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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辭

(圖：法國露德玫瑰聖母大殿，玫瑰祭台彩石鑲嵌畫）
童貞瑪利亞蒙召升天，是教會要達到圓滿境界的開端和形象，也是天主子民
在人生旅途中，確切希望和安慰的憑證。聖母升天節給我們揭示了基督逾越
奧蹟在人身上的最完美效果，鼓勵我們去分享天主賜給了聖子之母靈魂肉身
進入天國的光榮。願我們也以天國為目標，來日得與聖母同享主的榮福。
更多資料：http//c atholic-dlc.org.hk/s0815.htm
htm

http://www.dolf.org.hk/hotline/faith/43715.

http://www.dolf .org.hk/hotline/faith/43719.htm

http://www.theology.org.hk/Shalom/

2000aug/aug_acc ent.htm http://dcc .c atholic.org.hk/Tes ting/q&a_answers/21.htm http://
www.ourladyofmc-church.org.hk/news_data_2004.htm# 聖母升天瞻禮
hk/gl/gl3197.htm http//home.netvigator.com/~pawong/asump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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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kp.catholic.org.

因主耶穌在十字架
上對聖母和聖若望的說
話：「看，妳的兒子；
看，你的母親」 （參若
19:25-27），聖母成為了
世人的母親，成為了我
們萬民之母。
這份網路電子版《藍
色日報》，是為所有聖
母媽媽的孩子而設 立
的，尤其特別是小小孩
子；願我們每天都能使
更多人認識聖母的無玷
聖心。
感謝天主讓我們趕
及在八月十五日順利創
刊，使我們在這聖母蒙
召升天大節日裡更能多
添喜悅，請大家把這份
喜訊傳播開去，讓身邊
每一個人都能早日認識
聖母媽媽無玷的心，她
是天主之母，是通向她
聖子耶穌的最佳道路。

全球敬禮：
聖母升天節（波蘭）
本
期 我愛玫瑰：
玫瑰恩寵
摘
教宗在露德
要
主內連枝：
誠邀參與藍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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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露德(2004.08)

為效法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聖母的完全奉獻
為回應聖母無玷聖心對我們的眷顧
讓我們每天都能使更多人認識聖母的無玷聖心
我們最大的福分，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成為了天父的子女、聖母的孩子。
聖母在這時代對我們最殷切的召喚，就是她所
有的孩子，都能與她的無玷聖心結合，藉著她的帶
領，為她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服務和作証。
為回應聖母這美麗的召喚，我們邀請全球的兄
弟姊妹，一同分享你們對聖母的愛、天主的愛。
大家可以用文字、圖畫或其他方式（如歌曲）來
表達，請把稿件傳真至 (852) 2634 7297或以電郵
bluedaily2006@gmail.com 給我們。

教宗在露德(2004.08)

為使這全球的讚美更臻美善，歡迎大家提供改進的意見，我們誠摯邀請大家為
這童貞瑪利亞的事業作出行動，替藍色日報增添色彩，並為合一的努力祈禱。
主佑大家。
基奧葡萄園《藍色日報》編輯部

玫瑰恩寵

‧保祿‧

我是生活在溫室裡的一個普通人。
在四年前，我從未想過會度信仰的生活，我的妹妹卻早已接觸了天主、耶穌
和聖母瑪利亞，她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是她帶領我參加教會的慕道班，
並領了洗。我很感謝她的熱心和天主的眷顧，使我開始人生新的一頁。
還記得當年年邁病弱的雙親，因需要人照顧，我便決定全職的侍奉他們，足有四年的時間。及
後他們先後離世，我難過萬分，深切悲痛，更因此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甚至輕生。幸得家人的
及時救助，送到醫院作緊急治療，性命能保，但身體機能受損，要長期的留院治療。
卻原來我妹妹在我住院期間，不懈地每天為我懇求聖母瑪利亞，希望天主能賜我早日痊癒。奇
蹟地，我竟真在極短時間內完全康復，偉大的奇蹟教醫護人員也嘖嘖稱嘆，為我高興。
自領洗後，我更深刻體驗天主的大恩，我決心要時刻誠心地感謝聖母的護佑和眷顧，並常誦念
玫瑰經，以答謝聖母為我賜下的奇蹟。我永永遠遠讚頌和感激至聖的溫良的母親！
2 ‧藍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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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美麗的讚歌——

教宗在露德

‧ Rita ‧

2004 年 8 月 11 日黃昏，我們一行三人來到露
德，大會已為教宗自 1983 年到訪露德後 20 年的
的今天，在會場內各處懸上藍白黃的旗幟：藍色
是聖母的顏色；黃色與白色是梵蒂岡的顏色。為
配合教宗在聖母升天節舉行的露天感恩聖祭，
Water Walk 的部分路段被封閉，而聖體帳也暫時關
閉了。雖然如此，仍不減我們謁見教宗的熱望。
8 月 14 日早上十時，我們手持為歡迎教宗到
訪而精心自製的藍白黃色小旗幟，站在布滿鐵欄
的 Rue de Grotto 街上，我們佔了一個地利較佳
的位置。 12 時 30 分，教宗的車隊終於出現，米
白色的小驅車內，坐著垂首沉默的教宗，眼前的
這個教宗，身軀很細小啊！車隊在彈指間就從眼
前隱沒了，隱沒在搖旗吶喊、高呼 Pape 的人海
中。歡迎儀式過後，在返回酒店的路上，我沉思
細想，對之前一刻發生的事，仍未理出頭緒來，
但已深知這是天主所賞的一份大恩。 2004 年，
我竟然可以在露德這聖地上作行列中的一員，聯
同 30 萬教友而成為第 300003 位，有份於在教會
的磐石——伯多祿身上，與無玷聖母一起為教會
為人類的福祉同禱。我搖著友人的手，哭泣起
來，只想第一時間跟香港的親友，分享我親睹教
宗風采的感受。
同日下午五時，按大會計畫，教宗領念光明
五端，也是教宗到訪露德的首個公開禮儀活動。
我們早在三時已來到聖母玫瑰大殿對出的草坪，
烈日高艷的時刻，我們默默期待教宗的出場。那
刻，身軀發軟了，也感到快要脫水了，附近的一
個老婦人終於被抬上擔架，心裏驚惶著下一個可
能就是自己吧！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小時，禮儀在
5 時 15 分開始。
面對著特大的電視屏幕，遠觀教宗的一舉一
動，教宗甫開聲，我的眼淚直流，泣不成聲，教
宗吐出一字一句，竟要耗費這樣大的氣力，不但
聽著他氣若游絲的語調令人心疼，就連他停頓回
氣的喘息聲，入耳也叫人難過。教宗那連連的喘
息，沉重得令人仿如置身在耶路撒冷聖城，耶穌
被鞭笞背十架的情景。此刻，氣氛一轉，本來喁
喁低語如泣如訴的玫瑰頌語，卻變成了艱澀沉哀
的苦路……教宗以那力有不逮的雙手拈著講稿，
他一邊讀著講稿，嘴角不停地顫動，這映入眼簾
‧創刊號‧聖母蒙召升天節‧ Tuesday. 2006. 08.15

的情景，並不是我預期看到的，我不敢相信，我
首次親睹的教宗，竟是如斯衰弱堪憐的模樣，我
驚怕得目瞪舌結。
晚上的聖母燭光遊行，一道白光照射在病人
大樓的頂樓，教宗就在那裏出現了，領著全場的
教友一起向聖母瑪利亞祈禱，我帶著未除的餘
悸，聽著教宗開腔說話，心裏雖然已有準備，但
仍難掩那份無底的心痛：「教宗，你仍然可以支
撐下去嗎？」
8 月 15 日，原定在上午十時舉行的露天感恩
聖祭，提早在 9 時 30 分進場。先由輔祭、共祭
的行列魚貫進場，教宗壓軸坐在電動車內降福眾
人並繞場一周，每到一處，都引來一連串的 We
Love Pape 的回響。教宗終於第三度開腔了，我
別過臉，不敢正視屏幕上出現的教宗，低首禱
告，但當我抬起頭來時，卻被教宗那銳利鋒芒的
眼光懾住了，教宗低首的時候雖然多，但他望向
信友的目光，竟卻依然炯炯有神充滿智慧，多麼
透澈啊！我終於明白了，我不再為昨日的所見難
過傷心，我再聽到教宗那沉重得壓下來的呼吸聲
時，我即刻意會到這正是教宗藉著這些喘息，藉
著他有口難言的苦辛，轉化成一種對天主那無可
言喻的讚嘆，是一份無聲的感恩，是教宗與天主
那種獨一無二的讚歌，是一首愛情到達極點的讚
歌，是一首讓人感覺先苦後甜的讚歌。這刻我可
釋懷了，我終於豁然開朗了，難怪每次我在為教
宗那不由自主的臉容而傷心流淚時，我卻只看到
教宗不除不疾，滿渥一臉甘飴地握著手帕替自己
拭抹嘴角。
教宗不屈於自己軟弱的身軀，仍親臨露德，
再宣認及慶祝聖母無染原罪信理頒布 150 周年，
是為鞏固教友的信仰生活，也為教友樹立全賴聖
母，熱心誦念玫瑰經的好榜樣。我感謝天主，在
聖母升天節之日，我看到教宗最美的臉龐，也聽
到一首無可言傳的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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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聖母的召叫‧聯繫每一個角落‧全球心連心合一

全球敬禮：

聖母蒙召升天節 —— 波蘭
黑聖母的聖像畫上有兩處傷痕，在喉嚨及面
容上。
1382 年，韃靼兵士箭穿聖母的喉嚨後，由一位
皇子把聖母畫像運送到波蘭供奉。1430年，又有兩名賊匪搜掠教堂
時，向聖母畫像揮劍，在聖母的右頰上留下兩條劍痕。
但波蘭人民孝愛聖母至深，每年超過百萬信眾專程到波蘭中南部
的城鎮 Czestochowa 朝聖。

黑聖母是波蘭人信仰的核心，而每年的八月十五日聖母蒙召升天節往光明山 （Jasna Gora）朝
聖，更是波蘭天主教徒的一大盛事。波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天主教徒，在這全球基督信仰日受衝
擊的世代，波蘭人民信仰的堅定真教人十分感動。他們為慶祝聖母蒙召升天大瞻禮，每年都有十
萬人，以九天的時間，由不同地方出發，步行至光明山來慶祝。
我們有幸曾於 2005 年8 月，在克拉科夫親送朝聖隊伍起程往光明山，
他們分成不同的小隊，老老幼幼，當中有平信徒，也有修女和神職人
員，他們沿途歌唱讚詠，滿臉喜樂（見上圖）。兩旁的人，不論是在屋內
窗前或街上，都拍掌歡呼，鼓勵支持，駕車人士偶爾也會響按助興，這場
面教人真切地感受到朝訪聖母的喜樂，追隨基督的光榮，以及主內團結共
融的溫馨。
‧伯爾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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