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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記得若干年前太空梭出事，太空人不幸罹難，大家感到難

過和悲傷。 他們肩負探索太空任務，爲人類開拓宇宙，獻出自己

的性命，真是令人尊敬。同樣地，軍人們肩負保家衛國的使命，

常常置身於槍林彈雨中，輕則負傷，重則導致肢體殘缺，甚或忠

烈捐軀，他們又常常在颱風、豪雨、水災中出動拯救災民，跟惡

劣的環境搏鬥，因公殉職。  他們犧牲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捨 

己為人，是出自博愛，是慷慨赴義，毫不吝嗇的精神。因此，我

們需要常常不忘效法他們的英勇行為，維護和平，互通有無，加

強培育，以清除人禍，進而專注防災，減低自然災害帶來的破壞

和損失。 

     在現實生活中，大家都不自覺地作出犧牲。配偶要愛護另

一半，無論環境逆順、貧富、苦樂、健康病痛、不離不棄。 夫婦

間能履行諾言，互相遷就，凡事有商有量，這不是犧牲小我完成

大我，卻又打做出一個不分你我的和諧組合，歡樂就在其中。還

有，人類之所以能夠一代一代的繁衍下來，都是仰賴父母生育教

養之恩，他們常爲子女不眠不休，賺錢養家和料理家務，心身疲

累、過勞，犧牲很大。 年少時我們需要用功讀書，常做家務，長

大後要侍親以孝養。 

 話說古時，當先知很危險，因他要站於全善的天主與頑抗

的人類之間。從超自然的角度來說，先知從火燒不滅的荊棘圖象

中，明白到天主無微不至的愛把他的生命消耗殆盡；這愛火要求 

他付出許許多多的犧牲。就人性的角度而言，這圖象迫使先知洞

察時代的徵兆，使他不得不宣佈以民因叛逆而帶來的大災難。如

果先知講的是喜訊、安慰的說話，整個以色列，上上下下都會歡

迎他。 但若先知警告大難將至，全體人民會傾向反對他。  就像

耶肋米亞先知的情況，人民有兩種反應：司祭和先知都給耶肋米

亞嚇怕了，認為他的話只在恐嚇，於是立即起來反對他說：「這

人該死」；然而全體人民和官員卻向聖神開放，遂體驗到耶肋米

亞的呼籲乃來自上主。當上主的話打動我們的良心，並在我們的

心中感召我們時，我們如何取捨？是否願意當作聖神工具或謝卻 

蕭神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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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躲避召叫，讓別人淪沒犧牲，置諸不顧？不過，只要信賴天

主，做祂的忠實代言人，那怕犧牲。 

 記得天主的慈愛在於祂不忍看著人走向死亡的道路；天主

的偉大在於祂賜下獨生子為人贖罪而死。祂愛世人，要拯救世人

脫離死亡，給人顯示真正的愛，即走向永生的道路。真正的愛需

要有行動，而這行動包括付出與犧牲。天主甘願付出自己的兒子

並願意犧牲祂的生命。我們做義子的，也緊隨父命，願作自我奉

獻和犧牲。只要心繫牧者基督的臨在，我們受傷的靈魂便得到安

慰。今日，在許多不同的地方，天主的羊群還是處於一個危急狀

況中。我們的社會、教會的某部份，家庭，和無數的信徒也處於

危險的景況下。不過，在耶穌，我們的善牧內，充滿了希望。耶

穌為牧養他的羊群，捨棄了自己的性命，成了犧牲的天主羔羊

（見若1：29；10：11）。牧者為救他的羊奧秘地成了羔羊。更

甚，耶穌沒有傷害那些迫害他的羊群的反對者，反而自我犧牲死

在十字架上。然後，被宰殺的羔羊由死亡中復活，坐在父的右邊

為王。天上諸聖大聲喊說：「被宰殺的羔羊堪享權能、富裕、智

慧、勇毅、尊威、光榮、和讚頌！」（默5：12）如果我們願意追

隨這位牧者－羔羊，與他一同受苦，我們就可以在天國永享羔羊

的婚宴（默19：9）。 耶穌說：「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識

他們，他們也跟隨我。」（若10：27） 

      慈母教會常常敦促我們不斷祈禱，效法諸聖，以信、望、

愛三德作支持，不怕犧牲，勇敢地爲主作證。如果我們能與祂一

同要受苦，才可稱為基督徒，方能與主同在。故此，雖苦猶甘之

如飴。   

    時屆新歲，恭祝大家新年快樂，主寵日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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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基督   Mary Lam 林太   

 有哲人說過，越是知得多，越是知道自己所不知的更多。

基督的話卻令人更受落，他強調說﹕「你們也會認識真理，而真

理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若 8 ： 32）。現今人類都渴求自由

和生命的真理，所以，耶穌基督的智慧和警世知識，便更有迫切

的需要。基督是今世問題疑難的答案，正如他肯定地說過︰「我

是道路、真理、生命．．．．。」（若 14 ： 6）。只要我們走近

真理的泉源，真理便是垂手可得的。要過一個圓滿的教友生活，

必須深切明瞭基督。聖經是一個流活水的泉源，流出以基督為中

心的生命活水。人一定要藉著認識基督，生活在基督內，及與人

分享基督的大愛和臨在，方可達到自由和完美。 

 基督事件我們可以透過聖經去繼續接觸人類歷史，因為歷

史反照和反映人類的事蹟，而且歷史包括了人類的希望、期待、         

成敗得失，更包括了救恩。從各方面來說，基督是救恩歷史的中

心，忠實地在聖經中匯報，聖經中每一頁也包括這個信息。舊約

指向耶穌，那將要來臨的默西亞，而新約則顯示耶穌，那已來臨

的默西亞，所以聖經是準確和肯定的。舊約先知預言默西亞來

臨，他們的任務是預備人迎接默西亞。先知們對《創世紀》3 章

15 節記述在樂園中所發生的偉大事蹟，歷歷在目。先知們期待救

世主來臨，這盼望是建基於天主對蛇（魔鬼）說的那句話：「我

要把仇恨放在你和女人，你的後裔和他的後裔中間，她的後裔要

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 

 依撒意亞先知還加上一句：「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

徵兆，看，有一位貞女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意即

天主與我們同在）。」同樣，耶肋米亞先知亦分享他的盼望：

「我必給達味興起一支正義的苗芽，叫他執政為王，斷事明智。

在地上執行公道正義。」（耶 23 ： 5）其實更早之前《創世

紀》，雅各伯已預言道：「權杖不離猶大，柄杖不離他腳間，直

到那應得權杖者來到，萬民都要歸順他。」（創 49 ︰ 10）。同

樣，新約有許多關於默西亞的宣講。當耶穌在約旦河受洗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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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從天上說：「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瑪 3 ：

17）。天父這句話奠定了耶穌作為普世默西亞的來歷和身份。 

 福音者，喜訊也。它宣講默西亞來臨的因由和目的，就是

天主對人的愛。聖史若望說：「天主竟這樣愛了世界，甚至賜下

了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不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

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來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

救。」（若 3 ： 16–17） 

 偉大的外邦宗徒保祿，在他的書信中，很鮮明地說及基督

的來臨：「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雖具有天主的

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不捨的，卻使自己

空虛，取了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狀也一見如人，他貶抑自

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

了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天上，地上和地下的

一切，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不屈膝叩拜，一切唇舌無不明認耶

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 2 ： 5–11） 

 很明顯，我們可以透過聖經的各樣經文，來更認識天主降

生為人的基督，他來自天國為了成全天主對所有人類的旨意，透

過接觸聖經，我們更意識到信仰基督，並非單講求知識的滿足，

或要實行的真理，或者要守的誡命，而是在耶穌基督內的生活，

就是好像聖保祿的話一樣：「我生活已不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

我內生活．．．。」（迦 2： 20）  
（基督救恩的慨念） 

 聖經給我們說明了在基督中的救恩計劃，我們肯定耶穌的

來臨是為拯救全人類。從聖經我們知道救恩是為了讓我們不致喪

亡，反而獲得永生。這一點是公教信仰的特點，與其他基督教派

不一，亦值得比較一下。 

 我們對救恩的看法，與我們分離的兄弟不同，馬丁路德認

為救恩只是天主宣稱罪人已成了義人，雖然人仍充滿罪惡，人性

經亞當的罪，已經完全壞透，所以不能夠回復原始的狀態，而稱

義不能消除罪惡，只是把罪惡蒙蓋，這些一切都是因耶穌基督的

功勞而成，人必須相信才可以得救，故此，路德和其信義宗，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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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認因信稱義。 

 相對之下，為我們公教徒來說，救恩的成義包含兩點，罪

惡的消除，和透過恩寵的賦予使其生命更新。我們明白在耶穌內

的救恩，是天主白白送出來的禮物，單靠我們自己是絕對不能得

到這份禮物。聖保祿為見證這項真理對弟茂德說：「天主願意所

有的人都得救，並得以認識真理。」（弟前 2 ： 4） 

 我們相信，人不論有多麼多的知識，權威和財富，也不能

憑己力來拯救自己，不論以前，現在或將來做些什麼事業，也不

能憑己力來賺取永生，因為永生是天主的特別恩賜。我們是自耶

穌得到救恩。哥 1 ： 13–14 說得好︰「他由黑暗的權勢下救出了我

們，並將我們移置在他的愛子的國內，我們且在他內得到了救

贖，獲得了罪赦。」 

 與分離的弟兄，我們共同承認在基督外，沒有其他救恩，

不論是佛祖，穆罕默德，或者其他宗教領袖，又或是聖母，聖人

聖女或教宗，只有耶穌才是救世主。《宗徒大事錄》對此說得清

楚：「耶穌就是為你們『匠人所棄而不用的石頭，反而成了屋角

的基石。』除他以外，無論憑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 4 ： 11–12）教會

訓誨機構在梵二《教會憲章》說：「基督在他自己的身體內，即

在教會內，是得救的唯一中保和途徑。」（第 14 節） 

（基督的使命） 

 以上關於基督和救恩許諾所列舉的聖經引證，以及教會訓

誨，令我們走進基督的生命和其重要使命。他的救贖工作，成全

了三個重要層面，先知職、司祭職和牧者職。這都建基於他在福

音書所說：「我是道路（牧民職），真裡（先知職），生命（司

祭職）。」（若 14 ： 6） 

 深入研究一下便有更多理由，跟耶穌建立關係，以換取在

他內的平靜，否則我們的心不會止息。基督司祭職的需要，是由

於原罪而來的宗教無知，因為罪惡，人心被蒙在黑暗中，而不凡

的智慧恩賜，亦相繼被奪去。救主來臨，是要破壞魔鬼的作為 
（若一 3： 8）及帶出真理之光。耶穌說：「你們如果固守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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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的門徒，也會認識真理，而真理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

（若 8 ： 31–32） 

 耶穌在的三年傳教中，走遍猶大，加里肋亞，撒瑪黎雅，

宣講教導天主國的事，他自稱為世界的光和真理，他對門徒說：

「你們稱我『師傅』、『主子』，說得正對，我原來是。」（若

13 ： 13）基督豐富的教訓，令人仰慕他更多。馬爾谷說：「人都

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似的，不像經師們一

樣。」（谷 1 ： 22）《希伯來書》亦有提及基督如何顯示他的先

知職：「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

祖先說過話，但在末期內，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說了話。」

（希 1 ： 1–2） 

 至於司祭職，當基督成了肉身時，他擔當了大司祭的職

份。舊約已一早預言了基督的那份大司祭職：「上主一發了誓，

他決不再反悔，你照默基瑟德品位，永做司祭！（詠 110 ： 4）而

《希伯來書》亦證實了基督作為默西亞身份：「這樣的大司祭才

適合於我們，他是聖善的，無辜的，無玷的，別於罪人的，高於

諸天的，無須像那些大司祭一樣，每日要先為自己的罪，後為人

民的罪祭獻犧牲．．．．。」（希 7 ： 26–27）  

 所以我們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奉獻，是為了完成

他的司祭職。他自己說：「因為人子，不是來受服事，而是來服

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 ： 45）聖保祿

很美妙的回應說：「基督為我們把自己交出，獻於天主作為馨香

的供物和祭品。」（弗 5 ： 2）我們真的不能不贊同，教會的先哲

先賢所發現的和所體驗到的，基督不但帶給我們人類一個對天主

的新認識，而且還在天主和人間建立了新的關係，不再因了罪惡

而與天主分離。 

 第三，基督之成為牧者，是由於他有頒佈法律的權威，這

份牧者職亦說是帶有君王和僕人的職份，全是為了顯示人類得救

的途徑。為證實這點，他說：「我是世界的光， 跟隨我的，決不

會在黑暗中行走，必有生命之光。」（若 8 ： 12）耶穌山中聖訓

的真福八端， 反映了他頒佈關於天國的律例。他所宣講關於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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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就成為了天主國臨格於地的特質。他宣佈自己為善牧，引

領羊群到草場上，亦願意實現一棧一牧。總括來說，基督顯示他

自己與我們一起。他既然來到世上，服務及拯救人類，好使人能

分享他在天上的聖父聖神的無窮平安。 

（基督的榜樣） 

 聖經對基督的許多描述，足以使我們嘆為觀止，但假使我

們深入研究一下，基督的生平和教訓，那麼我們的經驗便更加充

實了。從這些美麗的實例，我們不但可以找尋到生活的模範，還

會被引領邁向基督徒的完美境界。首先，讓我們反省一下基督的

祈禱，聖經不但勸勉我們恆常祈禱，還給了我們許多論及耶穌的

祈禱生活之美好例證。他的一生是完全朝向天父，他經常獨自祈

禱及默想。在任何重要的時刻，也與禱告不能分割。例如，他在

約旦河受洗時祈禱（路 3 ︰ 21）；傳教生涯開始前，他在曠野四

十晝夜，禁食，祈禱和受魔鬼試探（瑪 4 ： 1–14）；在大搏爾山

上顯示聖容時，他也是正在祈禱（路 9 ： 29）；他在最後晚餐時

（若 17）；在革責瑪尼的莊園（瑪 26 ： 36–44）和在加爾瓦略山

被釘時（路 23 ： 34，46）也是不離祈禱。 

 基督的祈禱生活，包含寬懷的施予，耶穌不但獨自祈求，

亦教導門徒怎樣禱告，耶穌正在祈禱時，有一個門徒來對他說：

「主，請教給我們怎樣祈禱，如同若翰教給了他的門徒一樣。」

（路 1 1 ： 1）耶穌便教他們在祈禱時要說：「我們的天

父．．．。」（路 11 ： 2–4）這優美的祈禱，使他們永世感激。

耶穌給我們的另外一個使人安慰的模範，就是他熱愛神貧。身為

永恆的天主子，他屈尊就卑在白冷的馬槽出生，然後，按梅瑟的

法律被父母獻於聖殿，及為他奉獻一對斑鳩，這就是貧窮人的祭

獻（路 2 ： 22–24） 

 後來，在傳教時，基督告訴一個想跟隨他的青年人說：

「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瑪 8 ： 20）聖保祿在給格林多教友的第二封信中，也證明基督

如何愛神貧，「你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賜，他本來是富

有的，為了你們卻成了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而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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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格後 8 ： 9）基督生命的另外一個美好層面，是他對

天父的完全服從。基督的意願，是要服從天父的意願。有一次，

當門徒給耶穌食物時，他回答說：「我的食物，就是承行派遣我

來者的旨意。」（若 4 ︰ 34） 

 又另外一次，當他在貝特匝達池旁，治好一個癱子，被猶

太人質問時他說：「我不尋求我的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我來者

的旨意。」（若 5 ： 30）受苦時，在山園中祈禱，他三次向天父

說：「不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吧。」（路 22 ： 42）
基督讓我們在種種事例中，找尋到基督的謙遜溫柔之心，將自己

的私意屈服於天父的聖意之下，藉此邀請我們同樣實行，以他作

為服從的典範。 

 我們可以謙虛地學習，由耶穌聖心豐富地流露出來的慈

愛。基督對人的愛是偉大例子，可令我們明瞭賦予生命的愛德律

例。基督本身顯明了如何實踐去愛別人。有一次，當被問到那條

是最大的誡命，他鄭重地說：「你應全心、全靈、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

當愛近人，如你自己。」（瑪 22 ： 37–38)耶穌所宣講和勸勉過，

關於愛的必需，他自己身體力行。在最後晚餐中，他對門徒說：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令，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了你們，你

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

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若 13 ： 34–35） 

 為拯救世人而犧牲生命，是個標記，還有甚麼比這更偉大

更好呢？「人若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更大的愛情

了。」（若 15 ： 13）除了這些，基督作為愛德的泉源，還有更謙

虛，忍耐，諒解，受苦和犧牲的榜樣，這一切都活活地描寫於聖

經中。 

（耶穌基督的新生命） 

 任何時代的基督徒可謂別無他求，因為基督由降世到升

天，在聖神內與人分享了新生命。不用說，基督仍藉著教會，來

繼續他在世的工作。天父願意人人都有新生命，所以就派遣了他

的愛子來到世上，取了血肉之軀，給了我們一個新生命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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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了引導我們，為我們服務，給這新生命樹立了一個榜樣。

這新生命即與基督及與天父結合在一起的生命，脫離世俗的精

神，脫離現在我們人類所過的生活。 

 耶穌再三保證，在他復活，升天，回到天父那裡，必定派

遣聖神，領我們進入新的恩寵生命。正如耶穌應許過的，聖神要

改變我們每一個人，聖神降臨那天，宗徒們因領了聖神突然改

變。今天，聖神還在我們身上—他的教會內，不斷地工作，透過

種種體驗，並藉著每件聖事，與主相遇，使我們更親密地認識天

主。實在地，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體驗到天主親臨在我們中間，

我們體驗到他的愛和對我們的關懷，我們體驗到天主對我們說話

並引領我們，我們體驗到一種新的祈禱方式，是多以主為中心，

少以自我為中心，多讚美、頌謝，少乞求，多倚賴聖神的默導，

少倚靠自己的努力。 

 透過聖經，我們對於基督，他的生平和工作，獲得這樣深

切的認識。我們可以說聖經，禮儀和聖事，都有了新的意義，以

鞏固和加強我們的教友生活。聖神慷慨地工作，使我們閱讀聖

經，和在現世生活時能認清在我們內所產生的效果，一個新的開

始，不，是一個新的生命，內心的精神革新，連我們自己也奇

怪，這一切都完成在我們身上了，致使我們可以宣稱，新的聖神

降臨在我們中間發生了，因為耶穌願意我們分享他的傳教工作和

他的榮光。 

（總結） 

 總之，我們在此涕泣之谷，儘管飽嘗多少艱辛和挑戰，要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也很值得。尤其是如果我們透過聖經與主相

遇，從而與主建立關係，便可真正成為基督所建立的教會的成

員。聖經遠勝其他一切，它是最忠實的引導者，引領所有追求真

理者安全地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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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七歲開始，就知道人生的開頭。自己有想像力，知道

怎樣面對人生。它像一場戲也好，是真實也好，都要接受。父母

給自己一個不確定的將來，心裡滿是心酸。他們希望第一個後代

是一個男孩子，但不是個人願意就可實現。老人家怪責在我身

上，說我腳趾公沒好出頭，早早出嫁不中留，有男孩才可繼後香

燈 ‥‥ 我本人不想這樣，也不知怎樣面對。結果他們後來真的

去認養一個男嬰回家，變成我現在多了一個弟弟在羅省。過去多

少往事，一一呈現眼前。回憶小時，他也幫過多少家務事。早上

以前用的水是要去井抽的，一天要擔回家六七擔井水，都是得他

幫我這個家姐做。他也在家中車很多衣服，出貨全憑這小弟來負

擔。我在家只做輕的工作，像熨平衣服或去市場買菜之類。我們

有時也有吵罵，但我從沒對人說或罵他不是媽親生的，是一個童

養仔這種難聽的話。我懂得甚麼該說，甚麼不該說以免傷了他的

自尊心。我年紀輕輕時就會思想，到了幾十年後的今天，也不曾

講過這事。在越南住每次搬家，很多鄰居也知道他不是我媽的親

生子，許多閒言閒語，我聽了也當作聽不到﹗現在我們各自到了

美國，他還比我先到十多年。我到美國的那一天，他就送給我很

多衣物和飯煲，怕我沒得吃，這樣的關懷也覺好笑。領養二弟後

不久，媽醫好病後便再生多一個妹妹，幾年後再生一個弟弟，成

了四姊弟妹一家。這個二弟，日久見人心，他也知大姐很愛他，

但放在心頭不說出來。 

我十七歲那年，爸開了一間店舖，教我做生意，表叔在越

南西貢辦貨入內地賣。我家的店就在一間教堂對面。每逢聖母升

天節有盛大遊行，很漂亮、很莊嚴的花車遊行。這教堂是法國人

建的，建築模式很像我們最近去沙加緬度首府參觀的有越南神父

的大教堂。這越南大教堂，每年聖誕節都有很隆重的話劇表演，

彩色花燈、光輝閃耀，人物扮相十分出色。教友打扮成聖母、聖

若瑟，抱著小耶穌，還有馬槽和牛羊，一幕幕跳舞唱歌，直到午

夜才完。回想我由小到中年，有了自己的家，這下一代又產生許 

 

愛與犧牲   梁光濃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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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化。兩個大兒子，有自己的家，自立門戶。自己的房產分給

了他們做生計，大的做翻譯，老二做裁縫，都過得去。老三是女

兒，和小兒子老四來了美國，大家都生活平安。美國老年人，生

活個個心安理得，逍遙自在。教堂兄弟姐妹結識許多，其中和我

同姓梁的有幾個，我很開心。多年來，許多教會的聚會，都很多

謝大家對我的熱情關懷，內心多年的憂慮已過去。幾十個秋天開

花結果，人人一代一代傳下去，誰也免不了經歷千辛萬苦，總是

一句，萬水千山總是情和愛。在這物質昌明時代，追求多多還覺

缺乏。若要求太高，我的老命早就完了。犧牲過了份量，最終成

了自身難保，想得太多也難過。人家說﹕「有兒有女多冤家，無

兒無女坐蓮花。」像教友何樂，單身一人，甚麼也不要，甚麼犧

牲也免了。不憂愁，不負擔，也沒人煩自己，不吵不罵好像一湖

清水，多可愛。醒來一場空白，幻想很美妙，但有時也很心痛。

犧牲愈大，銀子走去愈快，到頭來一場空 ‥‥  
 

附歲末祝語﹕ 

 願甜蜜伴你走過每一天， 

 願溫馨隨你度過每一時， 

 願平安同你走過每一分， 

 願快樂和你度過每一秒﹗ 

 願你在新的一年裡天天有好心情﹗ 
 

  敬祝新春歡樂、愉快﹗ 

  



12 

 

 

 為了丈夫誇讚自己二十二吋的小蠻腰，不惜節食兼狂做運

動，只為了得到丈夫的稱讚，值得嗎﹖筆者認為是值得的﹗不要

誤會筆者是愛美之人，為了不重要的外表而去耗損精力，反而不

去關心更有意義的事情。其實幹每一件事我們都有其動機與目

的，若果太太知道丈夫喜歡自己消瘦一點，而出於自願及希望取

悅自己心中喜歡的人，這個動機是好的，很簡單的只因為愛便情

願為此作出犧牲。犧牲的價值大與小，重要和不太重要，並不是

每每都可以作出比較。反而背後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世上每

分每秒都有人為了不同的原因而作出或多或少的犧牲，有的可能

為了多賺一點錢，而放棄和朋友聯誼，甘願去做兼職。也有的為

了追看偶像劇，而徹夜不眠。當然也有為了預備子女的愛心頸

巾，深宵才靜悄悄地撐著疲倦的身軀，密密的編織。出自私利的

犧牲，不論大小都跟別人無關。只有為了愛而作出的犧牲，才值

得嘉許和別人的仿傚。自古以來，為了兒女作出無私奉獻的父

母，為了和平到戰場捐軀的將士，為了自由向極權作出頑強爭鬥

的烈士，他們都是值得大家敬仰和學習的。當然我們更不能忘記

為了我們人類的得救，捨生成仁只是為了拯救我們的基督。這種

愛是崇高的，也是我們基督徒必須學習的，否則祂真的死得太冤

了吧﹗可惜的是，今天大家活在的世界裏，有多少人願意為了愛

作出犧牲呢？奇怪的是，我們不難聽到彼此說我愛你、愛子女、

愛家庭、愛工作、愛社會、愛團體、愛國家，愛天主。彷彿我們

真的是活在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但那邊廂我們又不斷的聽到不要

再獵殺鯨魚、離婚率繼續上升、家庭暴力、校園槍殺、戰爭，恐

怖行動 ‥‥  

 究竟我們活在一個甚麼樣的世界？或許在聖誕節的日子，

大家除了收禮物，大吃大喝之餘，是不是應該從頭去細味一下，

基督來臨的目的和原因？既然我們已經領洗了，也冠了名是一個

基督徒，是不是時候去真真正正做一個基督徒呢？ 口中不停說愛

天主夠了嗎？騙得了人，卻騙不了天主和自己的良心， 若果我們  

犧牲     黃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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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的話。就從今天起，為了天主的愛，我們去作一點點的犧

牲，犧牲講是非的樂趣，犧牲一點扮靚的時間或睇波的時間，多

照顧我們的下一代，犧牲小小的自我，去挽救一下繼續上升的離

婚率，犧牲小小的時間，去照顧我們的父母，犧牲一點點的電視

時間，為團體多做一點事。今天我們的一點點犧牲，將會是美好

的明天，基督徒啊，共勉之﹗ 

Complete Failure         By Martin Wo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all servers, 
 As the advent season ends and the birth of Christ comes, we 
reach the end of our preparatory exposition and near the rising action of 
Christ’s life that climaxes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It is 
advent, this special time, which we reevaluate our lives and fill in the 
cracks of our soul to be filled with the coming of salvation that is 
Christmas.  It is there that I ask a simple question to one of my altar 
servers after a mass: “How was mass today?”  The answer was easy to 
formulate: “Terrible.” 
 Of course, this thought had been especially pervasive in my 
mind the entire mass (I had been serving that day as well).  The mass 
proceedings were horrendous.  One candle was lit while the other 
refused to be ignited.  The wireless microphone for the priest had to be 
replaced halfway through the mass.  The server in charge of holding the 
book stood far too much to the side of the priest. The server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priest and several stumbles occurred as both parties 
became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Complete disaster.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I questioned the capabilities of myself in serving. 
 It becomes essential to reevaluate the reasons why I believe 
altar service is important, a reason I constitute many of my decisions 
around.  Altar service is intended to primarily serve the priest in his 
functions on the altar.  This i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ion, 
the gospel, the Eucharist, and any other function that arises.  The 
secondary function of the altar server i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by 
representing (as best we can) the mannerisms and posture one should 
take.  This is through the stance changes of standing to sitting to 
kneeling, sitting posture, and signs of the cross or any other religious 
sign (bowing during prayer of the Nicene Creed.)  The third function of 



 14 

  the altar server is more personal,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outh into the 
faith at a young age.  This is through being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church, altar service meetings, and physical proximity to the altar.  But 
none of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y altar service is important, and 
because most of the same principals can be applied to any ministry 
team, these are none of the reasons why any ministry team is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the mass is stripped of its ornamentations, 
essentially, they are not. 
 On the altar, staring at the two candles and praying that by 
miracle one would ignite, I realized something.  None of what I did on 
the altar matt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ransubstantia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bell ringing, in the kiss of heaven and earth, I realized something 
intrinsic to ministry.  The mass had been built up to its climax, like a 
good story, and at the cornerstone of that climax was one thing: the 
sacrifice of the lamb in the Eucharist.  We could not, no matter what we 
did, detract or enhance the Eucharist.  We could do nothing to affect the 
immaculate truth in the mass, no matter how beautifully we performed 
or how terribly.  The peak of all that Catholicism rested not in our 
hands; rather, it had been determined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n 
a manger, in a dimly lit room, on the cross.  The birth of Christ 
happened in a dirty manger, the last supper happened in a simple room 
with simple food and utensils, the crucifixion of Christ happened on a 
hill in between two criminals.  The Eucharist does asks for physical 
grandeur; instead, even in ruins and chaos, it would hold the same 
profound weight. 

This is not an excuse for mediocre service, but it does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y I serve.  The Eucharist can function without me; it does 
not need my service to occur; however,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ervice and sacrifice to God.  And so, I invite all servers to take upon 
this simple sacrifice for a God that understands that the act of serving, 
especially on such a small scale as altar service-or any other ministry, is 
practically worthless; and yet, He reserves this right for us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take the first step into initiating our faith.  It is both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serve.  In understanding this principle, serving 
becomes not a voluntary experience done because of the good of our 
hearts; rather, serving becomes our personal sacrifice to God, with its 
only worth coming from the soul that wishes to perfect this act of 
submission. 

I stand by my answer to this particular server that day.  Putting 
my robe back into the closet and donning my regular clothes I 
answered: “I don’t know, I thought it was amazing.”  So this is my 
prayer to God on the altar while bread and wine turned into the body   

 



默想聖母經  林太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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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lood, while the bell rung, while the spiritual met the physical: 
 Let the candles burn with strength and vigor; but if not, then 
may the fires of our hearts always burn bright. 

Let the altar servers sit straight and stand proud; but if not, then 
may the declaration of faith always ring strong in our actions. 

Let the altar servers always wear appropriate attire; but if not, 
then may our souls always be prepared for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Let the lectors read with conviction and clarity; but if not, then 
may the word of the Lord always take root in our hearts. 
 Let the music play without fail or mistake; but if not, then may 
the music of the Holy Spirit always incite our souls to dance. 
 Let the Cross be steady and sturdy; but if not, then may our 
faith never be shaken or disturbed. 
 Let the Mass be as beautiful as the truth it embodies; but if not, 
then may we never lose the fervor to recognize and stand witness to the 
inherent perfection in the Eucharist. 
 We pray all these things through the sacrifice of your son Jesus 
Christ. Amen. 

 

 萬福瑪利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女中受讚

頌，你的親生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利亞，求你現在和我

們臨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除了天主經外，聖母經相信是最為人所熟悉的經文了。如

果你有每日唸玫瑰經或花冠經的習慣，那麼，你唸聖母經的次數

必然比天主經要多很多遍。聖母經的結構內容十分簡單，只有兩

句。第一句是對瑪利亞的讚頌，第二句是求瑪利亞代禱。若要尋

根溯源，第一句是來自路加福音，綜合了天使與依撒伯爾向聖母

請安（1:28–42），第二句則是在歷史發展中，後來加入的。有說

是十四世紀，不過實際究竟出自何人，在何時，始終是眾說紛

紜。這一期願意和大家默想一下聖母經的意義，希望能使我們誦

唸時更加有助益。 

（一）由聖母到天主 

 當我細意咀嚼唸著的經文時，我嘗試進入經文的意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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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會自己內心對瑪利亞的敬意。我稱她為有福的，稱她充滿恩

寵，一個十分神學的思想鑽進腦袋，告訴我聖母乃人中之最，是

毫無瑕疵的天主宮殿。她的恩寵圓滿無缺。這些我在神學院都讀

過。在講道中都提過，但至今我得承認，我仍是一知半解。我更

了解，更體會的是當我這樣看聖母時，我把她從人類中分別出

來，我視她與我之間有著天淵之別，有著一道不可跨越的鴻溝。 

 事實上，不單只是瑪利亞，所有聖人，天主更甚，在我內

心深處，我都隱然地維持著一份與他們的距離。這份距離，給我

一種安全感，我可以告訴自己，我不是聖母，所以我不是完美

的。我有理由跌倒，我有理由犯罪，我寧願假想自己站在鴻溝的

一邊，遙望著瑪利亞，對她讚頌、歌詠。同時，仍然安心逸樂於

自己的罪惡中。有了這一份的距離，我無需太介懷長久的毛病，

日積的惡習，因為我不是聖母，我不堪當被稱為有福，我的恩寵

是有缺乏的。這樣，我為自己築了一個安樂窩，一個屬於自己，

而不屬於天主的角落。我躲藏在那裡，義正詞嚴的讓自己沉溺其

中。 

 但是聖母不容許我這樣。她不容許我盤桓於封閉的世界

內，卻要求我打開我的世界，藉著瑪利亞，向天主開放，天主聖

母瑪利亞，求你現在和我們臨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每一

次的頌唸，每一次的哀禱，都要求我縮短與聖母，天主的距離，

要求我得把自我保護的屏障放下。我呼籲瑪利亞為我轉禱，為我

要和她及天主保持距離的矛盾的。我不能唸著聖母經的同時，不

讓自己經由聖母向天主開放，學習聖母對天主的徹底開放，

「看！上主的婢女，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路 1:38） 

 聖母衝擊我的安樂窩，揭穿我那個以為屬於自己，而不屬

於天主的角落的虛假，去承認「黑暗對於天主，無異於光明。」

（詠 139:12）當然我仍然可以選擇留在黑暗中。我可以每日唸上

百遍聖母經，仍然沉溺於自以為是的角落之內，保持著與聖母和

天主的距離。不過顯而易見這是矛盾的，痛苦的。我唸著的經文

不外是對我毫無影晌的詞句而已， 我需要悔改。我需要聖母為我

轉求的就是悔改的恩典，使我通過她，來向天主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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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聖母到自己 

 聖母的萬福，充滿恩寵，沒有其他理由，只因為她是天主

子耶穌基督的母親。歷史上不少傑出孝愛聖母的基督徒，都為我

們指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都可以，甚至是應該成為耶穌的母

親。亞西西的聖方濟是其中一位的表表者。他這樣說︰「若我們

藉著愛情和純潔而樸實的良心，把基督放在我們的心靈和肉體

內，並藉著應為他人光明和表率的善行產生他，我們就是他的母

親。」 

（致做補贖兄弟姐妹的第二封信） 

 無可否認，瑪利亞是獨特的，唯一的。在天主的救贖工程

上，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她與我們也有共通之處。聖母經

一語道出瑪利亞蒙福的根由，乃在於「主與你同在」。天主不是

也應許與你，我同在嗎？聖母經要教導我們如何經由與聖母共

通，激勵自己時刻體會天主的伴同，成為一個蒙福的人。在天主

救贖世界的工程上，我們也是不可或缺的。我知道，沒有我的合

作，天主就做不了我。 

 藉著聖母經，讓我們回應梵二的呼籲：「以孝愛的心情思

念她，在降生成人的聖言光輝照耀下靜觀她，以虔敬的心情深入

於聖言降生的崇高奧蹟中，並日益肖似基督。」 

（教會 6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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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we think of pure successful Christians, several names 
and faces appear in our minds.  Mother Teresa, with her humble attire, 
served God through ministry in the most poverty stricken areas of the 
world by living in the same conditions as those she preached to; 
furthermore, she began the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an organization 
aimed to care for “the hungry, the naked, the homeless, the crippled, the 
blind, the lepers…”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began his ministry as a 
beggar after renouncing his patrimony, or inheritance; nevertheless, he 
founded 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 also known as the Franciscans, a 
group devoted to a life without monetary possessions with emphasis on 
assisting the poor and homeless.  Perhaps the epitome of Christian 
models, Jesus Christ himself lived as a servant, born in the filth of a 
manger surrounded by animals; moreover, he devoted his life to living 
with and preaching to the sinners and the poor, a life many would say ill 
fit a king.  All these symbol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ether man 
or woman, divine or human,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or in a stable, all 
who are renowned for faithfulness to God have had to give up their 
livelihoods and pursue a life of poverty. 
 Even in biblical texts is this motif of desired poverty brought up 
again and again; indeed, many books in both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contain categorical evidence that wealth is in fact, the 
opposite of a pure lifestyle.  Perhaps an excerpt from the Gospel of 
Mark exemplifies this point the most: “Again I tell you, 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Mark 19:24)  The Gospel of Luke relates a similar 
exchange when Jesus commends a poor widow for her small monetary 
contribution saying that she has given her whole livelihood; however, 
Jesus disapproves of the rich men who donate only from their surplus.  
The First Letter to Timothy confirms the veracity of these statements 
when it declares that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1 Tim 
6:10)  So how can Christian’s submit to such a life of discipline and 
humility? 
 Quite easily, in fact, the bible states exactly how one goes about 
living life.  First, one must consider the perils of worldly wealth.  
Christian theology claims that the children of God must always strive 
for a greater purpose, namely, a heavenly existence with God.  Luke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viewpoint in his Gospel: “I tell you, make 
friends for yourselves with dishonest wealth, so that when it fail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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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be welcomed into eternal dwellings.” (Luke 16:9)  He also 
mentions “If, therefore, you are not trustworthy with dishonest wealth, 
who will trust you with true wealth?” (Luke 16:11).  These two lines 
hold two similar, yet conflicting ideas.  The first one is that dishonest 
wealth will fail, and indeed, today’s economy shows a dramatic failure 
of worldly wealth.  While the failure of dishonest wealth mentioned in 
Luke is referring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point of today’s wealth 
being fickle to the ebbing of world economy as currency lose and gain 
value.  The second idea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Luke urges his 
readers to indulge in dishonest wealth; moreover, he insists we “make 
friends” with the very “root of all evils.”  Surely a Christian cannot and 
should not stand to associate with failing worldly wealth.  Luke even 
warns afterward that a servant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ammon, 
which is Greek for “that which you place your trust in above God.”  
Yet, this is exactly the greater point that Luke desires to convey. 
 One of the most conflicting lines in the chapter of Luke is 
easily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re more prudent in dealing with 
their own generation than are the children of light.” (Luke 16:8)  Where 
are clearly two contrasts in this phrase, one is the children on light and 
the other is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Luke desires to convey a single 
point in this phrase: that even though we, as Christians desire to be 
children of light; nevertheless,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re wiser in 
dealing with the present, and so, have much to teach to the children of 
the light.   While Christians must always seek for a higher power in 
eternity, we must not dissociate completely from the world in which we 
exist.  Such as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25:14-30, a servant is 
commended for investing his masters gold to produce twofold the 
original amount while the servant who buries his gold is rebuked.  In 
the same way, Christians must show wisdom in worldly wealth and 
trustworthy in dishonest matters to be proven worthy of heavenly and 
true treasures. 
 Nowhere in the bible does God advocate a complete removal of 
the body from worldly wealth.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one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Change is brought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of funds, and to imagine that an ideology that is rooted in change for the 
world can afford to completely disregard wealth is simply erroneous.  
Abraham, one of the first prophets, is revealed to be “very rich in 
livestock, silver and gold.” (Gen 13:2)  Job, another prophet, is shown 
to have been gifted innumerous riches from God (Job 42:12)  The bible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wealth as a gift from God and wealth 
as acquired through impure means and as a way to replace trust in God.  
There is a fine line between using wealth as praise to God an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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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ement to faith in God, one that Christians are still trying to 
contend.  It does not take a poor man to be a Christian, but it does take a 
willing-to-serve heart. 
 Is the perception that only the poor can serve other people 
tenable?  Many would say so; moreover,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y are 
correct.  The United Methodist Foundation of Los Angeles found that 
Christians worldwide had personal income totally around $16 trillion in 
2007, but only donated around 2 percent of that sum.  Even more 
alarming, according to Tim Stafford, the two groups that give the 
highest percent of their income are those with incomes less than $20 
thousand and more than $100 thousand per year.  The middle-class 
Americans, who hold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 donate the least 
percentage.  Statistics even show that states with a high percentage of 
Christian believers show a decreased level of median income as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income in less Christian populated states. 
 This problem is not specific only to Christians; namely, it i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one must be poor to serve the poor.  In fact 
it is nearly the opposite; indeed, to serve the poor, one must have the 
means, often this signifies money, to benefit the poor. 

 

Inspir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救援和審判 

   耶穌以雙重的圖像說明人子再來時，所產生

   的結果：「那時，兩個人同在田間，一個被

   提去，一個被遺棄；兩個女人同在磨旁推

   磨，一個被提去，一個被遺棄。」 

一起在田間工作的兩個男人和一起推磨的兩位婦女的不同命運，

生動地表達救援和審判的不同境遇。兩個圖像都先提到「被提

去」，意思是被提到「人子」那裡去，代表被選而得到救恩的

人；「被留下」則是指被留在毀滅的災禍之中，表達跌入毀滅的

審判之中。這個圖像說明，救援與審判並不是天主「任意」決定

的，而是以人們的生活為先決條件；審判其實是一個人具體生活

行為的結果。                ccreadbib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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