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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各位兄弟姊妹們: 

 

        你生活在一個復活的人生嗎? 

        身為基督徒，「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现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內而活著。」（加 3: 20) 

 

         死而復活的基督就是要我們跟祂一樣，將舊我死去而在

祂內重新。舊我「一切的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

惱恨，忿怒，毀謗」（哥 3: 5-9）要換上「憐憫，恩慈， 

謙虛，溫柔，忍耐，包容，寬恕，愛心。」（哥 3: 13-14) 

 

          這個內心改變是要我們仰望天上的事，將我們日常的

生活去改善，從而得到聖化，歸光榮於天主。 

 

          願我們彼此代禱，懇求天主藉著耶穌基督受苦受難之

功，依賴天上慈母玛利亞的轉禱，大家能得到上主豐厚的聖

寵，充滿著寬恕和愛心，能生活在一個復活的人生。亞盂。 

 

 

 

 

 

 

蕭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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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應培聖組邀請作經文閱後感評審，經文是有關天主

召叫梅瑟，要他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參加比賽的是五、

六年級的小學同學，我看見題目後，覺得難度很高，一位十

一、二歲的小朋友，如何領悟這麼深奧的意義呢？我自己認

為召叫是非常神聖的任務，意義重大，非一般人能理解的！

誰知各同學們均能一一作出回應，寫出他們的心底話，大部

份回應要效法梅瑟，順從天主的主意，不怕艱辛，努力完成

天主給予的使命；亦有同學道出天主十分愛我們，所以派遣

梅瑟拯救以色列人。他們都願意效法梅瑟回應天主的召叫，

他們還道出天主可能派遣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師長等傳

遞召叫的訊息，無怪乎耶穌常說：「讓小孩子到我跟前

來」，這正是中國人常道「赤子之心」，只有小孩子天真純

潔的心，才可以這麼接近天主！ 

 

       真的，天主是無條件愛我們，不論我們的原祖父母曾犯

下大罪，祂為了拯救世人，派遣祂的獨生兒子耶穌，到塵世

間進行救世工程，甚至不惜犧牲性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天主深深愛世人，有如世人的父母疼愛他們的子女一樣，父

母不會厭惡子女的便溺而不為他清潔，父母不會怕聽子女的

哭啼而不照料他。只可惜世人愚蒙，未能回應天主的召叫，

未能及早悔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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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叫                                     Thomas Wong 

                        



 

         聖經中記載，最早回應天主召叫的人是亞巴郎，他信賴

天主，願意放棄一切所有，離開自已的家鄉，前往主為他安

排的福地。後來又有梅瑟回應天主的召叫，他不怕路途艱

險，歷盡千辛萬苦，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前往天主許諾

的地方…….。正如同學們所說，天主愛我們，祂常常向我們

發出召叫，可惜我們聽不見，聽到了又沒有信德，面對困難

時就畏縮起來，又或是不肯放棄一切為主作證。正如經上所

說：「唯有放棄一切，從窄門穿過，才可進入天國」，且看

耶穌的門徒，當他們回應基督召叫時，他們就立刻放下一

切，跟隨基督去了！ 

 

         天主的召叫是一份愛的召叫，是天主給予我們的一份珍

貴禮物，因為召叫具有感受和驅動力，一旦接受天主的召

叫，我們就應堅強自己的信德，背負主給予的十字架，以言

以行為他人服務，為主作見證，承先啟後，將天主的救恩傳

揚開去，做地上的鹽，世上的光。 

 

       伯多祿曾說：「你們要盡心竭力，使你們的蒙召和被選

賴善行堅定不移，…..進入基督永遠的國」。保祿亦曾說：

「求他的德能成全你們各種樂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為…..

賴我們的天主和基督的恩寵受光榮」。 

你願意回應天主的召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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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人生                                                     1                何培耀 

 

        四旬期是由星期三聖灰禮儀開始，再過五週共四十天。

也就是像徵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後「被聖神引到荒野裏去了四

十天的工夫受魔鬼試探」。路 4: 1-2 

       聖灰禮儀的集禱經說：「天主，在這四旬期的開始，求

祢賜給我們去惡從善的力量，幫助我們藉著克己守齋，祈禱

悔罪，好能戰勝邪惡的勢力，不斷地歸向祢」。第一篇讀

經：「你們應全心歸向我，禁食，哭泣，悲哀！應撕裂的，

是你們的心，而不是你們的衣服」。岳2：12-18 

       福音説：「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

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瑪

6：1-6，16-18 

 

       第二天的福音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

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路9：22-25 

      第三天的讀經：「豈不是要將食糧分給飢餓的人，將無

地容身的貧窮人領到自己的屋裏，見到赤身露體的人給他衣

服，不要避開你的骨肉嗎？」依58：1-9 

      第四天的福音說：「我不是來召叫義人，而是來召叫罪

人悔改。」路5：27-32 

 

      這就說明我們在四旬期應該做的事。 

      隨後第一週說出尼尼微人離開了自己的邪路。「艾斯德

爾王后，自覺有死的威脅，於是投奔到上主前...求你援助我

這孤苦無告的人，除你以外，我沒有別的依靠」艾4：10-

12，17-19 

       第二週的福音説：「那生時享盡了奢華宴樂的，他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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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苦」。「那個富家人在陰間，在痛苦中舉目一望，遠遠

看見亞巴郎及他懐抱中的拉匝祿，便喊叫說：父親亞巴郎！

可憐我吧！...亞巴郎說：在我與你們之間，隔着一個巨大的

深淵，致使人即使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路

16：19-31。 

 

        第三週的福音說：耶穌的活水，是湧到永生的水泉。路

4：5-42 

你們要聽從法令，盡力遵行。申4：1，5-9 

誰若實行這些誡命，也這樣教訓人，這人在天國裏將稱為大

的。瑪5：17-19。 

        第四週的福音説耶穌行奇蹟。「瞎子去洗了眼睛，回來

就看見了」路9：1-41 

耶穌醫好一位王臣的兒子。若4：43-54 

又醫好一個患病已三十八年躺在水池走廊內的病人。若5：1-

16 

然後他説出與天主父的關係。又説：「行過善的，復活進入

生命。」若5：17-30。 

最後耶穌到了伯逹尼，將死了在墳墓裏已經四天的拉匝祿喚

醒，對他的姊妹瑪爾大説：「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

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若11：1-45。 

 

        四旬期後就是聖週。司祭長要殺害耶穌。而在晚餐時，

耶穌就説出他的一個門徒要出賣他。他被釘在十字架死了。

第三天就復活了。應驗他先前對門徒說的話。在十字架上，

同被釘死的兩個兇犯中的一個説：「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

你自己和我們罷！」另一個兇犯應聲責斥他說：「你既然受

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這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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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所受的，正配我們所行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

什麽不正當的事。」隨後說：「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

紀念我！」耶穌給他説：「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

一同在樂園裏」。路23：39-43。 

 

        明顯的耶穌就如他所説是來拯救罪人。只要是真心悔

改，就可以進入天主的樂園。我們也看到富人和拉匝祿的地

獄與天堂的分別。要過復活的人生，我們要堅信主耶穌的教

訓，洗心革面，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個腳印。只要想

通了，其實在世上也可以受到樂園的幸福。 
 

          大嫂大哥生長在廣州市富貴的家庭。當時的社會很着

重「門當戶對」。婚姻的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促

成。大嫂對我説：「結婚那天是她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

同時也是第一次見到我在媽媽的懷抱」。八年抗戰，環境完

全改變了。大哥在香港一間教會學校畢業後，找到工作，父

親就在我小學畢業時交給他。當時媽媽對我説：「孩子，離

開父母，長兄作父，長嫂作母，乖乖的聽哥嫂話。」兩年

後，大哥就拋棄我們和一個女人居住。大嫂將我交給已出嫁

的二姊，出外傭工。幸運的找到一對年青白人夫婦，女主人

在銀行上班，男主人是公務員，住的是公務員宿舍。有工人

房及工作間。他們極需要一個保姆照顧剛出生的男孩子。就

這樣大嫂立刻找到了一個家。主人上班後，大嫂就是「一家

之主」。她懂得煑西餐和中菜，又愛潔淨，又喜歡孩子，又

勤力工作。漸漸就像是一位嫲嫲照顧上班後兒媳留下的孫

子。一年後，妹妹來到這個世界。大嫂就真的忙得不了。然

而她亦因為男女主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入了教。從此一

家五口就像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小家庭。她放假的時候，不是

來看二姊及她的孩子，就是來看我和我的父母。（我中學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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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後，找到了工作，父母也搬來照顧我）。我曾經請大嫂考

慮辭工和我們一起生活。但是她婉拒了。我知道她一方面不

想增加我的負擔，另一方面她實在有一個非常好的顧主和兩

位可愛的寶寶。這是不是復活的生命？ 

哥哥長大了，考到律師牌，回到英國執業。妹妹也嫁到澳

洲，但時時致電保姆問候安康。每次回到香港都帶給保姆她

喜歡的零食。男女主人也相繼回到主的懷抱。這時候妹妹也

有了女兒，就申請保姆到澳洲和她們住了一段時間。回港

後，大嫂申請了政府的年長者之家，就全心全意事奉天主。

在聖堂做送聖體員及其他善會的工作。我和妻子移民美國

後，就交給留在香港工作的兒子及三女照顧大伯娘了。 
 

        一九七三年大哥去世。公司給他後人的一切退休金，死

亡津貼之類的款項，大嫂全部譲給和大哥同住的女人。她只

做一件事，堅持用自己的錢在廟堂買一個位安放大哥的骨

灰。因為他不是天主教徒，不能葬在天主教墳塲。然後告訴

那個女人，隨時可以去拜祭。在香港兒子及三女因為工作忙

碌很多時都只能與大伯娘用電話聯繫。需要時就和她去看醫

生。過時過節就和她出外吃飯。雖然她在家就非常節儉。從

來都是「量入為出」。當銀行利息大跌時，她也不肯動用存

款。但是對於教會的奉獻就不會減少。我們給她的零用錢，

她也藉機會買些實用物品給我們。同時為我們兄弟織了各人

一件毛衣作為紀念。 
 

        二零一零年六月至十二月，四哥和三哥先後回到天主的

懷抱。同年七月我心臟病發要入醫院急救。八月妻子跌了一

跤，痛了三個月。醫生説跌裂的骨三個月便會自然缝合，所

以不用做手術，但是就要忍受痛苦。兒子也在三哥入院的時

候做了手術。翌年一月還要做另外一次。大嫂就在這一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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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跌了一跤。醫生說可能以後不便行動了。三女在教會的工

作很忙，但設法扶大伯娘看醫生及照顧她。同時通知大嫂的

代女，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夫婿，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曾答應大嫂我必會照顧她的後事，就算我不在，兒女也會

代我履行我的承諾。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祈

禱，完全依賴天主。也不用説什麼，因為天主絕對知道我要

的是什麼！ 
 

        情況時好時壞。到了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醫生説大嫂的腸

胃有腫瘤。但是年紀太大不能做手術。這就是等天主的召叫

了！雖然我和妻子的健康都有問題，我們決定回香港。翌年

一月大嫂撫養大的哥哥因特殊公幹回港。辦妥事後就去探望

保姆。在門前等了個多小時。大嫂的代女見到他，覺得奇

怪。問起來才告訴他並帶他去醫院。看到保姆的最後一面。

一月十二日我和妻子，三女及兩個從澳洲來香港的孫女趕到

醫院。大嫂在床上非常疲倦的睡着。知道我們來了堅持要坐

起來。我壓抑自己的淚水對她説： 

「是否記得一九八五年我們曾經去過夏威夷，加州和猶他州

探望我們在讀書的兒女？又到一九八八年我們去大瀑布，自

由女神島及加州和三嫂、四嫂及七嫂参加我兒子的婚禮？」

她似乎在點頭。我再對她説：「二女和夫婿帶着幼女今夜就

從澳洲到來。妳想見到的親人一個也不會少。」然後三女餵

她吃些流質的午餐。倦了再由大孫女接手。隨後外甥女和夫

婿也帶了湯水餵她。之後就譲她睡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晚上，天下着大雨。醫院通知外

甥女做好準備。她立刻通知所有的人。我的兒子，大嫂的代

女，外甥女及她的夫婿在身旁，還有在澳洲的妹妹用電話與

保姆交談。九時卅分，大嫂便安然的離去。此時護士説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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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未到之時，脈搏已經停頓。之後才再恢復跳動等他們

來。大概是天主憐憫她，讓她毫無掛念地離開這個世界罷！

其他的至親，大嫂的姪女，二姊的子孫先後到逹，但是都遲

了！ 
 

        安魂彌撒在聖堂舉行。我們的兒子證道，四女司琴，兩

個孫子孫女吹笛子。參加彌撒的有二姊及姊夫一家三代人；

我們的兒女、女婿、媳婦、男女孫、遠房親戚、教友-其中有

和大嫂認識二十多年的。在海外的親屬也送來花圈，擺滿聖

堂大門兩旁。瞻仰遺容時每人在棺木上放下一朵玫瑰花。在

證道時兒子説大嫂留下的存欵全部捐贈教堂。這是她交給神

父的遺囑。終年九十二歲。 
 

         在她的骨灰龕，我們放入了她和大哥的結婚相。聖堂的

一位資深教友說早前發了一個夢，看到一位帥哥迎接大嫂。

後來她看到我兒子拿着的相片才知道是我的大哥。是否浪子

回頭的故事？第二週星期六的經文。路15：1-3，11-32 

我們也放入三女送給大伯娘的唸珠。因為是她隨身不離的珍

寶。 

        後來我和妻子在澳洲二女的家中見到妹妹。她刻意來請

我帶回給外甥女代買花圈的費用。説起大嫂，她還是淚流滿

面。我説大嫂在世過的是「復活的生命」，如今在樂園是

「永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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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學習溝通大善知識                       
                                                     

                                                         1            Daniel Leung                            

 

 

聖經中學習溝通大善知識…… 聖經裹最奇妙的十種溝通方

法： 

 

1、傾聽，不要打斷 Listen without Interrupting.靜靜的聆聽，是

對他人的尊重，也是內心謙虛的表現。你若愛他，就多聆

聽！“心傲是滅亡的前導，心謙是光榮的前驅。”（箴言 

18:12） 

 

2、說話，不要指責 Speak without Accusing.不要養成指責他人

的習慣，尤其是在尚未弄清事情原委之前。很多人做錯事情

後，更渴望得到接納，而不是指責。就像你在犯過錯誤之

後，所渴望的一樣。你若愛他，就不要指責！“我親愛的弟

兄們，你們應知道：每個人都該敏於聽教，遲於發

言。”（雅各伯書 1:19） 

 

3、給予，不要保留 Give without Sparing.面對別人的懇求，不

要拒絕。能幫助別人的時候，不要遲疑。你今天幫了別人，

明天別人也會幫你。即使他們都辜負了你，你在天上的父，

也會給予你百倍的賞報，因為祂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你若

愛他，就不要保留！“正義的人，廣施不吝”（箴言 21:26) 

 

4、祈禱，不要停止 Pray without Ceasing.愛一個人，不僅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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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給他一點東西。愛與不愛，並不是做給外人看的，而是做

給自己的心看。請你常常在心裹為他祈禱，不要停止。因為

你真的愛他，就會讓他先住在你的心裹。愛他，就時時為他

祈禱！“自從我們得到了報告那天起，就不斷為你們祈禱，

懇求天主使你們對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充滿各種屬神的

智慧和見識。”（哥羅森書 1:9） 

 

5、回答，不要爭執 Answer without Arguing.人與人的相處，

在於和睦，而不在於爭執。家庭裏面的人們，常常為了證明

自己有理，而不斷的為自己辯護，當每個人都在想着證明自

己是正確的時候，爭吵就不可避免。到最後，爭論並沒有帶

來和睦，反而是隔膜越來越大。你若愛他，就不要爭執！    

“干餅一張而平安共食，勝過滿屋佳肴而互相爭吵。（箴言

17:1） 

 

6、分享，不要假裝 Share without Pretending.如果你真的在乎

一個人，那麼把你真實的自己與他分享。不要總是帶着虛假

的面具，裝出一副迎合他的樣子。假裝，並不會讓對方對你

的喜歡增加一層，反而會在時間的流失中， 慢慢失去對你的

信任。做最真實的自己，堅守來自天主的真理。你若愛他，

就不要假裝！你要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不斷長

進”（參閱厄弗所書4:5） 

 

7、享受，不要抱怨 Enjoy without Complaint.人在生活中，常

常會陷入抱怨的漩渦。妻子抱怨丈夫，父母抱怨孩子，學生

抱怨老師， 老闆抱怨下屬。每一個人總覺得對方虧欠了自

己，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受盡了委屈。但很少有人會在抱怨

的同時，捫心自問，我是否也會成為別人抱怨的對象，我是

否也曾虧欠過別人， 讓別人受盡委屈？抱怨，並不能解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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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只會讓原本微小的事情越變越大。抱怨可以讓你一時解

氣，但最終卻會使你的氣量越變越小，自己把自己孤立出別

人的世界。你若愛他，就停止抱怨！“你們做一切事，總不

可抱怨，也不可爭論 ”（斐里伯書2:14） 

 

8、信任，不要動搖 Trust without wavering.很多時候，我們失

去一個自己所愛的人，並不是誰把他奪走了，而是我們一步

步將他推走。推走，不是因為我們不珍惜，而是因為我們太

珍惜。太珍惜，就總想把他抓在自己的手裏，慢慢的干涉多

了，自由少了；專橫多了，信任少了，隱藏多了，交流少

了。愛，是信任中的責任，而不是猜疑中的束縛。“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哥林多前書13:7） 

 

9、原諒，不要懲罸 Forgive without Punishing.不是別人做錯了

事情，就一定要去懲罸。你是為了他的成長，而不是為了讓

他難堪。有時候寬恕的力量勝過懲罸，柔軟的力量強過堅

硬。當你年老時，牙齒已經掉落，舌頭卻依舊健康。不要把

別人的犯錯，化為自己內心報復的機會。愛他，就原諒不要

懲罸。“上主慈悲為懷，寬宏大方，緩於發怒，仁愛無

量。”（詠148:8） 

 

10、承諾，不要忘記 Promise without Forgetting.說過的話，總

不要忘記。做不到就不要輕易承諾，愛你的人，不在乎你給

他什麼東西，卻在乎你兑現諾言這個行為。愛一個人，就不

要讓他對你的盼望落空，多次的等待看不到結果，會讓他以

為在你心里已經沒有了位置。愛他，就承諾不要忘記。“希

望遲不兑現，令人心神煩惱；願望獲得滿足，是株生命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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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沒有如果                         1       Winnie Cheng                        

 

 

         擁有時不懂得珍惜，失去了方覺可貴。也許，每一個人

都曽有過這様的感覺。其實，人生就是在不斷出現的遺憾中

度過。 

        人生，是一個沉重的詞眼。盡管，我們時刻面對的就是

它，然而，提起它，總少不了感慨，也未免有太多太多的惋

惜。 
 

        不管你願意與否，你還是要接受這樣的事實 - 人生是沒

有假如的。事情假如可以改變，人生假如可以重來，也就不

會有那麼多的悔恨了。很多事情，是經過之後才會明白的。

年輕時，長輩就教導我們要珍惜光蔭，勤奮學習，可是，那

時候，對長輩的這番心意，我們又懂得了多少呢？青春年少

時沒有思想，待到有了思想的時候却早己錯過了那年齡。假

如人生可以重來，也就不會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發生

了。 
 

        常聽人們說，假如一切可以重新開始，我會做得很好；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我會好好把握；假如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盡力爭取.......。我常常想，假如不是當初那樣子，就不

會有今天這结果。我們太希望得到"假如"的垂青，可是，

那"假如"又太虛無飄渺了。 

 

        知道人生沒有假如，也就要學習珍惜和把握，也就不要

太任性，不要聽不進去一句善意的勸告。知道了人生的不

易，却又不甘放棄這充滿坎坷的人生。這就是做人的痛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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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知道了人生沒有假如，也就要學會克制、忍受和

堅持。不要把希望放在明天，也不要譲人生等待未來。那是

很不現實的。明天的日子如何，未來的人生怎樣，全在此時

此刻的努力。 
 

         人生沒有假如，不要對它抱着幻想。忘記你所失去的，

讓以往的種種遺憾成為自己的烙印，勇敢面對你的未來，珍

惜你的擁有，把握你的現在，這就是你的人生。 
 

 

 

        1    和孩子們談同性婚姻的爭議                   

 

                                                   1                                   連聯波 (Joe Lin) 

 

         孩子們都漸漸長大成青年了，有機會我便和孩子們說一

些成人的議題。最近一年中，我在晚飯時提出我對LGBTQ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和同性婚姻的看

法。當我直接指出這些行為是罪(Sin)的時候，兒子們的異意

反應實在令我驚訝，並把我要接續說的話都打斷。兒子們說

這是别人的自由選擇，我們應該尊重，又說天主愛每一個

人，也包括LGBTQ,...等等,而我不該去批判别人。我的話未說

完就不歡而散，我再勉強說多兩句，但知道孩子們並沒有聽

進去。接著幾趟晚飯時談到這議題，氣氛都一樣，這議題的

溝通不了了之(Communication Breakdown)。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當今主流社會、傳媒和政治運動，

對一些“罪”美化、粉飾、常態化，扭曲天道，遺害下一代。

其實我是尊重同性戀者和LGBTQ，但我不認同。在天主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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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確實是罪，但不是我來審判别人(I am not to judge)。 

 

         最近一次在開車中，我再和孩子們說出了我的看法。開

始時各持己見，我建議把各自的心裡話說完再談論。當我說

完我要說的，和兒子說完他要說的，發覺其實我們的看法和

立場都一樣(重點請參閱以下關神父文章)。但我要強調一點

的是要說出天主的國度（而非地上的國度）和真理（而非地

上的法律和時尚），並且要向下一代說清楚延續下去。兒子

們認同和答應將來會說給他們未來的孩子們。明白到有良心

話不說是我的責任，說了怎麼做是別人的責任。 
 

以下是關俊棠神父（香港教區司鐸）近期的一篇精彩文章，

主題是“天主教與同性戀”，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主佑！ 
 
 

天主教與同性戀 (關俊棠, 香港教區司鐸) 

 

教會歷史上對同性戀的立場 
 

 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與同性戀者的關係相當特殊，反

對同性戀是二千年來基督宗教的傳統。初期教會（公元一世

紀）的婚姻家庭觀念以及性愛觀念大致上仍然以舊約法典的

精神為依據，而舊約明顯地介定同性戀行為是一種嚴重的罪

行。《肋未紀》第十八章廿二節：「你不可與男人同寢，如

同與女人同寢一樣；這是醜惡的行為。」其結果是「若男人

同男人同寢，如男之與女，做此醜事的兩人，應一律處死，

應自負血債。」（肋廿：13）歷史上第一位權威基督徒神學

家保祿在寫給初期地方教會的書信中，公開指責同性性行為

是屬於異教徒的行為，是拒絕皈依上主和拒絕接受永生的象

徵。保祿又指出同性戀行為是違反自然（逆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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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天主任憑他們陷於可恥的情慾中，以致他們

的女人，把順性之用變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放棄了

與女人的順性之用，彼此慾火中燒，男人與男人行了醜事，

就在各人身上受到了他們顛倒是非所應得的報應。」（羅

一：24-27）保祿還列出了同性戀行為是被逐出天國的各種罪

行之一（格前六：9；弟前一：9）。 

 

 到了教父時代（公元二至五世紀），教會的神學家繼

承了猶太教及第一代基督信徒反同性戀的傳統，將舊約聖經

《創世紀》第十九章四至十四節中索多瑪和哈摩辣城的毀

滅，正式演繹成對同性性行為罪行的懲罰。原本聖經作者以

這兩座城象徵道德敗壞以及不信上主的象徵，從未有指它是

因為同性性行為而被罰。反之，教父時代的末世論者卻以這

種演繹，阻嚇當時的信友不可模仿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包括

希臘人的同性戀行為。從此，在教會文獻中，這兩座城的原

本罪行如壓榨別人、不公義、對上主的使者不友善和不敬

等．．．都被忽略了。 
 

 到了公元四世紀（314 A.D.），教難平息，基督的教

會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對同性戀的否定開始漸漸從基督徒

流傳到普羅大眾的觀念中，亦從教會的法律傳統到羅馬帝國

的俗世法律內。 
 

 中古時代（公元六至十五世紀），無論是東正教會

（主要在希臘、東歐及中東地區）或羅馬天主教會（主要在

西歐地區）都同樣視同性戀為逆性之罪行，有違天主創造人

類性功能作生育的目的。事實上，當時任何沒有生育目的的

性行為都是違反自然的罪，都是「污辱了自己的身體」，其

中尤以同性戀和自慰行為為甚。同性戀者當時有被施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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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刑及被綑在柴堆上活活燒死的。 
 

 到了宗教改革時代（公元十六／十七世紀），新教徒

雖在不少信理和紀律上反對羅馬天主教會，但在性愛及婚姻

觀念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對同性戀也是持絕對的否定態

度。新教中清教徒一派，更堅持俗世法律應該多方面干預性

生活。由十七世紀開始，天主教與新教不單在歐洲展開一連

串的宗教論戰，更各自爭取將其教義傳到歐洲以外的新發現

地區，連同反同性戀的意識也傳到世界各地去。 
 

 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基督宗教受到世俗化的衝擊

愈來愈大，自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以及啟蒙運動後的

理性主義、科學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和存在主義，加上各類

新知識、新發現、新學說和新科技等，都給基督宗教及其神

學帶來不少壓力，無論在羅馬天主教或基督教會內，均帶來

不少的沖擊，也促成了聖經重新評釋的運動；到了二十世

紀，神學界內出現了保守和開明兩大堡壘。在同性戀問題

上，羅馬天主教的傳統派及新教的福音派、基要派仍然堅持

它是嚴重的罪行，或至少是一種「不正常」的心態所導致的

行為。但開明派卻願意重新在神學上了解和演繹同性戀現

象，以配合新的知識，從而作出更中肯的判斷。 
 

敎會對同性戀的態度漸趨溫和 
 

 近二十年，天主教官方對同性戀漸漸發展出一種一分

為二的見解，而態度和語調也較溫和。首先是一九七五年羅

馬教廷信理部所發表的《有關若干性道德問題》文件。文件

指出：「在牧民的層面上，這些同性戀者必須要得到諒解和

支持，好使他們能克服個人方面的困難和重新投入社會。應

明智地來判斷他們的罪。但任何牧民理由均不可以合理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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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同性性行為及認為為這些在特殊處境的人，如此行為是

可容許的。因為根據客觀的倫理秩序，同性戀者間的性行為

無法表達出性行為的本來意義。在聖經傳統裡，這種行為被

認為是一種嚴重的缺陷及甚至被認為是背棄天主的可悲後

果。當然，聖經這種判斷並不容許我人就此結論出有此種性

反常現象的受害人要全部承擔責任，但卻明明指出同性戀行

為本質地是一種亂性的行為，並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能得到認可。」上述的看法並不視同性戀本身是一種道德上

的惡，但卻認為同性戀行為是一種嚴厲之道德缺陷和應受禁

止之行為。 
 

一九九二年出版之《天主教教理》第2357條指出，同性戀： 

 

一、 古今中外均有； 

二、 心理因素未明（不是生理因素）； 

三、 聖經立場──嚴重的失調行為； 

四、 違反自然律（即缺乏了恩賜生命之意義）；及 

五、 不是由純真之感情和性的互補而衍生出來的。 
 

但第2358條卻又指出：  

 

一、 有為數不少的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同性戀，即不是由選

擇而來的； 

二、 在教會內，應受到尊重、同情和親切之接納，避免對

他們有任何不公平歧視之表示； 

三、 同性戀之信徒應把可能遭遇的困難和主十字架之犧牲

結合一起。 
 

整個天主教之訓導傳統，可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不歧視

同性戀者，但反對同性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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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的結論，即使官方教會傳統立場不變，但在支

持立法反對歧視同性戀者這點上，理論上應沒有問題。不

過，話得說回來，基於教會長期以來，對同性戀的否定，以

及至今仍視同性戀為嚴重的失調行為，是違反自然的一種缺

陷，故要教會一下子從敵對、鄙視的態度，改為尊重、同

情，再進而到一如任何人士（包括同性戀者）所希望得到的

了解和接納，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不應對此作過份急切的要

求。 
 

       要大多數信友及神職人員支持通過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免

受歧視，以及真誠把同性戀者視為平等之兄弟姊妹，而非缺

陷的一群、軟弱的一群或不幸的一群，看來還有不少功夫要

做。不過，就最近之發展來看，教會包括本港天主教會對這

問題之態度的確有正面的改進。從一九九二年之新教理至去

年九月之公教錄像、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委員會之積極參與，

我認為同性戀並非是信仰及道德上的一個死結。兩年前，我

在美國三藩市主持一個講座時，一位三藩市教區的神父向我

透露，當地主教公開接納有同性戀傾向的男士入修道院，只

要他能遵守渡獨身生活的承諾，同樣可以接受訓練成為神職

人員。我想這是天主教會在某些地區對同性戀及同性戀者，

採取一個相當開明和公允態度的一個好例子。 
 

對教會的建議 
 

         天主教信仰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基本權利背後之解釋

是，因為人人均是天主的子女，故都是衪的肖像。同性戀者

一如異性戀者，在反映神的肖像和子女這點上，是基於他們

行為生活中的愛心、對自己對別人的關懷和尊重、對社會投

身、對責任的承擔等品格的表現和內在之修為上，而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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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們的性取向。 
 

最後，我在此呼籲教會內的朋友，可認真考慮下列各點，並

獻出實質的支持： 
 

一、 支持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在僱傭、房屋、服務、教育、

加入會社等方面之權利。因為公正的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正面

之教育； 
 

二、 把傳統一直視同性戀為嚴重逆性行為甚至罪惡之觀點

重新再檢討。就聖經、神學、哲學、行為科學和醫學等作科

際交談，以對同性性行為有一種雖未必是定論，但卻較全面

的了解和非不可逆轉（irreversible）的道德立場。交流會應包

括對上述學科有一定專業知識之同性戀人士； 
 

三、 接納同性戀者在教會內參與各項事工及活動、善會、

禮儀及聖事，包括聖體聖事、帶頭實踐《天主教教理》第

2358條之精神； 

 

四、 同性戀的朋友，一如異性戀者，當認真看待其伴侶，

建立一份恆久專一的關係，並為堅持這種關係而作出努力。

需知潔德（chastity）不單為異性戀者重要，為同性戀者也一

樣重要。潔德之意義不在於犯罪不犯罪之問題，而是一種提

升人格和道德勇氣最有力和最健康的修為鍛鍊； 
 

五、 教會學校為高年級（upper forms）的學生提供對兩性

平等、性傾向問題之認識、討論和反歧視之教育。沒有資料

顯示，一個根本沒有同性戀傾向的男孩或女孩，因為多了解

同性戀的問題，就有危機成為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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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呼籲香港天主教會為現職之全體或部份神父和修女，

舉辦一次與同性戀者對話之聚會，讓雙方就學理、成長、信

仰經驗、實際疑慮等方面作一次正面之交流；及 
 

七、 最後，一如劉千石議員所言，支持立法並不是意味著

對同性戀表示贊成或同意，而是旨在消除歧視態度。正如你

和我一樣，都珍惜思想、言論和宗教自由，立法保障這些自

由，並非等於要我一定同意你的立場，但卻可確保你我均不

會因意見或行動得不到同意，而遭受歧視，甚至受排斥和牽

制。 
 
 
 
 

復活的人生                                1        Melissa Poon 

 

 

 

        復活的基督帶給我們新的希望, 光明及救恩。耶穌基督

為救贖人類，為補赎世人的罪惡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埋

葬。三天之後祂從死者中復活。當我們在拜苦路或默想耶稣

的受難始末時，如果我們真正地走進當時耶稣受難的現場，

親眼看見我們的救主，怎樣地為我們的罪惡受苦受難而犧

牲，受盡凌辱，折磨至死。我們的內心是多麼的悲痛啊!  

 

       耶稣把那十二人帶到一邊，對他們說:「看!我們上耶路撒

冷去，凡藉先知所寫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

交於外邦人，要受戲弄，侮辱及唾污。在鞭撻他之後，還要

殺害他，但第三天他要復活。」(路加: 18 : 3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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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我們要實行基督

徒的使命。我們決不能忘恩負義，把基督為我們的罪過而受

苦受難，傾流寶血的偉大救贖工程而忘却，拋諸腦後。耶稣

為人做了赎罪祭:「我的孩子們，我給你們寫這些字，是為叫

你們不犯罪。但是，誰若犯了罪，我們在父那裏有正義的耶

稣基督作護慰者。他自己就是贖罪祭，贖我們的罪過，不但

贖我們的，而且也贖全世界的罪過」。（若 2: 1-2) 

 

        由此可見，罪惡就是人類的跘腳石，就是把我們遠離天

主的原因。所以我們在這短短數十寒暑的人生旅程中，要按

照主的聖意而生活。常作反省，常思己過。要安慰耶稣聖心

所受的創傷。做一個悦樂上主的真正基督徒。以下數點，願

與大家共勉。 
 

1.    復活而來的新生命，成為人生的盼望。 

2.  聖人做了很多善行，為人，為教會犧牲。你有沒有想  

       到, 天主都希望我們每一位都成為聖人呢? 

3.  我們每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應有一份隨時幫人的 

       心, 這些都是愛的表現，是天主所喜悦的。 

4.    當把你的一切獻给天主，因為祂把祂的一切都給了你。 

5.  當你除了天主，一無所有時。你將知道，天主使你一無 

       所缺。 

6.  讓我們細味耶稣所說的這兩句話：「凡你們願意別人給 

       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给人做」 

7.    天主無處不在，所以我們可以隨處禱告。 

8.    我雖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9.    做人總要內外一致，免得虛偽。 

10. 欽崇天主提醒我們生命的價值，但世界卻不斷使我們忘  

      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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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不是幸運，而是蒙福。 

12.  對生活的「為何」有了答案，生活的「如何」，就來得 

      不但容易，而且也相對地不重要了。 

13.  能夠滿足人心的，是締造人心的那一位上主。 

14.  請常常讓你的光從心中照耀，引领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15. 我們有沒有想過，當我們關心貧病弱小的人，就是見到 

      主耶稣基督呢？ 

16. 沒有基督的生命，是無止的绝望。有基督的生命，是無 

      盡的盼望。 

17. 每天都做一次的自我反省，你現在所追求的，值得基督 

      為它死嗎？  

18. 樂意接受上主的安排，不要向上主苦訴你生命的波濤洶 

       湧，應在波濤洶湧的生命中仍然讚誦上主的偉大。 

19. 無倫人生的路途有多顛簸，天主都緊握你和我在祂的懷 

      抱當中。 

20. 使你向上主靠近的人，就是你真正的朋友。 

21. 不要唯我獨尊，要以主為尊。 

22. 不要害怕明天，因為天主已在那裹。 

23. 我們有沒有愛世界多於愛天父。  

24. 聖經的聖詠這樣說：人在世上，只是過客驛旅，究竟， 

      我們生命的終點在哪裡呢？ 

25. 生命的獨特可貴，需要我們珍惜。 

 

      在這復活節期間，提醒我們要度一個復活的生命。脱去

舊我，穿上新我。常反省，常所禱，常行愛德，關心別人，

照顧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無倫在社會，家庭，團体，辦公

室，都應該本著基督的愛，對待所有的人。要把基督的教訓

實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立志要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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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來傳揚福音。使那些未認識天主的人，看到我們所表現

的善言善行，他們也會跟隨我們，去尋求我們偉大的上主。

這是我們每位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愛主愛人，宣揚福音，

把愛及平安的訊息帶給身邊的人。愈顯主榮，這是上主所喜

悦的。 
 
 
 
 
 

= 饭前洗手 =                                                            

                                                                           1           Philip Lau 

http:// www.catholic.cd/article/

shengjingzhuanqu/meirifuyin/2010/1008/3815.html 

 

路加福音11：37-41  

 

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塞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

耶稣进去便入了席。那个法利塞人一看见，就怪异耶稣饭前

不先洗手。但主对他说：「你们法利塞人洗净杯盘的外面，

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胡涂人哪！那造外面的，不是

也造了里面吗？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幺，一切

对你们便都洁净了。」 
 

释义 
 

耶稣受邀赴宴，却没有在入席前先洗手，引起主人的诧异。

主人的反应并非基于卫生习惯的缘故，而是认为耶稣未遵守

犹太传统关于「洁净」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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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响应，很传神地表达出他对这个主人的认识与怜悯：

基本上这人不一定是恶意的，因此耶稣称他为「胡涂人」，

说他看不清「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外在的洁

净与否容易被察觉，内在的洁净却容易被忽略，但这却是真

正的洁净。 
 

耶稣藉这样的谈话教导我们，外表的洁净该是内心洁净的表

达，所谓「发于中，形于外」；如果只注重外表，就可能陷

于「法律主义」，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繁文缛节上，以为外

在的行为就满全了法律，而不知道礼节的目的在于提升内心

的情操。 
 

最后一节经文意义不甚清晰，大概是指施舍能够产生洁净心

灵的效果。将自己里面的东西，统统施舍给穷人，作一些慈

善工作。 

反省 

反省自己判断事物的态度：我是只看到「外面」而忘记「内

在」的胡涂人吗？ 

我的内心是否洁净？我的「杯盘里面」装了些什么呢？是否

也该进行「心灵环保」，「把杯盘里面的」施舍给人？ 
  

犹太人只顾外面的干净，却忽视了内心的纯洁。我呢？是否

常常省察自己的良心，以求保持内心的纯洁？ 

“施舍”可以净化人心。爱德的行为在天主前才是最重要的，

它在裨益他人的同时也净化并提升了我自己。爱德在我的生

活中占什幺地位？我是否已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努力加以实

践？ 

耶稣是不顾情面的。我自己是否敢于在生活工作中像耶稣一

样，不顾情面，为天主英勇作证，做这一时代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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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祈祷、读经、领受圣事及参与弥撒和各种的信仰活动，

在外表看来很是热诚，然而我内在的人是怎样的呢？我做这

些是出于爱主的心还是为想自己得恩宠得平安，生活中我顺

服主的一切安排并喜乐的接受和承行主旨吗？ 
  

關於最後一句 

"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幺，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

了"   

我認為意思是說 << 只要把 劫夺与邪恶 扔掉了, 便不'胡涂'了

>> 

 

【祈祷】 

亲爱的主，我遵守诫命和法律常是为获得你的恩佑，并不是

出于爱你，我还在以自我为中心，我渴望多得圣宠，却只是

为自己享用而不是为服侍人；主去除我心中所有的私欲和贪

婪，使我放下心中不正确的渴望和忧愁，给我一颗博爱和顺

服的心，使我放下自己，而完全顺服主圣神的引导。（溪水

修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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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慶                                          1                 黃振宗                                      

 

 

        每年總有一些特別和值得紀念的日子，但2013年12月29

日聖家節，是我和太太隆重而又值得紀念的一個特別日子。

我們於聖誕節回港探親，得悉紅磡聖母堂的堂家組，每年為

結婚5周年、10周年……等的夫婦申請樞機頒發的婚慶降福

狀，2013年適逢我與太太結婚40周年，正好符合條件，於是

我們決定申請。當天在堂區各位兄弟姊妹的見證下，從堂區

主任司鐸神父手中接過樞機的降福狀，我倆夫婦是何等幸福

和喜悅呢！感謝天主40年來的眷顧，藉著聖神的恩寵與主同

行，雖有艱難困厄，都能安然渡過。 
 

        某次聽神父講道，神父談及領洗，他說在基督之前的受

洗，是悔罪之洗，經上記載洗者約翰曾說：「我是用水給你

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

大……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耶穌是用聖靈施洗，

和約翰用水施洗，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當基督受洗時，祂

將河水聖化，又見聖神如鴿子般出現，自此之後的受洗是聖

神降臨，藉著天主的聖寵，我們得以成為祂的子女。經上記

載說：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祂

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從天上有聲音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有些人以為受洗後便是一位真真正的基督徒了，這是錯

的，你只可以說是開始了基督徒的修煉而已。假如你領洗

後，不祈禱，不守禮拜，不閱讀福音，不傳揚福音，不辦告

解………，你與非基督徒又有何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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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洗之後我們仍保留著人性的軟弱和缺點，因為天主要

我們透過日常生活去修煉自己，步武基督，宣揚福音，以逹

至成為一位真真正正的基督徒！這種考驗正如耶穌在曠野裏

遇到魔鬼的考驗一樣，我們要以基督為學習的榜樣，堅拒魔

鬼的引誘，慢慢修煉為一位基督徒。 
 

        結婚當日的宣誓和降福，亦好比我們受洗一樣，是人生

旅程的新開始，要有一段美好的婚姻，就要日後好好修煉

了！我們難免會遇到人性偏、慾、私、情……，各種各樣的

引誘，我們有幸成為天主的子女，只要能遵守天主的誡命，

實踐基督徒的生活，以基督的真理為人生目標，生活出基

督，大家都可以擁有一段美滿和幸福的婚姻生活。 
 

        領取祝福狀當日，在基督聖像前，我的腦海忽然浮現以

下的文字，於是我送給太太作為結婚40周年的禮物：｢寒來

暑往四十秋，謝主眷顧鸞鳯儔，基督座前留光影，今如昔日

誓同舟。｣願天下的有情人都蒙主眷顧，過著幸福愉快的家

庭生活，為主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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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Jesus                                 1        Calvin Low                                  

  

 

 

 

 For the most of my life, I’ve not had much of a religious belief.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couple years of attending in a Catholic 
school at a very young age in Hong Kong, much of my life went 
by without God’spresence. It was until half a year ago, I’ve 
responded to Jesus’ calling with full faith. Jesus knew the 
transition for me wouldn’t be easy,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let 
me do this alone. My fiancé, who has been a Catholic at birth, is 
very supportive and patiently answer all my questions about 
Jesus.  Also, with the help from our instructors during RCIA 
class, my bond with the Lord is growing stronger. 

 

In the past, I’ve always heard about Lent and Easter Sunday, but 
I’ve never paid attention to why it was such an important event. 
Now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Jesus had spent forty days 
fasting and endured temptations from Satan, our “sacrifice” for 
Lent i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us. While 
during Lent’s spirituality events at Stations of the Cross, my 
understanding of Jesus has grown deeper and more connected 
than ever. 
 
After baptism, my journey doesn’t stop here, rather a first step of 
a new life as a Catholic and I’ll have new role and mission ahead 
of me. Jesus has paved a road for us; I too will follow him and 
embrace the actions and promises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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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e                                           1            Teresa Kwok 

 

 

We all know about sacrifice and most of us  choose to sacrifice 
for the love we have for others.  We donate our blood or even our 
bone mallow in order to save lives, we donate our money or 
things to help others.   Many of us moved to the States for the 
sake of our children, we want them to receive better education, to 
lead a better lif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We choose to 
start from ground zero again because we want to do the best for 
our children. We choose to sacrifice because we know we have to 
give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some other thing.  We help others 
because it makes us happy.  
 
 I know someone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moved to the States 
sixteen years ago.   When she was in China, she lived in a 4-
storey big house in a village and was one of the group leaders in a 
big farm.  Though a farmer, she did not have to work hard in the 
field because she was one of the group leaders.  After she came to 
the States, she has been working as a care-taker for old persons in 
China Town in Oakland and has to live in her employer’s house 
so as to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her employe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thought by moving to the States, her son could 
become a successful person but things did not turn out to the way 
she wished.  Her son did not continue with his education after he 
got an AA degree from a community college and chose to work 
as a postman.  She is sad and angry.  She told me she might have 
made the wrong choice.   
 
But for Jesus, he knew beforehand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he 
still chose to come to save us, he gave his life for us, he did not 
blame us for our sins.  He showed us how great His Love is. For 
our resurrection, Jesus chose to come to earth and be crucified.  
Let us ask ourselves, are we willing to give up our lives for the 
sake of our loved ones, even if our answer is yes, are we w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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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rucified for the sake of our loved ones?  Are we willing to  
suffer and be tortured to such an extent?  When we compare our 
sacrifice to that of Jesus, we know our sacrifice is just “a piece of 
cake.” 
 
We are human beings and it is normal that we want to lead an 
easy life.  We do not want to suffer.  We want to play, we want to 
enjoy.   In order to be an A student, some of us are willing to 
study hard and sacrifice their play time but they do that because 
of different reasons, they may want to please their parents, they 
may want to please themselves, they may want to please their 
teachers, they may know too well the world is full of competition 
and  in order to survive they have to show to others that they are 
bright, they are capable ….. 
 Now is the time of Lent, we Catholics have to fast, no 
hamburgers on Ash Wednesday, no buffalo wings on Friday.  But 
are we really “fasting”?   I know someone who chose to eat 
seafood on fast day, he enjoyed eating a buffet lunch and ate fish, 
prawns, crabs, mussels….. in a restaurant.  He was enjoying a 
feast during the day he had to fast.  He argued that he did not eat 
what was not allowed.  What a good excuse! 
 
I love the lyrics of the hymn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I was deeply 
touched when I watch Andrea Bocelli sang the hymn.  He is a 
blind person but when he sang the hymn, I felt he could see God, 
he could feel the lov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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