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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的道路 vs 他的道路                                                     李世元 

 

將臨期第二主日，在讀經一的 PowerPoint中，「⋯ 你們要在曠野中預備上主的道路，⋯ ⋯ ⋯ ⋯ ⋯ 修

平他的道路⋯ ⋯ ⋯ ⋯ ⋯ ⋯ 」，是「衪」字正確；還是「他」字才正確，這個「他」字觸發了我的靈感

寫這篇文章。 

 

我們是要修平「衪」的道路，還是要修平「他」的道路？「衪」的道路又是不是「他」的道路？我

們是要俢正「神」的道路，還是我們「人」的道路。這實在是我們好好重新反思一下！ 

 

在下面希望與大家玩一個遊戲，就是當在修平「祂」的道路時，辨別出什麼是「衪」道路上需要

的，而什麼是屬於我們人的，然後再將它除去。 

 

請用筆將屬於人「他」道路的圈上：) 

 

關心服務他人   爭取自我享受  和平  友愛  寛恕    

驕傲自大    憤世疾俗  主動幫助別人  希望多被人幫助 

在判斷時看人  在判斷時看事   犠牲自己   利用他人 

努力爭取個人利益    善用上主所賜的才能  凡事相信 

遇事猜疑   盡力支持環保    環保與我沒有太大關係    

節約資源   容忍浪費     關心弱小社羣     各家自掃門前雪   

勇於承擔    害怕麻煩    在處理事情上人比事重要     

在處理事情上事比人重要  別人比較重要     自己最重要 

普天率土都是我的子民    執重於文化，種族，政治理念的不同 

基督是道路、真理 我堅持我的方向、我的真理   

如果你在上面沒有圈上一個，那就不恭喜你了！因為你真的不明白，什麼是「祂」的道，請再次反

思。 

如果你在上面有少過 10個圈圈，你可能要多祈禱，多聆聽聖言，多認識天主去明白「衪」的道路。 

如果你在上面有多過 10圈圈，讓我們一起努去剷除，好能修直上主「衪」的道路。 

 

本團體祝賀 

James Kong, Sophie Wong, Thaddeus Wong and Aveline Chong 於聖誕日受洗加入天主教會，       

祝他們恩寵滿盈，主愛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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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組簡介 
 

歡迎組成立於 2010 年, 現有組員 12人。 

宗旨 ： 

1. 讓進入教會的人有被接待的感覺，尤其是初來参予彌撒的人，有人主動與他們打

招呼，並送上温和的微笑和問候，簡單介绍團體資料，並讓他們填寫户藉表，年

青的，介绍青年成員，有孩子的介紹主日學導師，年青夫婦介紹同等成員，總

之，讓他們不感到被冷落，有回到家的感覺。 

2. 彌撒後继續招待新來的成員，解答問題，並介紹其他教友給他們認識，讓他們彼

此交談。  

3. 彌撒後茶聚，讓組員留意那些單獨的教友，上前與他們交談，介紹一些組别讓他

参加，並介紹多些人給他認識。  

4. 在大節曰，座無虛設時，負責維持秩序。 
 

歡迎組部份成員 

  

 
Maria Lam, Catherine Lo, Magdalene Fung, Janet Tam 

                                      愛•福傳 

著名奧地利傳教士福若瑟神父於 1879年去到香港，之後到山東，

他和中國教友一同經歷了三十年的苦難，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而作出犧

牲。聖言會製作的《愛•福傳－香港第一位聖人聖福若瑟神父傳》音樂劇

電影，宣揚了這位為中國帶來耶穌的愛的著名傳教士的事蹟，也同時紀

念福神父來港 140週年。 

這電影原是同名舞台劇的錄影，經過後期製作成為電影，以粵語

為主要語言，邀得知名演員張衛健先生聲演福神父，資深藝人宋豪輝先

生參演及張美璉女士擔任旁白。本片把福神父被耶穌的愛所感動接受聖言會派遣到中國福傳至魂

歸天國的真實歷史和心路歷程，一一展示在觀眾面前。 

在 2019年十一月於意大利羅馬舉行的第十屆「Mirabile Dictu 國際天主教電影節」上本

片獲提名「最佳電影」最後三強，更榮獲「福傳電影獎」，成為在這個被梵蒂岡宗座文化委員會

支持下主辦及譽為「天主教奧斯卡」的競賽中唯一一部中文電影。 

本片得到幾十位神父、修女、語言老師及專業人士的幫忙，加上活水基金和一些教友的支

持下，製作了 18種語言字幕的版本，目的是讓全世界更多人認識這位深深影響中國基督信仰發

展的傳教士，身為華人更不應該錯過。 

誠意建議在網上按以下連結，或在 YouTube 搜尋 Joseph Freinademetz 觀看這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_YssFzB0RtxtLcpenAtu9lcZMadvN_Q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_YssFzB0RtxtLcpenAtu9lcZMadvN_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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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援之聲投稿 - 婚姻與家庭通訊 2019 

在 2019 完結前，婚姻與家庭組舉辦了一個名為 <聖家節金句創作比賽> 給各教友參加。 

創作題目是 “二人成為一體的奧秘”題目靈感來自於厄弗所書第五章 31 ： 32 節 ，希望各位夫婦就這個機會，重温

漫長婚姻道路中的甜酸苦辣，寫下他們婚姻愛的金句，分享給大家。好開心我們收到多位教友的婚姻金句，都是多年

婚姻的精華，蘊含著不同的味道，經過神父深入淺出、細心挑選後，結果我們最喜愛的金句是： 

“甜酸苦辣蘊含鹽，包容忍耐仗賴光，喜怒哀樂要有愛” 

恭喜參加者顧震華先生， 獲得家庭攝影套餐一份， 希望他藉著與家人一起拍照，留下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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