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lls,  
 
 and you hear the sound of it,  
 
  but you do not know whence it comes  
 
   or whither it goes;  
 
    so it is with every one  
 
     who is born of the Spirit. 
 

Joh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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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大事記錄 
二零零四年 
一月 
十七日及十八日 上午十時恭請麥總主教蒞臨主祭「新春感恩聖祭」，並為十一點開始

之「靈猴獻瑞新春嘉年華」舉行點睛揭幕禮。十七日及十八日兩日之
新春嘉年華，共有中西來賓四千餘人，銷售成績更勝去年，為福傳及
籌款建一功，全賴堂區內各姊妹兄弟之同心協力，鼎力支持。 

三十一日: 愛民頓鮑思高同學會慶祝主保瞻禮暨週年大會及聚餐，下午四時三十
分在本堂舉行隆重彌撒，晚上六時在馥苑海鮮酒家舉行週年大會。七
時晚餐，盡興而歸。 

二月 
二十九日 上午十一時主日彌撤中舉行慕道者甄選禮。共有七位：曹穎、陳雷美

薇、陳成業、鍾國光、李家文、黃雅惠及嚴詩雅。他們並於下午二時
出席總主教之教區甄選禮。 

三月 
二十一日 堂區週年退省，由香港教區林榮鈞神父主持，主題是「皈依」。英語

組由愛民頓教區聖召專員Fr. Paul Moret主持，主題
是”Conversion”。本堂區教友反應熱烈，參加者極為踴躍。 

四月 
三日 是日為本堂主任司鐸何國漳神父晉鐸三十三週年。教友特設晚宴祝

賀。出席者有八十人，氣氛溫馨感人。 
十日 在晚上復活慶典的夜間禮儀中，有六位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計有： 
 陳雷美薇、陳成業、鍾國光、李家文、黃雅惠及嚴詩雅。 
五月 
二日 為慶祝聖多明我沙維豪列聖品五十週年，堂區於十一時彌撒後，在大

禮堂設有簡單午膳供應、短劇演出及有獎問答遊戲，以紀念這位年輕
宗徒多明我沙維豪。 

二十二日 耶穌會士董澤龍神父探訪堂區，晚上八時在會議室舉辦專題講座，主
題是「依納爵靈修基本特色」，出席者有卅人。講者介紹耶穌會會祖
之靈修特色，娓娓動聽，深入淺出，發人深省。參與者受益良多。可
惜時間所限，衹能聽到部份要點，寄望將來再有機會。 

二十九日 慶祝堂區主保瞻禮—瑪利亞進教之佑慶日—特邀請麥總主教蒞臨主持



主任司鐸的話 
 

主內挈愛的兄弟姊妹： 
 今年的四旬期及復活期，大家對各項禮儀的投入及活潑的信德，充份表現
對上主一份真挈的虔誠。同時今年慶祝堂區主保瑪利亞進教之佑節日，隆重而
簡單，不論感恩聖祭、聚餐及電影欣賞，都是在一種喜樂融洽、老幼齊心，充
滿家庭溫馨的氣氛之下順利進行。而慈祥幽默的麥總主教的臨在，更為節日增光不少。上主
及慈母瑪利亞一定會豐厚地祝福所有負責策劃、參與服務及出席活動的兄弟姊妹。神父亦在
此向你們致以祝賀、衷心謝意及敬意。 
 神父趁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以下一次親身體驗的生活感受： 
 過往多年的經驗，使神父警覺到每年的三、四月及十、十一月，由於季節的轉移，氣候
幻變無常，成為神父健康方面的危險期。所以近年已盡量小心，飲食、運動、及休息有節，
以保健康。今年四旬復活節安然渡過，一心以為今年可以順利過關。誰知一時不慎，在四月
底仍染上感冒。又不知何故，今次抱恙比往年拖延較長，直至脫稿之日，仍未原全復完。幸
好天主仍給我足夠精神在週末與團體一起舉行感恩祭。我亦多謝很多姊妹弟兄熱切的祈禱和
誠挈的問候。 
 在五月中的一次主日彌撒後，一位善會的負責教友到辦公室見神父，對我說：「神父，
今日下午我們舉行一項特別活動，大家很希望你出席。」我回答說：「很抱歉，我精神欠
佳，今次沒法出席，麻煩妳代神父跟進這次活動好嗎？」這位教友回答說：「神父，請放
心，我一定會盡力而為，處理一切。我們知道你健康欠佳，無法如常見到你，我實在很心
痛。請你多多休息，祝你早日復原。」聽完她的說話，我鼻子一酸，差點掉下淚水，因為當
時這位教友幾句發自肺腑的簡單、真誠的說話使我極為感動。我察覺到原來堂區很多弟兄姊
妹對神父非常眷愛，祇是平日沒有機會直接表達。但在一些偶然的場合，幾句不自覺的純真
說話，清楚表達了你們內心的感受。 
 閒時神父回想一下，感到自己實在非常幸福。一個如此弱小、無德無能的牧者竟被一群
真挈地愛護著他的羊群圍繞著。所以我能夠為這個團體服務，是我的一份光榮和福份。如果
是上主的旨意，我祈求衪繼續賜我健康及熱誠，在未來的歲月裡盡我 大的努力，喜樂地、
積極地為大家服務，同大家一齊走向基督，同心合力，傳揚衪的喜訊，在聖神的帶領下，歸
榮於至聖天父。 
 讓我們彼此承擔，彼此扶持，互助互勉，融融洽洽，喜樂地同心合力建樹一個更溫馨、
更美好的堂區。 
 暑期將到，祝大家身體安康，生活愉快，闔府平安幸福。 
 我誠心降福你們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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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 玖 編者的話     簡冼淑瓊 

 隨著兒女的成長，他們亦 會
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對父母親的孝愛。 
 同樣，基督徒與天主的關係，就如父母
與子女般的親密。天上的慈父為了愛我們，
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不惜派遣聖子耶
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將「愛和希望」帶給
我們。 
 今期「微風」的文章大部份都是圍繞著
「愛」作主題。人從不同的生活層面和角度
去體會，並回應天主對我們的「愛」；希望
藉著今期的文章與大家分享天主對我們無比

   牧者的選擇     筆直 

 本年四月四日，我和家人有幸參與何國漳神
父晉鐸三十三年首次主日彌撒。對一個普通人來
說，三十三年可以由幼小的嬰兒成長為獨立自
強、充滿魄力的成年人。而何神父的三十三年司
鐸生涯，又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首先，記得何神父在這彌撒分享中，提及他
可以選擇在意大利或者香港晉鐸。在意大利，有
多名神學導師；在香港，有他摯愛的親人。結
果，何神父選擇了意大利。這個選擇，使我領悟
到「知恩」的重要。 
 在何神父的神修生命中，他看到不少學兄學
弟，或其他神父退出。而他自己在不如意的時
候，也曾想過放棄。不過，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
念和對主的堅貞，沒有選擇其他的道路，而每次
都選擇了跟隨基督，把真理的訊息傳揚。他的選
擇，是教友的福份。 
 何神父認為他在這三十三年中，得到上主的
恩寵可說是多不勝數，令他有力量克服本身的軟

弱，才能於今日仍然為教友服務。他相信得到
天主寵愛的原因，是自己對人謙和、慈祥、不
存報復之心。就算曾有一次對一個同學作開玩
笑性質的報復，自己也感到不安。我們對人處
事，若能學習何神父，選擇謙和、慈祥，而不
選擇怨懟、報復，相信也會贏得上主的恩寵。 
 看來，三十三年的牧民生活，及當中的
甜、酸、苦、辣，把何神父由一個只有理想而
不知世途艱苦的年青神父，鍛鍊成為一個充滿
智慧、忍耐和愛心的牧者。何神父的選擇，令
我們獲益良多。除了感謝上主的安排之外，更
希望何神父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啟發我們，
讓我們也能作出令上主喜悅的選擇。 
 

     愛 
     的 

 五月與六月是慶祝母親節和父親節的日
子，很多家庭亦藉此機會相聚慶祝，也有很
多兒女從不同的地方回家與自已父母共聚，
表現孝心。 
 小孩子從幼兒班至小學階段，他們的老
師都會在這些日子教導他們做一些心意卡或
小禮物送給他們的母親和父親，以表達對自
己雙親的愛意。而每位父母親亦懷著一份喜
悅的心情去接受和欣賞自己子女所送的禮
物。 



 在一月初，透過堂區通訊已經知道堂區今
年的週年退省將於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主持退
省的神師與退省的主題也同時在堂區通訊上公
佈。看看退省神父的名字十分陌生，但是再一
次仔細看主題 ─ 「皈依」，覺得很有新意，
特別是「尋回美善根源，往返平靜純真」正是
現代生活忙碌的我們想追求的。 
 三月十五日，星期五拜苦路時，第一次見
到林榮鈞神父。粗獷的外型，洪亮的聲音，短
短的幾句話，已替星期六晚上的神修講座及星
期日的退省做了 佳的廣告。為了不想錯失良
機，準時出席了三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八點
至九點的神修講座，結果真是大有收獲。當晚
學到了聖本篤個人誦讀聖言的方法：(一)誦讀
聖經─讀出聲，慢慢讀，用心地讀。在讀的過
程中，留意有沒有一句或一個字特別吸引你
的。(二)默想─重覆又重覆默想吸引你的那一
句或那一個字。也許和聖經的主題沒有什麼關
係，天主只是藉著你個人的生活經驗和你談
話。(三)祈禱─林神父在講座中提醒我們，我
們祈禱不是控制天主，而是花時間與天主聊

天，進而促進與天主的關係。如果從祈禱中得
到一些是恩典，如果什麼也沒得到，則需要順
其自然。 重要的是在天主的聖言，不斷地淨
化自已，將「自我」消失於天主中，追求信、
望、愛三德。(四)默觀─這是在我們祈禱「……

感謝主……請求主寬恕我……」講完那一刻後的
感受。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與天主─人、神
互相接觸的那一刻之感受。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早上雖然天空飄著
微雪，但是八點四十五分，堂區內的兄弟姊妹
都已準時坐在聖堂內等候著。在何神父介紹了
主持中、英文退省神師後，林神父以祈禱開始
了當天的退省。退省的道理由路加福音第五章
1-11節耶穌召叫伯多祿和其他們徒開始，……

到預言伯多祿致命結束。在個人靜思後兩次小
組分享，都令我們反省自已與天主的關係。在
聖經裏，耶穌幫助伯多祿認識他自已，當伯多
祿皈依天主時，他有了新的身份與新的使命。 
 林神父的道理，使我領悟到我一直是按照
自已的意思去做教友。小時候領洗是跟著母親
皈依，結婚後去教堂是跟著先生皈依，難怪自

堂區週年退省有感   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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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與人與人之間有密切關係。有一位不識字的
老婆婆曾說了一句很有深度的說話：「寬恕別
人亦即寬恕自己」的確，耶穌教導我們要寬恕
他人，也只有能寬恕他人，自己的心境才能寬
廣，才能獲得真正的平安。如果自己心中放不
下他人的過錯，耿耿於懷，有時越想越鑽牛角

平安是福 豐雨 

    每次彌撒都有祝平安禮，大家互祝平安。
我覺得這個禮儀很有意思，教友間互相衷心的
祝福是互相關懷的表現，拉近了互相之間的距
離。 
 我想祝平安禮除了互祝形體平安外，更重
要的是祝願心靈的平安。心靈能得到平安，這
是主所賜的 大的恩典。心靈的平安，很多時



領洗後感 
 2004年4月10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
要的日子，從這天起我便開始重生，過著靈修
生活。起初，我不太習慣飯前祈禱，參與彌撒
或個人祈禱等，日子久了才明白它們的價值。
這些靈修活動其實是拉近我與天主的距離；使
祂能聽到我的祈求，亦使我感受祂的仁慈、寬
宏。 
 回想起受洗之前的生活，自己不斷尋覓心
靈上的寄托，渴望平靜。我是幸運兒，得到家
人的疼愛，親戚和朋友的關懷，但為什麼還是

微風 玖 

STOP COMPLAINING. 
BY APPRECIATING THE THINGS I 
HAVE. 
STOP EATING SO MUCH FAST 
FOOD (LIKE MICKEY DEEZ) 
SPEND LESS TIME SNOW BOARD-
ING 
APPRECIATE MORE OF WHAT I 
HAVE 

OLIVIA 

感到空虛寂寞呢？原來人從母體走出來看世
界的那一刻，便開始力竭不休的找幸福和快
樂。試問誰喜歡過著悲哀和孤單的生活呢？

Study harder 
Come to church 
Play less computer 
Obey my parent more 
Take some time out from a day to study 
Respect other 
Improve my trombone skills        -Andrew Law 

Ivy 黃 

Peter  Chen 

We as humans should believe in God. I believe this 
because God created us with a purpose.  This pur-
pose was to worship him and share his love.  With-
out purpose we are nothing.  Worshipping and be-
lieving in god gills us spiritually.  Without purpose 
or spirit, human beings are an empty shell.  Those 
“shells” have nothing to do then to try and live and 
enjoy luxuries. 

Improving Pulcheria !  
Be more understanding 
Be more forgiving 
Eat less  
Be a better friend 
Appreciate my friends more 
Love my friends & family 
Appreciate my parents 
do a better job on home-
work 
study harder for tests 
smile & be happy more 

Improve myself 
Love People 
Be Friendly 
Smarter 
Don’t Be mad At Brother 
Less Game Time by Sleeping 
and Chill. 
Help Church 

Kaiser Leung 

Improving Clarissa ! 
Clothes 
More effort on homework 
♥Friends♥ 
More effort on homework 
☺Family (brother)☺ 
 Less Chips, Chocolate 

Improving Grace!  
Attitude to brother, Friends, Family, 
organization, punctuality  

Stop Complaining 
Listen  to my parents more 
Study more 
Spend less money 
Try harder in badminton 
Stop being greedy 
Listen in church more 
Less junk food 
appreciation in what I have 

Anita Lau 

Repent 
Problem: disobeying my parents 
Improvement: Obey more 
“Lord, help us purge chaos & its 
demons with our width”  
-anonymous 

Dominic Tsang 

What to do to improve myself ! 
Music + Manga 
No Obsession With Ferret 
Anime + Rywichi     -Vicki Chum 

      我的十字架       少青組 

Don’t be so greedy 
Stop eating so much junk food 
Do better in School 
More Badminton 
Spend less money 
Go to more church on Sunday 
Don’t buy junk     Clinto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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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   卓木 

 

當苦難來臨時， 
你心如刀割，涕淚呼號。 
但是 ── 
黎明之前必有黑暗， 
苦盡甘來，苦難頓成追憶。 
 
耶穌受苦受難， 
被釘死十字架上。 
他甘受苦難成為後人敬仰， 
甘苦的感受因人而異， 
成仁取義永留萬世。 
 
有人逆來順受，履險如夷， 
戰勝惡魔，衝破黑暗； 
不畏驚濤駭浪， 
卒能誕登彼岸！ 
 
 

至聖之夜   卓木 
 

莊嚴肅穆的聖堂 
信友們虔誠祈禱 
基督復活的喜迅 
人類充滿著希望 
 
由黑暗至光明 
燃點著閃爍的燭光 
由死亡而復活 
逾越苦難和哀傷 
 
五傷巨燭刻著希臘的銘言： 
「開始」 ── 「終結」 
十字架的記號 ── 
使人獲得永生的福樂 
 
每個人手持潔白的聖燭 
神光與歡躍透進了心房 
「亞肋來亞」的歌聲 
傳頌於整個的宇宙 



 身為一個母親，總是想將 好的東西給自
已摯愛的孩子，想提供一個 好的環境栽培孩
子成長，在教導兒子時，我總覺得有點力不從
心，覺得自已缺乏知識去給予兒子思想領域的
教導，我將我的感覺跟我的鄰居Rebecca 說，
她就替我安排到華人天主堂。 
 我們在中國大陸，對宗教的認識非常膚
淺，偶然跟親友去旅行拜神，就算是給心靈一
點安慰，跟本不知道拜的是甚麼，求的是甚
麼，當上慕道班時，我 深刻的印象就是第一
課，神父說人生 終的目標是尋找永恆的幸
福，這個幸福只能緣於萬物的創造者， 就是我
們的天主。宗教是研究人和神的關係，當我每
多上一課時就增加我對這個宗教的認識和感覺

到和主的關係更加密切，我「仔仔」曾跟我
說，他死後不想去地獄， 希望去天堂得到永
生，所以我們都要信主，信一個真正帶給我們

永恆幸福的主，在眾多的宗教中，沒有一個教
會的領袖自認祂就是神，只有耶穌基督敢說他
就是神，祂是真理、道路和生命，信祂才得永
生，耶穌說祂是天主派遣的親生子，到人間救
贖我們，不止用口說，並用祂的神蹟、言行，
甚至犧牲祂的生命來告訴我們祂是真神。 
 今天我們能夠受洗，首先感謝天主，多謝
何神父教導我們，也要多謝Amelia 和
Francis (教我的仔仔)，多謝指引我到這個聖
堂的Rebecca，多謝堂區的各位兄弟姊妹的支
持，又得到慕道班各人陪伴我一起學習，令我
的宗教知識不斷增加，也因為各位兄弟姊妹給
我們的好榜樣，令我的信德不斷堅強，我們這
群新受洗者，像是初生的嬰兒,要繼續依靠神
父、代父母和各位兄弟姊妹為我們祈禱和不斷
的帶領，成長為一個天主的好兒女。 

領洗後感言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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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皈依      Joseph 

 『天主讓你從東方來到西方，一定有祂美
好的主意』。這是二十年前，我的一個遠方朋
友，得知我初到加拿大時遇到很多困難問題，
而想離開這裏的時候，寫信安慰我的一句話。 
 回想在中國生活的年代，我留下 深刻的
記憶只是辛酸與怨恨。可是來到這裏，人生的
道路又如何去走呢？我努力拼搏，終日勞碌，

雖然解決了不少困難問題，而且漸入「佳
境」，但是我心裏卻是越過越不踏實，一個問
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出現，莫說世間社會上
的戰火與紛爭，即使一個家庭親戚朋友之間也
常有誤會，不愉快，甚至有令人深感遺憾的事
發生。常言道，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但

我總是覺得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物質的追求
永無滿足，人情冷暖，變幻無常……我看不到什
麼是真正的人生；更感受不到真正的自由幸
福，怎樣才是有意義的生活？到那兒去尋找
呢？這些年來的生活，我只是覺得自己像一只
斷了線的風箏，不知會被風吹到那裏，像水上
的浮萍，沒有根底，隨處漂流。我的精神沒寄
托，感情無著落，稀里糊塗地生活……。 
 非常地幸運，在倍伴我的女兒到華人天主
堂的日子，我的一切開始有了變化。首先我得
到了我女兒的導師并代父母Francis劉先生夫
婦的關懷，看到他們幫助我女兒的成長而付出
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我深受感動，隨後我又得



主。人生的道路，有意義的生活，就是
要知道我們是從那裏來，又回到那裏去 ─ 從天
主而來，所以要回到天主感受那裏去，造人生
的道路就是我皈依的道路。我深知這條路是不
容易走的，因為前面會有荊莿，會有陷井，有
內在心魔的纏繞，有外在惡魔的阻撓與誘惑。
但我有信心，著對神的信靠，有神父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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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理，並受洗成為基督徒，使我得到重生，我
是一個新造的人了。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地明白天主當初讓我從
東方來到西方的美好旨意，就是讓我藉著苦困與
失落而逐步逐步地去思想祂，認識祂，接受祂，
信靠祂。我現在才真正的知道，人間的幸福、真
愛，其根源是創造萬物、無限美好的真神 ─ 天

被訪者：猴年新春嘉年華籌委會主任梁新傑兄弟(Peter Leung)。以下簡稱 Peter。 
微風採訪員：李惠河 Bob。以下簡稱 Bob。 

猴年新春嘉年華感想 

華人天主堂舉辦之新春嘉年華不覺又屆五週年。
今年適逢猴年，故定名為五週年靈猴獻瑞新春嘉
年華。據報是次活動成績美滿，吸引天主教內外
人士約四千人次蒞臨會埸，而愛民頓之各大媒介
亦爭相採訪報導。總結來說，這次活動已收到本
堂區之福傳、共融及籌款之目的。微風採訪組記
者何林標特別訪問此次嘉年華之籌委主席梁新傑
兄弟(Peter Leung)，以下是他對猴年新春嘉年
華之感想。 
 今年之新春嘉年華與上幾次的有些不一樣。
今年是本堂區主辦新春嘉年華五週年，兼是猴
年，因此特別由香港訂造空運大批靈猴公仔應
市。由於靈猴設計精緻美觀，因而大受歡迎，爭
相搶購。今年的舞臺設計配上精彩的表演節目，
嬴得了觀眾的很多讚賞。而兒童天地，亦人流不
息。另一特點是今年首設VIP咭及VIP大獎，獎品
是高級數碼相機。為徵求贊助商支持，特設金贊
助及銀贊助，成功邀得多名商號贊助，為籌款添
加進賬。另傳媒亦爭相報導是次嘉年華，
Edmonton Journal 把這次嘉年華列為該週末
十大遊覽景點之一，Global TV更臨場直接轉
播，盡達宣傳之效。 

 每年嘉年華之口號皆是福傳、共融及籌
款。福傳和共融是首要任務，籌款是次要；我
今次感受到另一個較強烈的要點—包容。我們
此次嘉年華，全賴二百餘義工，全情投入，奉
獻出寶貴之時間、心思、及勞力。日以繼夜，
務使嘉年華能順利成功演出成功。其間全靠兄
弟姊妹之包容，才可以克服大家在工作上之磨
擦及異見，帶領我們達到福傳、共融、及籌款
之目標。 
 今次入場之教內外人士達四千人次，盛況
空前。籌得款項接近二萬元。據估計，這兩天
共有約三千外來嘉賓到場，為福傳增益不少，
使外間更多人認識天主教及華人天主堂；及體
驗我們這個團體之魄力及合作精神。 
 這次之成功，有賴天主之指引及降福，賜
給我們良好天氣，及全體義工之積極投入。今
年之特點是多了很多青年人熱情參與、而且搞
得有聲有色，可喜可賀。我除了要多謝何神父
的支持，及籌委會的任勞任怨精神之外，更要
多謝下列人士在臺前幕後，事前事後之勞心勞
力，他們是：電工、木匠、裝配工、設計人
員、舞臺及音響技工、廚房及飲品師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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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時代的聖人  ─  真福德蘭     一舟 
在聖教會歷史，先後有兩位修女聖人，均以『德
蘭』為名，前者簡稱『大德蘭』，後者『小德
蘭』。去年教會又增添了多一位同名聖女，她就
是國際知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當今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
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舉行隆重封聖典禮，冊封德
蘭修女為『真福』(Blessed)   ─  步入聖品
(Sainthood) 初階。德蘭修女獲頒和平獎，是國際
社會對她貢獻人類的肯定；修女被封聖，標誌著
教會對她生前美德善行的確認。 
 德蘭修女一九一零年八月廿六日生於巴爾幹
半島斯高芝(Skopje)地方。父營商，亦為議員，
精通多國語言，對兒女管教嚴格；母是家庭主
婦，相父教子，持家有道，她常強調慷慨、仁
愛、對貧窮病弱者憐憫，為德蘭修女日後慈善事
業埋下種子。修女的家族，歷代信奉天主教，她
本人出生翌日即領洗。祈禱是他們家族生活一部
份，每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祈禱，「相聚祈
禱，家庭融洽」(The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成了德蘭修女的格言。 
 十二歲那一年，德蘭已有意過修道生活，到
了十八歲，她選定傳教作為終身工作。下決定做
個傳教修女，對德蘭來說並不容易。經過一番內
心掙扎，她毅然放棄一切，與家人道別，前赴愛
爾蘭都柏林加入勞拉多(Loreto)女修會，不久被
派往印度接受初學訓練。初學完畢，德蘭開始在
該會辦的一所學校執教，教學之餘也在醫療中心
當義工，開始接觸貧苦患病的人。 
 德蘭修女發覺印度貧病交迫的人很多，他們
極需要別人的關懷與照顧。經過深思熟慮後，她
決定離開勞拉多修會，於一九五零年另行自創一
新修會，特別為貧苦無依的人服務。這是德蘭修
女的第二個聖召。 
 新修會取名為『仁愛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Charity)。聖母瑪利亞探訪表姐的榜樣，對德
蘭修女尤其深刻，她經常對人說：「聖母匆忙上
路，因仁愛不能等待。」(Charity Cannot Wait)。
仁愛會目的在解除主耶穌的「渴」。主說：我渴
了，你們給我喝……。你們對人這樣做，就是為我
而做。這福音精神，就是仁愛會一切工作的原動

力。今天我們進入任何仁愛會機構的聖堂，必見
到「我渴」二字。 
 德蘭修女創立的仁愛會，在上主的眷顧及教
內外人士協助下，發展迅速。她和同會修女的愛
心和服務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加入她們
的行列，也觸動了世界各地人士的善心，慷慨資
助她們的日常和發展經費，使該會在短短五十多
年間，獲得了輝煌成就。 
 仁愛會由加爾各答擴展至印度其他市鎮，再
走出印度到世界各地。會院及服務中心紛紛設
立，正如雨後春筍。該會服務多元化，包括教育
兒童、照顧病患者，尤其痲瘋人、服侍臨終者、
給窮苦人家提供食物、收容棄嬰、天災人禍緊急
救援、職業訓練，不一而足。創會時仁愛會只有
十二位修女，如今修女人數達四千五百之眾。由
於各種工作的需要，德蘭修女還先後成立仁愛男
修會、仁愛醫護人員協會、仁愛司鐸會及仁愛同
工(Co-workers)和義工組織。目前仁愛會大家庭
在一百三十多個國家設有服務中心，該會修女修
士司鐸及其他工作人員，足跡遍及全球，每年受
惠的人數以萬計。 
 被遺棄的、乏人關懷照顧的，仁愛會接觸他
們，給予精神上的安慰、實質上的援助；無人願
意做的骯髒厭惡性工作，如為重病及臨終者沐浴
更衣、接觸傳染病人，仁愛會修女修士樂意為
之。仁愛會的服務，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給人間帶來溫情、希望與平安。她(他)們對世界
所作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各國頒給德蘭
修女的獎項及榮譽博士學位，多不勝數，而 觸
目的，莫過於諾貝爾和平獎了。 
 德蘭修女被提名競遂和平獎，曾幾經波折，
七二、七五及七七年三次提名，均未能突圍而
出。一九七九年的和平獎，終於落入德蘭修女手
中。頭一次提名時，挪威奧斯陸(Oslo)方面要求
提名人提供有關德蘭修女對世界和平所作努力的
資料。他們問：德蘭修女有停止過一次戰爭嗎？
有倡議和平談判嗎？有組織和平示威嗎？………提
名人回答道：德蘭修女偕同仁愛會成員，以愛心

微風 玖 



禱」：「主，請把我變為你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
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在座的教友、各基
督教派信徒，以及忘了如何祈禱的，一起同聲高
歌，場面感人。 
 德蘭修女性格堅強、勇氣非凡、明智過人、知
人善用、組織力強，人們奇怪這弱小的身軀，怎能
負起如此重擔，管理一個這麼龐大的國際組織  ─  
仁愛會。德蘭修女工作親力親為、孜孜不倦。被問
及為何不多點休息，她回應道：「在永恆的生中，
我們會有充份的休息；在現世生命中，卻有很多事
情要做。」她為人樂觀，強調喜樂的重要性。德蘭
一次給修女們寫信，勉勵她們在面對逆境，仍要保
持微笑，若有人不笑，要令到他們笑。她指出愁眉
苦面的修女，是聖召 大的絆腳石。人們喜愛快樂
的施恩者。又說真正的成聖，包括笑著承行天主的
聖意。 
 德蘭修女天生害羞，怕公開講話，卻勉力為
之，為的是利用機會，講述貧窮人的苦況，表達他
們的心聲，或為宣講主的愛和基督的福音。她從不
預寫講詞，在演講前，往往到聖堂去，停留片刻，
便知道要說甚麼。她的話有時出現重覆，甚至不合
語法，但都是發自內心、出於肺腑的。 
 有人批評德蘭修女說：「修女所做的，根本不
能解決貧窮問題。」修女回應說：「首要做的，並
不是解決『問題』，卻是幫助受貧窮影響的
『人』。「她不該給窮人魚，應給他們魚杆，讓他
們自己去覓食。」修女嘆息道：「天呀！你們該來
看看這些人，他們連提起魚杆的力量也沒有，又怎
能用它來釣魚呢？我給他們魚，是讓他們恢復體
力，才有氣力釣魚呀！」 
 德蘭亦非常關注社會問題。她指示屬下修女鼓
勵婦女採取自然節育法(Rhythm Method)，以取代
人工節育，並以領養抗衡墮胎，她向所有診所、醫
院和警局呼籲：「請勿殺害嬰兒，讓我們收容他們
吧！」 
 有人質疑：「仁愛會既為『貧中之至貧者』
(The Poorest of the Poor)服務，為甚麼她們也到
英、美、澳洲、香港等富裕國家或地區去？」德蘭
修女看這些國家物質雖然充裕，社會制度儘管健
全，但是他們有另一種貧乏，就是精神的空虛、寂
寞，不少人缺乏關懷、安慰和照顧。精神的貧乏比
物質的，往往更令人難堪。富有社會的人，多忘卻
他們的資源、財富，乃上主的恩賜。世上有窮困，

非上主造成，卻是「我們分享不足」。 
 一個人獲封聖，生前須俱備非凡的美德和
善行，死後還須能夠代禱顯靈。為符合教會列
真福品規定， 少要有一個聖蹟。封聖要求的
聖蹟，通常都以重病的霍然痊癒有關，也許因
為耶穌在世時所顯的聖蹟，大多屬疾病或傷殘
的治癒。教廷對病癒聖蹟的認可十分嚴謹，一
個重病的痊癒被認定是聖蹟，必須符合下列條
件：痊癒是突然發生的、是完全而持久的、是
科學無法解釋的。 
 在德蘭修女封聖個案中，患病的是一個孟
加拉婦人，名叫莫尼加(Monica Besra)。她患上
惡毒的輸卵管腫瘤(Ovarian Tumour)，腫瘤大而
可怕，致使她不能進食。一九九八年被送仁愛
會一醫院，等待死期的來臨。一天早上，醫院
小聖堂有人祈禱，一位修女問莫尼加是否願意
參加。「起初，我想我不能去，因為身體如此
病弱，」莫尼加憶述當時景況，「但想了想，
我決意去了。有兩個護理人員扶我到聖堂，我
一進堂，便看見一道光從德蘭遺像發出，直射
我胸膛，我有點緊張，全身發熱不適，我叫護
理員讓我坐下，卻沒有告訴他們發生了甚麼
事。」 
 當日下午院長和另一位修女來探望莫尼
加，她們把一枚刻有德蘭修女肖像的聖牌，綁
在她腰間。院長後來向封聖調查委員會作証
說：「我們將雙手放在莫尼加肚子上。我默默
地祈禱說：『姆姆，今天是妳去世紀念日。妳
愛護院中所有人。今天莫尼加病了，請妳治好
她吧！』然後我們誦念『紀念經』
(Memorares)，因為姆姆很喜歡這經文。我注視
著莫尼加的面孔，她看來輕鬆了一點。她正睡
著了。我們靜了一會，便返回修院去。」那天
晚上，莫尼加一直安睡，到凌晨一時才起床往
洗手間去，這時她驚奇地發現自己的腫瘤消失
了。 
 教廷封聖部詳細審查了莫尼加的病歷、她
的醫學報告和有關人事的証供，認為她的腫瘤
的痊癒，符合了聖蹟的條件，遂確認為德蘭修
女轉禱的效應。天主祝福了這位孟加拉婦人，
更顯揚了德蘭修女。 
 筆者榮幸和德蘭修女有一面之緣。若干年
前在香港，我往啟德機場接機，在候機大堂

微風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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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編找筆者寫後記，已是數次之事。但這趟
堂區主保慶日，我卻毫無思緒，不知從何著
筆。 
   多年來堂區的非宗教活動，為適合大眾的參
予，總離不開敘餐，綜藝性晚會，運動日之類
的項目。要是敘述一下是次活動花絮，又恐讀
之無味。倒還是從今次主保慶日的一個小突破
著墨吧。小突破是電影「海底奇兵」
Finding Nemo的欣賞晚會。這部頗受歡迎
的動畫電影，我想大家都會讚嘆制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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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 玖 慈幼中文學校慶祝創校二十年   何呂芬年 

 本堂區所主辦的慈幼中文學校今年已進入
第二十個學年了，回想起今學年的第一次教務
會議，我們已經開始籌備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每一位教職員都有負責的事項，我們分工合
作，各盡所能，希望將所有的活動都能做得
好 完美。 
 由開課至今，我們已經舉行了幼兒班填色
比賽，每班的書法比賽和全校分幼、中、高級
組的故事比賽，評判方面，除了校監、校長
外，還有家長會的成員。我們都一致認為同學
都十分認真的參與，老師和家長亦出了很多力
去栽培他們，成績超著，可喜可賀！ 
 尚未舉行的就是在六月五日的開放日以及
六月二十六日的畢業禮和師生同歡的晚宴。還
有，為隆重慶祝中文學校廿歲生日，我們更密
鑼緊鼓地籌備出版紀念特刊，至今校刊已完成
得七七八八，應該如期在六月二十六日前出

版。 
 至於開放日，畢業禮及晚宴，我們的教職
員更是毫不鬆懈，拍攝宣傳短片，刊登廣告，
印製介紹單張，安排學生及義工負責不同的崗
位，綵排節目，租借音響器材，佈置禮堂等
等。 
 學年至今，除了出動所有教職員，我們亦
「招募」了很多「外援」，他們雖然不是中文
學校的一份子，更沒有收取任何報酬，但他們
對學校的感情，不淡於我們的教職員。他們當
中，很多還出錢出力，參加的工作會議不下十
數次。 
 作為慈幼中文學校校長，我謹代表學校多
謝所有教職員，同學，義務工作者，堂區的兄
弟姊妹！你們對中文學校的愛和期望，我們都
深深感受到，二十年是不長不短的時間，希望
慈幼中文學校在未來的歲月中能夠不斷發展和

主保慶日後記 小草 

包括頗有意義的故事內容，與及那鮮明顏色
的配搭。主幹是父子間的愛，確實反映了現
代社會家庭衝突，代溝的一些問題。而朋友
間的信任，互相支持，甚或人性的自私，都
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來。筆者看得心裏起了共
鳴。電影 終也是大團圓結局，這亦是每個
人的心願。 
   每日辛勤工作，儲點錢，享受生活，祈望
子女有成，安享晚年。倘遇挫折，希望有貴
人相助，安然渡過。有否想到每一分，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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