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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儘管原罪使眾人失卻了一切超性的恩典，人類都享有天主

賦予原祖的自由，不過，世人往往濫用自由，棄背天主的啟示，只

顧享樂，人性漸趨墮落，成為了罪惡的奴隸，這愚昧的行為，實在

令人慨嘆。幸好在遠古時代，有些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如   

聖祖亞巴郎從命獻子一事。天主要亞巴郎將他心愛的獨生子依撒 

格獻為全燔祭。不過，他對天主非常信賴，當依撒格問及用什麼作

祭品時，他便答說：「我兒!主自會照料作全燔祭的羔羊。」他把一

切都交托主手中，信德真正堅不可破，當他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

的兒子時，天主使者說：「不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不要傷害他!  

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因為你為了我竟連你的獨生子也不顧 

惜。」(創 22:1-14) 從這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亞巴郎的心靈受了

信德的啟迪完全放棄自由。 

  「信德就是直向天主的超性之德，叫我們全信天主各端道

理，因為天主不能差錯，也不能虛言。」(要理問答) 每當我們唸信

經時，需要用心發信德，因為我們在全心全意地接受天主聖三造世

贖世的偉大愛情， 透過聖子犧牲在十字架上來消除了我們的罪孽，

我們當以祂為主，獻出我們的自由。兼有聖神常在聖教會內加以默

啟，如聖保祿說:「並且我的言論和我的宣講，並不在於智慧動聽的

言辭，而是在於聖神和衪德能的表現，為使你們的信德不是憑人的

智慧，而是憑天主的德能。」(格前 2:4-5) 聖保祿再說:「你們既然

接受了基督耶穌為主，就該在祂內生活，在衪內生根修建，堅定於

你們所學得的信德，滿懷感恩之情。你們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  

學，以虛偽的妄言，按照人的傳授，依據世俗的原理，而不是依據

基督，把你們勾引了去。」(哥 2:6-8)  
 我們基督徒要活在基督耶穌內，效法基督空虛自己，所思 

念的是天上的事，生活充滿希望，這就是望德所帶來的恩賜。「望

德也是直向天主的超性之德，因耶穌的功勞，在世上賞我們要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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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寵，死後賞我們永遠的真福。」(要理問答) 這方面聖保祿提醒我

們說:「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所希望的若已看見，就不是

希望了；那有人還希望所見的事物呢﹖但我們若希望那未看見的，

必須堅忍等待。」(羅 8:24-25) 生活可以磨練我們日進於德，加強

我們的意志及忍耐，透過克己來分享基督的苦難與救贖工程。正如

經上說:「耶穌，當你來為王時，請你紀念我! 」給他說：「我實在

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樂園裏。 」(路 23:42-43) 這是對

耶穌抱有極大希望的請求，雖然我們罪人是萬分不配，卻獲得耶穌

無條件地垂允，的確是為望德作了保證。  

    「愛德是直向天主的超性之德，叫我們因天主無窮美善，愛天

主在萬有之上，又為天主愛人如己。」(要理問答)  愛是諸德的靈

魂：「愛是含忍的，愛是慈祥的，愛不嫉妒，不誇張，不自大，不

作無禮的事， 不求己益，不動怒，不圖謀惡事，不以不義為樂，卻

與真理同樂：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 

13:4-7)  我們不要事事講求自己利益，耶穌說：「人縱然賺得了全

世界，卻賠上了自己的靈魂，為他有什麼益處 ? 或者，人還能拿什

麼作為自己靈魂的代價?」(瑪 16:26) 更要原諒別人，因為我們都 

不是完人，基督又說：「當你們立著祈禱時，若你們有什麼怨人的

事，就寬恕罷! 好叫你們在天之父，也寬恕你們的過犯。」(谷 11:25
-26)  亞巴郎也是個滿懷愛德的人，他曾為索多瑪人向上主求情，上

主答說：「假如我在索多瑪城中找出了五十個義人，為了他們我要

赦免整個地方。」(創 18:26) 真不幸，索多瑪城連十個義人也沒有，

最後難逃被消滅的命運。天主也命我們幫助及照顧別人，瑪竇福音

記載:「君王便回答他們說：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凡你們沒有

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便是沒有給我做。這些人要進入永   

罰，而那些義人卻要進入               永生。」(瑪 25:45-46)   
願我們常保持信望愛三德，              去體會這永恆不息創造

了我們的大愛和它的真                  諦。 

天主是愛，祝大家主內 

平安，健康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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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聖泉—— 展現信、望、愛     

 

    二零零八年是聖母顯現於法國露德的一百五十週

年紀念。堂區亦於該年的十一月六日至十一月十六日組成朝聖團前

往露德。這是一處充滿靈氣而具有宗教歷史價值的地方，亦使眾多

信徒前來憑弔及緬懷聖母的懿範，參覽聖人聖蹟。對教友而言，是

值得珍惜的機會。 

 前往露德途中，內心充滿喜悅和希望。在車廂裏，手持唸 

珠，默誦玫瑰經，把自己交托於聖母無染原罪的聖心內，乞求聖母

帶領、護佑，使眾信徒能平安地抵達目的地。 

 聖母在此治好了不少身懷殘疾的人仕，也幫助過不少人渡 

過惡運而得以重生。所以，這裏教堂內的牆壁上，或柱子上都嵌滿

了感謝聖母的雲石匾牌，可見信徒對聖母的信賴之欣切和深刻。 

 聖母在露德的一個大石洞前向聖女伯爾納德顯現，並示意她

在洞穴內的不遠處以雙手挖出泉水 —— 即現今的聖泉。聖泉的水

清澈無比，至今泉水仍不斷的從石中湧出，蔚為奇觀。當局在這洞

穴旁興建了用以治病的聖水池，令到來治療的病患者，絡繹不斷。

雖然是入冬，浸泉的人實在太多，我們只好等至抵達後第三天清早，

在最神聖的地方，與來自英國，洛杉磯及聖荷西等地教友參與彌撒

共祭後，便飛奔往聖泉，接受身心的洗滌。在法國，十一月份已踏

入冬天，加上多雨，氣溫更低。上午十時，在義工的安排下，各人

依次被安排到不同房間內脫去所穿衣服，僅以一塊厚膠布裹著赤裸

的身軀，輪候浸聖泉。由於對聖母有強烈的信心，加上不停的誠心

禱告，雖身處水中，從池的一邊漂浮至池的另一邊，親吻聖母後再

轉回起點，卻不覺寒冷，只覺有點點暖意。在池中漂浮時，內心對

聖母的熾熱渴望；祈求獲得聖母的恩賜，以減輕內心的傷痛和以往

一切罪過，更渴望在聖母的慈愛下，洗滌心靈上的創傷。我在親吻

聖母像時，只覺身上所負的軛，突然卸下了，把所有煩惱都交給了

聖母，讓聖母替我分憂，替我療傷。在義工的幫忙下﹐返回起點，

步離水池後，放下厚膠布，圍上浴袍時，身上的水份已不知所蹤。

不需揩抹，已可穿上衣履鞋襪，愉快地離開現場。再依照通告的指 

鍾周潤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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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到飲用聖水的地方，喝一口水，並以水洗臉，整個洗滌過程就

算完成。此外，要辦告解，參與彌撒，領聖體，並誦唸一篇指定的

經文，便可獲全大赦。 

 下一項目便是拜苦路。教友們隨著蕭神父緩步上山時，沿途

景色優美。在這充滿靈氣的環境下，使我認識甚麼是「大愛」。聖

母不但愛護她的聖子，也無條件的愛護我們這些罪人，為我們受苦，

更為我們贖罪。聖母的慈愛、謙卑、溫良、聽命、服從，因而孕育

出我未能盡識的救世主。以上各點都是信徒們應效法的楷模。特別

是「愛」，能夠愛人如己嗎？能夠愛你的仇敵嗎？能為迫害､欺壓

你的人祈禱嗎？能原諒那些忘恩負義者嗎？知易行難，若非海量汪

涵，積極地學習和實踐，有聖神的光輝帶領著，確實不易做到。就

讓我們依靠聖母，由聖母的愛燃燒並引領我們，盡量改變自己。多

關心和體諒眼前所有的人，多做善工，多做補贖，支持教會播道，

並勤唸玫瑰經。希望透過靈修的培育，大家都能活出主的聖訓，散

播仁愛的種籽。  主祐。 

 Easter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t carries a very 
significant meaning to me this year—I will be baptized and 
become an official member of the Catholic community! 
  Last year was a year of emotional and transitional 
challenges for me.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n May.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was exci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brought a sense 
of apprehensiveness. As a student, my goal was simple—to learn 
and excel in classes, but what was my goal as an adult in the real 
world?  Days (or even the day) before my graduation, I was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I didn’t want to graduate 
without a pre-determined goal or path. I just wasn’t ready to 
explore the real world. Since I am a worrisome person, I hate the 
slightest hint of uncertainty. 
 Job hunting was already challenging enough, but to top it 
off, the economy was deteriorating, making it harder to find a job. 
The lack of feedback from my job applications caused me to doubt 
my qualifications. Was I not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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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ong would it take me to find a job? How come other people 
were able to find a job much faster than I could? Frustration led to 
the bottling up of my mind with negative questions. My 
confidence dwindled as days went by. I just couldn’t help but 
sulked and felt discouraged at the situation.  
 It was during that period that I was brought to church 
every Sunday and truly spent some thought on what Catholicism 
was all about. Many times during a Mass, I felt the questions that 
I had raised to myself were answer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 
homily addressed what I had in mind in that particular week as 
though God was responding to my questions. The message that I 
got out of the homily helped fine-tune my thinking in that I was 
able to see the brighter side of everything, freeing me from the 
negative feelings that had trapped inside of me. I actually started 
to look forward to Sunday Masses as I found a sense of 
peacefulness and comfort after attending one. I was very amazed 
every time that happened and made me wonder what that could 
mean. Was that a signal that He was reaching out to me? This was 
a question that I kept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 liked going to Sunday Masses, but did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the Catholic community as to become 
baptized? I wasn’t sure. When I was invited to the RCIA and 
assured there was no commitment to it, I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I 
couldn’t really lose anything if I attended a few sessions but 
decided not to continue with it, could I? It turned out the RCIA 
was very enlightening. It allowed me to reflect on my attitude and 
way of lif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atholic faith and way of life shed light on me, providing me new 
insights on how to live a meaningful life with God by my side. Of 
course, I am only at the start of my spiritual journey and have 
much more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But, I have learnt to put 
everything, be it good or bad, in the hands of God, for He is the 
one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upon. I have to appreciate life and 
do the best on my part and leave the rest to Him. He has 
everything planned out for me. The RCIA and Catholic faith and 
community played a big role in overcoming my negative feelings 
that stemmed from the disheartening and frustrating experiences 
of aimlessness and job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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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引用靜觀祈禱小冊子序言中一段作為指引： 

             「每個人都有天主給的恩寵，就是從自己的個性， 

             向天主說話的必要」。基督說：當你祈禱時，要進入

你的內室，關上門，向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父在暗中看見必要報

答你（瑪六︰ 6）。這些話固然是對法利塞人在祈禱時炫耀的警告，

然而有比這更深的意義，可用耶穌自己的作為來說明。福音中提過

十多次，耶穌獨自一人進入荒野或山嶺同他的天父作私下的交談。

因此每個基督徒都需要祈禱。先談「口禱」：它是嚅動口唇，提高

聲調，誦念或詠唱的祈禱，口禱的經文都是事先準備好，或寫好，

經常都是美麗動人，更富啟示性的。口禱也可以是自動自發的。然

後是「默禱」，或稱「默想」，是集中在腦海裡，構想、思索、反

省和回想天主和祂的美好作為祈禱，用頭腦尋求頌悟和理解，在默

想時，口唇寂靜，而頭腦繁忙。 

 最後是「靜觀祈禱」，也是舊稱的「默觀」，是將心靈與意

志伸展到天主臨在的祈禱。在這種祈禱裡，口唇與頭腦二者均止息

不動，這是心靈在不言不語的情況中，單純地注視天主，意志尋求

天主採取同一的步驟。長大成熟的基督徒，義不容辭，應該達到靜

觀祈禱的階段。  

 靜觀祈禱，就是要我們退入內室，以至進入心靈深處與主會

悟。找個清靜的地方，在自己家裡，或在聖堂聖體台前，跪下或坐

下，把整個人放鬆，閉目，調身，把背部挺直，頭要正。調息，把

氣息一吸一呼要暢順自然才容易放鬆，將氣經鼻孔吸入丹田，然後

將氣送至胸腔，氣留胸腔一會再呼出。 

 調心，把一切雜念推開，專注天主的臨在，臨在你的心靈深

處。任何有善意的人，靠天主的恩寵，努力實習，皆能獲得靜觀祈

禱的效果。就是全心、全靈、全力愛慕天主，在心靈深處與天主親

密共融，同時維持與主同在的意識。靜觀祈禱，就是接受和尋求天

主的愛，耶穌說﹕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

祂那裡，並要在祂那裏作我們的住所（若十四︰ 23）。我們認識了，

且相信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那存留在愛內的，就存留在天主內， 

 

           

Mary林太 祈禱的感受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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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也存留在他內（若十四﹕16）     

 祂將用祂的臨在，祂的聖神充滿你，你只能藉信德，聖寵，

在經驗中去辨認祂。祂的臨在給我們心靈深處帶來平安，寧靜，喜

樂。既然感受到天主的愛，天主能使你整個人改變，你也會去愛週 

圍的人，愛與關心別人，在祈禱的暗室裡，就像花在暖房裡，開始

增長。 

 筆者喜歡晨早起床做靜觀祈禱，清晨的寧靜使你更易放鬆，

精神充沛，易於把一切雜念推開。當然早上時間有點緊逼，那怕只

有十五至二十分鐘也好，總比其他時間更易投入。晚上睡前半小時，

亦是最寧靜之時，此時再做一次靜觀祈禱﹔能把意識灌注心田，再

度與主會悟，把整個靈魂和肉身交在天主手中。 

 使你心無雜念，只有一個意念，就是，「主在我內，我在主

內」、這種甜蜜的感受，可謂「只可意會，不可言傳」。要記住，

靜觀祈禱的「主要目的」不是為自己的利益，而是為天主，準備好

把這段時間當作全燔之祭，為天主而消耗。 

 在這愛的感受中，會自覺實在不配，因而很易引發懺悔的 

心，悔恨自己的罪，以真心悔改和真實謙卑的心，承認自己的罪過、

缺失，並且請求天主的寬恕，把一切所犯的罪，以往的，現在的，

全部都放在天主手裡，會感到很平安，因為知道天主的仁慈比自己

所有的罪不知大千萬倍。這是筆者最大的感受與體驗。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神。 

小妹   Joining the Family of God                 

 Although I was brought to church by my mom for six years 
when I was still in middle school, I was not baptized and did not 
understand much about Catholicism. Yet I asked my parents why I 
existed in this world at that time. After I finished college and started to 
work, I began to think more about life, goals, and the religion. I decided 
to join the RCIA class as a catechumen with the hope of looking for 
some guidance. 
 The RCIA class has been an interactive one. Facilitators raising 
questions created a lot of thoughts in my mind,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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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other religions etc. 
Most scientists do not have religion because they need “evidence” to 
convince themselves. Having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science, 
however, I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because the world had to 
have a starting point, creation. One facilitator also raised the question: 
why do you think God created the world? It actually reminded me of 
the question I had when small about my existence in the world. I had a 
take-home message that it is certainly impossible for us to learn what 
was in God’s mind when He created the world. Nonetheless, given that 
we were created, what we could do about our lives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I became more aware of what I should do in my 
future and about my life. In addition to guidance in life, I also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Catholic views in different aspects as well as 
the meanings of different parts in the mass and liturgy. When I was 
small, I saw people in mass eat the bread and drink the wine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symbolize. I also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people meant by Jesus sacrificing for us humans. My experience in this 
community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God loves us so much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save us from our original sin by Jesus being crucified, 
and that Catholicism is all about loving God and loving one another. 
 One thing that really impressed me when I went to the mass in 
St. Clare Church the first time was the way that people in the church 
wish one another peace toward the end of the mass. It is the first time I 
saw people do this in church; perhaps I did not pay attention when I 
went to church when small. However, it really makes me feel joyful, 
comfortable and peaceful. In addition, people also clap to welcome 
new-comers every Sunday; it was also new to me. Although I felt a bit 
embarrassed because I was asked to stand up, I do think that it is a very 
good way to show friendliness to people that are new to the church. 
 I feel excited about getting baptized in April. It will be a big 
day for me as it is the day that my sins are “washed away” and it is the 
day that I become a member of God’s family. I hope that through 
baptism, I will be closer to God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what He 
wants me to do. 

德行  Mary 林太   
 德行可分為兩類，就是向天主之德及行為之德，向天主之德

有信、望、愛三德。行為之德有四樞德 : 智德、義德、勇德和節德。 

 信德，信德叫我們全信天主各端道理。我們平信徒是最有

福的。我們有機會認識真主，認識去天堂的道路。世界上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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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尚未認識真主而走錯路向。有些為異端引錯路向，有些為教難而

放棄信仰。我們要誠心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德，寧死不敢犯天主的

誡命。 

 望德，望德是盼望天主的仁慈，在世上賞我們要緊的恩寵，

死後賞我們永遠的真福。吾主至忠信，既許必踐，又是全能，能踐

所許，又肯賜所許。所以我們信賴聖子之功，全赦我罪，獲登天國。 

 愛德，愛德是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愛德超越一切，

我若能說人間的語言，和能說天主的語言，但我沒有愛，我就成為

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我若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切奧妙和各種

智識，我若有全備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若沒有愛，我什麼也

不算。我若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了，我若捨身投火被焚，但我若

沒有愛，為我毫無益處。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祥的，愛不嫉妒，不誇張，不自大，不

作無禮之事。不求己益，不動怒，不同謀惡事，不以不義為樂，卻

與真理同樂，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 13 ︰ 1—7） 
 這種愛不是人倫道德的愛，或本性的愛，或男女間的愛，或

夫妻父母子女的愛，而是屬於天主本性本體的愛，是永存不朽的。

其他一切神恩只是引人歸向上主，一旦達到目的，享見天主就不再

需要這些神恩了，所以愛是超越一切。 

 行為之德有四樞德﹔就是，智德、義德、勇德和節德。因為

是諸德之樞紐，無論什麼德行，都離不了的。 

 智德：智德是靈魂的眼，告訴我們什麼是好壞，尤其如人生

的舵手，教我們何時和怎樣放棄世物，爭取永遠的福樂。義德，義

德教我們願意遵守天主的誡命而生存。義人是正直人，給人應要付

的，給天主朝拜，給上司服從，給下屬賞罰公平，平等待遇兄弟們。 

 勇德：勇德給我們力量去完成我們的責任，不顧阻礙和艱

難。我們具有勇德去完成我們的責任，我們不怕嘲笑、逼害，甚至

有生命之危險。沒有殉道者是怯懦的，他們是堅強的頂尖人物。 

 節德：節德限制我們的判斷和熱忱，使我們能利用世上短 

暫的物質，有足夠力量嬴取永遠的福樂。我們節制飲食，使能夠維 

持生命，完成我們的責任。聖方濟各沙雷氏說﹕「我要求很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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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我的要求，但很少。」我們的節制不包括我們需要去完成正常

的責任。 

 我們各自修德，獨善其身是不夠的，還該愛人如己，按自己

的力量行哀矜。哀矜有神哀矜和形哀矜兩種；神哀矜是解人疑惑，

教導愚蒙，勸人回改，安慰憂苦，赦人侮辱、忍耐、磨難，又為生

者死者祈求。形哀矜是飢者食之，渴者飲之，裸者衣之，收留行旅，

照顧病人，看被囚者，葬已死者。「賢明之士要發光有如穹蒼的光

輝，那些引導多人歸依正義的人，要永遠發光如同星辰。」（達十

二： 3）傳教士、傳導員、神修作者，以及教師等將要領受酬報。 

 對於那些在信德上愚惘的人，給他們點醒迷津，歸依正道，

功德無量。勸導犯罪人回改，義不容辭。寬免別人給我們的不合理

磨難，這樣做法，我們的忍耐會給對方認識自己的錯。「你們不可

為自己復仇，但給天主的忿怒留有餘地，因為經上記載﹔上主說﹕

復仇是我的事，我必報復。」（羅十二﹕19） 

 我們要時常求天主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安慰憂苦的人們，給他們真誠的同情心以及給他們幫助。為生

者死者祈求，我們可能看不到我們祈禱的效果，但天主看見。沒有

一個誠心祈禱是白費的。祈禱不但給受益人得益，但也給我們自己

受益。 

 對於受飢餓者，我們萬不能不顧。耶穌說﹕「誰若因你們屬

於基督，而給你一杯水渴，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不會失掉祂的賞

報。」（谷九︰ 41）所以我們就算給需要者一杯水，天主也會賞報

我們的。 

 各地的慈善家都於寒冬派發綿被及衣服給露宿者，這是裸 

者衣之。收留露宿者，安置於溫暖的地方。探訪病人，給他們臨終

時及神修方面的幫助．．．．。 

 探訪監獄，給他們物質上的幫助。 

給死者家屬的幫助，如施棺施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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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郵件  連聯波（Joe）  

 記得在初中時，哥哥收到一封連鎖式的郵件（chain letter），

那是第一次見識到這種垃圾郵件，說要把它複印再轉寄給其他人，

還說某人做了多少天後會有什麼幸運的好事情降臨。而某某人不去

理會卻在過了幾天後會有什麼不幸的事情發生等等。一面是引誘的

獎勵，另一面卻是可怕的恐嚇。 

     今天這種垃圾郵件已經轉型到不用花錢去複印和買郵票，也

不用花時間去投遞的電子郵件中，變得更方便，更加廣泛而且無孔

不入地充塞在電子世界之中。它的糖衣更加轉化成一雙天使般的翅

膀。引用或利用一些人生道理或聖言，而目的不外是要被廣泛地傳

開，手段也差不多，利誘加上恐嚇，利用一般人的純真的心理。 

     記起有一次收到這種垃圾電子郵件，一看它的圖像（兩個象

首人身的東西），加上它的利誘和可怕恐嚇，馬上感覺到不寒而慓，

內心充滿非常不舒服的感覺，立即把它從郵箱中永久刪除，結果巧

合地由當晚開始病了三天，而且還感冒發燒。真是無巧不成書。 

     記得有一次面對這類糖衣和聖言掩飾的垃圾郵件，念了一遍

天主經，然後戰戰兢兢地把它除掉，但刪除後頓時感覺輕鬆自由了

許多，那恐嚇的枷鎖也不見了。更重要的是一顆平安和自由喜樂的

心又回來了。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釋放和自由。 

以下是想和大家粗略分享，我對垃圾郵件的處理方法： 

I. 修改後才轉發: 

   有些垃圾郵件本身的內容也許不壞，但通常最可惜的是最後一 

   頁或一段的恐嚇利誘文句。簡單的把這段文句刪除後，便可以 

   轉發。但是有一些檔是不能修改的，如： PDF 或一些圖像格 

   式。如果是 PDF 的，一般可以這樣處理： 

 1. 除去最後一頁： 

  通常這些恐嚇利誘的文句是在最後一頁，簡單的可以用 

  列印方法，選擇由第一頁到最後第二頁，然後不選擇印 

  表機而選擇列印到 PDF，那會產生一個新的 PDF 檔而沒 

  有那最後的一頁恐嚇利誘文字。 

 



It’s Never Too Late   JC  

 2. 修改 PDF（或圖像格式 JPG、GIF 等等）： 

  如果要修改 PDF，那可以用 PDF 的轉換軟件工具（例 

  如： Scansoft 的 PDF Convertor），轉換到可以修改的 

  W o r d，P P T，E x c e l 等格式，然後修改再轉發。 

II.祈禱後刪除: 

 初次遇到這種恐嚇而又利誘的垃圾郵件，心理總會有些陰

影，（很正常的，就連門徒們也經常被耶穌罵信德少，更何況我並

不是聖人）。刪除有些害怕，轉發又好像解決了問題（那正是被利

用著了）。對我來說最好的方法就是靜下心神，念一篇經文（天主

經、聖母經或耶穌禱文等都可以），讓內心平伏，求聖神賜給我那

份信德和平安。然後籍主耶穌基督之名，不費吹灰之力，把這原來

屬於惡神的東西從電子郵箱中刪除，也把它從我的內心中一同刪

除。 

     我記得當我們領洗領堅振的時候，神父曾經問過我們是否

願意棄絕魔鬼，我們都回答願意。也問過我們是否相信唯一的天主，

我們都回答相信。那對這些垃圾郵件的處理方法和態度，也是一種

生活的小考驗，讓我們去信天主和棄絕魔鬼吧！ 主佑！ 

12 

  Do you believe God prepare different routes for 
different people?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will always bring you back 
to Him no matter how far you wander away? Do you believe God 
always talk to you? I believe in all of the above. Here I am, getting 
ready for my baptism, after wandering in my journey to God for 10 
years, and now, my life is all filled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 
 I learned about God since I was three, as I went to Catholic 
schools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Since I was eight my mother who was 
not a Catholic, brought me to a church and I started attending religion 
instruc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ngsters at that church. I also attended 
additional religion class offered by my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was twelve, both m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instructor of the church thought that I was ready for baptism, yet, the 
priest of the church refused since my parents were not Catho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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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林太    

 After I finished my elementary school, I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atholic school. I learned more about morals and ethics from my 
religion classes there. However, as I had more school work and extra 
curricula, I stopped attending additional religion instruction. Since then, 
it seems like I paused on my way to God.   
 Yet, God never abandoned me. During my studies and later my 
career in the States, I never felt alone when I faced challenges.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States,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is country, my cousin 
took care of me. My parents called me weekly to make sure I was doing 
well here. I got to know a few good friends at school. I could feel love 
from God from all these loving people around me. 
 After having independent life for some years, I could see God’s 
arrangement for me. For a few times, I came to a few issues that I had 
no way to deal with and felt completely desperate. I turned to God and 
prayed.  I could tell that as long as I tried my best, God would handle 
the rest, and every incident happened in my life was sort of linked to the 
other like they were well planned. I learned that there is always hope as 
long as I turn to God. 
 Last September, I started going to St. Clare’s Church and 
attended the RCIA program. From class, I got to know more about God, 
what God wants us to know and how He wants us to be.  Since then, I 
developed my Faith in God as things are making sense to me through 
my learning from the class. I do not think it is late to be baptized at my 
age now. I guess it may be God’s arrangement. Now, I am grown up 
and can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and about Christianity. 
After attending RICA and joining the St. Clare parish, I feel that I am a 
lot more ready to become a Christian compared to last time when I tried 
to be one.  

 

 

喜訊 

    教會何時誕生呢？復活主日的福音帶出的訊息， 

    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是在十字架上耶穌死的時候交出自己的靈 

  魂，流出血和水，就象徵聖體和聖洗。經驗新生命教

會誕生的喜樂。  

 第二點，今日福音說：耶穌噓一口氣象徵賜與聖神。經驗到

基督復活的喜樂帶給人。 

 第三點，聖神降臨到所有門徒身上，他們領受了聖神之後，

放心大膽傳揚基督的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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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聖神賜與一個新生命，力量是來自聖神。教會給我們的

任務是傳揚福音，耶穌說：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

保留誰的罪，誰的罪就保留。（宗徒原來的意思就是受派遣者）。 

 今日福音是帶給人一份新的精神，基督徒是帶來平安，祝福

和寬恕。耶穌顯現時第一句話是「祝你們平安」，耶穌並沒有斥責

宗徒而係祝平安。教會是一個使人通過它獲得信仰的橋樑。帶出一

個訊息，若要找基督，就要在教會內找祂，否則很難找到祂。多默

偏偏在耶穌顯現時不在教會團體內，所以錯過了機會。 

 因此，一個基督徒不能離開教會，如果不在教會團體內很難

保持信仰。所以要愛護我們的教會，教會應受到信徒的愛戴。教會

是共融的團體，當時門徒就用了分享的方式來共融，現在你用甚麼

方式呢﹖就要你自己去體驗了。 

 離開教會的人，一定先離開聖言，所以應該時常接觸聖經深

入研究。「據說耶穌新教的人離開教會比天主教離開較少，不知是

否新教的兄弟姐妹讀福音比較多呢﹖」此點值得我們反省。  

教會的誕辰 Mary林太    

 耶穌知道門徒對他們認識很淺，很想教導他們，但又怕他們

聽不懂。因此祂告訴門徒會派聖神來教導他們。 

 耶穌對門徒說：「我要從父那裡給你們帶來護慰者，他就是

真理之神。他來到時，要為我作證，你們也要為我作證，因為你們

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我本來還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

現在不會明白。當那真理之神來到時，他要引導你們明白所有的真

理。他會把他所聽到的講出來，並把未來的事告訴你們。父所有的

一切，也是屬於我的，我會把我的一切都告訴他，讓他轉告你們。 

 耶穌升天後第十日，門徒聚集一起。忽然，天上來了一陣嚮

聲，像大風吹過，充滿他們的房屋。有些散開像火舌，停留在每人

的頭上，眾人立即充滿聖神，聖神使大家說起外方話來。有從天下

各國來耶路撒冷過節的猶太人，聽見這聲音，就走到門徒的住所看

看，他們聽見門徒傳揚福音，都驚惶失措﹔因為大家都聽到門徒在 



   15 

  

說聽者聽得懂的話。 

 門徒領受聖神後，不像以前那樣怕事了，對耶穌的福音也一

下子完全明白。他們立刻走到屋外，向群眾傳福音。在屋外的聽眾

都是來自世界上不同地方的人，所說的語言各自不同。但他們的耳

中所聽見的同一位門徒的教導，卻都是用他們所聽得懂的語言說出

來。好比有一個人在台上演講，台下的聽眾有中國人、英國人、日

本人．．．．雖然沒有人作即時翻譯，但中國人聽到的是中國話，

英國人聽到的是英語，日本人聽到的是日本話．．．．那當然是莫

大的奇跡﹗聖神降臨那天，這樣的奇跡就發生在耶路撒冷，結果那

天領洗入教有三千多人。因此我們說聖神降臨節日是教會的誕辰。 

  乙年聖神降臨節（若 15 ︰ 26—27） 

 

信、望、愛  

 要做一位忠實的基督信徒，追隨基督的足印，以信、望、愛

為生活的藍本是最好不過的了。要闡釋信、望、愛的真諦，相信各

位在神師口中已領略不少，慕道只有廿餘年的我實無資格討論，在

此只想反思生活點滴，彼此共勉而已！ 

 香港中學裏就有三間以信、望、愛而命名，他們是德信、德

望和德愛中學。他們辦學的使命分別是：以基督為榜樣，發展全人

教育；欣賞事物的真、善、美活出「誠與愛」；著重基督徒生活，

實踐愛德、望德、喜樂和感恩。 

 信德：每位基督徒都深信天父對我們的大愛，祂為了救贖 

世人，派遣了祂的獨生子耶穌降臨世間，施展其救贖工程，雖然人

類三番四次迫害耶穌，甚至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但天主對我們的

承諾、對我們的救贖、對我們的仁慈與寛恕卻無絲毫變改。 

 講到信德，不能不提信德之父亞巴郎，他完全信賴上主，當

天主要他奉獻他的獨子時，他就毫不猶疑地把兒子放在祭壇上預備

奉獻，當然他的信德獲得天主的恩寵，天主派遣天使另作安排。 

 數年前香港入學的適齡兒童減少，幼稚園是自付盈虧的教 

育機構，由於入學人數下降，入不敷支，即使是天主教辦學團體，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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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難逃結束的命運。當時有一位我認識多年的天主教幼稚園校長，

她的幼稚園辦了數十年，亦要面臨結束，要解散多年同甘共苦的教

師、職員，自己亦要面對失業，真是難過不已！我當時寫了幾句鼓

勵她：「夏日碧蓮池盛放，猶勝紅梅傲雪寒，一朝春暖花開日，再

育新桃耀香江。」她是一位有信德的教友，幼稚園結束後她到小學

裏任牧民工作，為天主作見證，宣揚福音。兩年後，她獲一所有名

的天主教幼稚園聘任為校長，繼續教育和福傳的工作。  

 鼓勵別人信靠天主比自己面對困難時較為容易，想不到兩 

年後，我任職的天主教小學，亦面臨收學生不足，政府削減資助，

我要裁減多位相處二、三十年同甘共苦的教職員的困境！有了上述

幼稚園校長的信德啟示，我當然深信天主定有妥善的安排，這大大

的減輕了我的壓力和精神威脅，而在有信德之下，我亦能協助離職

員工找到新工作，學校在校友、家長和有心人士的支持下，仍然可

以掙扎生存，真要感謝天主恩賜！ 

 信天主是全能的，就要相信祂的一切安排，包括順境的、逆

境的；成功的、失敗的；生存的，死亡的；喜樂的、悲哀的………。

許多人在得意時讚頌天主，失意時咒罵天主，這就是失去信德！天

主的安排豈是世俗人所思所想的，我們應以亞巴郎為榜樣，對天主

常懷信靠之心，時時祈禱，事事感恩。 

 今天我們受到世俗的困擾、金錢慾望的蒙蔽，人生失去方 

向，如無舵的小舟，斷線的風箏，看不到前途與目標，苦惱不已。

信靠天主吧！祂是我們的舵、我們的唯一依靠，活水之源，生命之

糧，祂令我們永遠不渴、不飢，這樣，生命才有意義和價值！ 

 望德：每位信徒都應對天主充滿希望和信靠，不過我想引 

用香港教區陳日君樞機主教 2003 年的聖誕賀詞，一同反思望德無

疆。他說：「晉牧前我請了一位慈幼會修士按我的構思劃出一個牧

徽，當他把草圖給我看時，我發現有三個地方圖畫出了界，我向他

說這樣不太合規矩。他說：「我就是這麼『霸道』的了」。原來他

要在牧徽上表達出我的性格，藝術家的權威是無上的，我沒有抗議

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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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看看那圖像，我發現我可以給予一個新的解釋，圖上

角出界的是聖體，聖體當然超越一切，誰敢說祂霸道？圖下兩處出

界的是一個錨，錨象徵望德，這樣、圖像說的是：望德該「出位」，

那我就可以絕對贊成。  

 望德所指的與慣常我們說「希望」時所意味的有所不同，平

時我們對所「希望」的並沒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祇是希望」而

已。望德的期望卻堅定不移，它的基礎是信德，它像信德一樣堅定。

亞巴郎是信德之父，他也就在絕望的處境中仍保持希望。不「出位」

就不是望德。  

 在將臨期的禮儀裡，我們的望德得到豐富的滋養，彌撒中的

禱文再三這樣祈求：「上主，我們所有的一切都是你的恩賜。」「上

主，沒有你，我們便一無所有，求你賜給我們行善的力量。」「上

主，求你教導我們以你所賜的智慧去分辨世事，並樂於尋求天上的

幸福。」「上主，我們的罪行使我們感到慚愧，不堪當稱為你的信

徒，求你使我們因你的聖子帶來的救恩而得到寬恕，歡欣踴躍地侍

奉你。」很明顯的、望德能「出位」，不怕一切，因為我們依賴的

是天主，不是我們自己。」 

 愛德：愛有多種，小孩子也可輕易數一數。在格林多前書第

13 章 4-7 節說：「愛是含忍的，愛是慈祥的，愛不嫉妒，不誇張，

不自大，不作無禮的事， 不求己益，不動怒，不圖謀惡事，不以不

義為樂，卻與真理同樂：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信與望其實也包容了在愛內。 

 每次我到聖堂，舉頭一望，當看見祭壇上懸掛的十字架，就

不期然想到基督給我們的兩大誡命：其一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其二是愛人如己。十字架的縱軸，表示天主由上而下的愛，無條件

的愛，在廣闊宇宙中俯視世人，處處關懷無微不至。我們亦應仰望

天主，全心全意全靈愛祂、信祂，與祂連成一線，這種天人合一的

體會，是我們基督徒至高無上的恩寵！十字架的橫軸，就像基督的

雙手，要我們效法祂，向左右兩旁伸展，愛我們的近人，一路伸延

開去，到每個家庭、每所學校、每所辦公室、每個省巿、每個地區、

每個國家…………地球上每個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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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開心有幸成為天主教教徒，分享基督的福音和恩賜，趕

快把你的聖寵與你身邊的人分享吧，讓基督的信、望、愛活在世人

心靈內！ 

聖母月 Mary林太    

             五月是春天最好的時光 --- 百花齊放，萬物

向榮，聖教會訂五月為特敬聖母月，要人特別敬重聖母，其原因是

聖母是聖穌的母親，也是我們世人的母親。 

 聖母是耶穌的母親，因為懷孕降生了耶穌，耶穌有天主性和

人性，就耶穌言是天主第二位，聖母可稱為天主的母親，聖母是我

們世人的母親，因為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上，斷氣前曾向十字架下

的聖母及若望宗徒說：「女人，請看你的兒子！」再向若望說﹕「請

看你的母親」。據聖師們講解，該時若望代表我們全體人類，所以

聖母是我們世人的母親。 

 就聖母的整個德表言，聖母確實是我們世人的母親，耶穌是

救贖人類的救主，聖母完全參予了救贖人的功業。第一步，天使報

告天主選她做救世者的母親時，她謙遜地答應了，然後以自己的血

肉完成了耶穌的軀體，後離家遠赴白冷在山洞中生了耶穌，為逃避

黑落德的毒手，遠赴埃及避難。回納匝肋後照顧耶穌的起居生活，

直到耶穌三十歲出外傳教，三年期間，聖母也常伴隨著，如加納婚

宴中，聖母請耶穌變水為酒，解除主人的難處。 

 （若二）耶穌背十字架上山受難時，聖母也在苦路上追隨著

（苦路第四處），直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聖母站在架下，伴隨

著耶穌完成整個救贖工程、就人的觀點言，母子連心，聖母所受的

痛苦與耶穌完全相同。 

 在此聖母月內，我們除了平常的敬禮聖母外，更要增加恭敬

聖母的熱情與祈禱。我們對聖母的敬禮與對天主的敬禮不一樣，對 
天主是直接的崇拜天主——「求主垂憐」，對聖母是依恃的熱情—

—「為我等祈」，欽崇天主是對神的直接祈禱，天主是否答允還不

知道，對聖母的祈禱是請聖母向天主代禱，賜給我們恩典，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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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世上對聖母的敬禮怎樣隆重皆不為過，乃子女對母親的孝愛 

表現。 

 聖母在不同的地方顯現給世人，或警告世人「不要犯罪」，

或勸勉世人「克苦行善」，皆是要人遠離罪惡，走向天堂。聖母曾

說過：「我照顧你們如同世上的母親照顧孩子一樣。」但世上的母

親是人，在照顧孩子時，屢次感到心有餘而力不足。聖母是天主的

母親，照顧孩子的力量遠超過世上的母親，只要我們求的是為自己

心靈有好處，聖母一定會幫助完成。中國有句諺語：「天下的母親

愛小兒」，實在言：「天下母親也愛好兒，更愛壞兒」，只要是子

女，父母沒有不愛的，聖經上蕩子回頭，便是具體的例子。 

 對聖母祈禱的方式，除了常念的玫瑰經以外，還有教會批 

准的熱心短誦，每句的祈禱短文都使我們與聖母結合在一起，如「我

之聖母，我之倚靠」，「仁慈之母，為我等祈」，「天主童貞之母，

祈為我轉求耶穌」，「我聖母，請救我於大罪」，「聖母瑪利亞，

請救我於地獄之刑」，「愛情，痛苦及仁慈之母，為我等祈」，「瑪

利亞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護我等於仇敵，救我等於死後」，「望

童貞瑪利亞，因爾聖子降福我等」，「童貞瑪利亞，爾受上主之讚

美，於普世婦女之上」，「天上聖母，為我等祈」，「讚美天主之

母，真福童貞瑪利亞，無玷之聖胎」，「聖母，求爾將被釘者之聖

傷深刻於我心」，「痛苦聖母，教友之母，為我等祈」，「瑪利亞

甘飴之心，望為我之救援」，「至聖玫瑰之后，為我等祈」，「永

遠救助之母，為我等祈」，「無原罪和平之后，為我等祈」，「孤

獨者之母，為我等祈」，「諸宗徒之后， 

為我等祈」。 

 以上諸短句，每誦念一次，每一 

句皆有三百日大赦，教友可選擇頌念之， 

是很好的向聖母祈福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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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東  

  不論我們信教與否，健康的生活中都需要良好的『信

心、希望、愛心』。這樣生活才是快樂的，有意義的。不相信未來，

我們還會在美國生活嗎？如沒有愛心，還會敬老扶幼嗎? 如果不愛

孩子，不相信孩子可以學好，不希望他們有美好的前途，家長們還

會教孩子什麼是對、什麼是錯嗎？還會教導他們有禮貌、有公德心

嗎？還會安排他們受教育嗎？ 

 對於跟從主耶穌基督的天主教徒，『信、望、愛』有更高的

層次。我們除了要盡力做好一般的日常本份外，還要把「主耶穌的

教導」生活出來。在聖經中，「主耶穌的教導」己經被記錄下來了。

在慕道班和神父的講道中，我們都應聽過主耶穌的教導是什麼。   

 身為教徒，我們要『相信』舊約和新約聖經的真確性和可信

性。曾聽到傳道人說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講述聖蹟是很有挑戰性

的，尤其是向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因為他們習慣要找尋證據，要証

實每一件事。事實上，聖經就是證據，就是歷史記錄，是經歷多代

的人把一系列的事情用文字記錄下來。經過無數的考古和實物証

明，聖經中所述說的城鄉、風俗、律法、天氣等都是實實在在曾經

存在過的。像聖經這樣的記錄比其他型式的傳述記事方式如口傳、

民謠、雕刻、壁畫等都來得可靠，可信，也不會誤傳。『相信的人

是有福的』、『不要怕，只要信』，『要信上主，你的天主』。 

 蕭神父講道中曾提到，自小便被家長帶去受洗的長大後可 

能覺得信仰對他/她是一種壓力。不知這是否因為信仰不是由他/她

自願選擇有關。但這並不等於聖經之可信性有問題，而是他/她對天 

主教教義接受性的問題。須知道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重要的或

不很重要的事都是不由我們自己選擇的。如性別、高矮、樣貌、膚

色、智商、各種顏色的名稱、汽車方向盤在左或右等等。當然，父

母親和傳道人向他/她講解聖經是很有需要的。 

 在聖經中，我們可看到眾先知的指引和教訓、大聖若瑟和聖

母瑪利亞的典範、主耶穌的言傳身教，看到他們是怎樣真真正正的

把『愛』活出來。從主耶穌、宗徒及其在世代表的教導，我們可正  

信望愛的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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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瞭解慈愛的天主為我們所作的事，衪所安排的贖世工程，怎樣

不拋棄、不放棄我們。依從聖經的指引，我們的信仰才是找到了真

正的源泉，找到了『希望』的方向。   

 我也曾聽過也見過有些教徒因為教會中某些人或神職人員

某些不當的行為不再去教堂，甚至改信別的教。但耶穌也曾訓示我

們要依從聖經中的教訓，「不要照他們所做的去做，只照他們所講

解、所教導的」。 

 我們都是血肉之軀，有人性的各樣弱點和私慾。為了接近、

達到耶穌所教導的，我們應當依從、實行聖經中所示，把『愛』生

活出來。除了愛我們自己、家人、朋友外，我們更要愛對我們不善

的人。「害人之心不可有」就是愛別人的一種方式。一位神父曾講

過，去愛人是要多練習、多實行才可見回應。例如嘗試主動向一個

對自己不理睬的鄰居或同事微笑點頭，打招呼說聲〝你好〞、〝早

晨〞。在彌撒中的「祝平安禮」就是一個很好的愛的表示。雖然我

們每次在彌撒中只能向鄰座的教友祝平安，我相信如果情況許可，

我們是會向每一個人微笑、點頭、送上祝福。  

愛的三重彩  華仔  

         敬拜神靈並不是未開發的民族才有，基本上不同種

族、文化、地域都有求神問卜的記載，所以人類被歸納為有神論的

生物，但科學跟某些政治因素又試圖把神靈推翻，不過經過長時間

的論証和研究，不但沒能夠推翻神靈的存在，倒發覺人類科學的幼

稚，連自己的身體也不清不楚，便去否定其他東西，實在有點本末

倒置了吧？！ 

 曾經有小說家這樣寫過，耶穌基督並不是唯一被天主派來 

救人的使者，其實之前的孔夫子和釋迦牟尼都是以不同的方式來救

我們從罪惡的根源中出來。當然這只是小說家的杜撰，不過當中亦

不難找到一點點道理。孔子的儒家思想，除了有少少大男人主義 

（本人是既得利益者，不能不這樣說嘍）之外，大體上都是很好的

修身之道，待人處世的大道理。若果我們炎黃子孫個個都能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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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那麼世上處處是樂土又有何難？不過孔夫子者，人也！地位

不夠高，枉然。世上九流十家，我就偏不聽他那一套，你瞪眼吹鬍

子，也白氣。那麼西天那個釋迦牟尼尊者又怎麼啦，教大家放下執

著，用大愛解除孽報，諸事不縈於懷，立身成佛。其實他的處方也

蠻好的，解毒固本，疏肝益氣，奈何普遍人都是諱疾忌醫，空有良

方而不用，到病入膏肓的時候，這劑縱是良藥也不管用啦。 

 說三道四了好一陣子，回歸正傳吧，看官可曾覺得在失意之

時，自己對天主的信賴特別來得堅實。有孩子的父母會更加體會我

這番話。每當孩子闖禍之後，平常不聽你半句話的，一下子言聽計

從。人就是這樣的了，不到危險關頭，不會輕易把主權交出來，完

全信任別人。所以有人說過，一個成功的人在某程度上會覺得自己

就是神，因為他或她以為甚麼都讓自己控制在手裹，直至到出了亂

子，才知道不是。所以亦有人這樣說過﹕宗教是失意的人信的。我

自己曾經有得意，亦有過失意的時候。成家立室，有兒有女的時候，

確是春風得意，自以為頗順利的，但身邊的親人，相繼離世，那份

無奈、無助，讓我清楚地知道這世上真的沒甚麼是由我控制的，明

天究竟是喜或悲，是貧或富，都是天主的安排，只有多祈禱，多作

善功，賞與罰就隨衪的意思了吧。不過我總相信天主絕不會虧待我

的，至少到現在我還是滿願意為衪侍奉。 

 其實當自己對一個人信任的時候，總是心裡懷有希望，好像

小孩子見到父母、祖父母或近親的時候，總是希望有禮物，因為小

孩子的心裏面，會很天真地認為愛惜自己的長輩，一定會對他們 

好，所以經常會送禮物給他們，其實這個信念也沒有甚麽不對。不

過隨著年紀一天一天的長大及週邊的影響，自己的行為開始變得離

經叛道，但自己總是不察覺，反過來說別人對自己有偏見，經常教

訓你，因而你對向來信任的人失去信心，也不再寄以厚望，但誰先

破壞了這個關係，又有多少人可以看得出來，猜得透呢？所以經常

埋怨天主沒有賜福你的人，得好好反省一下，是你沒有做好本份所

以不敢心存希望，還是你已經不再信衪？ 

 你或許被問過類似的假設性問題：若果可以從頭再來，你 

是否還會跟這人結婚、還是會生小孩等等的類似問題。若果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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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傻人來問我，會否跟同一個人再結婚？我想會的，因為她是我揀

的，她也從沒有令我失望過，至於會不會還要小孩，我真的想過，

還是會要，或者是應該會要的。何解，小孩那麼麻煩，供書教學，

十多年的責任絕不是輕鬆的玩意，況且更不擔保是稱心如意的！要

改變主意嗎？不改，還是要。那麼說說理由吧，正是何苦來由呢，

蠢人！老實說未有小孩之前，我並不瞭解甚麼是無條件的愛，即使

對配偶，多多少少的條件，還是要講的，要不然社會上那裏來這麼

多的離婚。子女沒得挑的，也沒有契約的，小的時候還好對付，青

春期的子女尤其傷腦筋，真的要看你的造化和你的家教了。從孩子

的身上，卻讓我明白到天主跟我們的關係。比方說不少人講過若不

是天主把分辨善惡樹保留在伊甸園，那麼人類便不會有今天這個局

面。這個絕對不成立的，就好像火柴是危險的東西，我們只可以從

小教導火的破壞力及小心保管火柴，但若果頑皮的小孩偷偷玩火，

導致意外，總不成怪責父母留有火柴，除非是父母的疏忽，那就另

當別論，似乎兜遠了。 

 子女的不聽話，越發容易看見父母對他們的愛，也越發容易

感受天主的愛。很多不成才的子女，父母都不會輕易放棄，更何況

是天主。很多時我們都會把信、望、愛分開來說，但當你看到離家

的浪子，在外面捱過苦後，想起家中還是愛自己的雙親，懷著歉意、

信心和冀望回到家裡來，裹面的種種都是靠愛心來串連一齊。孝敬

父母可以買一點小禮物，又或者帶他們去旅行。對於天主我們既不

能買小禮物，也不可以帶衪去旅行，唯有作榮耀衪名字的行為，幫

助身邊有需要的人，簡單如替福泉寫點東西也可以，這就得看你只

是口裏嚷嚷愛主，還是真的愛主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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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體會，與基督教的朋友一起活動時，

很容易會聽見一條問題：「你怎麼認識了神？」接著我往往可以聽

到不同的事蹟，有些悲哀、有些感動、有些離奇，很多人都有著他

認識主的故事。很慚愧，我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分享。 

我於嬰兒時領洗，從懂事開始已經看見家中掛著十字架，信

仰之事一直都是習以為常，沒有深究，也沒有抗拒。人漸漸長大，

要應付的事情多了，要學習的事情多了，不知不覺地和信仰的距離

慢慢拉遠，最後也沒有再去參與感恩祭。在這個講求理性的社會，

信仰往往不是別人期待的原因，也不是別人期待的結果。我是一個

典型的理科生，信頼科學原理，凡事講求證據。如果有人問我人類

是怎麼出現的，我會二話不說回答進化論，即使是面對一位教友，

我也不會輕易提出天主做人這件事，這些聖經故事對我和很多人來

說都只停留在神話的層次，和眼前的現實說不上有什麼關係。 

天主是否存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慕道班的第二堂課便 

立刻討論。我有很多朋友都對這個問題有疑問，但我沒有任何感人

肺腑的故事，也沒有什麼真的很科學的証明，因此從來都沒能夠使

其他人獲得信仰。記得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學對我說過：一個信徒跨

出了重要的一步，相信了天主，把命運交於一位無形者的手裏，那

確實是很大的一步；但如果我們願意踏出如此大的一步，要否定天

主，把命運操控於衪手內其實也不是那麼天方夜譚的事。 

我的那位同學選擇了後者；但很奇怪，我選擇了前者。我相

信我最大的理由是出於感恩的心態。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遇過的

挫折很少，雖然不是生於富裕之家，我並沒有缺少甚麽；雖然並非

天才横溢，但考試和面試大都可以逢凶化吉；雖然有徬徨的時候，

但親人的關愛，朋友的鼓勵卻常在左右。各種地方我也可以找到感

恩的原因。我比瞎眼的人幸福，他們一生活在無窮的黑暗中，而我

卻可以看見日月星辰。假使瞎眼人這個例子太極端，我也較許多色

弱的人好運，可以看見美麗的彩虹，而他們可能甚麽時候都只能看

見一個灰沉沉的天空。我聽覺良好，可以聽音樂，可以聽海浪。不 

  

我的信望愛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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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也許有時我聽到噪音，也許有時我看到醜惡的事，但我還是四

肢健全，可以走動，可以用雙手努力改變身邊不完美的事。 

這種追求幸福的本能和能力是我最希望感恩的東西。這不 

是一些靠自己努力換取回來的事情，這是我與生俱來的，我從未爭

取而又被白白賜予的東西。就正如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而感謝親生的

父母，我想我們也可以為自己的幸福，為自己被賜予的一切去感謝，

去感謝身邊的人，去感謝身處的環境，也感謝使這一切成真的天主。

即使我從未認識我的信仰，我也會去感謝大自然，感謝地球母親 

吧。在這節眼上天主是否存在似乎已不再是很重要,因為我已是蒙

祝福的一個。 

我曾經向副主席請教過如何應付朋友們對天主是否存在的

疑問，他很簡單地把問題反過來，問我有沒有辦法証明愛是否存 

在。既然我們不需要証明都可以感覺到愛，也許我不應該再擔心怎

麼去向自己和向別人解釋天主，也不必再刻意尋找自己認識天主的

事端。我希望我能把心神都放在生活之中，和其他人分享我被賜與

的幸福和愛，活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生命。 

永恒的成功  Melissa Poon 

 成功是每個人所渴望的，所追求的目標，成功分兩種：今世

的成功及永恒的成功。 

 在現今繁華的世界，競爭主義的社會裏，究竟要有什麼的條

件才能達到成功的境界呢？我在「讀者文摘」裏發現那個定義：「成

功等於勤奮加天才，再加機遇。」這三個條件中，天才是上主所賜

與的，機遇也是上主的恩賜，只有勤奮才是我們的自由選擇而屬於

自己的，所以我發現到人生的成功大部份不在乎我們自己，而在乎

那賜福給我們的上主，我們對祂應有感恩的心。 

 世人給成功的定義多是指今生今世的錢財、名譽、地位、權

利、事業；或是婚姻、家庭、子女、教育的成功與否，這些都是一

時一世的成功。如果上主賜給我們今世在這各方面都成功的話，那

麼我們應該衷心感謝上主的厚恩，跪伏朝拜讚美祂，亦撫心自問，

我們是不是佩承受這些祝福的。這是上主白白賜給我們的一切，我 



們要善用它，並應該分施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亦要分清，在我們心中所想的成功又是怎麼樣的成功

呢？是眼前的成功？是某一領域的成功？是錢財？是名？是利？

這些為我們已足夠嗎？抑或是更進一步地成功地與主建立一個良

好的密切關係？為蒙主的慈愛及祝福？ 

 我們有時很羨慕某人在錢財，名利，權勢，家庭上都享有成

功的機會，其實某人的成功亦不是偶然的。他的目標，勤奮，向上，

毅力，犧牲，克服困難的種種代價才能獲得今天的成訧，他的刻苦

耐勞的精神是值得我們學習及敬佩的。  

 即使某人擁有世上所有的榮華，富貴，名譽，地位，亦只不

過是暫時的。當他離開世界時，一切都是捕風捉影。一切都要過去，

我們在地上所追求的名，利，錢財，虛榮都像風一樣。我們抓不住

它，也留不住它。 

 究竟世上有什麼能存留得住呢？只有我們那顆平安喜樂的

心，那是屬於上主的，屬於永恒的，才存留得住，所以我們不要被

這世界攪動我們的心，不要被那些紙醉金迷的生活而減少我們與主

相聚的機會。不要把我們全部的時間去追求暫世的成功，而忘了尋

找人生那最重要的目標，為追求永恒不朽的成功而努力。我們都知

道，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果必有因，世上短暫的成功都是不容

易得來的，何況永恒的成功呢？真正永恒的成功最重要的條件就是

將我們的心高舉向主，內心有濃厚的愛主之情，甘願為愛主作出一

切的犧牲。只為取悅主而生活。遵守主耶穌給我們的教導而實行在

日常生活上，樂意接受主為我們安排的一切，包括痛苦與喜樂，時

常想念上主，對上主常存忠誠孝愛的心。 

 德蘭修女說：追随基督和學習成為聖潔的人是要付上很大

的代價。這包括了不少的自我犧牲，抗拒大大小小的誘惑；不斷克

服內心時常湧現的矛盾和掙扎，甚至承受各方面加諸我們身心的壓

力和廹害，以及不能怨天尤人。 

 我們要效法德蘭修女的榜樣，愛主愛人，這是上主所喜悅的。

我們將生命比如玫瑰花，美麗，神秘又帶刺！我們又把靈性生命的

培養和成長比作一個旅程。我們是在這個旅程上步行前進的旅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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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了目標，不過還未抵達。沿途有青涼的草原；有崇山

峻嶺；有汪洋大海；有山澗小溪等等。道路有時是平坦，有時是崎

嶇的。海面有時水平如鏡，但卻有時波濤汹湧。天色有時是陽光普

照，也有時是陰雲密佈，但我們深信基督與我們同行，我們甚麼也

不會懼怕。 

 我們每個人都希望在世上成功，願我們都能在這目標努力 

前進。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積蓄財富在天上，善用上主賜給我們的歲

月，每分每秒都為悅樂上主而生活，盡力去找尋永恒的成功，我們

要把人生的價值，人生的目標放在永恒，放在耶穌那裏，任憑風吹

雨打也不動搖。世上千變萬化，甚至生老病死都不會動搖我們那心

中的平安喜樂，因為我們有主的陪伴，有了主，我們便心滿意足。

藉著主的慈愛，我們有天國的永恒產業，那麼我們便達到了永恒不

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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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It is a simple question, one 

which many have asked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the years.  Some 
say people stop caring about other people, others say people stop loving 
other people.  Economists say people start spending money they don’t 
have, while environmentalists say people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and 
cause global warming.  Christians fight abortion, homosexuality, stem 
cell research, and death penalty.  We blame the War in Iraq, the new 
recession, nuclear weapons.  So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that all point to 
one conclusion: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messed up. 

However an interesting opinion on this topic came up one when 
The Times asked a few of the most famous authors and thinkers at the 
time the same exact question in an essay prompt.  While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time frame as today with different problems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one answer stood out among the rest.  G. K. Chesterton, a 
prominent British author, answered in his witty, yet insightful, manner: 
“I am.” 

How simple, yet immensely powerful, statement.  Whenever we 
ask ourselves this question, it always imply a sense of blame.  We see 
fault in everything but ourselves.  Chesterton acknowledges and 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the finger of blame should point to ourselves, and  

W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Martin Wong 



rightfully so.  We repeat a mistake that manifests itself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in the Garden of Eden.  Adam blames Eve for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and Eve in return blames the serpent for the temptation.  Adam in a way goes 
as far as to blame God for the sin (Gen 3:12). 

So what can we do about this?  We know for a fact that the world is 
wrong and that we ourselves are sinners.  By placing the blame on others we 
try to influence the set value in the question.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wrong, 
messed up, and sinful.  But the one value we can change is the one that few 
focus on.   We have the ability to resist sin with the power of God.  In 
changing ourselves can we hope to lea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to holiness. 

However,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sinfulness inside us isn’t 
enough.  This insight also forces a responsibility to act.  We are the problem 
that the world is wrong, but to solve that problem we must work to make the 
world as God saw and still sees it as.  And we achieve this first, changing 
ourselves and repenting for the sins in our own lives, and then showing this 
change through 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  We must be able to say we are a 
Catholic but, more importantly, show that we are Catholics through our 
actions. 

To show we are Catholic,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Catholic and actively learn about our faith.  One thing I learned over a 
spiritual retreat I went on with a high school youth group that helps with 
understanding and showing our faith is through prayer.  When I pray, I pray 
slowly and think about every word.  The gifts we receive from prayer are not 
instantaneous in the meaning that they do not come after praying the words.  
Rather they come as you contemplate the words and what they mean to you.  
When I pray Our Father, I always ask myself what it means when I say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Am I ready to make that sacrifice to 
submit my own will for His will to be fulfilled?  Nobody has all the answers to 
our religion, but we must always look for and understand the mysteries of our 
faith. 

A teacher once told me: “No matter how much sin is in the world, 
God can never abandon it.”  And this is true.  Every one of us is created in 
God’s image and as such, every part of us reminds God not only of himself, 
but of his Son.  He cannot hate or not love us, because in doing so He would 
have to do so to himself and his Son.  So, His love is unconditional with the 
reasoning that he cannot forsake or abandon His own.  Be it a hindrance or a 
blessing, there is no way God can leave our hearts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to push him away.  Like the parable of the father and the prodigal son (Luke 
15:11-32), by pushing God away, we only serve to strengthen his joy in our 
coming back. 

         So for this Lent  season, I look back on the year and ask 
          myself w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then  what is 
          wrong with my life.  And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y  were identical to one another, as if they were                             
          mirror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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