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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我們一生人少不了犯錯，只要知錯能改，如聖保祿宗

徒說：「彼此相待，要良善，要仁慈，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在基

督內寬恕了你們一樣。」(厄4:32)我們應該彼此寬恕，相互鼓

勵，因為我們也可能犯上同樣或更嚴重的過失，誰能預知明日。 

「因為你們若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但

你們若不寬免別人的，你們的父也必不寬免你們的過犯。（瑪6：
14-15）由此，我們知道為什麼要寬恕別人。   

    不過，生活為怨氣是太短見的，但是有時原諒是非常難。是

的，我們要原諒我們的敵人;他們傷害我們時，原諒我們的朋友和

我們的家庭是更難。怨氣是人的特別沉重包袱，但是一旦我能擺

脱了它時，我不僅令他人自由，同時我也隨意地重獲了自己的自

由。故此，寬恕不單只是為人，同時也是為自己著想，兩利而無

一害。有人說：「懇切的饒恕沒有上色與期望另一個人道歉或改

變。不要擔心他們是否最後明白您。愛他們並且寬免他們。如它

為您和我，做生活反饋真相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和時間。」寬恕

不望回應，而回應可能發生在你不知不覺中。 

    古時趙國的藺相如因澠池之會被拜為上卿，廉頗深深不忿，

藺相如在得知此事後，不肯與廉頗會面。在每天早朝時，經常稱

病不去，外人以為他是懼怕了廉頗。有一次，藺相如出門時，在

遠處望見廉頗，即時改變行車方向，以躲避他。其實相如只為顧

念趙國之社稷，因為強秦之所以不敢攻打趙國，只是因為他們兩

人的存在。倘若兩虎相鬥，必有一傷。秦國定必出兵攻趙，而趙

國則會面臨危機。他之所以如此逃避廉頗將軍，實在是因為國家

大事遠較個人恩怨為重。廉頗在得知此事後，立刻袒露背部，並

背負荊棘到藺相如跟前謝罪求處罰。廉頗說道：「我實在是鄙賤

的人，竟然不知將軍如此寬宏大量，因而來此謝罪。」而藺相如

亦接受了其道歉更寬恕了廉頗，這便是著名的「負荊請罪」，最

後藺丞相與廉將軍互相賞識，結為知己，杜絕秦國來犯。《史

記﹒廉頗藺相如列傳》 

蕭神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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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也有寬恕的記事：「那時，經師和法利塞人帶來了

一個犯姦淫時被捉住的婦人，叫她站在中間，便向耶穌說：「師

傅!這婦人是正在犯姦淫時被捉住的，在法律上，梅瑟命令我們該

用石頭砸死這樣的婦人；可是，你說什麼呢？」他們說這話，是

要試探耶穌，好能控告他；耶穌卻彎下身去，用指頭在地上畫

字。因為他們不斷地追問，他便直起身來，向他們說：「你們中

間誰沒有罪，先向她投石罷!」他又彎下身去，在地上寫字。他們

一聽這話，就從年老的開始到年幼的，一個一個地都溜走了，只

留下耶穌一人和站在那裡的婦人。耶穌遂直起身來向她說:「婦

人!他們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說:「主!沒有人。」

耶穌向她說:「我也不定你的罪；去罷!從今以後，不要再犯罪

了!」(若 8:3-11) 當各人被耶穌質問「你們中間誰沒有罪」時，

他們便溜走，因為他們恐怕耶穌揭露他們的罪行，而這婦人卻得

到耶穌親自寬恕她, 真是有福。 

        其他客觀情況可供大家參考 -- 例如 : 「因了我們的自

愛之心，我們的審斷容易失去公平，所以斷以為善的，就是我們

所關心的事情」；「許多人辦事，常是不知不覺地找尋自己的利

益。事情如意，他們就心平氣和；不如意，就心緒不寧，愁眉不

展。因了意見不和，志趣各異，縱然在朋友鄉親之間，在同道及

熱心人中，多次也不得和睦」；「改毛病難，叫人不隨私意更

難。若你單倚靠自己的明悟、能幹，而不聽主命，雖然能得光

照，一定很遲也很少：因為天主願意我們全順從祂的命令，並為

愛祂的緣故，拋棄私情和私見。」《師主篇第十四章、不要妄斷

別人的是非》倘若我們拋棄私見，不妄斷別人，彼此諒解互愛，

倚從天主聖意，如此，大家不再開罪別人，社會秩序自會良好。    

天主是愛，願天主永受讚美，祝大家主內平安，健康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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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愛」、「罪」、「恕」，是福泉過去兩期及今期的題

目，也是工作坊的題目。若果你以為是故意的，又或者以為是有

關連的，那你真是聰明了。這三個題目原意是為一系列工作坊而

設的，也是為了配合將臨期及四旬期所作出的安排。主旨是道出

天主對我們的愛，即使我們犯了多麼大的罪，祂也以無比的愛來

寬恕我們，甚至以祂的愛子來為我們贖罪。背後的意思是希望大

家藉著這幾個工作坊而認識自己的罪，也明白到天主因愛我們而

對我們不斷的寬恕。奈何參與工作坊的小貓就只得那幾隻，嗚

呼！ 

 筆者以為作為基督徒對承認自己的罪過應該不是困難的

事，能否改過又當別論。不過筆者卻也曾面對過個別例子，對遲

到、不能承擔責任、偽善等等的行為推說是人之常情。那當然我

們都是人嘛！真廢話！但從另一角度去看，又不難看到我們如何

容易寬恕自己的錯失，一笑置之多的是，找藉口推搪的也俯拾皆

是。總之就是輕輕帶過，有幾許會是苛責自己的呢？鮮矣﹗正是

這個寬鬆的態度，有不少人是看不到自己的不是的，但若別人以

同樣的行為施之於他們身上呢？他們卻未必能一笑置之了。所以

古人教訓我們以恕己之心恕人，不應有雙重標準。 

 其實聖經裏面的一個故事更加道出我們的錯誤行為。故事

說大財主叫欠債的人來還錢，但欠錢的實在數目過鉅，無法清

還，於是苦苦哀求，債主便免了他的債放了回去。這個人卻反過

來去追欠他債的人，數目雖小卻絕不寬免。後來大財主知道了便

把他打進牢裏去。這個好像只是個有趣的小故事，但諸位有否想

過天主寬免了我們這班罪人的罪(對某些認為自己沒有罪的人，就

姑且叫自己不完美吧)。既然自己都是罪人，又有何資格不去寬恕

別的罪人呢？即使我們沒資格談寬恕，但至少可以用一個包容多

一點的心去對待其他的罪人。自己人嘛！正所謂同舟共濟，大家

都坐埋一條船－－罪之船。最後謹以兩句說話跟各位「船友」分

享－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SMILE  



  

 西方有一句諺語說：「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其

實，好的開始是不夠的，還需要人的不斷努力，才能夠成功。以

色列人曾經有一個好的開始，天主特別眷顧他們；但是，好的開

始不夠，因為犯罪的緣故，第一代的以色列人全部都死在曠野，

到達福地的都是第二代的人。所以，聖保祿就叫人小心，不要以

為自己站得穩，如果不小心，就會跌倒。 

 在福音裡，耶穌亦提出同樣的警告。聆聽和接納福音，的

確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如果人未能夠結果實，同樣會喪亡。耶穌

用了兩件時事和一個比喻來帶出這個信息。第一件時事，就是比

拉多初做巴勒斯坦總督時，曾經侮辱加里肋亞人，殺了他們後，

將他們的血倒在他們的祭品裡面，作為初上任的下馬威。對於這

件不幸的事，人會追問它的原因，是否因為加里肋亞人犯了罪。

耶穌並沒有以這件慘事是這些人的罪惡做成。人如果不悔改，招

致靈魂的喪亡，這才是慘事。除了人為的禍患外，耶穌也用天災

去帶出這個信息。 

 當時史羅亞塔倒塌，壓死了十八個人，成為轟動一時的大

新聞。猶太人自問；是否這十八個人都犯了罪，才有這樣的懲罰

呢？耶穌就用這件時事，強調這些人的死不是因為他們的罪過；

只是不悔改，帶來靈魂的喪亡才是慘事。 

 耶穌再用無花果樹的比喻，警惕祂的聽眾，無花果樹在那

個地方是很珍貴的，能夠將無花果樹種在葡萄園裡，的確是一個

好的開始，但假如缺乏果實，也同樣會被砍下。無花果三年不結

果，明顯指耶穌公開傳道三年，但人仍沒有結果實的跡像，慈悲

的園丁耶穌，代這棵樹向園主天主父求情，再給果樹一次機會。

這是路加時常要帶出的信息，天主常是慈悲的，不願人喪亡，耶

穌巧妙地挑戰祂的聽眾，要他們問答結果實的問題。信息是充滿

希望的，耶穌主要不是恐嚇，因為無花果樹在那時是一些很珍貴

的樹，不會隨便將它砍下，除非這樹已明顯地死亡。 

    
   4 

Mary Lam 林太   
（丙年四旬期） 

  不斷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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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基督教朋友說︰「很羨慕你們教會有和好聖事，這實

在是個釋放心靈的具體而有效的方法。」 

 記得多年前在紐約就有五位基督教牧師一同轉入天主教，

原因是天主教有修和聖事，教外的朋友都認為修和聖事對人靈的

好處，可惜我們天主教徒，對修和聖事如此冷淡，真是一大諷

刺！ 

 以前，教友們習慣每星期辦告解，如今不必這麼頻密了，

不過，也不要連起碼的「至少每年一次」也沒有吧！基督教兄弟

也珍惜我們擁有的，難道我們不應該好好善用嗎？ 

（天主教教理第四條） 

（教理重溫---善用和好聖事） 

  
Mary Lam 林太   

我們基本上都是接受了基督信仰的人，已有了一個好的開始；但

是，不要忘記聖保祿的說話，以色列人是我們的鏡子，他們亦曾

領受過天主很多的恩寵，但最後也不能進入福地。在信仰的路途

上，特別是我們的身體或心靈上面對著痛苦的時候，我們會產生

迷惘，會質問為甚麼如此。 

 門徒在路上不斷聽到耶穌預言自己會受難，難免困惑地自

省為甚麼會這樣。猶太傳統中有一個想法，認為幸福就是天主的

賞報，而苦難是天主的懲罰。耶穌在這裡還沒有下結論，因為圓

滿的答案是在將來的十字架上。耶穌要帶出的是，世上的痛苦不

一定是罪惡的懲罰，而世上的幸福，亦不一定是義人的賞報；最

重要的是人領受了天主的恩寵後，有沒有好好地結果，這需要我

們在生活上不斷的做反省。 

 我們周圍時常發生一些不愉快的天災人禍，怎樣去面對常

是信仰的挑戰。通常我們的祈禱，包括彌撒裡面的信友禱文，大

部份都是求福免禍，這是每個人的自然傾向，但是，只有信仰有

深度的人，才能夠面對災禍或幸福時都同樣地相信天主。人人都

樂意接受幸福，只有信仰上的強者才可從天主手上接受災禍，因

為他知道世上的災禍與幸福都是暫時的，是次要的，結相稱恩寵

的果實才是重要的。世上的災禍或幸福都不是進入天國的條件，

結恩寵的果實才是。 



你們可曾聽過閔子鶱的故事嗎？閔子鶱是孔子的一位學生，

幼年喪母，父親再娶，由後娘撫養他。其後，後娘亦生有兩個兒

子，自始以後，她疼愛自己的親生兒子而忽略子騫，並且要他每

天幹粗工。一年冬天，她為三子縫製棉衣，自己兩個親生兒子的

棉衣用棉花縫製，子騫的棉衣卻用蘆花縫製。某天父親叫子騫協

助趕車，他在路上不敵寒冷，不停抖震，父親發覺他的棉衣不能

禦寒，追問後娘，才知道三個兒子的寒衣物料不相同，父親非常

憤怒，欲將後娘驅逐，子騫連忙勸阻，他說：「母在一子寒，母

去三子飢。」父親接納他的請求，寬恕了後娘，後娘亦受其感

動，從始善待子騫如同親子，彼此生活和睦愉快。一場家庭悲

劇，就在寬恕中化解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時有磨擦，爭執，

在所難免，只要我們敞開胸懷，坦誠相對，細心聆聽，求同存

異，總能尋到善法的。 

今年農曆元月初四，適逢聖灰瞻禮，亦告訴我們四旬期要來

臨。四旬期是要我們學習俯首懺悔，明認自己的過錯，辦妥告

解，求天主寬恕自己的過失，與天主修和，以便迎接基督復活的

來臨。與此同時，讓我們也放下自己的怨憤，好好學習基督寬恕

他人。 

聖經曾記載伯多祿問耶穌：「若我的弟兄得罪了我，我該寬

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嗎？｣耶穌回應：「不是七次，而是到七十

個七次，而且還要從心裡徹底寬恕，否則便好像在惡僕比喻中，

主人把毫無恩情的惡僕下到監裡，天主也要把我們下到苦獄

裡。」 

耶穌不但對門徒闡釋寬恕之道，還清楚地說明，要他們做到

「從心裡徹底寬恕」，祂更為我們樹立了寬恕的典範，祂在被釘

十字架時，仍為世人祈求上主赦免我們的罪。祂又教導我們唸天

主經，「........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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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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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亦即孔子所言：「己所不欲，勿施於人。」何況

人性會有軟弱時刻，犯錯在所難免，自己常常希望別人寬恕自

己，那麼，為何我們不能寬恕別人呢？有甚麼人需要我們的寬

恕？就是我們的「近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伴侶、

兒女、同事、朋友...............。在我們的成長過程，我們會

覺得在小時候父母管得我們太嚴，沒有足夠的關心，我們有時會

抱怨伴侶沒有真正了解自己的需要，我們有時會惱怒子女沒有尊

重我們，又或濫用我們給他們的自由......等，所有這些的感

受，都需要我們付出寬恕的勇氣。 

「恕」字從「如」從「心」，意思是說寬恕他人是要發自內

心，不單是口中說寬恕，最重要能從內心中釋放一切，正如基督

所言：「要從心裡徹底寬恕」，否則怨懟的種子仍會再萌芽生

長。中國人稱酒、色、財、氣為人生四誡，都是一般人容易犯的

過失，其中「氣」稱為「無煙大炮」，意謂動氣會傷身心，有如

無煙大炮，雖看不見，但是其殺傷力是極大的！要有健康快樂的

人生，就不要動氣，不動氣就要培養自己有容人之量，有恕人之

心，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果我們能修養自己，效

發基督，常懷寬恕之心，那麼，我們便能擁有快樂的人生。 

 回想以前小的時候，像一場夢般一幕一幕的呈現在眼前，

爸媽很多時都會錯怪我和那些不正確的指導，真的不是一天可以

說得完。「寬恕」兩字不是任何人都做得到，就是難；需要很大

的善意才做得到。父母在世時沒怎麼教導，不像現時美國社會進

步文明開放，孩子們四歲就開始上學，從小教得井井有條，長大

了知書識禮，才知道怎樣去包容和寬恕，做一個有長進心，懂得

分明事理的人。待人和善，寬恕別人，純是自己內心發出的，要

有忍讓、容人的器量。在越南做生意時，天天都很多麻煩，壓力

很大。每日賣貨給客人，生意做得不錯有時很開心，有時也煩

惱。行家搶生意很利害，對面檔是越南人開的，他們同一鼻管出 

 寬 恕  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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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聯合欺負我們中國人，弄得我們經常坐立不安，惶惶終日，

我們只能夠千忍百忍，盡量和善，才能和氣生財。有時候也要送

些小禮物給對面檔，好使大家和平相處，沒辦法！內心的情緒，

痛楚的留痕，未曾受過是不知其中滋味的。有一天對面的惡魔又

欺負人，跟客人爭辯起來，誰知道竟被客人一巴掌打暈倒地，真

是一個活見證，善有善報，惡有惡報啊，信不信由你。此外還有

一個幫兇店主，現在也倒閉了，為義受迫害的人是有福的，聖經

也有記載，寬宏大量，留給自己一條光明的路。今天我什麼也看

透了，望天主助佑，聖母代禱，我們盡量做好本份，只求心中平

安，讓大家一齊分享這個訊息，祝大家經常平安喜樂。 

懂得說感謝，才有永恆的福氣 （知恩報恩,世界昇平） 

幸福來自內心的真正平靜 （打坐,神與人合一） 

覺得人很渺小，一切便安然 （人＜宇宙＜神,人配點什麼？） 

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來懲罰自己 (世上無絕對,錯或對,難得糊

塗） 

從自己熟悉的角落開始贏起。 

永恆的幸福和富有，必須由內心開始 （內心的,天主聖三） 

記恨最傷身，原諒別人是自己的福氣 （恨是心中的） 

Mary Lam 林太 

 耶穌的被折磨，受苦甚至屈辱地接受那可恥的十字架，對

門徒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厄瑪烏路上門徒的沮喪失望（路 24 ︰ 13–24）我們是可理

解的。不是嗎？才不過一星期的日子，人們還簇擁著耶穌榮進耶

路撒冷的。 

 勿再失望，沮喪，千般失望，萬念俱灰；門徒們開始離開

耶路撒冷，朝落日方向的厄瑪烏去。然而，縱使我們怎樣的失

望，仁慈的主並沒有放棄我們，置我們不顧。復活的基督就在他

們極度失望時顯現了。一路上，耶穌從經書的記載到「近日發生

的事」很耐心地啟發他們。 
  

主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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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我們住下罷！因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了。」（路

24 ： 29）這位「客人」終於接受了門徒的邀請住在他們中間。耶

穌進去，同他們住下，當他坐下來吃飯的時候，就拿起餅來，祝

福了，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開了，這才認出耶穌來﹔但

他卻由他們眼前隱沒了。（路 24 ︰ 30–31） 

 我們想像當門徒們開眼的一刻定是奇妙和興奮，因為此

刻，他們不但認出了主的容貌，重要的是他們真真正正的認出了

復活的默西亞。耶穌的救贖工程和天國的奧秘﹗「請同我們一起

住下罷！」惟有我們有勇氣邀請主的住下，讓主的臨在，我們才

可以如門徒般在失望中看到新生命的曙光。 

 原來天主的救贖計劃，一開始便邀請我們為主預備他的住

所。耶穌的提示最清楚不過了，「狐狸有穴，飛鳥有巢，但人子

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瑪 8 ︰ 20）「唉！無知的人哪！為信先

知們的所說的一切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路 24 ︰ 25）
惟有我們空出心田讓主居住我們中間，臨在我們中間，我們才能

開眼，才能得到救恩，得著希望。 

 下次當我們在厄瑪烏路上時，請勿再悲觀，失望和沮喪。

願我們以勇氣和信心對主說︰「請同我們一起住下罷！」 

 耶穌在比喻中曾提及一個富有的人，他的田地出產豐富，

於是他的心裡想道：「我要建一個更大的倉房，好在那裡收藏我

的一切穀類財物。以後，我要對我的靈魂說：靈魂啊！你存有大

量的財物，足夠多年之用，你休息罷！吃喝罷！」怎知，天主便

在那天晚上索回了他的靈魂。一生財富的累積，一下變得心機白

費。（路 11 ： 16–29） 

 就像比喻的富翁，我們何嘗不是為了一個美滿的人生而勞

勞碌碌。很多時我們以為物質的富裕，事業的成就，就是美滿的

指標。不過，保祿提醒我們，這些都是虛妄，（弗 4 ︰ 1）不是人

生的真正所需和保障。真正的生命不是以自己的能力賺回來的，

而是白白從天主那裡領受的。 

  

生命之糧 Mary Lam 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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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色列人在曠野中，思念昔日在埃及國肉鍋旁，有食物

吃飽的日子時，他們為眼前缺水缺糧而抱怨。然而，梅瑟告訴他

們，天主要賞賜他們更好的食糧，就是天降下的瑪納。（出 16 ︰

4）要像雪花一樣落到地上，俯拾即是，讓每一個人都可以無條件

吃飽。 

 同樣，耶穌在若望福音提醒我們：「不要為那可損壞的食

糧勞碌，而要為那存留到永生的食糧勞碌。」（若 6 ︰ 27）這永

生食糧就是耶穌自己，祂是天主的瑪納，一份無條件的禮物。祂

要成為我們生命的力量和目標，是天主在我們每個人之內工作。 

 所以，當群眾要求耶穌行一個神蹟給他們看，好叫他們信

服時，耶穌只能說，祂本身就是神蹟，就是父從天上賜給他們的

真正食糧。凡到祂那裡來的，永不會飢餓，信從祂的，總不會

喝。「若 6 ︰ 25） 

 的確，要相信耶穌就是永生的食糧實在不容易。首先，我

們不單要說服自己，物質的富裕，事業的成就並不是人生的美滿

指標，更要放棄這些富裕和成就而帶來的安全感。相信耶穌就是

永生食糧的意思，就是相信人生的最終所需，是建築在耶穌的恩

許上，而不是自己營營役役的努力上。 

 當群眾問耶穌，他們該做甚麼，才能獲得這份永生之糧

時，耶穌回答說：「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就是你們信從他所

派遣來的。」（若 6 ： 29）作為基督徒，生命的最大努力和優

次，無非是相信耶穌是我們的真正食糧，生活的最後所依。 

 感恩祭中有不同的職務。感恩祭的氣氛和參與者的投入，

雖然跟我們怎樣執行這些職務有密切的關係，但歸根究底，感恩

祭之為感恩祭，就是參與者相信，耶穌是從天降下的永生之糧。

它與一個朋友相聚的飯局有別，也不單純是一個共融團契的經

驗，更不是我們可以刻意營造出來的氣氛。 

 它的本質也與我們的正直或德行無關，我們的講道或歌詠

無論怎樣動聽，也不能取代感恩祭的事實。因為感恩祭基本上是

天主一份無條件的禮物，是天主主動的白白施與。因此，要投入

感恩祭，就是信從天主所派遣來的耶穌，相信祂，接受祂，並讓  

 



寬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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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成為自己生命的滋養。 

 這份信德看似簡單，實踐起來又談何容易。如果我們繼續

將生命的真正所需和保障，放在物質的富裕，事業的成功上，耶

穌又怎會是我們的生命的食糧？祂會帶給我們生活的改善嗎？祂

會減輕我們負資產的擔子嗎？祂會介紹我們工作嗎？祂會保證給

我的子女一個名校的學位嗎？如果耶穌無法滿全這些期望，難怪

當時的人彼此爭論說︰「這人怎樣能把他的肉賜給我們吃呢？」

（若 6 ： 52）我們的反應又是怎麼呢？是覺得這話生硬而離開，

抑或相信耶穌就是我們的生命之糧？ 

   

寬恕  

寬

恕  

 看看中國字，奴心是怒，如心是恕，也就是說憤怒的時候

我們是心的奴隸，寬恕的時候才是聽從心的話。 

 佛家有云︰「放下，自在」中國人的俗話︰「忍一時風平

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話都是叫我們不要憤怒，不要耿

耿於懷。 

 所謂人誰無過，每個人都有犯錯的時候。我們要學懂寬

恕。某年某月某日阿甲說話得罪了你，可能是他言者無心，你聽

者有意。又或者他是故意的，那就隨他去。別人說什麼，又何必

放在心上。 

 我的母親是個退休教師，早前和她通電話，她告訴我說她

學生的姊姊告訴她︰「弟弟出獄後第一個電話是給鄭老師，而不

是爸媽。」我可以理解，當年她那漫畫界的學生因假帳問題而鎯

鐺入獄。我媽寄信給他，鼓勵他善用獄中光陰，學好英文，寄聖

誕卡給他，寫上︰「江東子弟多英俊，捲土重來未可知。」他感

到他的老師對他真心的關懷和寬恕。所以，出獄後他打電話告訴

我的母親，他坐完牢了，他會重新出發。 

 外國人說：＂Forgive and forget!＂是的，原諒與忘記。

從前種種，猶如昨日死。不要做心的奴隸，不要怒。要聽從心的

意願，要恕，要學懂寬恕別人。其實，不寬恕別人根本是和自己

Teresa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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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不去。要知道，恨也需要動用感情。為著某人某事憤憤不平，

怒氣沖沖對自己有害無益。 

事實上，最好我們能夠不怪罪別人，那樣，我們根本無須寬恕

別人。當然，我們只是凡人，不是聖人，所以主耶穌教導我們向

天父祈禱說︰「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想上主寬恕我們，我們首先要寬恕別人。誰人又是完美無

瑕的呢？讓我們努力做好自己，寬恕別人，也希望我們得到別人

的寬恕。 

在兩年多前我開始轉為參與廣東組的彌撒。蕭神父的開場

白多次用「歡迎來到天主的聖殿/WELCOME TO THE HOUSE OF 
GOD」。這是其他神父很少用的語句，當其時我並未覺得有什麼

特別。直到有一次我看見一對露腳趾的涼鞋....... 心中不其然的

有一種異樣的感覺。 

除了香港的中文、英文彌撒外，我也曾參與在歐洲的及在廣州的

彌撒。那時，那些參與彌撒的人(相信大部份都是信徒) 的服裝、

儀表雖不盡相同，但都整齊、清潔。在歐洲，參與彌撒的人的衣

著尤其端莊，兩件或三件頭的西裝、領帶、領巾、套裙、皮鞋是

最常見的服裝。    

現在已進入夏季，天氣漸熱，我們的衣著應也改變為涼、

爽才合乎健康、舒適之道。作為信徒，在加州，我們到天主的聖

殿參與聖祭應穿成那個樣子才合適呢？ 在灣區，衣著是比較隨便

的，當然大部份人不會堅持要打領帶。   

在夏天，我喜歡穿著自然、舒服的服裝外出。如 T-恤，短

褲。在炎熱的夏天，如果我們去見見好朋友，怎樣的衣著才是合

適的呢？  

但如果是參加宴會，你認為露腳趾的涼鞋是合適

(APPROPRIATE)的嗎？假如在T-恤外加上一件敝開釦子的恤衫或

襯衣去參加飲宴，這是合適嗎？當恤衫或襯衣是比皺布更像皺

布，甚或衫腳沒整理好，這是尊敬對方嗎?    

   

儀容  Philip Lau  



在我記憶中，教會並未有頒佈到教堂參與聖祭的dress 
code。但如按一般社交禮儀，我以為得體的衣著並不包括敝開的恤

衫或襯衣、露腳趾的涼鞋。為什麼每次在領洗、領堅振聖事時，

信徒的衣著都較平時講究？為什麼輔祭不能只穿著T-恤、波鞋、

牛仔褲? 在彌撒中，我們要站立、坐下、下跪，為甚麼不能躺

著？ 

尤記得，幾年前，有些女仕在覲見英女皇時 穿著的女裝皮

鞋引起皇室的不滿。原因不是她們的皮鞋價格太便宜或顏色不

對，只是因為她們穿的皮鞋是不包腳跟的，即是把腳跟都露在外

面。 

天主是歡迎所有人到祂的聖殿與祂交流、談心。在灣區，

我們到教堂參與聚會、彌撒聖祭時應怎樣穿著才顯得尊重天主，

尊重我們的信仰，這就有待我們好好思量了。 
 

(編者按：神父在乎教友是否懷着一顆真心來參與彌撒，衣着次

之；但教友的打扮亦應該本着對天主的尊重，不該掉以輕心，過

於草率。) 

13 

Mary Lam 林太 

 瑪利亞與教會的關係是兩方面的，她是所有基督徒的精神

母親，她也是教會的典型。瑪利亞學只能聯合著基督學才有意

義，更簡單的說，瑪利亞在教會內的地位，是作為基督與教會之

間獨特的，不偏不倚的中間人。基督我們的主，是我們的宗教中

心和意義，他是我們全部努力的最終目的——這位降生為人的天

主，為我們受苦和死亡，他，這位耶穌，曾愛我們，並以永恆的

愛愛我們。  
 教會憲章這樣肯定的說：「我們的中保只有一位：『因為

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取了人

性的耶穌基督，他奉獻了自己，為眾人作贖價。』（弟前2︰5–
6）瑪利亞之為人類慈母的地位，絲毫不遮蓋或削弱基督為唯一中

保的意義，反而顯出其力量。．．．．來自基督的豐富的功績， 

瑪利亞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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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憑基督中保的身分，完全從屬於這種身分，並從而吸收其全部

的力量。聖母的地位，絲毫不妨礙信友和基督間的直接契合，反

而促進其實現。」（教會憲章 60） 

 瑪利亞作為精神之母的職責，她的中間人的職分，是基於

她所得到的恩寵和第一位從基督獲得救恩的身分，而她也轉而為

她子女救恩之源。瑪利亞作為精神之母的母職，是此時此地的一

個事實。從這方面，她實在反映了她兒子的臨在。耶穌基督，我

們的大司祭，在天主之前，為我們轉禱（參閱希 7 ： 25）同樣，

瑪利亞分擔基督的救恩工作，也在於她在天主面前為人轉求的情

況下，繼續不斷。因為她與基督和他在世上的工作相聯，她現在

在天上，才能做世人的轉求者。為了她兒子的其他兄弟的緣故，

她被提升，以繼續參與基督重要的拯救工作，「以她的母愛照顧

她聖子尚在人生旅途上為困難包圍的弟兄們，直到他們被引進幸

福的天鄉。」（教會憲章 62） 

 一個最少推到聖盎博時代的傳統，已開始認定瑪利亞是教

會的典型。她是基於童貞母職的雙重奧妙而被視為教會典型的。

一方面她是藉信德，愛和與基督完全融通而成為教會的典型（教

會憲章 63）；另一方面，教會可以從她身上，看到自己將來的完

美形像。在歷史上，瑪利亞這個形像在教會內並不很清晰，以致

產生了另一個形像，這形像既不能反映瑪利亞的光輝，也不能反

照基督的「溫良與柔順」（格前 10 ︰ 1） 

 基督徒仍然需要在現世的生活中與罪作戰，瑪利亞是他們

努力仿效的模式。但最後，他們將轉化而成為基督徒而不是她的

肖像。我們當然可以把瑪利亞在教會內和基督徒 

生活中的地位，理論化和神學化；現實卻是一些 

更私人化的東西。我們需要她女性的溫婉端淑， 

她可以幫助我們衝破以男性為中心這段不愉快的 

教會歷史，而直接針對男性較細緻的感受。當我 

們對瑪利亞的崇敬，能真正反映在我們尊敬瑪利 

亞眾女兒的實際行動上時，教會真正是基督的教 

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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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內心是平靜的，我的出發點是善意

的。只希望藉著聖言，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思、言、行為好好的反

省、悔改、及皈依天主父。不能否認一點，我們都是罪人（誰沒

有罪的，請站出來），罪人看見罪狀都不會舒服，而寫的我也是

個罪人，那麼罪人看了罪人寫的罪狀，也許更不舒服了。忠言逆

耳，即使先知和耶穌基督說教，有人聽，也有人反對、有人離

棄、更有人憤而砸石。 

 我只希望和大家一同分享，一同反省，無論是同意或者不

同意我的觀點（有的改過，無則加冕），但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要

時常警醒，不要犯罪。更要強調重要的一點是：我不能定人的

罪。在耶穌和罪婦的故事中，眾人最後都溜走不定罪婦的罪，耶

穌也不定罪婦的罪，但吩咐她去罷，以後不要再犯罪。這就是寬

恕。我不能定別人的罪（也希望別人不定我的罪），但我能寬恕

自己，寬恕別人，同時也希望天主和別人也寬恕自己。 

 寬恕後面的動力是愛，能愛自己才能寬恕自己，能愛別人

才能夠寬恕別人。天主對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祂曾派遣聖子耶

穌，為了我們的罪受難而犠牲在十字架上，洗滌了我們的罪，更

在天國為我們預備了地方。耶穌基督曾教導門徒要寬恕，不是一

次兩次，而是七十個七次！祂教導我們要愛天主於萬有之上，教

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是可以無條件的，那麼寬恕也可以是

無條件的。其實生活的擔子已經佷重了，能寬恕別人，釋放內心

的擔子實在是一件對自己身心靈都健康的快樂事情。試想能對一

個不喜歡的人，踫到面時，給與一個真心的微笑，那是多麼灑脫

自在的事兒。 

 能否去愛，能否去寬恕，取決於我們在靈修生活上有沒有

經常祈禱，經常親近天主。能充滿聖神，也就充滿著愛和接受真

理的光照，不但不會犯罪，且能將個人生命的真、善、美、聖彰

顯出來，實現生命的完整與美滿，和感受生命的平安與喜樂。 

 以下和大家分享兩則每日聖言（摘自淅江省天主教教務委 

 

連聯波 Joe Lin  寬恕七十個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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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刊印的2010年3月份每日聖言），願主內的弟兄姊妹在天主的

聖寵和大愛中平安，在靈修生活上每日成長。主佑！ 

1. 先祈禱，後行事 

“主啊，我卻要見你在他們身上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

了。＂ 耶11：20 
耶肋米亞先知辦事的先後順序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在遇到刁難我

們的人時，可能會憑自己的血氣和對方爭鬥，結果可能兩敗俱

傷。而耶肋米亞先知卻不然，他將整個事情放在祈禱中，將冤屈

説給天主聽，天主就動工了。所以，先祈禱，後行事。 

2. 跟隨天主父，讓祂的大愛滿全 

“我所說的，是在我父那裡看見的；而你們所行的，卻是在你們

的父親那裡所學習的。＂ 若8：38 

耶穌來自天父，他就向世人傳遞美好的訊息。我們還處在世界

上，還沒有擺脫這可朽壞的、罪惡的肉軀。世俗和魔鬼常常會在

我們的耳邊引誘我們，遮蔽我們的眼目。仔細體會就不難發現有

時會莫名的生氣，總想到別人對不起自己的事，別人做錯的事。

要警醒，我們要奉耶穌的名斥責這些聲音！讓愛進駐我心。 

Mary Lam 林太 

 路加有關五旬節的記述，描述了教會開始的新紀元。路加

正確地了解，這件新事物的誕生，只能透過天主的聖神。因此，

第三福音比其他對觀福音更強調聖神對於耶穌的職務的支持，宗

徒大事錄也一樣，它給人的印像最初的基督徒團體完全生活在聖

神的活動之下，宗徒大事錄可以說是一個「聖神的福音」。 

 復活的基督在升天和告別之前，曾向門徒保證，他會送給

他們所預許的默世亞時代的禮物；聖神，賦予他們力量，使他們

能推行為耶穌作證的工作（見路 24 ： 47–49 ；宗 1 ︰ 5 ： 8）。

五旬節的聖神的洗禮（宗 1 ： 5），就是這許諾的實現。這標誌著

教會的肇始，就如約旦河的洗禮，標誌著救贖的工作的開始一

樣，在這兩件事中，路加都點出聖神在視覺上的顯現（路 3 ︰

22 ；宗 2 ︰ 3） 

五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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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所處理的，和門徒與復活的主溝通的性質一樣，是門徒

真正的，本質的，精神和內在的經驗。路加所述的五旬節故事的

歷史基礎，看來應該是第一次公開宣講基督的事件。他隆重地介

紹這個事件——「五旬節日一到」——暗示門徒一直等待著這節

日的到來。照舊約的思想，天主的聖神不只是一股強風，同時也

是焚燒的火，路加更聯合了這兩個意像。 

 在這個強有力的影響之下，門徒都講起方言，神魂超拔地

祈禱起來了。路加選擇了說方言來說明這種現像，藉此有力地顯

示聖神傾注這種戲劇化的臨現的真正意義，這樣以聽眾的方言，

向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各地代表，宣講喜訊，就是一項普世職務的

開始。他接著記錄，伯多祿解釋這種像醉酒一般說方言的現像，

是復活基督的確已把他的聖神，傾注在他們身上的標誌（宗 2 ︰

33）這樣也實現了岳厄爾的預言。 

 不過，既然岳厄爾也提到「所有血肉之人」，聖神的禮

物，不是只限於門徒的圈子，同時也賜予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因

此，伯多祿可以向他的聽眾保證，如果他們有信仰和受洗（宗

2 ： 38 – 39）。他們也可以領受聖神——不只是他們，甚至一切

遠方的人，因為都是我們的上主天主所召叫的。（宗 2 ： 39）領

受聖神是基督徒裝備的一部份。 

在我記憶中，四旬期的代表是「捐獻、聖灰禮儀、守

齋」。近日翻查資料，其中包含的還有「克己，祈禱，服

務」。 

守齋： 

  守大齋是指個人每天只吃一餐，依照古代的習慣，這一

餐是在晚餐。以後加上小齋，即禁用肉與酒。直到中世紀末

期，有許多地區更禁食牛奶製品和蛋。但由中世紀開始，守

齋的規定逐漸有放鬆的趨勢。現時的守齋，守小齋是用於所

有十四歲以上的人士。守小齋即放棄取用熱血動物的肉類食 

 

 

四旬期 的  守齋、克己、祈禱、服務  Philip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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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守大齋則適用於年齡在十八歲以上但未滿六十歲的人

士。大齋，是一天內只可有一餐吃飽，而其他兩餐祇可進食

少量食物，其餘時間只可取用流質飲品（包括奶類或果

汁），不能進食。 

  所謂守齋，不僅是指依照教會規定實行禁食，而是指在

教會的補贖時期內所做的一切「刻苦行為」，教會的作家們

稱之為「全面的齋戒」，因為它包括基督徒的全部行為，並

且是「團體性和公開性的」。它與祈禱、朝聖、濟貧有著密

切而不可分割的關係。 在以前，基督徒把齋戒視為領受聖神

的一種準備方式，是抵抗惡神的有力武器。也是為領洗及領

聖體的一種準備。而守齋節省下來的金錢則用作濟貧。按照

新聖教法典宣稱：全年每個星期五守小齋。但因各地情況不

同，新聖教法典也授權各地主教可為自己的教區另定細則，

以具體地履行悔罪的規定。據聞，危地馬拉的教友守齋是可

以食雞的。雖未經証實，原因也不明，但這是由一個在當地

生活過的人告知，可信性甚高。 

克己: 

四旬期的克己是指克制自己，要控制好自己，盡量

「不要受一些不良的東西誘惑」。不良的東西也指私慾偏

情，如妒忌、貪心、"要威"等等。 

祈禱: 

祈禱是指我們要多祈禱，多向天父禱吿，以「反省自己的錯

誤」。在人與人相交、工作中最常見的就是「認叻」，在上

司前要「認叻」，在朋友間要「認叻」，在女朋友前更要

「認叻」。「認叻」有時是好事，是必須的，但也要看技

巧。在商場，人們必須要多多宣傳，增加見光率。但如在朋

友間擺款攞威，遇到性格不合，就好易撞板。其實如一個人

有料(每個人都唔會瓣瓣掂)，有內涵，常言道「有麝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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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不用主動宣傳，只要做好本份，明眼人也會睇得見。

但如當街當巷，不分時與地的「踏著別人膊頭上」，賣弄小

聰明，除了會令人難下台，人格也不見得高尚。所以，我們

要常常反省，多多祈禱，祈求聖神幫助我們。  

服務: 

服務的意思是要我們多「服務身邊最小的兄弟」。耶穌曾說

過: 「你們要服侍身邊最小的兄弟，就是服侍我。」最小的

兄弟就是指身邊需要我們幫助的人。在我們這個不大不小的

華人團體，最有代表性的服務人員就是蕭神父及眾位小組成

員代表。當然這也包括詩歌班、司琴、主席等多位。每月、

每星期，他/她們都用不少精神和時間去計劃、準備、宣傳、

推行、總結。蕭神父的講道尤其精彩，真是 「聲、色、道」

俱全。  我們真要好好多謝他/她們，更要多謝主的安排，多

謝祂在我們人生中加進了他/她們，可以和他/她們結這個

緣。  

 「婦人，沒有人定你的罪嗎？我也不定你的罪。去吧，從

今以後，不要再犯罪了！」這是聖經裏記載耶穌巧妙地使手持石

塊要砸死那罪婦的群眾逐一離去後對她說的話。相信耶穌的仁慈

救了那罪婦免於一死及寬免她的罪後，她心裏一定萬分感激，也

定會從新做人，不再受罪的束縛。從此享有心靈的自由和平安的

喜樂。 

      有關天主的仁慈赦罪，福音裏亦有個浪子回頭的教導。話

說那個敗家子，在外散盡父親的家財及淪落得走投無路時，便記

起父親來，於是立刻回家向爸爸認錯求饒；那父親亦因兒子的回

頭而歡喜得像尋回那失去的寶物般高興！故事中的寬恕和被恕的

結果令一個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整，一種決裂的關係得到重修。可

惜世上有不少家庭都因為不肯寬恕而陷入冰冷無情的境地。無可

諱言的，世間的家亦有不和的手足‧‧‧‧其實有些事的發生， 

寬恕之道  呂劉群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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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可能是出於誤會，或是無心之失，或只是微不足道的事，但

由於人的驕傲、執著、不體諒，和不妥協的心魔作祟，把事情擴

大得不能容納得罪自己的人致使家庭破裂，視親人如陌路人，甚

或老死不相往來。 

      也有些人與人交往時，常覺得別人對自己不好。如遇上同

學、同事或友輩的出言不遜或態度冷待、或是意見相悖時，就認

為自尊受損，忿怒難平。於是一是自我杯葛和隔離他們，把自己

困於自設的圍牆內；一是處心積慮，圖謀來個兩敗俱傷的報復來

洩恨。怨恨和憤怒的心火常會燒得人心失去理性和沒了平安，只

想著別人對不住自己，暗地切齒咒罵。令人的面容變得愁苦和猙

獰。發憤怒是罪宗之一，是有損愛德的，耶穌教我們要愛人，不

但愛對自己好的人，也要愛對自己不好的仇人，愛仇人是不容易

的，除非心中有寬恕，耶穌叫人祭獻時想起與人有怨，便須放下

祭品，去跟那人和好，然後才向主獻祭，也叫人先看到自己眼中

的樑木，才可說別人眼中的碎屑，我們如與人結了怨，認為對方

對不住自己，要把他當做仇人時，不妨試着照耶穌的教導去做，

也祈求賞賜有寬恕的心，讓自己能因主常赦罪，也願意真心寬恕

得罪自己的人，且把對他的詛咒變為祝福，還將判斷和復仇的事

交給天主。 

 中國古語所說的「宰相腹內可划船」的話，相信是說人的

偉大處事胸襟廣濶，像海量汪涵般的可容納一切事物；真的，有

時以為前面沒路了，但退一步卻是可以海濶天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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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主內摯愛的弟兄姊妹和好友們： 

願主的平安和喜樂，常常伴隨著你們和你們的家人！ 

原來我們每人都真的有自己背負的軛。不是嗎﹖被裁員、

持久的待業、受上司的欺壓、來自工作或學業上的壓力、為自己

或親人的健康而擔憂、或者最要命的是被身邊的人冒犯和傷害， 
還有許多、許多、其他、其他 …… 數之不盡，沒完沒了。誠然，

要能相信，目前的一切經歷都是試鍊，能做到無比的包容、盼望

和忍耐，並恆常懷著祈禱的精神，這當中是充滿了多少的愛德和

望德，和對吾主的信德！我是由衷的欽佩。當然，更要感謝吾主

賜予我們眾人豐厚的恩寵。 

保祿宗徒說過：「我們連在磨難中也歡躍，因為我們知

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老練，老練生望德，望德不叫人蒙羞，

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神，已傾注在我們心中

了。 」(羅 5：3-5) 
他在斐理伯書中又說：「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樂，我再

說：你們應當喜樂！ ……你們什麼也不要掛慮，只在一切事上，

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

天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心思

念慮。 」(斐 4：4-8) 
當然，如果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見，耳所

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話，那麼祂所賜的平安，也應當是超乎各

種想像的。但願大家能夠化悲憤為力量，化怨氣為祝福，化戾氣

為祥和，化干戈為玉帛，然後，化腐朽為神奇。 

個人雖不是俞琤的Fans，但卻很欣賞她曾用過的一句話，

在此謹借用和大家共勉： 

「在晴朗的日子，我們會再出發。」 

 

祝大家有一個充實的四旬期。主佑！ 

(編者按：俞琤乃香港商業廣播電台之高層)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John Lin  



Sa
n 

Jo
se

 C
hi

ne
se

 C
at

ho
lic

 C
om

m
un

ity
 

C
an

to
ne

se
 G

ro
up

 
P.

O
. B

ox
 8

8 
Sa

nt
a 

C
la

ra
, C

A
 9

50
52

 
ht

tp
://

w
w

w
.sj

cc
c-

ca
nt

on
es

e.
or

g 
em

ai
l: 

in
fo

@
sj

cc
c-

ca
nt

on
es

e.
or

g 
te

l: 
(4

08
) 9

83
-0

21
1 

fa
x:

 (4
08

) 9
83

-0
21

2  

Nex
t T

op
ic:

  

Ri
gh
te
ou
sn
es
s 

下
期
主
題
: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