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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內容包括介紹 Bro. David(㆗文版)、10 ㈪研討會報㈴表及環保&世青訊息。
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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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鄭生來@facebook)

頂尖的靈修家 Brother David Steindl-Rast 應信仰探討㆗心「㆝主教
世界頂尖的靈修家
綠識傳㆟」的邀請到港分享「綠識生態靈修」
，探索和掌握「關心㆝主的創造
之信仰與靈修」的基礎。於 10 ㈪ 12-16 ㈰期間舉行連串講座，以㆘是他的
簡介。Brother David Steindl-Rast (World renowned expert in spirituality) as our
special keynote speaker to help participants to have a basic grasp of how care for
God’s creation is intimately related to our faith and spirituality.

Brother David Steindl Rast 簡介
Brother David Steindl Rast 是世界聞㈴的靈
修家。他於 1926 年 7 ㈪ 12 ㈰在奧㆞利維也納
出生，在當㆞修讀藝術、㆟類㈻及心理㈻，是
維也納美術㈻院碩士及維也納大㈻博士。1952
年，他移居美國，與已經移民美國的家㆟團聚。
1953 年，他加入在紐約埃爾邁拉（Elmira）新
成立的聖本篤修會 Mount Saviour Monastery，
㉃今是該會的㈾深修士。1958 年㉃ 1959 年，
Br. David 追隨 Bishop J.D.R. Robinson 及 Paul
Tillich，在康奈爾大㈻從事博士後研究，曾在
該大㈻的 Thorpe Lecture 演講，也是在該講座
㆖演講的首位㆝主教徒。
Br. David 修讀哲㈻及神㈻ 12 年後，修院
院長指派他參與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
這任務於 1967 年獲梵蒂岡批准。他曾向多位禪
師習禪，包括安谷白雲禪師、㆗川宋淵禪師、
鈴㈭俊隆禪師及嶋野榮道禪師。1968 年，他參
與設立靈修㆗心；1975 年，他獲授 Martin Buber
Award，因拉近㊪教傳統的差異獲得表揚。
Br. David 與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
隱修士合作，推動更新信仰生活。㉂ 1970 年
起，他在「祈禱之家」（House of Prayer）運動
擔當重要角色。這㊠運動在美國及加拿大廣泛
推行，兩㆞修會約㈲ 20 萬㆟參加。
數㈩年來，Br. David 除了實踐隱修生活，
還前往世界各㆞巡迴演講。就以澳洲之旅為
例，他在兩個㈪內走遍 12,000 英里，主講了 140
場講座。他的聽眾來㉂不同界別，㈲扎伊爾的
貧窮㈻生和哈佛大㈻及哥倫比亞大㈻教授，也

㈾料來源: http://www.gratefulness.org/brotherdavid/bio.htm

㈲佛教僧侶、蘇菲（Sufi）營營友、帕帕哥
（Papago）㊞第安㆟，還㈲德國知識份子、新
時㈹（New Age）團體成員、安納波利斯海軍
㈻員、玻里尼西亞群島傳道㆟、聯合國聚會與
會㆟士、美國陸軍㈵種部隊、國際和平會議參
加者等等，多不勝數。通過講座、工作坊及著
作，他深化了無數㆟的精神生活。
Br. David 的著作林林總總，收錄於各種書
刊，包括《大美百科全書》、《新㆝主教百科全
書 》、《 New Age Journal 》 及 《 Parabola
Magazine》
，㈲些著作還譯成了多種語言。在過
去 20 多年，《Gratefulness, the Heart of Prayer》
及《A Listening Heart》已重㊞多次，並曾收入
文章選集。Br. David 亦與物理㈻家 Fritjof Capra
合著《Belonging to the Universe》
（1992 年美國
圖書獎得獎作品）
，載述㈲關科㈻與神㈻新思維
的對話。基於他與佛教徒的對談，他與 Robert
Aitken 禪師合作㊢成《The Ground We Share:
Buddhist and Christian Practice》
。他的近期著作
包括與 Sharon Lebell 合著的《The Music of
Silence 》， 以 及 ㉂ 著 的 《 Words of Common
Sense》。
Br. David 的文章及訪問收錄於 30 多本書
籍，《The Best Spiritual Writing, 1998》亦載㈲
他的文章。他的多款錄音及錄像製品亦㈩分暢
銷。目前，Br. David 在國際互動網絡 Network
for Grateful Living 服 務 ， 網 址 是
www.gratefulness.org，每㆝㈲ 240 多個國家共
數千㈴讀者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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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探討㆗心
㆝主教綠識傳㆟ 主辦

特約講者：Br. David Steindl-Rast (World renowned expert in spirituality)
引言及回應(Respondent)：鄭生來神父(Fr. Anthony Chang)

2011 年 10 ㈪ 12, 13, 14 ㈰

(7.30-9.30pm)

及 15, 16 ㈰ (2.00-5.00pm)

香港堅道 天主教教區中心 9 樓演講廳
㈰ 期

講 題

10 ㈪ 12 ㈰
(星期㆔)

講座引言及回應內容

生態與靈修

＊ 靈修與㆝主、㆟類和大㆞的互動關係、㆝主與整個宇宙(愛主愛
也愛大㆞ – ㆝主的靈氣滲透㆒切)。

Spirituality and Ecology

Role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vis-a-vis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 大㆞為㆝主的家眷：與我們㈲兄弟姊妹的關係(亞西西聖方濟)；
＊ 大㆞為母親：強調大㆞作為萬物母親的意念，如滋養生命的母
親河和母親湖。
＊ 可持續發展的正確觀念；
＊ 提升㆟與大㉂然(生命、㈯㆞和環境)的質素；
＊ 檢討以經濟及物質增長為成功標準的觀念。
＊ 消費主義；浪費；廣告與真理；簡樸等。
＊ 欣賞、肯定宇宙內在的“好” ；
＊ “好”的浮現和發揮：珍惜、愛護、感恩、死亡與復活、
犧牲與愛；
＊ ㆟在宇宙內的位置和任務；
＊ ㆟與大㆞彼此提升。

糧食與靈修
Spirituality of Food

＊ 配合「世界糧食㈰」及

10 ㈪ 13 ㈰

大㆞為㆒家(全球作為㆝主的家)
Oikos (World as God's Household)

(星期㆕)

10 ㈪ 14 ㈰

經濟與靈修

(星期㈤)

Spirituality and Economy

10 ㈪ 15 ㈰

㆝主教靈修在現㈲的生態
危機㆗可扮演的角式

(星期㈥)

10 ㈪ 16 ㈰
(星期㈰)

。素食的整全營養 - 講者：伍雅芬小姐(素食營養治療師)
Arlene Wu (Vegetarian Nutritionist)
。素食與減碳減㆞球暖化 - 講者：鄭生來神父 Fr. Anthony Chang

「香港㆝主教素食會」當㈰正式成立。

坐位有限
敬請盡早報名

＊Br. David 以英語進行，設即時傳譯，鄭生來神父以廣東話作引言及回應
＊出席全部 5 次者獲頒聽講證書
查詢電話 Enquiry：2327-0724 (星期㆒㉃㈤㆘午 3-~6 時 Mon-Fri 3pm ~6pm) ㆗心網頁：www.greenmessengers.org

---------------------- 2011《綠識生態靈修》研討會報㈴表 application (可影㊞使用) -------------填妥後 電郵 email: helen@greenmessengers.org

或

傳真 fax: 2324-9048

或寄回 mail to: ㈨龍牛池灣銀池徑 4 號 2 樓

在參加㊠目□加3：

□10 ㈪ 12 ㈰(星期㆔ 7.30-9.30pm)
□10 ㈪ 13 ㈰(星期㆕ 7.30-9.30pm)
□10 ㈪ 14 ㈰(星期㈤ 7.30-9.30pm)

□10 ㈪ 15 ㈰(星期㈥ 2-5pm)
□10 ㈪ 16 ㈰(星期㈰ 2-5pm)

姓㈴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堂區/㈻校/團體_

_______________

電郵/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環
保&世青訊息
環保&世青訊息

氣候變化使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河流變鹹，危及以百萬計的貧窮農民的生計。Climate change
turning rivers of Mekong Delta salty, spelling disaster for millions of poor farmers.
連結網頁：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1/aug/21/vietnam-rice-bowl-threatened-rising-seas

澳洲大堡礁幾千尺下的深海裡所攝到的奇特海洋生物 Unusual sea creatures found several thousand
feet deep down in the Australian Great Barrier Reef 連結網頁：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0660364
教㊪對世青的話：正面回應㆝主，在基督我們的基石㆖作建設。Say 'yes' to God, build upon Christ our
Rock. 連結網頁：http://www.youtube.com/watch?v=7gTLD9QN2x4&feature=share
●

9 月 11 日 綠識行者之【塱原濕地導賞游】＊請留意日後的花絮報導

多謝您的支援＊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 歡迎您給我們意見

聯絡我們： 信仰探討中心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天主教綠識傳人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香港九龍牛池灣銀池徑 4 號 2 樓 4, Ngan Chi Path, 1/F。, Ngauchiwan, Kowloon, H.K.
電話(Tel)： 852-2327-0724 傳真(Fax)：852-2324-9048
網址：www.greenmesseng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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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 1)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主教綠識傳㆟)

2) 鄭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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