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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粵語組的福傳刊物「福

泉」停刊了一年後，將在2012年5月復刊。藉着這「福泉」刊物，

再度和大家分享主的光輝和主對我們無窮無盡的愛。 

    本刊物的內容著重靈修心德，聖人傳記，教會歷史，教會

節令，福傳經驗，信仰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分享，以及其他適合福

傳的文章。我們可以用文字來表達愛的心聲，愛的偉大，愛的犧

性，來宣揚主耶穌基督對我們無條件的愛，及衪教導我們怎樣去

實踐，人應該彼此相愛的道理。 

    編者衷心感謝協助「福泉」出版的朋友，包括投稿人，打

字及排版者。今期「福泉」的文章內容豐富，扣人心弦，導人反

省。看過文章後，大家都會感到受益良多。若沒有你們的稿件支

持，粵語組的福傳刊物「福泉」又怎能復刊呢？ 

     編者也誠意邀請團體內的每一位朋友，也加入福傳的行

列。支持「福泉」擁躍投稿。每人盡一分力量，所謂滴水成河。

為團體的刊物「福泉」費一些心思，用一些時間，貢獻一些有意

義的文章，讓團體內的兄弟姊妹，一同共享。藉着大家福傳文章

的分享，使「福泉」的內容更充實，更具啟發性及趣味性。從而

達到福傳的效果。 

    我們可以藉着「福泉」刊物的文章內容，互相勉勵，警

醒，提升個人神修生活的水準，宣揚主耶穌基督的愛。邁向愛主

愛人的目標前進。渡一個更有意義，更充實，更悅樂主的人生。 

 

編者的話     Melissa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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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感謝天主，福泉再次出現了！ 

經過一年的等待，粵語組新幹事會決定把福泉帶給我們一

個新的方向。希望通過這本福泉小冊子，我們可以更加瞭解天主

的 道 理 和 教 會 的 指 示 ， 從 而 加 深 我 們 對 天 主 的 信 念 。 

       我在這個團體已經五年多了。依賴上主的恩寵，每個主日

我們有許多熱心的兄弟姊妹們來參與彌撒聖祭。在禮儀中，我們

從來沒有缺少輔祭，讀經員，送聖體員，服務團和歌詠團。在神

修上，我們每年兩次的避靜，朝聖，工作坊，聖心彌撒，晚餐廳

祈禱會，泰澤祈禱，成人道理班，兒童主日學和信仰分享小組，

都具體地反映出教友敬主的熱誠。在不同的康樂活動裏，每年的

中國新春晚會、復活節、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感恩節、聖

誕節、郊野、燒烤和遠足，大家都能體會到上主創工的偉大。在

服務團體中，負責每主日彌撒後的茶會，諮詢處，通訊組，關注

組，大專組，年輕成人組，和成人組，我深深體會到各位兄弟姊

妹的愛心和慷慨的服務。 

       看到大家對團體的投入，我希望大家依照主耶穌基督的教

訓，繼續在團體內成長。在團體和在家庭裏，彼此要以愛相待。

因為「天主訓令的目的就是愛，即由純潔的心，

光明磊落的良心和真誠的信仰所發出的愛」。(弟茂德前書1:5)

同時愛是不加害於人，所以我們要愛我們的近人如同我們自己

一樣。

福泉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成為福音的泉源，就讓我們繼續在愛

      

  

 

 

 

蕭神父的話... 

的生活上成長，榮主愛人。。

 祝大家主寵恩佑，福愛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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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活   黃振宗  

每年三月底 : 復活節快要來臨了！這是基督徒對上主的渴望

和期盼，聖誕節固然帶給我們無窮的希望與歡樂，但是主的復

活，更能堅定世人的信心，更彰顯主的大能，耶穌是天主子，是

真天主，唯有藉著祂，才可以獲得永恆的生命！ 

新約聖經裏面記載了耶穌基督的救贖工程，滿全了舊約聖經

裏面先知的預言。祂為了世人的永恆的生命，不但顯示祂是天主

的獨生子，具有天主無比的愛，而且祂降生為人，與人一同生

活，亦顯示了人的善心、同情心、憐憫心和天主賦予的愛心。新

約中記載了不少耶穌基督所行的神蹟，每個神蹟，除了堅定門徒

的信德，向世人顯示祂是默西亞外，還具有其特別的義意，我們

應細心閱讀和深入理解。 

路加福音第七章第十一至第十七節，記載了耶穌復活納因城

寡婦的獨生子，當時耶穌和祂的門徒，還有一群人同行，當臨近

納因城門時，看見一大群人陪著一位寡婦前行，她身旁伴著一個

死人，而死者就是這位寡婦的獨生兒子！ 

據當時猶太人社會的傳統，女人的地位是極低微的，她們需

要依靠男人生活；當一個女人的丈夫死去，她惟有依賴兒子生

活，但這寡婦唯一的獨生兒子也死去，無論在感情上、經濟上，

她在各方面都頓時失去依靠，在當時的猶太人社會裏，實在是一

件極其悽慘的事！  

耶穌看見了，就動了憐憫的心，立即安慰她說：「不要哭

了！」並命令青年人起來。那死者便立刻坐起來，開口說話。這

情景令在場的人大為驚嘆，遂將此事傳揚開去。 

耶穌降生為人，不但具有天主性，亦具有人性，正如經上所

說，「憐憫人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受憐憫。」耶穌當天看

見寡婦悲慘的情況，便立即伸出援手，使寡婦的獨生子復活；充

份流露祂人性的一面，也同時反映出祂的天主性，具有無上的權

能，連死者也要聽從祂，祂是真人真天主，祂是舊約預言的先知 



   4 

不單要來拯救以色列人，同時也是全人類大能的普世救主！ 

我們每一個人在世上多多少少都有痛苦、傷心、無助的時

候。尤其是受到別人傷害的時候，便會心懷怨恨，會以報復討回

公道。其實這樣是永遠得不到心靈的安靜和舒暢。如果我們想做

一個快樂的人，就應學習做一個憐憫人的人。我們不是也渴望從

別人身上得到憐憫和寬恕嗎？只有那些富於同情心，愛心，救助

他人的人才是有福的，並且能夠享受到被憐憫。有時我們意氣用

事，以致生命充滿遺憾，既然今天我們認識了主，就要效法祂的

憐憫心，說一些關懷家人、朋友的說話，多做一些愛德的行動，

因為「何處有仁，何處有愛，天主必常在！」  

  

 還記得三年前，當媽媽邀請我到聖堂時，我開玩笑地說了

一句：「天主還沒找我，還是等多一會吧！」此後，上聖堂的事

便不了了之。意想不到的是兩年後當我來到美國時，天主真的找

我。得到College Group 的熱烈邀請，我積極地參與College Group 
的活動和開始每星期上聖堂。 

       去年暑假回香港時，我和媽媽討論了當教友的事。她滿心

歡喜地告訴我:「作為你的家人，我們會尊重和支持你的任何決

定。」在家人和朋友的鼓勵下，我在去年九月加入了慕道班。在

這數個月的慕道班裡，我在每一位導師上學到很多關於信仰的寶

貴知識。在此，我衷心地向各導師說聲多謝，很感激他們為每一

堂所付出的努力，他們所教過的道理，我一定會常懷心裡！假如

沒有他們的指導，當蕭神父問:「你準備好成為基督徒嗎?」我並

不會有勇氣和決心回答他:「是的! 」 

       現在，我已確信我要成為基督徒，加入天主的大家庭。我

十分期待成為基督徒後的日子，我相信天主必能帶領我找到生命

的意義! 

新領洗者的感想  Nels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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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退休後，來到美國居住,跟隨家人參加祈禱會和每星

期蕭神父的主日彌撒，蕭神父講的道理非常令人接受和感召，令

我有一種追求天主的動力。一次彌撒中，聽到慕道班繼續招生。

我太太即時提議我報名，當時我感覺在心裡有一種強大力量招引

我，之後即時入讀慕道班。 

慕道班裡在導師和神父的指導下，開始相信天主，認識更多

關於天主教的道理，有關禮儀在彌撤中的意義和教會的歷史，令

我明白禮儀的重要和加強對教會的認同，誠心信奉天主。 

在學習期間，因身體不適，回港醫治一個月。回來後，感謝

蕭神父的恩許，使我能在這個復活節領洗，我期待這天的來臨，

並成為一個基督徒，要恆常祈禱，勤領聖事。 

期待聖洗的學員    Aaron Tsang 

「愛」一個字可講得輕鬆，但愛恨交纏，很難說寛恕。這個問題

很難說得清楚，人家不肯放過你，怎樣講也不通（愛不是斤斤計較

的）。 

1994年，我們在越南蜆港，在做衣服生意幾年後又開一檔口賣洋

雜貨、化妝品、男女衣物鞋、用具、玩具和髮式，各樣五花百門，講之

不盡。由早上八時坐機動車出發到街巿中心，用2小時的時間才擺好了攤

位。到了中午，太陽很劇烈，氣候受不了，坐著等候客人來交易，每天

只賺得幾文錢不夠打稅，只有自己出特別的小領帶和小童游泳衣，小童

西裝等，生意才漸漸地好轉。過了兩年─1996年等至1998年，才來到這

個美國天堂，也經過13年艱苦生意的爭鬥，正如「浪奔、浪流」歌裏面

的歌詞一樣，上一代走難由香港走到越南，又由越南走到了美國，這才

安定下來。過的日子也無多，再過多十幾年就回歸天國，最後只有等上

天堂安居了。 

慈母教會也如耶穌一樣，要我們注意法律的精神，但因時因地教

會會改變一些規定，有些教友因此對教會產生不滿，認為教會的要求降  

愛與恕      梁光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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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迎合社會的潮流。其實不是這樣，一個例子是：過去教會禁止在

星期五吃肉，今天我們知道教會這條規定改了。不是每個星期五都要守

齋。但教會並沒有變得隨便，過去，法律的精神是我們留意到需要為罪

做補贖，並以具體的禁吃肉來做補贖，籍此來表示愛天主，並懊恨我們

的罪過，但我們知道，我們很容易只為了避免觸犯規戒，而死守法律的

條文：「不吃肉」，卻沒有愛和悔改的精神，而大啖吃海鮮，龍蝦。教

會改了這規戒，要告訴我們的是，不要只是為了犯罪，更要活出這規戒

的精神，我們不要像孩子被迫守法，卻要像成年人一樣用自己的方法活

出這規戒的精神，愛與補贖，今天是個很好的機會去反省星期五「守

齋」對我有什麼意義，我怎樣活出這規戒的精神。 

常說: 愛不是斤斤計較，以為付出一點的愛就「夠了」。愛的法

律是要我們去愛天主，愛人，但「愛的法律」這名詞似乎有矛盾，因為

愛只能是自願的，不能用立法來強迫那要如何履行愛的法律呢。當我看

到一個人鬱鬱不樂時，雖然沒有法律命令我一定要去問候他，但若我放

下自己繁忙的事務，走向前去關心他，這時候，我就履行了這「愛的法

律」。當我路過一間教堂，沒有法律規定我一定要走進去朝拜聖體，但

我先把要做的事放在一邊，走進去問候聖體櫃裡的主耶穌時，我就是履

行了這「愛的法律」。 

 「你們應當成全」如同天父一樣成全。主耶穌自己的人性生命證 

明了這一點，教會成千上萬聖人聖女的生命也見證了這一點，而主耶穌

不只是給我們這條看似不可能的「愛的誡命」，祂也賜給我們領受這愛

的聖體聖事。   

從懂事開始，我就知道要做好每一件事都要靠自己，其他人

只可以幫助，不能夠依賴。所以我從細到大都不強求任何事。因

為我很清楚及了解自己，任何事我都會努力去嘗試或爭取，當然

包括讀書和做事；如果我覺得自己曾經努力過而得不到的話，我

會很快放棄而繼續下一個目標。當然也有人覺得我沒耐性，做事

三分鐘熱度，但是我都不會理會別人的想法，我就是我！可能這

就是自信，其實我有時都會感到有些自卑的。記得我曾經抱怨過

為什麼世上事物這麼多不公平，但當我長大後就明白公平不是必 

前與後      藍陳靜儀  



   7 

然的，凡事只要盡力而為，不須計較得失。 

以前有朋友叫我一起去教會，我一定會搖頭，因為我不相信

神或佛，只會信自己。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識了耶穌基督，我

現在每個星期天都會去参加彌撒和上慕道班，從而學習天主教的

信仰及道理。 

時間飛逝，回想去年這個時候，我依然是一個沒有信仰的

人，想不到現在的我就快成為一位天主教徒。距離洗禮還有幾星

期，心情是既興奮而又擔心，興奮是我很期待一個新的自己，擔

心的是怕自己做得不夠好。我會付託自己給耶穌基督，帶領我面

對以後的每一天。期待做到信、望、愛，及把希望都寄與主!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還有一星期，我們這幾位慕道者就要

接受聖洗聖事，我相信每位慕道者都有他們自己的故事。而我是

怎樣地走到主的跟前呢？ 

我是在一所天主教小學就讀，從小就學習主的道理，聽主

的聖言，深信主的存在，那時的我還想當一位修女呢！升中時特

選一所由修女主理的女子中學，想著可以繼續走近主。學校裏雖

有聖經課，但可沒有甚麼慕道班，修女們也沒有刻意鼓勵我們入

教。自知不是一個主動的人，在沒有推動力下，就這樣磋跎了多

年。雖然這是藉口，可自從認識主後，衪已經住進我心裏了，這

一切或許都是主的旨意；讓我帶著衪的恩寵在外走了這許多年，

現在正是時候回到主的懷裏。聖洗聖事將近，心情雖然有些緊

張，唯深信主會帶領我們走上正確的道路，藉著聖洗聖事，潔淨

我們的靈魂，堅定我們的信念。感謝主！                    

漫長的路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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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妻子和母親同時落水，只能救一個，你會救誰？＂這問

題看起來好像一個不經意的搞笑問題。但其實這虛擬的命題蘊含

著深層的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也就是家庭和婚姻關係）的啟

發。 

就像聖經中浪子歸家的故事一樣，我們不能單單專注那幼子的

表面的身體和物質的明顯宗罪，也要明辨了解大兒子的隱藏著的

心靈上的致命宗罪(Deadly Sins)。同樣，這問題不單只在表面上對

男人而問，也應在更深層的心靈中對女人而問。 

在這裡樣我們先看看一些在網上的民間討論。 

（以下是擇自中文網上的論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
content/feeling/1/1104760.shtml ） 

（網友的回答） 

A: 抓著誰先救誰唄,救起了一個再救第二個! 

B: 有見解，我喜歡。但我還是要救母親! 老婆死了可以

再娶，媽媽可只有一個啊。 

C: 我不會為沒出現的問題而回答。掉到水裡再說。 

D: 用這個問題逼問男人的女人其實是愚蠢幼稚的，無論哪個答案

都只會讓女人自己不爽。你想，1、自己媽都不救的人，還能救你

嗎？2、只救自己媽，那你呢? 

E: 垃圾問題，拒絕回答 

F: 有位女士問老公：如果我跟你媽一起掉進水裡，你先救哪

個？  

   老公面露難色說：我不會游泳啊！  

  女士說：假設你會。  

   老公說：你自己不是會游泳嗎？  

   女士說：假設我不會游泳。  

   老公說：你不會游泳帶一老太太到水邊幹嗎？  

   女士氣憤的說：你真是死腦筋，我不是假設嗎？  

    

如果妻子和母親同時落水，只能救一個， 

你會救誰？   連聯波 (Joe Lin)  



   9 

 老公毫不示弱的說：你假設什麼不好，幹嗎假設我媽掉水

裡，你怎麼不假設你媽掉進水裡？  

   女士強忍怒火說：那我媽和你媽一起掉進水裡行了吧？  

   老公面露痛苦狀，說：你沒事假設兩個老太太掉進水裡幹

啥？我媽你不喜歡也就罷了，你媽把你拉扯大容易嗎? 

G: 膚淺的問題，試問一下，問這個問題是老婆問，還是老母問， 

顯然而見是老婆問的。我會救老母先。誰問這個問題，我就不會

救先！一個真心愛你的人是不會問你一個為難的問題的，你說是

嗎？ 

H：那我誰也不救，馬上自殺。因為我不管先救哪一個，我都會終

生內疚，誰也不救也會內疚，這樣死是最好的解托。 

I：我會先把救生圈給母親，然後來救你，因為我知道你一點都不

會游泳。 

J：先救母親，然後跳下去陪妻子殉葬。 

K：對一個男人來說母親和妻子都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女人，沒

有誰輕誰重之分，不過要我選擇的話，我會選擇那個離我比較近

的，這樣生存幾率比較大一點的。 

L: 我一狠心，一咬牙，決定還是昧著良心頂樓主的帖子。作出決

定後，一種深深的負罪感強烈地擊中了我正直的心靈，一瞬間我

淚流滿面心如刀絞，意識到在以後的漫漫人生旅途中，我將因為

這次不光彩的頂帖而經歷長期的靈魂掙扎、精神痛苦乃至於心理

煎熬，我不禁對著顯示幕怒吼：“樓主你個混球，以後少發這種

爛帖！！！＂ 

（虛擬歷史人物的回答，也可能是現代人根據不同性格、背景、

時代、際遇的回答） 

孟子：  
從小死了老爸，老媽拉扯我不容易，為了我讀書，又搬了三次的

家，給我吃好的穿好的。 

老媽和老婆落水當然先救老媽了，萬惡淫為首，百善孝為先!老媽

死了可不能再找一個，再找一個那就是後媽了。聽說後媽沒幾個

好的。「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老媽，我來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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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了」。撲通一聲孟子跳下了水。 

周幽王： 

老婆和老媽落水了當然得先救老婆了。想當年俺的褒姒笑一笑，連

江山都不要了，連自己的小命都不要了，何況是老媽？再說這死老

太婆在立太子的時侯老是偏向俺弟弟，害得俺差點都沒當成太子。

「情深深雨濛濛，我對你的愛很深，褒姒我來救你了。」周幽王撲

通一聲跳進了水裡。 

劉備：  
兄弟如手足，老婆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補，手足斷安可續？只要俺

二弟和三弟沒掉水裡就行了，其它人俺可不管他。「老婆，老媽。

你們死的好慘呀！」劉備一頭栽在河邊上嚎嚎大哭起來了。 

曹操：  
甯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管它是老婆還是老媽了，只要

不是我掉水裡就行了。「輕輕的我走了，正如我輕輕的來，我揮一

揮手，不帶走一片雲彩。」曹操哼著詩提著劍慢慢的走遠了。 

屈原：  
這個世界太黑暗了，這個國家太腐敗了，活著也沒啥意思，不如都

死了乾淨!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投身

于河水中倒是一個挺好的歸宿。「現在的一片天，是骯髒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裡再也看不見。老婆，老媽，我和你們一起死」

屈原一邊唱著一邊跳進了水裡。 

莊子： 

生又何歡，死又何哀？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  
老媽和老婆死了就死好了，不過是從有形的元氣狀態回到了無形的

元氣狀態，有啥好傷心的呢？救他們幹啥呢？誰都不救啦！「對面

的女孩看過來，看過來，看過來。」莊子分開著雙腿像簸箕一樣坐

著,手中拿著一個瓦缶,邊敲邊唱，看著老婆和老媽慢慢地淹沒在水

中，滿臉快快樂樂的樣子。 

和紳： 

老婆和老媽落水就落水吧，反正我愛的是錢，錢就是我的老婆，     



   11 

錢就是我的親媽。我說老婆和老媽呀，你們就不能穿差一點的衣

服再掉到河裡，哎呀，可惜了你們頭上的那些金銀手飾呀！「有

啥你別有病，沒啥你別沒錢。」和紳一邊看著他老婆和老媽慢慢

地沉下去一邊歎息著。 

王勃：  
手心手背都是肉，老婆是自己最愛的人，老媽是自己最親的人，

怎麼辦呢？不管它，先跳下去，看看離誰最近就先救誰吧。王勃

撲通一聲跳了下去。「不好，我忘了自己不會游泳了。」王勃咕

嘟咕嘟，也慢慢地沉了下去。一代才子王勃可能就是因溺水而死

的。  
孫悟空： 

俺是從石頭縫裡蹦出來的，沒有老媽。所以不存在老媽落水的問

題；俺是個和尚，沒有老婆。所以不存在老婆落水的問題。不存

在老媽落水的問題，也不存在老婆落水的問題，就更不會存在老

媽和老婆同時落水的問題。這個問題也不知道是哪個猪頭想出來

的，簡直比俺師弟猪八戒還蠢。 

（標準答案）      
 也不知是哪個無聊的傢伙，編出這麼個題目來為難中國男

人。在網上搜了一下，贊成救母親的，似乎更多一些，因為“母

親只有一個，老婆卻可以再娶＂；還有人兩邊不得罪、非常狡猾

地回答：“救母親，然後跳下去和老婆一起死＂………………總

而言之，還是要救母親。 

 如果我們有一雙慧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明明白

白清清楚楚真真切切＂的，那就是：救妻子！ 

為什麼？  
 因為救助妻子關愛妻子，是丈夫的責任，至於救助母親關

愛母親，那首先是父親的責任。當兒子的不能越俎代庖，把老子

的職責，攬到自己身上。 

 這個問題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點出了中國婆媳矛盾的

根源。儘管孔夫子在編訂《詩經》時，將《關睢》作為第一篇，

以表明“夫婦為人倫之本＂，但後來的歷代封建統治者，為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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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自己的政權，提倡扭曲的“忠孝＂，格外強調親子關係，強調

子女對父母的“孝順＂，結果造成很多中國家庭的失衡：太多的

母親，希望從兒子身上，得到本應由老公給予自己的關心和愛

護；太多的兒子越過疆界，把本應屬於父親的職責，扛到了自己

肩上。 

 上溯一代：父親為什麼不能盡責，給自己的老婆以關心和

愛護呢？因為父親也和兒子一樣，把關心和愛護，給了自己的

媽。 

 下延一代：被兒子冷落的媳婦，在有了自己的兒子之後，

也和婆婆一樣，把本該從老公身上獲得的感情，全部寄託了在兒

子身上。 

 於是一代又一代，就這樣輪回：每代兒子都更愛母親，每

代媳婦都痛恨婆婆。每代丈夫都不盡其責，每代妻子都黯然神

傷…… 

 模糊不清的疆界，讓中國人本該幸福美滿的家庭，紛紛擾

擾了數千年！ 

 親父子，明算帳，各顧各的窩，各疼各的老婆——弄明白

這句話，婆媳關係，其實根本就不是問題。 

 如果你還待字閨中，正在尋找自己的另一半，那麼，你一

定要注意：父母關係不好，同時又和母親過分親蜜的人，慎嫁。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他，你確定要和他過一輩子，那麼，你一定要

堅持：婚後不和公公婆婆同住，不要公公婆婆過來幫忙帶小孩。 

如果你正考慮和一個姑娘攜手一生，同時你又確定：在媽媽心目

中，你絕對比爸爸更重要；在你心目中，媽媽絕對比女友更重

要，那麼，請你最好慎重考慮你的婚姻。在你離開媽媽的懷抱、

真正成人之前，你是很難給一個女孩子幸福的。 

如果你已為人母，當你對兒子的關心，超過了老公時，你一定要

警惕；如果你真的希望兒子幸福，那麼，請你永遠不要愛兒子，

超過愛你的老公。 

 如果你的妻子和母親同時傷心哭泣，請你克制住“搶班奪

權＂的衝動，全力安慰好你的妻子，把安慰母親的工作，留給你 

  



13 

的父親。要想營造一個健康的家庭系統，必須將夫妻關係置於家

庭中最重要的位置。但是，不管你多麼敬愛父母，你終究要離開

他們，去過你自己的生活。不管你多麼愛兒女，他們也終究要離

開你，去過他們自己的生活。而配偶，才是那個真正陪伴你一生

的人。 

 並且，為了父母的健康，我們不要太戀父母的某一方，認

為自己與他（她）的關係勝於他們的關係。為了兒女的健康，我

們也不要太戀他們，認為自己愛他們勝於愛配偶。因為，最愛的

我們都必然是最難割捨。所以，勢必要割捨的，不要讓它成為最

愛。 

 當然，這並不是說，我們要把最多的資源留給配偶。相

反，當老人和孩子需要照顧時，我們必須要把更多的資源給他

們。但是，我們一定要懂得，配偶才是真正陪伴我們一生的伴

侶，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心理寄託。 

 如果是兒子，就要對自己說，爸爸才是媽媽最愛的人，自

己不是； 

    如果是女兒，就要對自己說，媽媽才是爸爸最愛的人，

自己不是； 

    如果是父親，就要對女兒說，我愛你，但媽媽才是能陪

伴我一生的； 

    如果是母親，就要對兒子說，我愛你，但爸爸才是能陪

伴我一生的。這才是健康家庭之道。 

現在讓我們嘗試在聖經中看看天主給我們的教導來找找答案。 

（以下部分是擇自中文網上的“從聖經看事業與婚姻＂: 

http://www.goodtv.tv/program_all_text.php?
flag=series&filename=UE076 ） 

  馬竇福音第十九章：人要離開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二

人成為一體。這短短的一節在聖經裡面總共出現過三次。聖經裡

面任何一句話，如果重複出現的話，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這

麼重要的一句話所代表的意義，是一個人的婚姻要能夠合天主的

心意。按照天主起初的光景，在伊甸園裡面，當亞當跟夏娃一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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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時候，天主要設立這個婚姻的時候，在他們的結婚典禮裡面

就已經講了，說：人要離開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

體，這是一個婚姻要能夠幸福的秘訣。 

 亞當跟夏娃在結婚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做父母，自己沒有

父母，他們是天主的兒女。天主在他們一開始結婚的時候，就告

訴他們：你們婚姻的秘訣是要離開父母。天主意思在告訴我們

說：亞當，夏娃，你們將來長大了，有孩子了，你們希望你們的

孩子幸福、快樂。你要讓你的孩子可以離開你。如果我們做父母

的緊緊抓著兒女不放，兒女的婚姻不會幸福的；如果我們做兒女

的，跟父母的臍帶剪不斷，我們的婚姻不會幸福。人要離開父

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一個人希望婚姻幸福，就必須跟

父母臍帶要剪開、要離開。這個離開不是說我們跟父母就沒有來

往。我們知道一件事，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在天主的面前是

一個成了家，獨立的人，要在天主的面前，單獨向天主負責，我

們的情感、財富、需要、生活中的一切，都不能夠再做一個倚靠

父母的人。破壞婚姻的幾個殺手，跟父母中間關係搞不好，是一

個極大的殺手，很多的婚姻之所以會失敗，都是因為我們跟父母

中間關係搞得不對。人要離開父母，不是我們不要父母，不是我

們不要孝順父母。要孝順父母之前，必須先離開父母，與妻子連

合，二人成為一體，以後再回來孝順父母，這個時候，孝順是兩

個人同心合一的孝順，這樣的孝順就會讓父母得到真實的滿足，

也會讓自己的家庭，帶來極大的祝福。 

 依附自己的妻子的真實意義，是丈夫跟妻子中間有一個親

蜜的關係。依附自己的妻子，所代表的意義，遠遠超過肉體上的

結合，它包含跟妻子在靈的這個層次裡面，就是理智、意志、感

情，都需要有更多的學習，彼此能夠合一，更多的身、心、靈連

合在一起。我們今天很多做丈夫的，對著汽車或高爾夫球的瞭

解，遠遠超過對我們妻子的瞭解。可是聖經告訴我們，做丈夫的

要與妻子連合。今天很多做丈夫的犯了嚴重的錯誤，以為已經結

婚了，就是把妻子擺在家裡好好的看家，我好好的賺錢。這實在

是錯誤的，因為賢慧的妻子是天主的賞賜，我們要珍惜，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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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她結合併建立一個身、心、靈的親蜜的關係。我們中國人有一

個非常錯誤的想法，常常說太太是可以換的，爸媽是不能換的。

聖經的  啟示告訴我們，天主要我們離開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為一體，所以我們跟妻子也是不能換的，爸媽不能換，妻

子也不能換。 

 做丈夫的，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世人一樣 ，能為世人捨

己。夫妻兩個人很多地方都不會一樣，看法、想法、做法、很多

的成長和文化背景都不一樣，在這一切的不一樣裡面，做丈夫

的，要愛妻子。這個愛，不單是感情裡面的愛，而是意志的愛，

是雖然有的時候很不高興，但是丈夫願意為妻子捨己，放下自

己，不堅持自己的想法、做法，又能夠尊重對方。 

 做妻子的，要順服妳們的丈夫，如同教會順服基督一樣。

當妻子願意並學會順服，天主就要負起妳的責任，他就是做錯

了，天主負責；他做錯，天主也會在長遠帶來祝福，會改變事情

的，我們的天主是何等奇妙的天主，在天主沒有難成的事。天主

知道什麼是最好的，所以在天主的恩典中，天主真的就是做這樣

奇妙的工作。 做妻子的願意順服，天主真的就給妳祝福。所以我

們按照天主給我們這個原則：我們要離開父母，依附自己的妻

子。可以二人成為一體，在天主的恩典中一起來成長、學習、和

事奉。 

 另一方面，傳統的中國家庭，孕育了女性以為養兒防老，

也可能與丈夫不愉快的婚姻關係，將愛與希望都轉嫁到兒子身

上，在無形之中把兒子掌控而不能放下，作為兒子和丈夫的男人

夾在母親和妻子兩個女人中間爭吵衝突不斷，左右為難。華人的

家庭問題不單是男人的問題，往往也是女人的問題,今天做妻子的

和奶奶爭丈夫，明天做母親的和媳婦爭兒子，將家庭衝突一代一

代延續。可幸的是，作為基督徒，我們已經有了婚姻能夠幸福愉

快的秘訣。 

 回到“如果妻子和母親同時落水，只能救一個，你會救

誰？＂這個問題，我想最理想的情景是，當兒子還在猶豫時，母

親對兒子說：“孩子，你應該去救救你的妻子，就如同以前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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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曾經救過了我一樣。＂母親如能這樣做，不但給兒子保存忠、

存孝、存德、存仁、存義，還給媳婦建立了一個作為母親的好榜

樣，可以世代承傳。面對這個問題，我以前不敢回答，而太太

Lesley亦不敢聆聽。現在我會向太太說：“我會救妳，但以後妳必

定要讓妳的兒子救他的妻子。＂太太一半喜一半憂，我相信聖神

的光照和啟發，太太會明白和接受的。 

我們只要認知和按照天主的旨意而生活，家庭和婚姻關係是可以

更加和諧、更加美滿，生命可以更加豐盛、充滿平安和喜樂。主

佑！ 

 

 德蘭是我太太的舊同事，為人溫婉嫻淑，事親至孝，年輕

時長得美麗動人。她本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後來卻對天主

失掉信心。她說：「如果有天主，點解佢會俾咁多香蕉皮俾我

『踩』(為什麼祂會給那麼多香蕉皮讓我踩上去滑倒)？」原來她

在事業方面一直都不如意；愛情也屢經波折，標梅已過，嫁杏無

期。健康又欠佳，染上了肺病；而在一九九一年她摯愛的父親也

溘然長逝。在重重打擊下，她變得容顏憔悴，並開始研究佛學，

企圖在佛教的領域裡找尋心靈的安息。 

有一天晚上她打電話來向我太太訴苦。雖然工作纏身，但我

太太仍懷著無比的忍耐聽她傾訴，不忍棄她不顧。談到午夜，太

太實在筋疲力竭，終於叫我來接力聽電話。當時我和她辯論，勸

她信天主而不要再研究佛學，但卻徒勞無功。不過，後來她終於

願意嘗試再找尋天主，答應了參加逢星期四在置富花園露德聖母

堂舉行的天主教神恩復興運動的祈禱聚會，到那裡看看。 

 星期四我們在置富把她介紹給祈禱會的神師，現已離世升

天的鍾慕蘭修女。鍾修女非常熱心，立即叫她參加逢星期一下午

在摩星嶺嘉諾撒靜修院由她所主持的一個名叫「繁忙中的靜修」

的靈修課程。她起初不打算參加，但祈禱之後，終於答應了。  

德蘭神奇的轉變    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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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星期日早上，我們在聖堂遇見她。她說：「現在我像

蕩子比喻中的蕩子，回了父家，但對父親卻沒有絲毫感情。要我

領聖體，辦告解，這恐怕是很多年之後的事了。」我們問她星期

一參加了鍾修女的課程有什麼得著。她說：「鍾修女為我覆手祈

禱，耶穌受洗的情景就在我的腦海裡出現。我看見耶穌走過來，

就用手擋著想避開祂。我不知道信不信衪好。」我們異口同聲地

說：「為什麼耶穌走過來，你要避開祂呢？當然要信祂啦！見到

耶穌是你的福氣，我們想見也見不到。」她說：「耶穌走近我，

我覺得有壓力。」我太太記得以前聽台灣耶穌會的王敬弘神父說

過，如果在神視中見到耶穌，祂所穿的衣服的顏色是有意義的，

於是便問：「耶穌穿什麼顏色的衣服？」她答：「黑色。」我太

太知道黑衣表示德蘭有罪，於是叫她去辦告解。之後大家便各自

歸家了。 

跟著的那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如常到置富參加祈禱會。一見

到鍾修女，修女就對我說：「感謝天主，你的朋友辦了告解

呢。」之後我見到德蘭。她已變得容光煥發，和以前判若兩人，

彷彿在四、五天之內年輕了幾歲，簡直不可思議！ 

    德蘭後來向我們解釋：星期一那天她本來無意辦告解，但鍾

修女說：「有神父在，辦告解吧！」不知怎的，她真的誠心辦了

告解，之後內心就得到平安了。 

是內心的平安使她在幾天之內青春了幾歲！是天主的恩寵使

她在困境中仍然覺得平安！天主的力量何其偉大奇妙！感謝主！

讚美主！ 

( 原文載於1995年6月9日的公教報 ) 

後記：德蘭現在已進了修會，做了修女， 

請各位讀者為她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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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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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走天堂的道路。世界上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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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說天使的語言，但我沒有愛，我

就成為了發聲的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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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作無禮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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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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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行      林楊秀珍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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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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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有生命的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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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正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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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傳教士、傳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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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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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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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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給你一杯水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不會失掉他

的賞報。」（谷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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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被及衣服給露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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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時以及神修方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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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由「格言聯璧」錄出，加上我一些心意，也是聽了蕭

神父在談如何面對喜與苦所觸發，想自己身心到日後置之何處。 

人有幾等，總要做個對社會，家庭，團體有貢獻的人。如

果庸庸碌碌，可有可無，就是醉生夢死，辜負天父創造自己的恩

德。即使在人世間，富貴快樂，都不值得提及。有幸生在世上，

我們要知道有生命的快樂，也要有「白白過一生，對世人無一點

奉獻」這種憂心。 

  天生每人有特才, 以為宇宙補光彩 

             缺一宇宙就不全，別人决難可代補 

 人生數十寒暑，時間實在太短了，讓我們把握主賜給我們

生命的每一天，去做一個對家庭，對團體，對社會，對國家有貢

獻的人。常作自我的反省，自己接受的那麽多，自己對家庭，對

團體，對社會，對國家又付出了多少呢？ 

人生觀一點點   蔡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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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涯一角落，有一大片土地，鼎是品立，分成三幅，各

有其名： 

第一幅名為：信 

第二幅名為：望 

第三幅名為：愛 

這就是我的農舍，我的園地。 

大家好！「福泉」復刋，主編四處徵禞，小農又豈能袖手

不答呢！謹在此與大家分享農田三畝的小天地：有耕耘，必有收

穫！引申於信仰，也是一樣，謹在此小天地上與各位暢談人生丶

信仰，及天國之路。 

人人說：「萬事起頭難；難，難，難!」務農氏說：「有時

當你面對一座大山，你會把那山看得比天主還大！」；但是如果

你翻看聖經，羅馬書8:28“天主使一切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

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益處。＂所以務農氏說：「世上無

難事，除非志不堅」。堅信天主，事事必成，包括我們的信仰生

活。 

最近有一訪客來我的農居，他剛參加教會辧的成人慕道班

(R.C.I.A.)，他見面即說：「我有些怕怕，我如果領洗後，會受很

多束搏，失去很多自由！」務農氏回答：「信仰天主，就是愛天

主，就是同意協助那些愛天主的人，天主會使他們獲得益

處！」。即時，我請他坐下，奉上香茗，一同翻讀羅馬書第八

章，第十八至三十節，其中：“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那位訪客兄弟明白了，即說：「原來慕道班的導師，與我

們分享不同的課題，目的是要我們明白做人的道理，設法參透宇

宙，人生的秘密；因為天主教的信仰，也是正視人生的信仰，源

於天主的啟示，並以耶穌基督在聖經中的說話為準，引導我們如

何邁向真、善、美，聖的境界最後達至天人合一，回歸到萬有的 

    

 

農田三畝   務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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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原天主那裡去。那麼，我怕甚麼？ 」 

我拍拍他的膊頭說：「好兄弟，讓我們携手前進，大家在

信仰的路途上，跟隨耶穌基督，在我們人生的際遇中看得更遠、

更深、更廣、更通、更透；達至愛主愛人，光榮天主！」。 

在我們人生旅程中，過一個更充實，更美滿，更有意義的

人生，跟隨基督的教訓，渡一個愛主愛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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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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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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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中在腦海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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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悟和理解，在默想時，口唇寂靜，而頭腦繁忙。 

最後是「靜觀祈禱」，也就是舊稱的「默觀」，是將心靈

與意志伸展到天主臨在的祈禱。在這種祈禱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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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我們進入內室，以至進入心靈深處與主

會悟。找個清靜的地方，在自己家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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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的感受與體驗    林楊秀珍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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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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親蜜共融，同時維持與主同在的意識。靜觀祈禱，就是接受

和尋找天主的愛，耶穌說﹕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

我們要到祂那裏，並要在祂那裏作我們的住所（若1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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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也存留在他內（若14﹕16）。 

祂將用祂的臨在，祂的聖神充滿你，你只能藉信德，聖

寵，在經驗中辦認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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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愛周圍的人，愛與關心別人，在祈禱的暗室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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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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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可意會，不可言傳」。要

記住，靜觀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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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都放在天主手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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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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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日教堂的工作坊，在蕭神父領導眾 

兄弟姐妹，本人得到啟發寫下此文與諸位分享，切望你們讀一

讀，必有所獲，錯過則有莫大的損失。當天討論探究的主题----

信仰中的苦與樂，但本人寫此文改為“歡樂綿綿＂為何有此改變 

題呢？ 

1. 世間何謂之苦？誰都知道，不開心的事，不開心的環境會使人

痛苦，事業失敗時，被人陷害時，被人遺棄時，痛失親友時，等

等數之不盡，尤其生病時感到生命危危可芨時，於死神前無能為

力時，不但痛苦且有心驚胆戰之感。於不是開心時，我們會感得

苦，對不開心的人或物，我們會排斥他（它），甚至會發怒，會

拍桌大罵，會摔東西會想破壞一切。 

2. 那麼世間何謂之歡樂？誰都知道，歡樂時全身都感到舒服，没

懮慮。對喜愛的食物會吃它，見美好的衣服，物品，就想佔有

它，對喜歡的人，會去接近他（她），對非常喜愛的異性，就會

想獨佔而千方百計去追求作為配偶，同處一世。世間快樂的事也

數之不盡，當我們得到聖神光照，讀書有成就畢業時，得到健康

長壽安度生辰時，得到主賜禮物:有终身伴侣，結婚時，主賜與你

愛的結晶，子女出生時，當你事業成功時，當年老，子孫成群時-

--是那麼多，那麼多的歡樂，當感谢主！ 

3. 人的一生苦樂交替----確實的苦樂好像經緯線般編織了我們人

生，古人有謂：“塞翁失馬，焉知非福。＂孔子也曾说：“天降

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都是對

着正在受痛苦的人，安慰，化解一切苦痛變為將來歡樂的籌碼。

瑪竇福音5：3-8  真福八端 ：神貧的人是有福的，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哀慟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温良的人是有福

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

得飽飫。憐憫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受憐憫。心地潔净的人

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看見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福的，因為

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女。為義而受逼害的人是有福的，因為天國 

 

歡樂綿綿      林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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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的。其中两真福的痛苦是---哀慟和受逼害，耶稣定為他們

要受安慰！和天國是他們的！故此面對痛苦時，我們要以從容的

態度去面對。要以塞翁失馬，雨過天晴的心境去渡過。耶稣也曾

痛苦於受難前，祂獨自上山祈禱時，恐慌得流出血汗。路加福音

22：43-44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祂，加强祂的力量。祂在極 

度恐慌中，祈禱越發懇切；祂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 

4.   痛苦之源 ---- 於現世中，人非滿全的受造物，他們會受到罪

惡，受到天氣，受食物，受周圍的人影響和控制着。於不完整的

世界，人確實有許多莫名其妙的事痛苦，莫明的不開心。實實在

在的是----痛苦的源泉就是“魔鬼＂他控制和侵擾我們，當我和

主隔離時，他就趁虚而入，佔據我的心靈。人的心本來是“聖

神＂的宫殿，因罪惡使我和主的關係隔絕了。人的肉體之私慾偏

情，如放縱自己肉體的享受，就是遠離主，迎接魔鬼的前奏，人

際間的以牙還牙，以仇報仇，家庭間的悲劇，都是魔鬼在编導在

扯着線，使我們成為它的傀儡。痛苦就此發芽逐漸抓緊，掌控我

的心靈，我則更加遠離天主，把宝貴的靈魂交付魔鬼手中。多麼

危險！我的靈魂將於地獄受千萬年地獄之火與魔同處。 

雅各4：14-15若你們心裏懷有惡毒的嫉妒和紛争就不可誇耀，不可

說謊違反真理。這種智慧不是從上而來的，而是屬於下地的，屬

於血肉的，屬於魔鬼的;因為那裏有妒忌和有紛争，那裏就有擾亂

和種種惡行。 

5. 歡樂之源----與痛苦之源相對的，歡樂之源是天主，吾本無憂

無慮生活於地堂，因原祖犯罪，而被趕出地堂，生活於痛苦的現

世界，主愛憐世人，派遣聖子降世為世人作贖罪，從此以後吾辈

又能重見天主，享受天國之永福。只此一項，我們就要歡樂日日

了！就如蕭神父所說：“我們每天清晨，起身呼吸第一口空氣

时，我們就知道我們正享受生命----主賜與最寶貴的財富，歡樂

吧！＂有多少人正在挣扎於生命的邊沿，健康的身體，對本身對

親人是多麼幸福，歡樂吧！當我們跟隨主之道，保持心靈的潔

淨，我們的心神就會永感到歡樂，痛苦之魔是不能侵入我的心

靈，因為此心靈已成了聖靈之殿宇，再無苦魔可居的席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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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天主十誡作為我們的盾甲，常保持心地的潔淨，以聖經的聖

言作明燈，以神操以参加主日彌撒做我智慧燈的加油劑，不使聖

靈之燈乾枯而熄滅，我們就會歡樂綿綿，想用不盡。蕭神父曾教

導：耶稣會神操最好的方法是----良心的省察：於中午於傍晚默

想使心中平静（主賜與的接受它），使人不自在（魔鬼参與的，

要拒絕接受）。時時刻刻喜樂，祈禱和謝恩。雅各4：17-18至於從 

上而來的智慧，它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寬仁的，柔順

的，滿有仁慈和善果的，不偏不倚的，没有偽善的。為締造和平

的人，正義的果實，乃是在和平中種植的。  
6. 終結來說，歡樂和痛苦是我們心地善良或不淨的影子，我們要

悲悼本身的罪過，痛悔已犯的罪行，求主赦免而增加神力以保持

吾心靈的聖潔，我將歡樂綿綿。雅各4：7-8所以你們要服從天主，

對抗魔鬼，魔鬼會逃避你們；你們要親近天主，天主必親近你

們。罪人們，你們務要潔淨你們的手；三心两意的人，你們務要

清潔你們的心！  

 

 母親節早晨，雖然是星期日，耀榮有重要的事要進公司工

作。他的車停在花店前，他想買一束鮮花，請花店的員工替他送

給住在三十哩外的媽媽。 

 耀榮進入花店，見到有一名大約十歲的男孩，手上拿著一

美元，想買一枝紅色的玫瑰花，店員對男孩說：「今天的玫瑰花

很貴，一元是買不到的。我給你一枝康乃馨，好嗎？」男孩猶疑

了片刻，然後很堅決地回答：「我不要康乃馨，請你給我一枝紅

色的玫瑰，我的媽媽最喜歡的是紅色的玫瑰花，以前我沒有機會

送給她，我求求你，我會很多謝你。」耀榮看到這情景，他很同

情那男孩，然後他對店員說：「不夠的錢，我會替他付。」於是

店員選擇了一枝美麗的紅色玫瑰交給男孩，男孩雙手握著那枝玫

瑰，深深地聞了一下，面上表現出很滿足的神情，回頭對耀榮

說：「先生，很多謝你。」男孩便離開了花店。 

母親節         Melissa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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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榮受到男孩的感動，他也買了兩打紅色的玫瑰花，在咭

片上他寫上了住在30哩外媽媽的地址，請店員替他把玫瑰花送給

他的母親，然後駕車離去。 

 當耀榮在轉角處，他看見剛才那位男童，雙手持著那枝紅

色的玫瑰，手放胸前，向山邊的墓地方向走去，耀榮一時好奇，

他便把車慢駛，他看到那男孩走到一座墓前，恭恭敬敬地把玫瑰

花插在花瓶裏，他望著墓前的相片，自言自語地說了一會，然後

流淚痛哭，哭得很傷心。耀榮看到這情景，他再也忍不住了，那

男孩剛才說的話，不斷的在他腦海中盤迴：「我的媽媽最喜歡的

是紅色的玫瑰花，我沒有機會送給她。」 

 耀榮立刻駕車返回花店，對店員說：「你們不用替我送玫

瑰花給我母親，我會自己親自送給她。」於是他打了電話給上司

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不能回公司工作。」他帶著兩

打玫瑰花，風馳電掣開車到他母親的家，雖然昨天耀榮巳打電話

告訴他的母親，在母親節那天他因事務繁忙，他是抽不到時間去

探望她，但當他想到他的母親見到耀榮回來和她一起過母親節，

母親那種歡愉喜出望外的心情，耀榮亦會有同樣的喜樂。 

 樹欲靜而風不息，子欲養而親不在。相信人人都聽過這句

話。不是人人都有機會報答父母養育之恩，所以我們要珍惜和父

母相聚的時光。天主十誡中的第四誡要我們考敬父母，我們對父

母應該要和顏悅色，溫良孝愛，尤其是當父母年老時，更需要我

們的細心照顧，恆久的忍耐，無限的尊敬，這是上主所喜悅的。 

 
 
H i s t o r y  o f  M o t h e r ' s  D a y  i n  U S A 
History of Mothers Day in USA is not even hundred years old. It is due to the 
hard work and protracted struggle of a loving daughter Ms Anna Jarvis that 
Mothers Day was declared a national holiday by the then President of USA,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President Wilson designating the second Sunday 
in May as Mother's Day by signing a Joint Resolution on May 8, 1914. 
Founder of Mothers Day, Anna Jarvis is also known as the Mother of Mothers 
Day. However, it may be noted that the idea of official celebration of Mothers 
Day was first given by a writer - poet, Julia Ward Howe in 1872. Julia is also 
noted for writing words of the famous Civil War song,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and Mothers Day Proclamation, written in Boston in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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