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聖母軍 

LEGION OF MARY – HONG KONG 

第三期  Third Issue          August 2020 



2 
 

編者的話 

在今期的聖母軍刊物中，督察區團神師譚錦榮神父勉勵大家在疫情肆虐時

也要保持信德和愛德，為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服務。今期繼續刊載杜輝兄弟

於 1979 年接受訪問的內容，當中提及聖母軍在菲律賓成立和擴軍時所面

對的困難，也是憑著信德和愛德去克服。今期也轉載劉偉傑神父在早前的

訪問中分享研究紐曼樞機服膺真理、良心和歷史的態度，及如何實踐平信

徒的目標。最後大家可看到世界各地聖母軍去年分別在靈修培育、工作發

展和擴軍方面的成果，分享當中的喜悅，並給我們作借鏡。 

Editor’s Words 
 

In this issue, Fr. Francis Tam, Spiritual Director of the Comitium, encourages us to 
keep our faith and love and help those in ne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imilarly, faith and love were also the attributes in overcoming of hardship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Legion of Mary in the Philippines, as 
mentioned in the interview with Frank Duff that continued in this issue1.  The 
interview with Fr. Cyril Law was also reprinted to reveal his studies of 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work by Legion of Mary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2019 were summarized to share their joy and learn from them. 
 
 

                                                                            

                                                      
1 Extracted and modified from (節錄自)“Frank Duff – A Living Autobiography” 1983 Maria Legi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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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師的話 
 

督察區團神師  譚錦榮神父 

 
近日疫情嚴峻，整個世界好像停頓了！一切商業活動也不如從前，報章

上看到的是有關疫情下不同的影響！正因為今次疫情的嚴峻，全世界均受影

響；所以，全球的形勢將會作出一次大翻身！是禍是福，現在言之尚早！ 

 

反觀整個疫情，我們作為基督徒可從兩方面反思：信德和愛德。藉著信

德，我們相信天主是生命的主，在未有任何確實方案作出治療前，應全心依賴

上主；在人力之上，應在上主面前降服。此外，最重要的是愛德。我們應發揮

彼此相愛的精神，分享資源，援助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作為聖母軍一份子，更

應發揮我們團隊的精神，走在前面，為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服務。請大家反省

「慈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我們不應自以為是那位善心的撒瑪黎雅人，也

應防止我們成為自以為是的司祭及肋末人（瑪 10:25-37）。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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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utio 
 
 

Fr. Francis Tam, Spiritual Director of the HK Comitium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seems that the world has come to a halt.  Most commercial 
activities have been suspended.  We learn from the news that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lives 
are being affected.   While the impacts are worldwide, changes would be see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e it a blessing or disaster, it is yet to decide.      
 
Being a Christian, we can reflect through the pandemic on two aspects: faith and love. 
Through faith, we believe that God is the Lord of life, and we should rely on the Lord with all 
our heart before any real plan for cure; above human power, we should surrender before 
the Lord. In addi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LOVE. We should show love to each other, 
share resources, and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As a member of the Legion, we should work 
as a team and be ready to serve the people in need. Please reflect on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We should not consider ourselves as the good Samaritan, and should 
prevent us from becoming self-righteous priests and Levite (Luke 1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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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 

An Interview with Frank Duff (Cont’d) 
“… Vatican Council Two represents an act of faith in the Legion of Mary.” 

 
Q. The handbook tells us that the work is 
secondary. Can you justify this? 
 
A. Yes.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uth 
about the Legion.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ascends far higher than the nature of the 
work and that is the spirit, the faith of the 
Legion. What's the good in concentrating 
upon very high class work if you don't possess 
the ingredients for setting about it?   
 
That's the fault of the 
world today - 
tremendous programs 
and when the people 
proceed to analyze 
what they have got to 
accomplish those 
programs with, they 
find they have 
nothing! They fill 
pages with ambitious 
schemes and they 
don't advance an inch 
on the way of realizing 
them. They're writing 
out programs which 
presume a real army 
to carry through and 
they have no army! 
The thing is fantastic 
and represents a great 
waste of paper! The first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before you think of advancing 
towards the simplest work is: "Have you got 
the human material to undertake it?" The 
second is: "Has that human material itself got 
the capacity to undertake it and persevere?" 
 
Q. For the Legion then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is primary 
and the work is secondary. Is that the 
thought you had in mind? 

A. That is. That must be the first th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rument. If you want 
to saw wood, you have to have a saw and 
that saw has to possess a certain quality.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Legion 
and its faith, you must then become precise 
to another degree and you must say to 
yourself: "Well, now what do you mean by 
spirit? What do you mean by faith? Is a 
simple undeveloped faith that God is mighty 

and is perhaps on your 
side and leave things at 
that?" Well, of course, 
no! You have to have the 
entry of what we might 
call th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position. It must be a 
complete faith. It must 
be a Catholic faith. It 
must believe in the 
doctrin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t must believe 
in someone who is far 
too much neglected 
today and that's the 
Blessed Virgin. 
Supposing now 
somebody said to us 
who was able to do it: 
"Well, now we'll put you 
in every parish in the 

whole world in great size with every 
opportunity to attack the work in the way 
you wish but one condition is necessary". 
"That you cut out all this nonsense about the 
Blessed Virgin, take a more sensible view of 
Her". In other words "Cut Her out". Our 
answer has to be a total refusal! 
 
Q. How do you see the Legion in the future? 
Do you think that this organization of ours 
will continue with the same vita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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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if the Legion is 
allowed to retain its present complexion, 
then it will not only keep its vitality and its 
degree of success but will far improve on 
them. But always in the background is the 
lesson of history. You look back over history 
and you may see the up rise of tremendous 
organizations. They seem to be so good and 
you say to yourself: 
 
"Oh, they possess the secret of the future". 
And after a period they are gone. Now, that 
has been particularly the case among the lay 
societies which have risen. A very wise 
individual, the late Archbishop of Liverpool 
said that every lay society should be 
suppressed on its 
fiftieth birthday 
that likes humanity, 
it had grown old 
and was due for 
retirement. He 
didn't even give it 
to the seventy five 
year mark ... 
(Laughs) ... tha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at's His way of 
doing things. He 
creates and perhaps he keeps a whole lot of 
that permanently in existence through the 
radiation of His spirit. While it lived, it shaped 
minds and that would mean it was a 
permanent thing in the Church. But as a 
visible entity it has ceased to exist. 
 
When we look out at things over the world, 
we see very troublesome situations. We've 
always a couple on h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passionately anxious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egion in their own place 
and change i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otions. 
That's there in too many places. If by any sort 
of chance that mentality prevails and the 
Legion is changed, I would then be inclined to 
say that the next thing the Legion will be 
dead which would be a grievous and 

appalling thought to think! But then you have 
to think again and to say to yourself: "Well, 
the Lord is in His heaven. (Laughs) He has 
allowed that to happen. He will provide". 
 
But then think of what has been permitted to 
happen in the past. Look at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ok at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re now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swept half of Catholicism out 
and none of that ever came back. He says 
that since that time great communities have 
left the Church and come back.  But no 
community which left at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ever came back. Whole nations 
are living there now in a benighted form of 

faith and we're not 
able to bring them 
back. They die, pass 
on. You see there are 
sobering reflections 
of this kind 
whenever you cast 
your mind in to the 
future. 
 
The Legion could be 
terribly easily 
destroyed! Pervert 
its particular outlook 
in regard to our 

Blessed Lady. Ah! Just a little twist, just a little 
twist, the whole thing is gone!  Like the 
proverbial screw which comes out and brings 
a vast mechanism into inaction. 
 
Q. Perhaps I've been asking too much about 
prophecy. Maybe I should ask you to tell us 
some of the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of the Legion over the past fifty-eight years. 
 
A. They are so numerous that it is hard 
enough to rattle them off. I still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greatest one was enacted in 
the Philippines which everybody considered 
to have drifted too far for anything in the way 
of a rapid restoration. The celebrated Dr. E. J. 
McCarthy, who was sent there by the 
Columbian Fathers to investigate the 



7 
 

position, reported that evangelization would 
have to begin all over again-that the Islands 
were too far gone for a rapid restoration. He 
wouldn't attempt to start the Legion for that 
reason even though we argued with him. He 
said he didn't see even one potential 
Legionary in the San Tomaso University of 
which he was the Spiritual Director. But a 
Spanish priest, a Vincentian, came in. Within 
a fortnight he had two Presidia on foot. Then 
in the first year, there were fourtee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hich followed that 
rose to one hundred. Now there are possibly 
ten thousand Presidia and it's a Catholic land 
again. A country that had no priests was able 
to open a foreign missionary college. There's 
an abundance of vocations for men and 
women. And now they say to us with 
confidence, 
which is 
justified by 
their 
record, that 
they are 
preparing a 
peaceful 
army of 
apostles to 
penetrate 
Asia. I'd be 
inclined to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But then you get the same 
thing in very many places. We're looking at a 
rather marvelous happening in Iceland at the 
moment where the most impossible 
enterprise in the world was attempted and 
just at this moment, apart from what has 
happened up to the present, there are fifteen 
persons under instruction. And much more 
than that.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hole 
atmosphere of that island has become 
permeated with Catholicism. 
 
Now what was accomplished in China was 
very portentous. You probably have, or will 
be, interviewing Father McGrath and he will 
tell you about that. The Legion had become 

established there just before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s and it got a fairly good 
chance of making itself felt with the result 
that a sort of landslide seemed to set in. That 
extraordinary figure, Archbishop Riberi, 
reported to the Pope of the time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was one of intense 
optimism that the Church seemed to be on 
the verge of an era of mass conversions. The 
problem had become one of instruction. The 
converts were there for the taking. But there 
you have another of these extraordinary 
mischances that are permitted to happen-
where every bit of that was swept away and 
where the Legion was persecuted unto utter 
death and annihilation and all those bright 
prospects were wiped out. You can't fathom 
these things. But there are others now, 

things, of 
very great 
importance-
where whole 
countries are 
affected by 
the 
operations of 
the Legion. 
And then, of 
course, you 
have a whole 
lot of new 
works 
introduced 

by the Legion. In fact, I'd say the biggest thing 
of all in the Legion is that it has proven the 
fact that the ordinary lay person down to the 
very simplest person is capable of 
apostleship. That was never dreamt of in 
earlier times. I myself would be daring 
enough to say that Vatican Council Two 
represents an act of faith in the Legion of 
Mary. They legislated on the mobilizing of the 
People of God. Well, that's a vain proposition 
without the Legion. You're not mobilizing the 
People of God by getting a whole lot of elect 
persons to write grand treatises about 
everything. That's not mobilizing the People 
of Go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get the 
ordinary, even the illiterate person. Tha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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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uccess of the Legion-it's mobilization 
of those people of the world who would have 
been deemed unfit for apostleship. There 
they are in our ranks and here we are not 
boasting of the princesses and other people 
whom we have in our ranks but of the simple 
people of the world. That's our chief 
possession. That's what Pope Paul said: 
"What I like most about the Legion of Mary is 
that it knows how to use the little people." 
 
Q.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the Legion as 
a maker of Saints? 
 
 
A. A justified name I would say because it 
puts into the Legionary mind the capac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Catholic Doctrines: 
the doctrine of the Mystical Body which St. 
Thomas Aquinas says is the centr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the Motherhood of Our Lady-
the extraordinary sway of Our Lady over the 
Holy Spirit. You have to use an expression so 
extreme as that to denote the truth. These 
things it teaches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Legion. These things are holy and sanctifying. 
They make Saints. And they make Saints by 
the bushel. Now, and that is a truthful 
statement. By itself the Legion could solve 
the whole question of the vocations for the 
Church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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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杜輝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實在是表達了對聖母軍的信任” (續) 

 
 

問：聖母軍手冊告訴我們聖母軍的工

作是次要的。你能解釋一下嗎? 
 

答：對的，這為聖母軍是最重要的

信念  - 精神價值遠比工作價值高。

如果只是想著去做高尚的工作，卻

欠缺内在的精神，又有什麼用呢?  

 

這正是今日世界

上的荒謬之處。

人們有許多鴻圖

大計，卻發覺自

己沒有內涵和能

力將它們付諸實

行。縱有洋洋萬

字的計劃書，卻

沒有半點辦法推

行。一切只是紙

上談兵，要動用

大 隊 人 馬 去 執

行，但實際上，

這些人馬並不存

在。這些輝煌的

計劃，只是浪費

了紙張。所以，當你打算去做一件

最簡單的工作之前，你必須首先考

慮：「你是否有人力去做?」接著就

是：「這人力是否足夠，並且能持

之以恆?」  

 

問：所以對聖母軍說來，一個人心靈

的發展才是首要，工作還是其次。這

是你心中的想法嗎? 

 

答：是的。靈修培育是首要的。如果

你想要鋸木，一定先要有鋸子，而且

是合用的。道理就是如此簡單。當你

談論聖母軍的精神和信仰，你必須具

體的問自己到底是什麼精神呢? 你所

相信的又是什麼呢? 是否只單純地粗

略相信上主的大能，而祂又或許在護

佑你，其他就不再深究了? 當然不可

以是這樣! 你必須要

有點神學意識，而且

是一套完整的天主教

信仰，涵蓋著教會的

信理，並包含著已被

人 忽 略 了 的 童 貞 聖

母。假如現在有人接

受我們，但說：「我

們可讓你們去到全世

界的每個堂區，大規

模地開展你們想要推

行的工作，但有一個

條件，就是要除掉所

有關於童貞聖母的無

稽之談，改用一種較

合理的看法。」換句

話 說 ， 就 是 要 除 掉

她。對此，我們毫不猶疑的全然拒

絕。 

 

問：你認為聖母軍到了廿一世紀是否

還能保持原有的活力? 

 

我認為如果聖母軍能保持現有的面

貌，它不僅能維持活力和成就，而且

會取得更大的進展。不過，在歷史上

興起過許多強大的組織，它們看起來

真太棒了，因此，你以為它們擁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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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它們便消逝

了。這種情形，在平信徒團體中更見

普遍。甚具智慧的已故利物浦總主教

曾說過，平信徒團體到了五十歲生

日，就應該停止運作，因為正如人

類，它已老化而時屆退休之年。總主

教甚至不給予我們之前提及的七十五

歲上限。(笑) 

 
這是衪做事的方式。祂創造後，會以

祂的聖神使很多傳統保存下來。這些

傳統可改造人心，並

植根於教會，但也可

能有終結的時候。放

眼世界，我們看到一

些惱人的境況。我們

手上總有幾件棘手的

事。有些熱心份子想

把當地的聖母軍據為

己有，按他們自己的

主張，將其改造。這

情形在很多地方都存

在。如果讓這種心態

得逞，聖母軍將被改

變，接著就會滅亡。

這是何等叫人痛心又

可怕的想法啊!不過我

思 考 之 後 ， 對 自 己

說：「上主允許這等

事情發生，祂必會照

料。」回顧歷史，看一看法國大革

命；宗教改革 - 誓反派把天主教會一

分為二，它們都一去不返。在宗教改

革時期，所有離開天主教的團體都不

再回來了。相關的國家正陷於信仰的

黑夜中，而我們卻無法領他們回來。

他們就這樣死了，過去了。無論何

時，只要你思考未來，就會有類似的

反省。 

 

聖母軍可以輕易地被摧毀! 只要它對

聖母的看法稍有一點偏差，它的一切

都會消失。好像少了一個螺絲就使整

個機器停頓一樣。 

 

問：關於未來，或許我已問得太多。

請告訴我們，在過去五十八年來，聖

母軍有那些出色成就。 

 
答：實在多不勝數。但我認為在菲律

賓成立聖母軍是最大的成就。當時每

個人都認為要在該國迅速地重建信

仰，是遙不可及的。

有被派往當地視察的

高隆龐修會神父上報

説該地已丟下信仰，

福傳工作必須重頭開

始。因他說在他擔任

神師的聖多瑪斯大學

裡，見不到任何有潛

質成為聖母軍的人，

我 們 跟 他 爭 議 。 接

著，有一位西班牙籍

的聖雲先會神父去到

那裡，在短短的二星

期裡，便成立了兩個

支團，一年後已增至

十四個。然後在日本

佔領期間，突破了一

百。現在，此地可能

已有過萬個支團，公教會已重新立足

了。一個曾經沒有司鐸的國家，那時

已可開辦一間外方傳教學院。男男女

女的聖召多不勝數。現在，他們已可

憑往績，自信地告訴我們，一大隊的

和平使徒軍旅正準備分散到亞洲各

地。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成就。 
 

你也可以在許多其它地方看見同樣的

情形。現在，冰島正發生著世界上最

不可思議的事情，有十五個人正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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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更甚的，是整個冰島已滿有公教

的氛圍。 

 
至於在中國的成就，影響極為深遠，

莫克勤神父可以向你們詳述。聖母軍

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已在那裡成立了，

那正是一個席捲全國的時機。當時的

一位非凡人物，黎培理總主教，向教

宗上報中國極為樂觀的形勢，並估計

會有大規模的歸依，只担心是否有資

源做好教理講授。但極不幸的情況還

是發生了，聖母軍被徹底驅趕，一切

都被除去，樂觀的希望幻滅。 

 
這些事情實在無從測度。但幸好在其

他地方，也有極重要的發展，聖母軍

正影響一些國家，它帶來了嶄新的服

務。 

 
誠然，我認為聖母軍最大的成就，是

它證明了最普通的平信徒，也有能力

承擔宗徒職務。這在團體成立初期是

不能想像的事。我夠膽說梵二大公會

議代表著對聖母軍的信任。當時教會

當局所製定的文獻，是為動員所有天

主子民，但若沒有聖母軍，這提議也

是枉然。 

 
 
 

若只推選一大批人來對每一件事情都

寫上洋洋萬字，是斷不能達致那目

的。你必須去爭取平凡的，甚至是文

盲的平信徒。聖母軍的成功，在於它

推動了世界上那些被認為最不適合的

人擔當了宗徒職務。他們成了我們的

一員，他們是寶藏，我們引以爲傲。

正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說：「我最喜歡

聖母軍的地方就是它知道如何善用小

人物。」 

 

問：你對於聖母軍能產生聖人的說法

有什麼意見? 

 
答：我認為這個說法很恰當，因為聖 

 
母軍使團員明瞭天主教最重要的教

義，依聖多瑪斯所説 - 就是基督奧體

的奧蹟；以及瑪利亞向聖神首肯而成

為聖母。真理是要透過不尋常的方式

表達出來的，既神聖，且能聖化人

靈，因此能產生大量的聖人。我確信

聖母軍本身是可以解決整個教會的聖

召問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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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 

劉偉傑神父談聖紐曼樞機 

「紐曼服膺真理與良心，驅使他皈依天主

教會」 
 

（本報訊）英國的若望．亨利．紐曼

樞機去年 10 月 13 日獲教會冊封為聖

人，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舉辦了一

場有關新聖人的電影欣賞會，並邀請

到天主教澳門教區秘書長、聖母誕辰

主教座堂助理主任司鐸劉偉傑神父作

分享。本報現將訪問內容輯錄，與大

家一起重溫聖紐曼樞機的聖德。 

劉神父，您的博士論文是有關紐曼樞

機的研究，您可以分享一下為何會選

擇他作為您論文的主題？他對您有何

啟發？ 

中學時期，父親有一位同學，他給我

看很多關於英國天主教作家的文藝作

品 ， 諸 如 ： 卻 斯 特 頓  (GK 

Chesterton)、耶穌會詩人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以及諾克

斯 (Ronald Knox) 等；但通常這些作

者都是皈教的，即他們原本是聖公會

教徒，但後來轉為天主教徒。所以，

沒有讀過紐曼的作品，只是讀受紐曼

影響的下一代人所撰寫出來的文藝作

品。後來讓我發現，原來這一代的作

者，都是受到紐曼的影響，而成為天

主教徒，而且都是在文學上很有成就

的。為我個人而言，是很吸引我讀書

的意向、興趣等。 

再到後來，我甚至知道與香港——我

成長地方——很有關係。前港督寶寧

爵士，他的女兒後來因為閱讀了紐曼

的書，便成為天主教的、嘉諾撒［仁 

 

愛女修］會的修女；甚至他（寶寧爵

士）的兒子成為一位耶穌會士，試想

想一名新教徒的港督，兒子、女兒都

成為天主教徒，⋯⋯誓想不到，紐曼

能影響到下一代，甚至在我現時這一

代仍有一些影響。英語 the Far East

（遠東）亦是紐曼在一篇提及聖方濟

各沙勿略的講道中首創的。 

讀大學時，老師給我們閱讀紐曼的講

道集；讀哲學時，選修了專門一課專

門比較紐曼及哲學家齊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後來，當我要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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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題時，便嘗試將紐曼與中國教

友作對比的可能性。於是我選擇了馬

相伯先生。 

馬相伯是復旦大學、輔仁大學和震旦

大學三所大學的創辦人，他亦曾是一

位耶穌會神父，我把他們二人的思想

和貢獻作了些對比。 

您認為紐曼樞機的皈依，以及他對真

理的熱誠，帶了甚麼訊息給現代的教

會呢？ 

紐曼一直都在尋找真理，但不要忘記

他的過程是從良心出發。他說過，人

一定要跟隨人良心的呼聲，但首要的

是，良心的呼聲好像從外邊來，甚至

形容良心就好像 the aboriginal Vicar 

of Christ，即我的良心似是基督親自

委派了一位神職人員在我心中，去告

訴我、教導我如何去聖化。天主教教

理 1778 條直接引用了紐曼: 「良心是

最先來到的基督在世代表。」 

首先，我們聽從良心的時候，就知道

善惡對錯的觸覺並不是從人而來，而

是由一個客觀的創造主放置下來，所

以其實要向內裡去尋找。所以，過程

中一定要去理解：何謂真理的來源，

那我們知道在基督宗教的教導是來自

啟示。 

啟示有聖經，亦有傳統（聖傳）。但

你會說，啟示、聖經、傳統有那麼

多，那種才是真的？最後教會的出

現、教會的權威又來自哪裡？統統來

自基督。既然教會的權威和良心的權

威，都是來自天主的時間，我們又會

有幾個問題：真正的教會在哪裡？所

以當我們溯求真理、服從良心呼喚的

時候，原來歸根究底都會問到最終一

個問題：真正的真理捍衛權威是在教

會那裡，但是哪一個教會呢？ 

要服從真理，就要理解歷史，因為歷

史就是事實。若歷史和真理有相反，

兩者有一方是錯的，故要看歷史。 

他（紐曼）研究教父、研究教會最初

期的人，與耶穌和宗徒最接近的那代

人所撰寫下來的東西，便問了一個十

分簡單的問題：「若教會初期的教父

仍然在生，他們會認出哪一個才是天

主的教會呢？」而這個答案十分容

易，顯然是最受尊崇的宗徒之長伯多

祿。「又有誰恭敬聖母？」因為宗徒

大事祿已寫明，五旬節當天，耶穌的

母親也有臨在，宗徒與聖母是分不開

的。如此，有哪個教會仍恭敬聖母？

他的回答是：「只得一個，就是看到

羅馬天主教會。」 

所以他責無旁貸；就是他服膺真理、

良心、歷史的態度，帶他到羅馬天主

教會，所以他要誠實，即不能為了面

子、地位，或喪失聲譽及一切事而不

走這一步。 

服膺真理是要逐步來走的，但每一步

都需要坦誠，不能自欺欺人，或因面

子便得過且過。 

您過去曾說過，紐曼樞機重新發現了

聖母學的，能否就這一點上再詳細闡

釋呢？ 

我們《頌恩》有一首歌，有一句「大

地高天同讚上主」的歌詞，是出自紐

曼所撰寫的詩《Praise to the Holiest 

in the Height》，當中有一句叫「亞

當第二從天降生」。「亞當第二」即

是基督，但在教會早期，教父聖依納

內 (St. Irenaeus) 已說過，聖母就是

「厄娃第二」。而紐曼就是重新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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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古 代 教 父 對 聖 母 作 為 「 厄 娃 第

二」、人類新生命之母的形象，帶回

現代教會，讓我們重新思索。而紐曼

自己的內心對聖母十分敬畏，這可從

他一些細微的資訊看到。 

紐曼再領堅振時——因為天主教會不

承認聖公會的堅振聖事，所以紐曼在

1845 年改宗成為天主教教徒時，需要

多領一次堅振——他的堅振聖名是

「瑪利亞」。所以當他致函教宗時，

並不自稱「若望．亨利．紐曼」，而

是「若望．瑪利亞．紐曼」。 

另一細節是，當他年紀太大、不能再

主持彌撒，便每天拿着玫瑰念珠，以

誦念玫瑰經來取代每天開彌撒的本

份 。 但 是 ， 在 他 臨 終 時 （ 八 十 多

歲），他的手指頭開始沒甚麼感覺，

他的皮膚敏銳度下降，故數不到玫瑰

珠，即使拿着念珠也開始觸摸不到，

猶如若即若離，他自己對這一點很不

高興。紐曼非常恭敬童貞瑪利亞，佢

在所屬的牛津 Oriel 學院實名為「聖

母瑪利亞學堂」，而他的一生中，很

多日子都是與聖母瞻禮有很多的關

係，未能一一盡錄，但紐曼對於重拾

聖母學及聖母敬禮這方面，有着自己

特殊、獨特的貢獻。 

紐曼樞機提出平信徒需要有三方面的

目 標 ： （ 一 ） 擁 有 批 判 性 思 維 ；

（二）宗教體驗和（三）信仰實踐。

您認為這三方面對教友的培育有何重

要？教友又該如何培養這三方面的特

質？ 

紐曼曾與一位主教辯論時，該主教只

著重神職多於平信徒，並向紐曼質

問：「平信徒是甚麼？」紐曼答道：

「 沒 有 平 信 徒 的 教 會 是 十 分 奇 怪

的。」 

紐曼用「faithful」一字來形容包括神

職人員的教友信眾。所以，他說教會

在信仰和教義的發展上，是需要徵詢

信友，而所謂徵詢信友就是由包括教

宗到平信徒，所有的信友都要徵詢。 

他「徵詢」的意思，並不是發問卷、

每一個人問，而是要在教友之間、信

友當中「把脈」。現今教會現在有許

多教區會議、主教團、主教會議，又

或在教區層面上，有許多委員會，都

是有信友的臨在。這亦體現紐曼所說

整個信仰的發展。以現代人的語言思

維去推廣教義時，是需要整個信仰團

體的參與。 

至於批判性思維是甚麼呢？並不是指

批判教會的信仰內容，而是我們能否

有更好的方式去表達，因為可能會有

溝通不合的出現。信友可以反映出教

會的表述與現實並不到位和相符，這

就是取決於信友的批判性思考，但最

重要的是，要同時忠於真理，知道如

何以更好的方式去溝通和表達這個真

理，而這是信友一個十分重要的本

份。 

而且，紐曼十分著重教育，但他的教

育方式並不單純是辦學，而是透過會

面及書函。很多時，他都是單對單以

回信的方式，去解答他人的提問。就

是這種單對單的教育、心與心的對

話，才能帶出真正的教育；所以，同

樣地，牧者與他的子民，最美麗的教

育其實是在告解亭裡。在這基礎上，

教友得到良心的糾正與培育後，然後

再進行集體的培育，才是最有效的。

就如大學的教友學生全部不去聖堂、

不祈禱、不辦告解的話，他的良心和

真理是與教會並非在完全整合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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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個宗教皈依到另一宗教，是需要

很大的勇氣。我們作為二十一世紀的

平信徒，我們如何在信仰生活中，每

日皈依天主呢？ 

紐曼當時改教的選擇，是一個驚天動

地的一個舉動，因為作為牛津大學聖

公會的本堂牧師，最後歸教成為一名

天 主 教 徒 ， 不 單 止 被 認 為 是 「 叛

教」，更有少許「判國」的意思。因

為聖公會是英國國教，是該效忠皇室

的，但這個舉動令他對自己的民族

性、對他自己作為英國國民的身份會

被歧視。加上當時愛爾蘭的天主教徒

與英國聖公會教徒之間的矛盾，以及

政治上的爭執是十分嚴重的。在此背

景下，紐曼選擇服膺自己的良心，進

行每天一步的皈依，就是要將自己的

身份還原得清清楚楚，即：只有「創

造主」和「我」。 

紐曼的說話看似十分複雜、很難理

解，但歸根究底都是在於創造主的

「光」那裡。最重要的是，創造主有 

 

 

否在我生命中照耀，有的話，其他一

切的身份都會符合這個光的照亮，且

毋需介懷有沒有這些身份。 

紐曼原本很年輕便決定不結婚，而這

個決定是因為他想到非洲當傳教士，

惟健康不容許，但他說：「我為主服

務的這個心沒有改變。這是初心，就

是我要將創造主這個光帶到世界中，

我不能到非洲，那我便留在這裡作我

本有的工作。」 

所以我們每一天的皈依，首先要問自

己「有沒有認得出我只是一個受造

物、天主才是創造者」這一個關係。

很多時我們犯罪，就如亞當、厄娃那

裡，都是忘記創造者與受造物的關

係。所以紐曼十分歸本，他十分清楚

自己只是受造物，只是一個受委託的

管家，去暫時處理生命某些崗位。 

(全文完) 

（原文載於 號角報 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左：李斌生主教 

 
右：劉偉傑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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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聖母軍在靈修培育、工作發展及擴軍的參

考資料（2019 年 4 月至 12 月）  
 

靈修培育:- 
 

地區 內容 月分 

薩爾瓦多 聖薩爾瓦多分團有一位前團員晉鐸。 

 

5 月 

愛爾蘭 Kilmore 區團: 區團安排彌撒紀念可敬者愛德閨逝世 75 周

年。 

 
Ferns 區團有一位團員加入司鐸行列。 

 

都柏林聖母無原罪區團放映有關可敬者愛德閨的一生的

DVD，約有 20 人參與。團員繼續推行每月一小時在

Church Street 聖堂及每週在 Legion House 為杜輝兄弟列

品祈禱。 

4 月 

 
 

5 月 

 
6 月 

 

 

 

德國 分團提醒督察區團不要舉辦朝聖到一些教會當局還未完全

承認的朝聖地方。 
 

9 月 

意大利 米蘭區域團團長因應團員持續減少的情况向總部申請派員

到訪。聯絡員建議向曾帶領該城市免受宗教改革運動影响

的前米蘭樞機大主教 St. Charles Borremeo 作九日敬禮。 

 

12 月 

美國 北美洲休斯敦分團：新奧爾良區域團：前督察區團團長

John Yike 現任職執事，並希望明年晉鐸成為神父。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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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發展:- 
 

地區 內容 月分 

阿根廷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有關林艾峰兄弟的講座中，兩位主

要講者 Sister Isabel Fernandez 和 Fr. Sturba 強調傳揚林

艾峰兄弟事蹟的重要性。每年一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到林

艾峰兄弟墳前的遊行吸引了許多人參加。 

 

10 月 

奧地利 奧地利分團 為了推動杜輝兄弟列品， 將開創 ”Frank Duff 

Cafe” ,並設計有關杜輝兄弟的明信片。 

 

6 月 

玻利維亞 熱烈嚮應教宗對教會公開宣揚福音的呼籲，尤其特別重視

有新遷入家庭聚居的城鎮郊區，因這些地區都是不同新教

教派的目標。分團職員們非常積極探訪偏遠地區的支團及

培訓新通訊員。聖地亞哥和 La Paz 的分團均請求各聖母

軍為他們正面對嚴峻社會問題的國家祈禱。 

 

11 月 

巴西 在累西腓，一新支團在一所主要的神學院內成立。家庭探

訪是巴西聖母軍的一項重要工作。其中，一個在 Vitória 

da Conquista Regia 的區域團  便報告作了 33,825 個家庭

探訪和 7,028 個跟進探訪。 

 

10 月 

布隆迪 Gitega: 非洲當地一方面推廣「虔敬聖母」，一方面照顧

患病者和體弱者，並勸戒當地人停止用幸運符、問卜及自

殺等方法來解決問題。 

 

10 月 

加拿大 多倫多分團最近在堂區組織了一個編織興趣組。兩個韓國

督察區團及其屬下的三個區團擁有大量成員，因此他們在

堂區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12 月 

塞浦路斯 所有在尼科西亞的支團都協助派發食物給難民（那些食物

並非由聖母軍提供）。 

 

8 月 

多明尼加

共和國 

聖地亞哥分團：Nuestra Señora de la Altagracia 督察區

團發起及帶領當地社區為 4 個毒品交易區祈禱，祈求毒品

交易活動停止。 

 

12 月 

愛爾蘭 

 

 

愛爾蘭督察區團在聖心之家協助舉辦活動。他們帶領病人

參與明供聖體。每週四他們為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安排

祈禱、音樂及歌唱活動。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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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愛爾蘭 Kerry 督察區團繼續在 5 月到 10 月的 13 日舉辦花

地瑪聖母像出遊及接觸工作。 

 

愛爾蘭 Birr/Roscrea 分團中在一個熙篤會修院内的工作包

括探訪醫院及療養院，而在修院的聖堂還有流動圖書館。 

 

總部於 10 月 2 日至 19 日探訪了莫桑比克(非洲)。當地每

個教區都有聖母軍，並在神師們的重要支持下，與教會緊

密地合作。 

 

愛爾蘭都柏林: 一支團發現街頭接觸是一種向年青人傳教

的有效方法。在當地的 5 月和 10 月，每周都有兩次在公

眾地方誦唸玫瑰經的活動。每周也舉辦杜輝兄弟的祈禱

會。 

 

愛爾蘭 Thurles 督察區團轄下一個支團在 11 月籌辦在墳

場為亡者恭唸玫瑰經。 

 

愛爾蘭 Cloyne 督察區團：由 9 名活動團員和 33 名輔助

團員組成的 Mitchelstown 支團在音樂節期間派發了 900

枚顯靈聖牌。 

 

愛爾蘭 Thurles 督察區團：在多份報告中顯示聖母像到訪

相當受歡迎，尤其對於病友及住在療養院的人仕，他們都

是熱切地期待聖母像到訪。 

 

愛爾蘭 Waterford 區團：團員參與每月第一個星期六於主

教座堂舉行誦念玫瑰經活動並向途人派發顯靈聖牌。 

 

9 月 

 

 

9 月 

 

 

10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德國 柏林督察區團安排團員每月走 11 公里帶著玄義玫瑰聖母

像探訪 3 間聖堂。 

 

5 月 

韓國 

 
 
 
 
 
 
 
 

首爾 Suwon 區域團共有 29,207 名活動團員，其中包括

1,702 名青年支團團員。另外，他們共有 43,444 名輔助

團員。他們的聖母軍團員參與不同種類的使徒工作，例如

與慕道者準備領洗前後的各階段工作，主動接觸與教會疏

離或處於非正常婚姻狀況的教友，探訪病患者和體弱者，

當中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 。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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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光州 Jeojun-dong 督察區團報告稱，招募了 1,018 名慕道

者、邀請了 136 人重返教會、在街頭進行福傳工作及探

訪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病患者。 

 

10 月 

 

 

 

馬拉維 Maula分團爲最近在颶風中受嚴重影響的聖母軍祈禱。 

 

4 月 

馬爾他 Gozo 督察區團也慶祝升格為督察區團 50 週年。與遊客

和外國人接觸的工作增加了很多。聖母軍團員給電台提供

協助，播放了有關杜輝兄弟的三個節目。有大約 15 和 20

人出席伯納爵會會議。老中青團員一起參加不同的活動和

工作。 

 

區域團慶祝升格為區域團 50 週年。在伯明翰，錫拉庫扎

和以色列進行了基督旅行團項目。有一區團在唯一一個沒

有聖母軍的堂區組織了為期一星期的傳教工作。 

 

12 月 

 

 

 

 

 

12 月 

秘魯 利馬分團團長和秘書成功連任。分團屬下有 401 名試驗

團員和七個新支團。在 Barranco 區團內，有一半團員為

御侍團員。新工作包括在 University of Callao 建立新支團

及在較危險的郊區 Cerro el Pino 進行家訪。 

 

11 月 

蘇格蘭 一個支團在格拉斯哥大學有 9 位活動團員及 15 位輔助團

員。他們的工作範圍包括大學圖書館門外的流動圖書館。

這項工作引起了被接觸者談論天主教信仰的討論，也能推

廣顯靈聖牌的派發。 

 

9 月 

美國 北美洲紐約分團：一個支團透過巡迴圖書館這項工作招募

了 3 位新的活動團員和 28 位輔助團員。家庭探訪工作亦

把聖心入王家庭帶到 51 個家庭。紐瓦克(Newark) 韓國督

察區團現擁有 10 個區團，約有 800 名團員，亦鼓勵積極

招募青年團員。 

 

北美洲芝加哥分團：在伊利諾伊州的 Joliet，區團在當地

一個為期 5 天的著名縣際市集內派發顯靈聖牌和宗教書

籍。St. Cloud 區團參加了兩次縣際市集活動。 St. Paul 

督察區團在 Ramsey Co. Fair 接觸了 329 位人士，Peoria 

區團在州際市集上的聖母軍團攤位提供了協助。一個擁有

10 位活動團員和 86 位輔助團員的支團亦在杰斐遜公園

（Jefferson Park）進行了主日尋靈之旅。 

 

12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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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軍:- 
 

地區 內容 月分 

阿根廷 Salta: 當地一年一度的救主基督和顯靈聖母的瞻禮日吸引

了 80 萬名朝聖者和遊客。 在活動期間，所有支團都積極

接觸遊客及邀請天主教友參與聖禮。在聖母軍百週年慶典

中成立青年支團及更多成人支團為兩項重點項目。因有神

父找到一個支團的舊會議紀錄，該支團得以在 10 年後重

開 。 一 個 以 年 輕 人 擔 任 職 員 的 督 察 區 團  (Goya 

Comitium) ，由十年前只有一個區團, 增至現在共有八個

區團。 

 

10 月 

奧地利 聖母軍在前東德一偏僻地方進行擴軍工作，因那地方的宗

教氛圍薄弱。聖母軍於當地三間教堂的彌撒中向 90 人作

推介，並在一個市集中進行超過三天的接觸工作，更有神

父於當地的基督教教堂內主持午禱。當地的牧師也認為聖

母軍團隊的到來是一種旨意。 

 

10 月 

中非共和

國 

Bangui 分團報告國家經過了 7 年的鬥爭開始恢復平靜，

很多聖母軍的家園及財產都受到破壞，有些甚至喪命。分

團已經開始計劃探訪所有聖母軍的部門，也希望能得到總

部資助印刷本地語言的聖母軍手冊。 

 

6 月 

智利 在聖地亞哥，許多支團都在招募新移民團員。其中一個支

團的聖母軍, 團員分别來自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

海地。為了進行招募工作，團員們在教堂大門旁接觸教

友，記錄有興趣參加聖母軍的教友資料以便作一步的探

訪。分團表示很高興收到有關聖若望·亨利·紐曼的詳細資

料，將以他的事跡與非天主教徒接觸。 

 

11 月 

哥倫比亞 Baranquilla 區域團報告屬下的 10 個鎮內成立了 12 個新

的支團，一個新的區團和一個新的伯納爵會會議。 

 

11 月 

剛果民主

共和國 

Lubumbashi 分團有兩個修院支團（共 42 位團員），希

望將來這些聖母軍出身的神父能在他們轄下的堂區裏服

務。 

 

6 月 

塞浦路斯 為慶祝聖母軍成立 28 週年，於 10 月舉行了慶祝彌撒。

彌撒後，塞浦路斯共和國內全數 6 個支團一同舉行會議。

Larnica 是塞浦路斯唯一沒有聖母軍支團的堂區，希望未

來能在該區建立新支團。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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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孟買分團有兩位代表到尼泊爾兩星期，舉辦了培育日並幫

忙擴軍及在 Bagaan 的聖保祿堂區成立新支團。尼泊爾的

聖母軍現已增加到 6 個支團。 

 

9 月 

肯雅 5 月 12 日他們在可敬者愛德閨的墓地舉行逝世 75 周年彌

撒，由内羅畢的樞機主教 John Nuji 主禮。外地的聖母軍

團員及神父們從馬拉維、坦桑尼亞及烏干達到來，與過千

位肯雅的聖母軍一起出席。另外，在内羅畢的聖保祿大學

成立了一個新的支團。 

 
所有分團已安排杜輝兄弟彌撒，並提醒需要在年度活動中

包括杜輝兄弟彌撒。團員經常踴躍參與每月一次在愛德圭

墓前舉行的祈禱會。團員亦接觸了 108 名娼妓，當中 33

人已改變現狀，重新生活。82 位舊聖母軍團員重新返回

支團會議。 

 

5 月 

 

 

 

 

 

12 月 

美國 

 
 
 

紐約分團開始了一個新的監獄支團，並指導了 5 位囚友補

領堅振。15 位囚友及 7 位探訪的聖母軍參加了監獄中舉

行的檢閲典禮。有些囚友在讀奉獻詞的時候都感動落淚。 

 
波士頓分團：擁有 10 個支團和 3 個區團的 Hartford 督察

區團表示其輔助團員與活動團員的比率為 12 比 1。北美

洲三藩市分團：經過基督旅行團和為期 6 天接觸 600 多

個家庭的福傳工作後，成功成立了一個新的支團。擴軍工

程繼續在 2 個堂區進行。附屬的愛達荷州，奧克蘭市和薩

克拉曼多市亦分別增加了 2-3 個新的支團。 

 

8 月 

 

 
 

12 月 

 

 
 

 

 

 

委內瑞拉 屬下有 4 個督察區團和 5 個區團的分團報告擴軍工作正順

利進行，包括剛成立了 11 個支團和 1 個區團，亦有其他

支團正在籌組中。此外，亦在一督察區團下成立了一個新

的青年區團。 

 

11 月 

贊比亞 Lusaka 分團：他們正在努力將手冊翻譯成贊比亞的七種

主要語言。在其中一個教區，由於大部分團員是農民，他

們在繁忙的收割季節很難參加會議。此外，鼓勵年輕人加

入聖母軍的擴軍工程正積極進行中。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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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地區 內容 月分 

中非共和

國 

Bangui 傳來令人鼓舞的消息，之前的政治劇變摧毁了當地

的堂區，分團現正繼續進行重組的工作。 

 

10 月 

哥倫比亞 Medellin 分團已分發杜輝兄弟列品禱文給所有附屬的職員和

支團。據報反應正面，分團及後收到 3 個康復個案報告，當

中兩個更被喻為奇跡。 

 

11 月 

剛果民主

共和國 

Butembo 分團急切請求大家為東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民祈

禱，他們中已經有最少 2 千人因感染伊波拉病毒而去世。 

 

6 月 

愛爾蘭 林艾峰兄弟的紀念彌撒於 1 月 20 日在 Tullamore 舉行, 由主

教主禮。 紀念彌撒更有林艾峰兄弟的家人由南美來一起參

與。 

 

閲讀杜輝兄弟書信的工作預定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隨後

歷史委員會將擬定一份約 15 頁的報告。完成閲讀的聖母軍

團員，將會被邀請出席於 11 月中在總部舉行的大會，每人

以 20 分鐘論證他們所完成閲讀的書信。請所有聖母軍繼續

派發杜輝兄弟列品禱文。 

 

紀念上主的僕人杜輝兄弟離世 39 週年的彌撒已於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在都柏林 St. Mary’s 主教座堂舉行，由大

主教 Kieran O’Reilly 主禮，另有 7 名神父共祭。大主教講及

在進入神學院前成為聖母軍及後來在非洲傳教多年的經歷。

他讚揚全世界聖母軍所做的偉大工作，並鼓勵所有人繼續宣

揚耶穌和聖母的信息。 

 

7 月 

 

 

 

10 月 

 

 

 

 

 

11 月 

 

 

尼日利亞 Kaduna 區域團: 地方政治非常不穩定，去年 10 月的會議因

有 10 位聖母軍失去生命而要取消。 

 

4 月 

南非 在開普敦，大主教已批准印刷南非荷蘭語版的聖母軍手冊。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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