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聖三概念和聖母與聖嬰等，給人一種莊嚴神聖的
感覺，他們的詩歌別有風格，尤其是對唱部份，歌
聲迴盪於整座教堂中，悅耳動聽，仿似在你耳邊輕
唱，旋律沖擊進心砍內，有時尤如一個女人正在對
你哭訴，有時像一群天使在雲霄間歡樂歌頌，背後
既沒有音樂伴奏，也沒有歌詠團帶領，只有每人發
自內心的詠讚，藉美妙的天籟牽領人進入祈禱的境
界。
第二站波蘭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大部份國民都
是信奉天主教，滿街滿巷都是教堂林立，大多屬歌
德式或巴洛克式設計，每天都會開放給人祈禱。我
也藉此機會到聖堂裡朝聖，向天主許願啊！在波蘭
最為感動，莫過於是前往「集中營」（A u s c h w i t z
Birke nau Concentration Camos），曾是二次大
戰時期納粹德軍囚禁猶太人的地方，位於荒涼一片
的市郊上，以木板堆砌而成的簡陋營房。當年德軍
以工作機會來欺騙猶太人前往，誘騙他們進入毒氣
室，毒死數千計的人；在行刑前給婦女們剃髮，以
頭髮製成布料，又騙取他們的一切財產和物資，以
供德國所需。不但如此，死後更把屍體焚化用作肥
田料，講解員一邊解釋的同時，腦海中浮現出一幕
一幕的悲慘情境，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雖經歲月
磋跎，但景物仍如往昔一樣荒涼，加上當時天陰細
雨，在矇矓的煙霞裡使人倍覺傷感，腳踏在六十年
前他們跌倒過的碎石，浮現出他們狼狽逃走的境
況，德軍已投降，但鐵路被炸毀，猶太人就是赤著
腳，沿路軌地走著，盼望援兵趕來拯救，可是年
老、小孩、病患 、傷殘等一個一個 著盼望地死
去，只有少數的人獲得救援。這次悼念使我了解到
真正「集中營」的生活，被囚禁的人在營內的苦況，
明白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領會「幸福不
是必然」仍是天主恩賜的道理。盼望今日的年青人
珍惜自己的生命，在物質富裕的社會裡不要再埋怨
上天不公允，不要再自暴自棄破壞社會秩序，領會
一下自己是多麼「幸福與幸運」的一群！
最後一站匈牙利，當然希望能抽空參與當地的
感恩祭，領受耶穌聖體，我只好盡其所能安排，可
惜，事與願違，因天氣關係行程上要稍作改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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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如我所想的那麼順利，慨嘆二十天的旅程中竟沒一
天可行，總是若有所缺！在最後一天的旅程上，一
直悶悶不樂，對周圍的景物提不起勁，身軀已疲倦
得很，而且思鄉情懷湧於心頭上。因此，晚飯後，
我打算獨自一人回酒店休息時，在路途上被掛在星
空中的十字架牽引著，走進一座教堂，內裡正在進
行彌撒，那刻滿心喜悅，尤如尋獲了珍寶一樣，聽
到和諧的旋律伴著美妙的歌聲，雖然我什麼也聽不
懂，但也不其然地跟他們一起啍著，剎時一股暖流
從心底湧上來，兩行眼淚也禁不了地淌出來 。祂俯
允我，讓我在異鄉也能領受祂的聖體。
最後返港只剩下二人，回鄉路途遙遠，彼此更
會多加照顧，可是一個一個驚濤駭浪沖擊著我們。
首先，我們因錯到另一機場，害怕延誤航班，心裡
既擔憂又焦急，最後，在天主的慈愛下我們在公路
獲得一名計程車司機幫忙，順利到達正確的機場。
可惜，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航空公司竟然沒有飛
機在布達佩斯，要延誤至下午六時才能起飛 ，那便
會錯失在莫斯科返港的航班，那時心煩意亂，突然
一句「你們不要心煩意亂，要 事 事 感 謝，不斷祈
禱。」泛於心頭上，提醒了我要相天主的照顧，不
久我們便僥倖地獲得一位工作人員的幫忙，改乘別
家航空公司即日回港。我學會無論發生什麼事，天
主都會在身旁為我解憂，自傲的我滿以為作好妥善
的安排，旅程必然順暢，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唯
有成為謙遜的人，懷著信德時時刻刻依靠祂，以祂
大能的手臂保護我，才可平安回家去。
旅程上不斷有意外的驚喜，由沮喪中重拾希
望，體會到慈父的照顧，領受祂無限的恩寵，實實
在在經驗祂真正的存在和時刻傾聽我們的祈禱，以
祂不能言喻的智慧，不但滿全了我的意願，而且在
祂巧妙的安排下，不得失兩位同伴，天主就是多麼
的可愛，多麼的體貼，祂的作為 非我們所能猜想
到，祂的智慧有如埋在深海中的稀世珍珠，要去
尋，可是尋不著，要去找，可是捉不住，唯是有心
人才會在意外中有所收獲。天主就是生活在我們中
間，點滴我們的生命，讓這顆生命更燦爛。

今期收錄了三篇文章，分別是由賴煜清先生撰寫的《神樂院小修士生活營》，內容介紹十一位小朋友與家
長在大嶼山聖母神樂院的信仰體驗，透過數天的生活經歷，小朋友與父母都體驗到信仰在他們身上的轉化和
更新。西窗夜讀的玄風，今期為我們推介《寂靜之音》－進入葛利果聖歌的幽微境界，藉著神聖空間與音樂
的配合，引導我們進入天主的奧秘，在禱告的時辰中與天主契合。最後一篇，是教友小雲的東歐遊記，除了
介紹俄羅斯、波蘭和匈牙利的風景外，更分享天主在她們身上的作為，天主的眷顧教人感恩不絕。

神樂院小修士生活營
齊家運動 (公教家庭信仰小團體)的數位家長經過數
個月的精心策劃，十一位青少年和他們的家長，在
大嶼山聖母神樂院渡過難忘的四日三夜小修士靈修
生活營。這次生活營的目的是透過在大自然中的工
作和勞動，幫助他們認識自己、別人和天主 ，從而
反省自己的生活，與別人和天主的關係 。生活營有
以下數個特式：第一，是有家長的參與 。小修士的
家長們負責策劃及設計活動，與神樂院安排各項程
序、營前探路及營前會議等，比較一般的暑期活
動，家長的角色來得重要了，每位小修士的家長要
選擇留在營中一段時間，此外，還有三位家長更要
全程留在神樂院。正因為家長的積極參與，因此減
少了他們對子女的擔心和掛慮。第二，是尊重小修
士的意見，在開始時，小修士們要自己訂出營內的
規矩，自己訂的自己便要遵行 。每位小修士會有十
二粒星星貼紙，給他們在營內獎勵其他小修士。

十一位小修士會被編為兩組，分別負責每日的早、
午、晚三餐的擺放餐具和洗碗的工作，當日出席的
家長會在晚上開會，然後根據兩組當天的表現，給
予評分和鼓勵。所以小修士都很清楚別人對自己的
要求，和別人對自己小組的要求。自己覺得他們在
短短數日時間，已漸漸體會和別人相處的經驗，凡
事要多為別人著想，在團體中要守團體的規則等，
這都是很難得的學習經驗。
在信仰體會上，在第一日的晚禱中，小修士首
先要和父母，然後在團體中分享，在過去一星期中
那件事值得感謝和讚美天主，各人都分享了生活上
的真實經驗，但更難得是有機會和父母直接分享自
己的感受，相信平日是很少做到的。另外一項信仰
體驗是到神樂院的瀑布下靜思，在活動後的分享
中，有些父母和小修士都能靜心聽到瀑布的水聲，
原來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他們都有著同一的目
標，就是奔向大海，他們最終的目的地，我們人生
也是一樣，雖然各人有不同的人生歷程，但最後也
是回歸到天父的懷抱裡，完成我們人生旅途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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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夜讀

一個意義是幫助我們，好好利用早上的時間提早自
我反省一下，想一想什麼是真正的重要。回想昨夜
的反省，在今天早上的時刻如何將它付諸實行，改
善自己。
第四個階段－時課
第三時課歡慶一天中的第三個時辰。這是上午過了
一半的時候，也就是所謂小課，樂觀的上午時刻。
在這個時刻，也是一個小小的祈禱休憩時刻。在這
刻，禱告的焦點在聖神，在祈禱之中，特別是祈求
聖神祝福工作，第三時課提醒我們，聖神在五旬節
時的流溢，我們都是亞當－「凡夫俗子」，天主給
予我們生命的氣息，讓我們可以分享祂賦予我們的
生命，亦希望我們能以祝福的方式自我們流向他
人。
第五個階段－第六時課
第六時課是熱枕與承諾的時刻，亦是誘惑與懶惰的
時刻，這個時刻是一天的中午，所有的工作都在進
行，每一天，它都是我們生活的正中，機會與危機
的時刻。第六時課提醒我們應付危機，一步一步的
面對挑戰。因為在這時刻，人的善意與熱情都可能
開始消退，各式各樣的誘惑與試探都埋伏在一旁，
伺機出動，所以要忍耐，繼續完成你當盡的本份。
第六個階段－午時課
午時課是中午到下午的時間，也是一天開始向下滑
落，影子漸長的時候。當一天將盡，人很自然會感
到有些焦慮，而當光線開始暗澹下來時，人也很自
然會去尋求天主的幫助。在午時課，我們面對一個
人生的現實，人類生命中的事物不會永久長存，隨
著年月而消逝，那麼我們當如何看待。這一刻為我
們提供了反省的題材。
第七個階段－晚課
在朝讚時我們慶祝天光的來臨，它相對於朝讚，晚
課是慶祝夜幕低垂時的點燈。當晚課的時刻，各人
早已收拾好工具，清洗完畢，彼此聚集在一起，參
與落日時的晚禱。夜幕降臨，修院亮起燈燭，這是
心中的平和、寧靜之辰。晚課是恢復內心平靜的時
刻，我們這顆心內有各種的矛盾和紛亂，需要重新
調整。而晚課帶來了治療的作用。
第八個階段－晚禱
晚禱是修院中一天的結束，他們進入完滿的夜，從
歌聲中返回寂靜之中，從歌聲之中彼此懺悔，在晚
禱中結束白日。他們檢討自己並要求寬恕，然後一
身潔淨地進入夜晚和睡眠。晚禱是內心自省的時
刻，內心的省察讓我們發現很多過失是由於我們沒
有停下來觀察一陣，然後審慎行動所致。又或者是
我們太審慎以致遲遲沒有行動，使事情擔擱。所以
借晚禱的一刻 ，舉心向上，和祈求彼此的寬恕。
從黑夜到光明乍現，晨曦、早晨、中午、下
午、黃昏、闇夜。每一個階段的詠讚都是出自靈魂
的呼聲，隱修士在遺世獨處的氛圍中，混濁的部分

玄風

寂靜之聲－進入葛利果聖歌的幽微境界
《寂靜之聲》的作者通過天主教音樂的詮釋，
把聆聽者帶入一個神秘的世界，作者稱之為「修道
經 驗 的 神 聖 空 間 」。對 於 我 來 說 ， 葛 利 果 聖 歌
Gregorian Chant (或稱為額我額) 可以說是「引人
入聖」的天籟。這些音樂的曲調本來已經很美，再
加上絕妙的文字，就成了一首無與倫比的長詩。它
能夠反映出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那份寂靜，使人感到
熟悉的親切，也使人本能地與以認同，因為每個人
心中都有這樣一個的神聖空間，只有純淨的音樂能
引領我們進入裡面，瞻仰神聖的面貌，我們藉此境
界找到自己的所在。
本書共分為十五章，前三篇文章分別由輔仁
大學宗教系所主任陸達誠神父是介紹葛利果音樂的
美感，而國立藝術學院的劉岠渭教授則介紹葛利果
聖歌的音樂源流及風格特式。釋心道法師從宗教靈
修的角度闡釋音樂與信仰的關係。接下來的十三篇
文章，主要從修院的日常生活作息作為開始。一開
始是介紹什麼是葛果利聖歌，好像向一位剛進入修
院的讀者，介紹整個隱修士的起居作息一樣。作者
在文中，將隱修士的一天生活，比喻成一年中的不
同季節，修士們在一天的作息中，有八次規定的時
間一齊走進修院的核心－小聖堂(Oratory)唱頌聖
歌向天主祈禱。因此，作者以此來描述生命的八個
階段，
第一階段－朝課
朝課又稱為「守夜」，是守夜的時辰，亦是學習信
任黑暗的時刻。當我們抬頭仰望夜空，提醒我們浸
淫其中的無盡神秘。朝課是邀請人學習「信任夜
晚」，雖有黑暗會使人油產生恐懼，但仍要信任黑
暗。我們必須學習以生命開展的勇氣和神秘相遇。
第二個階段 －朝讚
朝讚引領我們步出黑暗，進入光明之中，在朝讚之
中，我們接受新的一天， 就好像日出時的一個禮
物。朝讚目送我們通過黑暗的慶典，邂逅夜晚的無
邊黑暗；現在我們慶祝光明的來臨。在光明展現的
一刻，我們學習到向世界的造物主獻上感恩。
第三個階段 －早課
最早的時辰是冥思的階段，早課則是開始行動的時
刻，早課是分配工作的時辰，焦點是適當地開始一
天的活動，以全心全意迎接這一天。在早課時，分
配工作的內容包括對工作的祝福及分配。早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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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消褪 與天主深度契合以後，接受天主的恩寵
和愛，從唱詠之中將這份感恩之情表達出來。
同時，作者描寫將會發出光的黑暗 ，分析感
恩與喜悅的關係。闡釋隱修士的紀律，並且提及慷
慨的傳染性，工作中自由的體現，呼吸與活潑的聖
神經驗，飲食中的團體共融，單獨或孤獨的無上樂
趣。在靜夜中的整合，黑夜間的學習及選擇絕對信
任，把整整一天，或一年一生都回歸到源頭，聆聽
此寂靜之源。每一段的描述配合葛利果聖歌的時
辰，將聖歌神聖的內涵圓滿無缺地釋放出來。

作 者：大衛．史坦德－拉斯特，夏隆．勒貝
出版社：智庫文化

俄羅斯東歐點滴

小雲

二零零一年的酷熱暑假裡，我再可體會自助
旅遊的樂趣，自從離開校園之後，已很少機會與志
同道合的好友一起自助行，因此，我頗重視這次的
旅程，行程全由我一人獨力編排，出發前搜集所需
的資料，妥善安排機票和住宿，似乎一切都在掌握
之內，懷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整裝待發，展開這
二十天的浪漫之旅。
天有不測之風雲 ，在離境那天竟然高掛八號
烈風訊號，所有航班均受影響，難道天主不讓我成
行？我謙虛地讓著信心祈求祂的幫忙，因祂的俯
允，航機最後能順利起飛，心裡滿是讚美與感謝，
天主無時無刻地傾聽著我的哀訴，只要對祂懷有
「愚公移山」的信心，我深信祂的安排是最美好的。
出發前，我也大膽地向同伴提出一起祈禱的要求
（其中兩位不是教友），她們樂意接受，我們誠懇地
祈求旅程順利和各人平安，彼此和洽相處，當然也
不忘祈求在旅程上體驗天主的同在，深化生活中的
信仰。一個有信仰的人在生活上是不會忘記天主，
而且懷著信、望、愛來觀看眼前的事物，體會天主
是創造的神，是人類歷史的主宰。從體驗各國不同
文化與習俗來領會天主對人的大方與慷慨，更認識
到渺小和驕傲的自我；不同民族相遇會產生衝突，
同一信仰相遇會產生和諧，這就是兩極端的現象；
同一信仰中和了民族間彼此的差異，融合大家成為
一體。在旅程中，我體會到不論我去到那裡，遠於
高山深於海底，天主仍然是同一的天主，常在我身
邊，為我解憂。
第 一 站 是 位 於 北 方 的 俄 羅 斯， 首次踏足此
地，俄人給我的感覺是「自私」和「冷漠」，似乎
他們對周遭的事物和人莫不關心，仿似全世界都虧
欠了他們，他們大多著眼於物質與金錢，學懂從遊
客身上賺取外匯，改善生活環境，有些吉普賽人甚
至以行乞和偷竊來維持生計，這就是開放後帶來的
結果？俄國貧富懸殊的現象很嚴重，城市與鄉間是
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著金錢利益關係，使他們
抱有爾虞我詐，互相仇視的心態，縱然世界自吹不
斷進步，其實沒有進步的地方多的是。耶穌曾說過
「常有窮人與你們一起，你們幾時願意，就能給他們
行善。」，指出世界貧窮的問題是解決不了，一直
都會存在，但只要我們願意與人分享，便可縮窄這
鴻溝，不再讓問題惡化下去。由此我更深體會香港
正面對相同的問題，以信仰為生活中心的我們應如
何協助解決呢？難道將來自己也會成為自私冷漠的
一份子嗎？論宗教方面，俄羅斯以東正教為主導，
只有少數天主教堂。在東正教堂內，你會發現有很
多畫像， 稱之為「Icon」，教堂內牆繒畫了很多富
麗堂皇的壁畫，大部份都是描繪神聖的耶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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