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2009 香 港機場 10/9/2009 Antakya 安 提約基雅  

 
 

11/9/2009 Tarsus 塔 爾索  12/9/2009 Konya  依 科尼雍  

 
 

13/9/2009 Yalvac  丕 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14/9/2009 Miletus  米 肋托  

 
 

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    聖保祿朝聖團 

9-19/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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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009 Ephesus  厄 弗所  15/9/2009 Meryamana  聖 母之家  

 
 

16/9/2009 Izmir St Polycarp  聖玻里加  17/9/2009 Troy  特 洛伊  

 
 

18/9/2009 Istanbu l聖安多尼堂  18/9/2009 Istanbu St Sofia 

 
 

  
 
 
 
我只顧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因為基督耶穌已奪得了我。( 斐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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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分享團友分享團友分享團友分享 Sharing….    
 

HO Kwok Keung 27.9.09 
 

The recent St Paul pilgrimage to Turkey (9-19 Sep 09) i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rips that I have had but I should declare that I am not a 

baptised Catholic and this was the first pilgrimage that I have ever 

participated in. 

 

It was a comfortable trip despite the incidents along the way (a punctured 

tyre on a highway one late night returning to our hotel, power failure at a 

hotel one evening while most people were showering, driver getting lost …).  

Its comfort was not derived from tangible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accommodation or food.  Rather it is from the friendly, caring and sharing attitudes of fellow pilgrims.  Most 

importantly, the very apt reminder that “we are pilgrims and not tourists” made everything right and acceptable. 

 

It was 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trip.  The knowledge of 

our group leader, Mr Stanislaus Lee, is impressive and 

enlightening.  We were treated to daily mini lectures on 

history, architecture,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geography 

while he so effortlessly took us through St Paul’s 

footsteps making regular reference to the Bible. 

 

It was, of course, a religious trip.  We had mass and 

prayers on each of the 9 days.  Mass was held at uniquely 

special venues every day but regardless of where mass was 

held, be it at open air ruins, spartan museums or proper 

churches, I could feel the faith and intense devotion of group members.  Our priest, Father William Lo Pak Huen, is 

a soft-spoken gentleman.  However, once he presided over mass, he was a transformed person.  His voice was loud 

and clear.  His sermons were short and focused invariably drawing on the day’s events and context.  It was easy to 

follow his thoughts and ideas.  I did not doze off for even a 

second during mass on those 9 days which is a record for me I 

must confess. 

 

From this pilgrimage, we learnt about the hardships suffered 

by Christians and the clergy in Turkey now and in the past.  

Their dedication and devotion are highly admirable and 

humbling.  It makes one appreciate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religion enjoyed by us in Hong Kong. 

 

Also worth mentioning was 

the accident at the ruins in 

Ephesus.  A Polish tourist fell from some height and the young doctors in our 

group rushed to her aid without second thoughts.  This shows not only the 

Christian spirit of love in them but their professionalism - selfless spontaneity 

to help another as doctors.  The widely recognised professionalism of medical 

personnel during SARS may have long been forgotten but there is definitely 

still hope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despite recent blunders! 

 

Many talents amongst the group were discovered –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a soloist and car mechanics just to 

name a few.  Friendships were formed which hopefully would flourish.   

 

To conclude, my wife and I enjoyed this pilgrimage experience tremendously.  May I propose on behalf of our group 

that a date be fixed for Mr Lee and Fr Lo to lead a pilgrimage to Israel in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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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感謝天主讓我踏上這次土耳其聖保祿朝聖之旅, 能夠去到保祿宗徒初期建

立教會的地方，讓我尋找到自己信仰的根源，並令我感受到自已作為基督

徒的身份原來是如此實在。 
 
在聖保祿和其他宗徒開始傳教的初期，基督徒團體發展得十分蓬勃，教友

也十分熱心，但隨著時間的洗禮，和外來教派的衝擊下，教會漸漸瓦解，

甚至許多華麗的教堂都遭到外教人破壞，現今一切已面目全非了，確實令

人惋惜！ 縱然如今富麗堂煌的建築已不復存在，但值得反思的是我們基督

徒的信仰應該是建立在耶穌基督之上的，衪是教會的根基和元首，教會是

基督的身體。我們必須時刻謹記基督的教誨，把自己信仰的根基建築得穩

固，就像那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智者建築房屋時，掘地深挖，把基礎建

築在磐石之上。這樣即使洪水瀑發，大水沖擊那座房屋，也不會動搖它。同樣，如果我們信仰是建築在磐石之上，不管在現

世生活中遇到任何挑戰或困難，也不會輕易動搖。我們必須刻盡己職，鞏固自己的信仰，做一個成全的基督徒，正如基督是

成全的。在傳福音的工作上必須懷著熱忱，決不能不冷也不熱，這樣才能時刻為基督做見證。現今土耳其天主教的教友已寥

寥可數，但我們仍有幸遇到幾位從意大利來傳教的修女和神父。他們竭盡所能，即將在冒著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也毫不畏懼地

在這片回教為中心的土地上堅守著當地的教會，這種為基督犧牲的精神實在值得

我們學習。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聚集在聖

依乃肋堂（Aya-Irini）（就是教會第

二屆大公會議/君士坦丁堡第一屆

公會議舉行的地方，也是今日我們

彌撒中誦念的「信經」所訂立的地

方）一起誦念信經：「…我信宗徒

傳下來的教會」。的確，自己的信

仰是建基於聖保祿和其他宗徒傳

授的福音之上。 藉著洗禮，我領授了天父的恩許，基督的救贖和佩戴著自高

天而來聖神的德能。身為基督徒，我和其他宗徒一樣也是基督的見證人。因此

我必須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去做，要成為一個成全的聖徒，善盡己職，為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家人都達到對於天主有

一致的信仰和認識（弗 4:12-13）。 
 
 
 
不但如此，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斐 3:8)  
 

 
 

 
 
Ambrose 

 

When I walked though every step in Antioch, I feel St Paul, St 

Peter and Barnabas etc were walking with me.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His church. And despite ascension of Jesus, we 

know that He sends Holy Spirit with our Church to guide us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that was never though of in Jesus’ time. And till 

now, Holy Spirit is still guiding and protecting our Holy Apostolic 

Church through our popes and bishops, in ecumenical councils and 

other situations especially when new and old problems arise. Now 

there were very few Christians there but there is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Orthodox and Cath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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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感謝天主照顧我們這個團體一路平安! 
 
旅程中我最盼望的時間是彌撒，每一台彌撒是這麽優美，因每一處主的祭殿都是

那麽特別：細小的、華麗的、簡陋的、被棄置、被管制……。主的聖殿是沒有模

式、界限和任何障礙，只要有基督徒因主的名走在一起便可以。我可選擇其他路

線去追尋聖徒的足跡，但主為我安排了這一條簡樸的旅程，讓我深切感受初期教

會的點滴和聖保祿的對傳揚基督那份毅力、勇氣和堅持。今天我引用聖保祿的一

句話  ┌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不斷反省自己的信仰生

活。 主各位團友! 
                         
 
Peter Fung 

 
這是天主教醫生會的第一次朝聖團，在保祿年

的終結成行，為自己的信仰增多一點的認識。

保祿的歸化、傳道、書信：是個傳奇、是個難

以想像的行程、是一些難以理解的早期教會文

件。在這土耳其朝聖旅程中，為一個依賴信德

的平信徒，實在得益良多。十一個基督的宗徒

至死不渝，有人覺得是他們親見基督的死而復

活；亦有人覺得是他們只是平民百姓，為生活

而死罷了。保祿宗徒出生於一個富裕和有教養

的家庭。他為天主作證，實在基於耶穌基督對他的顯現及召叫。他能選擇做個一帆風順的

法利塞人或經師，但他卻為主行遍亞細亞和希臘，宣講「全能者基督」死而復活的救恩。

這朝聖旅程，使我加深對保祿書信的理解。實地的考察和體驗使我更加明白保祿筆下的意

思。但願日後，有機會跟隨勞神父和李兄弟到希臘朝聖，到訪保祿傳揚福音的其他地方。 
 
 
 

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迦 2:20) 
 

 
 

 
 
Edmond 
 

安提約基雅教會安提約基雅教會安提約基雅教會安提約基雅教會    ––––    基督徒的再生基督徒的再生基督徒的再生基督徒的再生    

提起土耳其的安提約基雅，大家一定會想起宗徒大事錄的記載，首次被稱為「基督

徒」的就是在安提約基雅跟隨基督的人，可見這地方在初期基督教會中有著重要而

顯著的角色。可惜到了十三世紀，奧斯曼帝國征服了土耳其而將她變成回教國家。

現在那裡的教會只剩下約七十個天主教徒和約一千個東正教徒。這數字比起香港一

個小小的堂區還要少呢！在土耳其生活的基督徒若承認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除了會

受到旁人的歧視外，甚至可能會失去工作。究竟甚麼使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呢？ 

 

回想起初期教會的基督徒也同樣受到逼害。他們抱著信德和望德堅持到底。相信他

們已得到天主的償報。而且他們的堅持也成為很有力的見證，甚至成為今日的基督

徒堅持信仰的原因和鼓勵。今時今日安提約基雅基督教會雖然人數甚少，但我們在

那裡能找到非常獨特的合一精神。那裡的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受到外界迫害，反而

更能活出其他地區的教會不斷努力也未能達到的合一。他們會一起舉行感恩祭，一

起慶祝教會的慶節，甚至一起培育新教友，這是我探訪他們時深受感動的。彷彿看

到一個合一的基督徒教會在迫害中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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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oon   
 
朝聖日記朝聖日記朝聖日記朝聖日記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在安提約基雅，我們到了聖伯多祿岩洞堂，讀了(宗 11)，看到「基督徒」的由來。我們

確實到了聖經提到的地方，是這樣的真實，這使我的信仰的根源更實在。雖然只有 70
個天主教徒和 1000個東正教徒，合一的精神卻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一起慶祝聖誕節，

復活節，東正教徒會到天主教聖堂聚會。主啊！求你繼續保守這裡的基督徒去見證你的

福音。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塔爾索現在只剩下三個修女，沒有教友，聖堂也被政府用來

作博物館，沒有主日彌撒。然而，修女仍然覺得她們的臨在

很重要，讓人知道基督徒仍然存在於塔爾索。主啊！我們也

是基督徒，請幫助我們在生活、在工作中讓人知道我們是基

督徒，臨在生活、在工作中為你作証！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Goreme地下教堂有很多壁畫和聖像畫，全能者基督、四位聖使，聖母領報、耶穌聖誕，

耶穌顯聖容，耶穌被釘十架等，我們現在所讀的聖經，在二世紀已經以圖畫表達，這個

福音在二千年完整地一代一代的傳遞，就是這麼確實而無錯誤的傳了二千年！只有兩位

修女由聖母復活團體派遣在這唯一的聖堂 -- 聖保祿堂服務，教友不多於五個，但她們

仍然很努力接待朝聖團體，編製各種畫像表達信仰，讓教徒認識天主教信的是甚麼，他

們甚至有網頁、小冊子、保祿年的畫像等，這給我立了一個很大的見證，善用神恩，傳

揚福音。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    
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 聖保祿堂的遺址舉行了露天彌撒，在

雨中我們一起感謝天主。然後坐了三小時巴士到耶辣頗里遺蹟，聖

雅各伯殉道紀念堂，依稀可見到祭台、讀經台，圍著聖堂的拱門是

朝聖者所行的路。可以到 1500年前的聖堂，我真有福。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 
勞狄刻雅曾經風光一時，現在已變成廢墟，「我知道你的作為，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

去。」教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做主的證人，不作證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勞狄刻雅由昔日的繁

榮變成一片廢墟，正好是一個警醒。 
 
我們在米肋托 -- 以前是港口，現在是沼澤 -- 的地方朗讀了宗 20:16-38，正是厄弗所的

長老告別保祿的地方，能夠在真實的地方重述聖經所發生的事，特別令人感動。 
 

  
 
 

為此，你們應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裝，為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夠抵得住，並在獲得全勝之後，仍屹立不動。 (  弗 6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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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終於等到今天在痛苦聖母的日子去厄弗所的聖母之家，這裡就是在教會傳統中所說的聖母安眠的地方，我們一邊排隊進入聖

母之家，一邊念玫瑰經恭敬聖母，在屋內唸聖母經令我很感動，每一句都充滿心中所發出的喜悅。我特別祈求聖母保護我，

免受魔鬼的傷害。 
 
在參觀厄弗所的遺址時，發生意外，一名年青女遊客從城牆高處墮下重傷，同行的骨科同事即時去幫忙，其他團友聚在一起

為她祈禱。雖然不知道她是否生存，我們都特別為她祈禱。我們也去到開厄弗所大公會議的聖母堂，頒佈「天主之母」的地

方，頌念聖母經和唱聖母歌。在厄弗所的聖若望宗徒堂內有聖若望的墳墓，讀若望神學的朋友一定要來。 
 

    
 

 
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今天去到米納的聖玻加堂，是我們在土耳其所見的最華麗的，終於在這裡見到第一個運

作的教區，有大約二千名教友，在聖堂有兩位修女，一位神父，他們也常受到激進的回

教徒襲擊，甚至投下炸彈，他們那股殉道的精神使這教區得以運作和存在。主啊！這些

幫助鞏固你的名而受迫害的教友，充滿你的恩寵！ 
 

 
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 
今天是最後一天到聖保祿的地方 – 特洛阿，我們舉行了露天彌撒。我們唸了傳教節的經文，朝聖之旅完結了，但這只是

一個派遣，派遣我們每一個人將福音帶到外邦人的地方，如保祿一樣，甚至經歷「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連活的希望也

沒有」的時候，我們仍然堅持為主作見證人！ 
 

    
 

 
 

聖保祿禱文  
 

天主，祢在大馬士革路上， 
召叫了塔爾索的掃祿， 

使他成為外邦人的宗徒──保祿； 
祢藉他的宣講，光照普世萬民。 

求祢賞賜我們， 
歡欣慶祝保祿誕生二千禧年， 
使我們加深認識他的教誨，  

幫助我們在基督內成義，在福音路上邁進， 
並為福傳萬邦，及基督徒合一， 

不斷努力和祈禱。 
以上所求，是因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祢及聖神， 

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聖伯多祿聖保祿， 
請為我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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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 

祂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弗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