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教堂位於胡
志明巿中心，不會開放予公眾參觀，因為我們是教 
友，才獲准許進入。當天有修士領受執士聖職，我們
只可以在旁邊遠處作短暫逗留和觀看，雖然沒參與
彌撒，但也感受到場面的盛大。

這五天的旅程，讓我看到在香港以外的教友是如
何追隨天主，整體上感受到他們對信仰的熱情，越
南有很多年青教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嬰兒領洗，
但他們都很積極參與宗教活動。在朝聖期間，每天
誦唸玫瑰經、去聖堂，身邊都是天主、耶穌、聖母
有關的人和事，如果你未試過朝聖，要開始計劃   
下；如果你沒有親近天主的習慣，就要開始作點點
的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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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於四月中接受了入門聖事的一群新教友，在
慕道團導師、陪談員及堂區牧民議會傳教組的協助
下，在七月二日下午於四樓禮堂舉辦了第四屆的 
「薪火相傳福傳聚會」。在感恩祭中神父呼籲教友
帶同未有信仰的親友參聚會，以作福傳，三個星期
的公開售票，共售出162張門票，加上應邀出席準
備明年接受入門聖事的二十多位慕道者，牧職團成
員和十多位義工，約有190人出席是次福傳聚會。

聚會內容包括令人投入的熱身遊戲，簡單而豐
富的午餐，還有由一群新教友精心製作，一個反映
各自追尋信仰歷程的話劇。故事的主角「阿金」是
個追求物質主義的女性，她須在工作中面對各種不
同的客戶，故事內容環繞她的生活遭遇。劇中有為
踐行亡夫遺願而尋求信仰的太太，有因配偶規勸而
參加慕道團的夫婦，有見到子女熱心祈禱而改過遷
善的父親；也有因家人虔敬的信仰生活，和熱心教
友的生活實例，最終亦踏出開始接觸信仰腳步的慕
道者。

聖 葉 理 諾 堂   堂 區 通 訊 

文：聚會籌委－朱導師

以「愛回家之家常便飯」為題的話劇，劇中的
新教友們都有超水準的表現，音樂與畫面貫串得一
氣呵成。扮演「阿金」的教友演技細緻入微，毫不
遜色於「阿甘正傳」的湯漢斯；三對夫婦都分別演
活了家庭的温馨、細膩、關愛、盼望、體諒和接 
納；當然少不了嫲嫲的殷切期待，為每個家庭成員
的付出。再說那三位小演員，活潑可愛，毫不怯 
場，引起了不少觀眾的心靈回應；為踐行亡夫遺願
而尋求信仰的角色，演得絲絲入扣，欲語無言的一
刹那，賺人熱淚，相信為她黯然下淚的也大有人 
在。

話劇編導指揮若定，調動有度，佈置、道    
具、燈光、音樂配合得恰到好處，兩位司儀更有超
水準的表現。帶領遊戲的將氣氛控制得宜，各組長
帶領及參加者的投入，令氣氛高漲，讓聚會能圓滿
結束。真心的感謝天主，多謝大家，今天美好的聚
會，全賴有您！

話劇反映現實中的我們，同樣有很多欠缺的我
們，需要將一己之長充份發揮，令一己之短得到其
他兄弟姊妹的補充，才有美滿的成果。我們該善用
天主賦予的才能，方可不斷的成長。堂區這個大家
庭有聖神的推動和大家的參與，才會洋溢著天主的
恩寵，成為我們的靈性加油站。



聖 葉 理 諾 堂   堂 區 通 訊 堂區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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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每月祈禱意向教宗每月祈禱意向

詳情請向堂區蘇修女查詢
電話：2448 8332
電郵：mail@stjeromeschurch.org.hk

聖 葉 理 諾 堂   堂 區 通 訊 

編緝組相簿網址：http://www.stjeromeschurch.org.hk/v3/index.php/albums

堂區剪影

亡者︰
郭進平、劉漢平先生、
陳淑蘭、陳麗娟姊妹。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請為亡者祈禱:請為亡者祈禱:

總意向  為藝術家:
願這時代的藝術家，透過他們的精巧創    

作，能幫助每個人發現創造之美。

總意向  為所有堂區:
願我們充滿福傳精神的堂區，能成為傳

達 信仰與看見愛的地方。

誠意邀請你 與善牧耶穌

引領小孩子 獲豐富生命

齊齊參加主日學

孩子開心又快樂

發揮基督的精神

結出聖神的果實

感謝天父的慈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