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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兄弟姊妹，  

 

        我們在世生活，每天都在成長。遇到不同的人地事物，

使我們的判斷能力有所改變。 

         聖保祿宗徒在羅馬人書說:「我們在世最终目的是要肖

似基督。」（羅 8: 29)。那麼，我們在信仰生活上，如何去

改變自己才能中悅天主，使我更加肖似基督呢 ? 

         像時下流行的 MBA 學位（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我提議的是 LBA（Listen，Belives，Act )，

即是聆聽，相信 ，實行。 

 

1. 聆聽 （Listen )，接受了福音的指示，從耶稣基督身上認

識了天主，奠定了我們對主的信念。  

2. 相信 （Believe ), 透過我們的思考，默想過耶稣基督的教

訓，我們確信上主，讚誦上主。 

3. 實行  （Act), 經過聆聽，相信，我們對人生有了新的 

      觀 念， 促使我們去履行做基督徒的本份，對社會團体 

      有所改 變，對世界有所貢獻。 

 

         所以，我們要改變，就要脫去從前順從享樂和慾念而敗

壞的舊人（厄弗所 4 ： 22) 同時我們亦要在思想上更新，包

括那一切由「心裹發出的惡念，凶殺，姦淫，邪淫，盜竊，

妄證，和毀謗。」（瑪竇 15 ： 18)。 

         讓我們在新的一年時常提醒自己，要做一個名符其實的

基督徒。就是每日都要改變更新，依照耶稣基督的教訓，去

修心修身，愈顯主榮。 

蕭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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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蛻變是一個化學名詞: 一種原子由放射而變為他種原子

之現象, 名曰原子之蛻變。這裡説的蛻是蛇、蟬等脫下來的

皮; 也是它們生命歷程所經歷的脫皮階段。蛻變是緩慢的改

變。孩童時家在廣州市, 我們的巷尾是農地, 有個漁塘, 旁邊

種了一些桑樹。曾聽老師説及絲綢之路及養蠺的故事; 也在

巷頭的小商店, 以零用錢買來幾條幼蟲。天天餵它們吃桑葉, 

看着它們乳白帶黑�的身體漸漸出現金黃色, 然後它們吐絲結

繭, 把自己封在裡面。再過一些時日, 它們咬破繭出來已再不

是一條蟲了! 蝴蝶生命的周期也是由蠋變為蛹, 再變為蝴蝶。

其過程是生命的一個個階段, 在蛻變中轉化自己, 最後變為一

隻隻美麗的蝴蝶, 輕輕地在花間飛舞。 

 

           人的生命也是慢慢的蛻變: 十月在母胎生長, 由嬰兒到

小童、到成人、到年老; 但只是變大、變高、變壯、變衰老, 

而不會變成另一個形狀。不過, 性格和思想的轉變就可有極

大的差距。 

 

        移民美國前, 我在香港所屬的堂區教了兩屆慕道班。其

中一對夫婦慕道者已超過八十歳; 女的跟我妻子做晨運, 男的

退休後則愛看書。他們未有宗教信仰前, 或者聽過坊間的一

些宗教事蹟, 遇到難題時就向未知的神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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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蛻變                  

                        

                                何培耀  



(參看宗17: 22-23)。當女的知道我和妻子是天主教徒, 就一齊

參加慕道班; 之後接受洗禮成為一對虔誠的教徒, 還要我倆做

他們的代父母。他們的蛻變從沒有信仰到成為虔誠的敎徒花

了八十年。 
 

        上主的天使告訴斐理伯由耶路撒冷下到迦薩的路走。他

見到厄提約丕雅女王的有權勢的太監在車上誦讀依撒意亞先

知書, 就問太監説:「你明白所誦讀的嗎?」他答説:「若沒有

人指教我, 怎麼能夠?」斐理伯就上車與他同坐, 解釋那經文

並宣講了耶穌的福音。他們來到了一個有水的地方, 那太監

答覆斐理伯的問題説:「我信耶穌基督就是天主子。」斐理伯

就給他付了洗 (宗8: 26-40)。這也是一個蛻變。太監大概等了

很多年,  設法尋找生命的奧秘, 也就是等候上主的使者給他指

點迷津, 自此便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 

 

        少年時, 我在香港一間天主教學校就讀七年, 每週都有兩

節聖經課。畢業時全班四十人, 只有幾個是天主教徒;  其餘的

同學把聽到的道理都隱藏在心中, 他們何時蛻變呢? 就要等到

破繭的一天了。 
 

        四年前, 我和妻子及兒女分別從澳洲及美國回香港團聚, 

慶祝我倆的金婚, 並到昔日領受婚配聖事的教堂裡還願感

恩。我們一家人參與傍晚的彌撒, 然後去一間會所吃晚飯。

我們沒有知會任何親戚朋友, 彌撒後卻突然有一位移民前的

同事行過來問我:「還記得我嗎? 我曾送你去醫院呢!」回想

起, 那是廿年前的事了。我習慣午饍時留在辦公室吃妻子預

備了的三文治, 然後合上雙眼休息半小時。老板間中也會叫

信差替他買午餐, 然後午睡。除了幾個女同事, 其他同事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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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到外面透透氣。那天不知怎的, 我突然覺得暈眩, 就叫某女

同事為我喚來救護車, 最後驚動了老板。警察及救護車同時

到達, 那群出外午膳的同事又剛巧回來, 老板就問誰可送我去

醫院, 在聖堂重遇的那同事立刻説:「我去好了」。 

 

        其實相處了大慨七、八年, 那有不記得的事呢? 其中最突

出的是他時常講「心經」, 而我在公司是人所皆知的天主教

徒。那晚在聖堂, 我奇怪的問他:「你怎會在這裡?」他説, 我

離職後不久, 他也辭職了。他當時正在聖堂上慕道班, 學習天

主教道理。他曾是老板的至愛, 我離職那天正是他升總經理

的日子。我從沒想過相隔了十六年會在聖堂遇見他, 其蛻變

可說是來得突然! 

 

        以下兩段「平日彌撒」經文對於聖人瞻禮的簡介是最好

的蛻變例子: 

八月二十七日為聖莫尼加紀念日: 聖婦在公元三三一年生於

非洲坦迦的教友家庭。年幼時嫁給巴弟西為妻, 生有子女數

名, 其中一子是奧思定。她為愛子的回頭改過不斷哭求天主, 

流了不知多少眼淚。她的祈禱、信德和聖德, 終使奧思定回

頭, 成為基督徒。莫尼加實不愧為良母的模範。三八七年在

奧斯底安逝。 

 

        八月二十八日為聖奧思定紀念日 (主教、聖師): 聖人在

公元三五四年生於非洲坦迦。青年時期的生活放浪形骸, 但

他追求真理之心始終不變。終因母親莫尼加的祈禱和榜樣, 

並在聖安博主教的勸導下,  於三八七年 (三十三歳) 回頭歸正, 

在主教手中受洗。奧思定領洗後, 返回非洲故里。後被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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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教區主教, 以熱情洋溢的講道和論據精辟的著作, 竭力維

護真理, 闡釋信仰, 攻斥異端, 達三十五年之久。聖人確是羊

群和牧者的榜樣。於四三零年安逝。聖人有不少著作, 其中

的《懺悔錄》描述了他的皈依歴程; 又在《天主之城》一書

中, 流露他理想的信仰生活。兩書皆為靈修和信仰生活的經

典之作。 

  

        耶穌說:「我不是來召義人, 而是來召罪人。」(瑪9: 13)  

他又説:「對於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歡樂, 甚於對那九

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15: 7) 
 

        因此不要因為犯了罪而離棄天主。人的成長過程要經歷

多個階段：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家人的影響，學校的老師

及同學，鄰居的朋友，職場的同事，社會的環境等等。要緊

的是遠離犯罪的場所和環境，立定意志，痛改前非。「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遷，斷織條，就教曉孟子成大

儒。 
 

       三國蜀漢時，諸葛亮南征，凡七縱七禽孟獲，終於使他

臣服，不敢再犯漢境。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不寬恕別人，天主也不會寬恕我們。那時天堂的路

就給我們隔絕了。耶穌說：「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

規勸他；他如果後悔了，你就得寬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

罪了你，而又七次轉向你説『我後悔了，你也得寬恕』。路

17：3-4。耶穌的教訓與諸葛亮的實行何奇巧合！孟獲的蛻變

也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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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時中國人喜歡在屋前建一牌樓，樓上懸一牌扁，上書

名號以作識別，類似現在的門牌。大戶人家除有門樓之外，

也在內院各廳房外懸掛堂號，有紀念宗祖之意，亦有作為祖

訓，讓子孫每日經過時，作為警醒，寓意深遠！ 

 

      某次旅行順德，參觀碧江金樓，見一橫扁，上書｢視履考

祥｣，細問之下，才深入了解其意。視乃檢視，履即是鞋，

意思是要我們經常檢視自己的鞋履，亦即自我省察！我們每

天營營役役，只顧往前衝，可曾有停下來回望自己走過的

路？可曾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曾子曾說：｢吾日三省吾

身！｣就是提醒我們每天都要作自我反省，自我檢討，以匡

不逮。 

 

       我們基督徒，每周回到聖堂聚會，聆聽聖言，每年參與

避靜，在清靜的環境中，好好反省和檢討自己，作完善的告

解，與天主修和。這就是｢視履｣之謂也！ 

記得神父曾教導我如何祈禱，除了誦唸天主經之外，可以先

行默想，檢視自己的言行舉止，有無步武基督？有無生活基

督？有無宣揚福音？繼而向天主修和，可以求恩，可以代

禱。若能每天與主保持聯繫，靈聖生活當能充實！ 

 

    考乃考驗，祥是指吉凶。人無論遇到吉或凶，都要經得

起考驗！我們常常聽到的，看到的勵志故事，主人翁都是擁

有無比堅定的意志，擁有超人的毅力，能面對困難，克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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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履考祥       
 

                                                               黃振宗               



難。有道家貧出孝子，亂世出忠臣，越是逆境，越能磨鍊人

心，越能成就偉業。反之意志軟弱的人，就會怨天攸人，一

厥不振，沉淪苦海。耶穌在曠野裏克服魔鬼的試探，不受名

利的引誘，不受虛榮的引誘，不受權勢的引誘！我們要學習

基督拒絕魔鬼試探的精神，經得起考驗。 

 

    原來面對吉兆之時，亦是一種考驗，這時，人往往容易

變得輕率，理性容易迷失，容易犯錯！且看几許枭雄豪傑，

都是因為勝利塞心，忘形驕莽，聽不進逆耳忠言，分不出奸

邪妖相，喜奉承，信訶謏，最終落得慘淡收場！ 

 

    基督施行神蹟，潔淨了十個患痳瘋病的人，只有一個回

來稱頌上主，那九個不就是喜極忘形，忘記感恩嗎？讓我們

好好反省自己，許多時也只會求恩，而忘記感恩和謝恩！工

作順利，事業有成，會不會回饋社會？中了彩票，獲得獎

金，會不會捐助貧困？豐衣足食，會不會雪中送炭？家庭幸

福，會不會關懷孤寡？ 

 

    其實順境或逆境，都是天主給我們的考驗，只要我們有

堅強的信德，信賴天主，一切困厄，必能安然度過！居安思

危，常懷憐憫之心，效法基督愛主愛人，自會獲得應有的賞

報。｢視履考祥｣會否成為你人生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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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月12日， 我和太太Lesley去聽了一個基督教生命河

關於贏家的智慧的講座。 
 

        我很認同講者林治平教授的看法。他認為我們正生活在

非人性化的時代(the era of dehumanization)。追求的是一維的

物質唯上的生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誰，更不知道天主是

誰，也不知道人生何處去。人用現象去批判真理（而不用真

理去批判現象），所以會看錯、做錯、和愛錯。 
 

        人並不知道每人的價值。化學家把人的身體看成元素成

分，只值97美仙。醫生把人算成可移植器官，可值六佰萬美

元。人不知道其實每人都是無價之寶。而在每人的生命資產

負債表中，不認識應該去賺取什麼，因為很多人都不明白自

己生命的角色和生命的意義。 
 

        其實物質、金錢、地位、權力、寵物等等，都不能幫助

我們生命的提升。只有人陪伴另一個人，使其越來越活得是

人，我們的潛能才可發揮，我們的生命才會豐盛。而在生命

裡有天主是最好的。(All good, without God, is o (zero)!) 
 

        我亦認同林教授的理財觀點。他認為宗教團體財政預算

是應量出為入（和我們商科所教的量入為出剛剛相反），為

主而奉獻，要做什麼，可以要花什麼，而不足的，天主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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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家的智慧      
     
                                            

                                              連聯波（Joe Lin） 



照顧。 （他分享多年來多次面臨沒錢要關門的經歷，但每次

最困難的時候，總是巧妙地有善心人無厘頭般出來救助。）

他深信越事奉主，主越成就。因為人不可能的，天主都可

能。 
 

        回看我們的團體也一樣。只要跟隨耶穌基督，信賴天

主，事奉天主，和神父和教友熱心服務團體，不用為財務擔

心。因為以基督精神為天主而做的，天主定會照顧。主佑！ 
 

 

        匆匆的走進2014年，我就將要向2013說再見了。似乎由

小到大自己都是以一種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來看待我生命中

的一切過往。 
 

        我曾經過快樂無憂的童年，那刻骨銘心的情感，那錐心

至痛的生離死別，那一路艱辛走來我生命中的人來人往••••••

自己在這條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越走越遠，恍然發現，自己的

人生竟是如此的幸運。擁有著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似乎命

運總會在不經意間給予我那麼多意外和驚喜。懷著一顆感恩

的心一路走來，淚水中依然夾雜著更多的歡笑，痛苦的蛻變

總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去面對那漫長的過程和結果，但我不害

怕，因為我善良，樂觀，我相信世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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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蛻變                                                
 

                                                      Winnie Cheng 



        這麼多年來，所有的人生經歷似如我在厚厚的沙灘上，

留下的那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我所得到的就是腳印里盛

滿著那渾濁的水。滿滿溢溢，這就是我的收穫，是我對這世

間的認知，對人情反復，世間冷暖的切身體驗。走了這遠，

經歷這麼多，我的世界裡再也沒有落寞與失落，唯有感歎。

面對這些，我只會以回心的微笑，和心裡淺淺的感激。感謝

那些在我生命中曾經來往過的人們，是你們的出現，讓我懂

得了怎樣去愛；是你們的出現，讓我的愛變得寬容與大度，

變得成熟與堅定，你們的出現，更讓我單調的世界加添了色

彩。 
 

        人生路途漫漫，只有真正的走過，感覺了，才懂得如何

去面對那些不期而遇的種種。我好羡慕那些生活態度淡然的

人，他們對生活沒有失去熱情與信心，但卻從不表露人前。

該你的，不去爭；該我的，會牢牢抓在手上。讓命運去分

配。 
 

        歳月的腳步不會因為我對過去的懷念和不舍就停留。明

年我將再添一歳了。即使 我害怕長大，害怕變老，但我依然

期待著明年，期待未來。期待著真正長大和蛻變的自

己••••••。 

   10 



        路加福音裡面記載了耶穌受難後第三日復活,並多次顯現

給婦女及門徒,其中包括兩個門徒從耶路撒冷往厄瑪烏途中所

發生的事<路24:13-35> 

 

       "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

的心不是火熱的嗎？" 
 

       "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

擘開，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開了，這纔認出耶穌來" 
 

       我特別留意以上兩段經文,因為跟我們的彌撒有密切關係, 

原來今日天主教的彌撒聖祭,主要包括兩部份:聖道禮和聖祭

禮. 
 

      聖經大師St.Jerome說過一句名言:不認識聖經,就等於不認

識耶穌 (Ignorance of Scripture is Ignorance of Christ). 

所以彌撒第一部份的聖道禮,內容有讀經一,答唱詠,讀經二,福

音,講道,信經,信友禱文,通過聖經的宣讀,神父的講解,幫助教

友打開心火,耹聽天主的聲音, 緊記耶穌的教訓,在日常生活裡

效法基督的榜樣.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親自建立聖體聖事,希望與我們時常在

   11 

我們的彌撒:聖言與聖體     

 
 

                                                  連聯多(Andrew) 



一起, 在七件聖事中是最特別和經常領受的,所以彌撒第二部

份的聖祭禮, 內容有預備祭台及餅酒,感恩經成聖體聖血,天主

經,平安禮,擘餅,羔羊頌,領聖體聖血.通過擘餅,幫助教友打開

眼睛,認出餅酒中的耶穌,並在領受聖體聖血後與基督合而為

一, 

藉著天主的恩寵,經常遵守天主的誡命,跟隨耶穌成為相稱的

門徒. 
 

        所以我們每次到教堂參與彌撒聖祭,除了尊重聖體聖血

外,更要尊重聖言,包括宣讀的讀經員,和耹聽的教友,正如送聖

禮聖血員,和領受聖禮聖血的教友.路加福音中的兩個門徒往

厄瑪烏途中本來面帶愁容,但藉著聖言和聖體他們變得積極有

希望.同樣當我們參與彌撒聖祭,都能藉著聖言和聖體使我們

打開心火和眼睛,變得積極有希望,為傳揚福音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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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四歲以前是個只會說潮語的小女孩, 跟著信道教的

祖父母拜神, 燒元寶,腊燭,香和金銀衣紙。四歲时母親送了我

到聖雲仙幼稚園就讀, 我開始學習廣州話, 英語和接觸天主

教。那时念經用的是文言文, 四歲大的我不明經文所言, 只是

跟着老師所教背誦天主經, 聖母經, 聖三光荣經…….。六歲时

我進了聖猶達小學, 継續我認識上主之旅。上聖經課时老师

說聖经故事, 解釋經文的內容。每天上課前要念天主經, 特別

的慶節時要参加彌撒。十歲時我告訴母親説我要成為天主教

徒, 她答應了我, 於是我每星期五的晚上回校上道理班。十一

歲時我領洗了。領洗後我成為天主教徒, 每天要祈禱. 每逢星

期五要守齋, 星期天和特別的節慶要到教堂望彌撒。當然還

有要看聖經, 也要不時省察, 然後向神父辦告解。 

 

         現在教会不用教徒每周五守齋, 祈禱时用的是白話文。

是的, 隨著時代的進步, 教会也有所改变。而我也從一個小學

生变了一個快六十嵗的人。當然, 我還記得小時候去教堂会

戴頭紗, 会在領聖體前辦告解。而我到今天還是会用文言文

祈祷。 

 

         感謝主一直以來对我眷顧有加, 讓我在小时侯便認識衪, 

讓我可以信靠依赖衪。对我来說, 領洗並不代表我拿到了進

   13 

       蜕变                                                                     
                                                                                                      
 

                                                               郭小文    



入天國的綠卡, 我知道我要做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才可以得

享永生, 我要遵守十誡, 我要以誠待人, 我要多作善工。 

        有時我想,就算我只得短短數十年的生命, 然後我便消失

於無形, 我也應感謝上主, 衪創造了我, 衪讓我活在這世上, 衪

讓我存在。是的, 主改变了我, 衪讓我知道, 作為一個人, 我是

多庅的有福。 

 

        聖誕節是紀念主耶穌基督的降生，為救贖人類，屈尊就

卑，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這是主耶穌基督對人類展

出無條件及無限愛的表示。所以聖誕節是一個很值得 

紀念的大節日，也應是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商店內也裝上七

彩繽纷的聖誕燈飾，很多人都懷著一種輕鬆愉快的心情去購

物，也會藉此機會向自己的親戚朋友送上禮物，以表示一些

心意。很多人亦會在公司或家裹舉行聖誕聯歡晚會，邀請親

戚朋友一起歡聚，共進晚餐，談笑風生，人們的歡樂聲及笑

聲，洋溢著每個的聖誕聯歡晚會，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基督徒應該怎樣迎接聖誕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

預備好我們的心靈，讓小耶稣住在我們心內。預備好自己有

一顆溫暖而又慈祥的心，讓小耶稣舒服地躺在我們的心窩，

使祂感到無限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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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感動                             

                                                     Melissa Poon 



 

        現在讓我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故事： 

 

        碧琦是我初中的同學，她也是我的好朋友，大學畢業

後，她結了婚，有兩個乖巧的女兒，後來碧琦與她的丈夫及

女兒，全家移民澳洲。雖然我和碧琦遠隔重洋，但我們常 

常保持聯络，我們的友誼亦沒有因時間及距離而減少。 

因我們的志趣相投，性格相近，我和碧琦的感情，情如姊

妹。我們常常互相勉勵，互相提醒，決定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齊仿效耶稣基督的精神，在上主賜给我們生命的每一刻，

只為悅樂上主而活，只做令上主喜悦的事。 

 

        記得在兩年前，大約是12月21日晚上11時，我接到碧琦

從澳洲打來的電話，向我們全家祝賀聖誕。她說話時的聲音

很開心，很興奮。於是我問她：「碧琦，從妳的聲音中，我

知道妳現在很開心。妳是否收到一份很大的聖誕禮物，是由

妳心愛的人送给妳的嗎？」碧琦說：「是呀！在今天我們公

司舉辦的聖誕聯歡晚會，主耶稣送給我一份很大的聖誕禮

物。」我追問：「是什麼禮物呢？快告訴我吧！」 
 

         碧琦說:「今天我們公司舉辦聖誕聯歡晚會，全部員工

都有參加。我們被邀請到一間五星級的餐廳聚餐。當我一踏

進餐廳內，就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因為這間餐廳的佈置很

有特色。迎面而來的那位年青侍應向我打招呼，並立即帶我

到公司預訂的座位坐下。我見到同事們熟悉的面孔，但他們

今天每人的臉上都帶著甜美的笑容，與他們平曰在辦公室

內，工作時那副嚴肅的樣子，真是有些不同。我和同事們互

祝聖誕快樂，傾談了一會，到了晚上七時正，公司的經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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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聖誕聯歡晚會即將開始。 
 

        首先是我們公司的老板致開會詞。老板說：「很多謝各

位員工在這一年內的辛勞，努力為公司工作。公司今年賺錢

比去年多。為籌謝各位員工對公司良好的工作表現，在今晚

的聯歡晚會中，我预備了三份現金幸運抽獎，頭獎，$1000 

澳元。二獎，$500 澳元。三獎，$200澳元。经理會派给員工

每位一張抽獎卷，請你們把自己的姓名寫在抽獎卷上，然後

放入這個特別為抽獎而設的盒子裹。晚餐後我們便舉行抽

獎。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現在晚餐開始。」 
 

        我問碧琦：「那時妳的心情怎樣？開心，希望中獎，多

謝老板的慷慨，慶幸有這樣好的老板，或是其他…呢？」碧

琦答說:「對呀！妳剛才所說的，都是我即時立刻的感覺。當

我等著經理派给我們員工每人一張抽獎卷時，我觀看我的同

事們，我才發覺他們今天的衣著特別整齊漂亮。但當我的眼

睛望到最後一排時，我發覺到公司裹的清潔女工亞彩也有來

參加這個聖誕聯歡晚會。她穿著一件很破舊的格仔上衣，面

上也不期然地流露出她內心的憂屈。亞彩的家庭貧困情況亦

一幕一幕地湧现在我的腦海裹。」  
 

         這時碧琦停止了說話，於是我追問說：「亞彩家境困

難，情況怎樣？有沒有人可以稍為幫助她呢？」碧琦繼续告

訴我，亞彩是一位中年婦人，她的丈夫四年前巳經去世，留

下兩個兒子，大兒子十歲，小兒子七歲。而七歲的兒子是一

個低能的兒童，亞彩的生活壓力很大。在公司裹亞彩很少說

話，她是一個沉默寡言，默默地辛勞地工作的清潔女工。我

覺得亞彩的為人也很好，只是生活的重擔把她壓得透不過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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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琦繼續說：「就在這時，我的腦海裹出現了一個念

頭。我想如果我在自己的抽獎卷上寫上亞彩的名字，那麼她

中獎的機會率多了。如果亞彩被抽中頭獎，當然是最好的。

否則，二獎或三獎也不錯。況且$1000澳元為我不是那麼重

要，天主已赐給我太多了。但這$1000澳元為亞彩真是一個

可觀的數目。想到這裹，我毅然拿起自己的抽獎卷，在上面

寫上林亞彩的名字。 
 

        晚餐後，經理宣佈幸運抽獎即將開始，如果那一位還未

把自己的姓名寫上抽獎卷上的，請立即寫上，並請將抽獎卷

放入抽獎盒內。我立即將剛才我所寫好的抽獎卷(林亞彩)的

名字，放入抽獎盒內，然後返回座位。 
 

        抽獎開始，我的心情非常緊張。我不斷地祈禱:「我至親

愛的小耶穌嬰孩，請你给亞彩中頭獎，雖然機會率不大，但

我相信，即使人認為不可能的事，在主耶稣的手中，只要你

願意，任何事都能成就。」 
 

        老板把抽獎盒內的抽獎卷混合後，然後宣佈。我首先抽

出的第一位幸運兒是中三獎，跟著是二獎，再跟著的才是頭

獎。兩位幸運的同事們得了三獎和二獎後，大家都為他們鼓

掌。當老板預備抽頭獎時，我非常緊張，心跳加速。於是我

對主說：「主耶稣，我深信你一定會完成我的心願，賜給亞

彩及她的兩個兒子一份$1000 澳元 (頭獎) 的大聖誕禮物。

主，我感謝你，感謝你。」 
 

        當老板宣佈頭獎的得獎者是林亞彩時，我喜出望外，大

聲歡呼及鼓掌。我望著亞彩出來领獎時的表情，她歡喜到流

淚，她感到很溫暖。她向老板深深地鞠躬以示謝意。我也向

我的主致以無限的謝意。碧琦告訴我，她沒有把這事告訴亞

   17 



彩或任何同事。我對碧琦說：「妳真是主所寵愛的女兒，妳

把基督的愛活出在人間，我很榮幸有一位充滿愛心的好朋

友，讓我們大家在愛德的路上繼续前進，互相勉勵，做一個

愛主愛人的基督徒，只做中悅上主的事。」願與大家共勉。 
 
 

 

        女兒與我們 夫婦的關係非常密切，

由小到大我們均鼓勵她與我們溝通，所以她常和我們細說學

校的情況，分享她的學習經歷和生活。快樂的事，我們一齊

歡笑；失意或受罰，我們與她分析，並且從中加以鼓勵和勸

解。久而久之已養成習慣，現在她在社會上工作，不論她認

識的朋友，工作上的苦樂或遇到的壓力等，亦與我們討論。 

 

        做父親的我，有時總不耐煩，遇到一些觀點與角度不相

同時，便會按不住插嘴一兩句，因為彼此有不同的看法！此

時，少不免會產生爭拗。女兒就會說：｢大家不必爭論，只

要聽我說說，讓我消消氣便好了！」 

 

    真的，若有一位朋友或親人，能耐心地聽你傾訴而又不

加插任何意見，能讓你痛快地宣泄一下，真是多麼的理想，

多麼的完美！試問世間上那裏可以找到這樣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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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訴                                          Thomas Wong                          



    大家不要失望，在我們中間就有這麼的一位朋友了-----

他就是我們的天父！我們天上的父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聆

聽我們的祈禱，聽我們心底的每一句說話，他不會批評我

們，不會責駡我們，只要我們虛心地反醒自己，用謙遜的態

度去接受他的聖言和啟示，他是非常樂意接受我們，讓我們

去親近他的，大家不妨一試，再試，常試......！ 

 

    頌恩第455首聖體頌最後兩句說：｢長明灯下宜傾訴，盡

解浮生百結愁。」，常常祈禱，常與天父傾訴你的心事，那

麼世間愁慮便能一一化解，內心便會變得祥和、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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