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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帕特里克·亨利是美國革命時期傑出的演說家和政治家。

《不自由，毋寧死》這篇膾炙人口的演說在美國革命文獻史上佔

有特殊地位。其時，北美殖民地正面臨歷史性抉擇:「要麼拿起武

器，爭取《自由》獨立；或者妥協讓步，甘受奴役。亨利以敏銳

的政治家眼光，飽滿的愛國激情，以鐵的事實駁斥了主和派的種

種謬誤，闡述了武裝鬥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從此，“不自由，

毋寧死＂這句口號激勵了千百萬美國人為自由獨立而戰，而這篇

演說也成為世界演說名篇。  

 現代社會發達，人民最寶貴的「資產」是自由。國家的成

功大部分是因為實行自由制度和自由文化，容許人民自由發揮，

新聞出版自由，遷居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古代到現在，世界

上思想自由的境界，最高深廣大者，儒家的思想是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自由對國家進步發展起極大作用，否則，民心必

失，人才外流，發展不前。  

 自由的定義不是要求物質的享受，更不只是個人的自由，

而是精神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不過，放任或無干涉的自

由，僅是個人私慾的滿足，往往害及他人不得自由，這樣決不是

提倡自由者的本意。例如: 全球温室效應影響農作物失收，碳排

放量高污染空氣，都是由於政府監管鬆散，各國人民對環保意識

不高，加上過度開採砍伐，人為破壞生態環境，這不受干涉的行

為，為別人及後世帶來災難，是一份如何沉重的自由代價。 

 在現今自由社會中，我們是否享受真正的自由﹖不，每天

都有侵犯別人自由的惡行正在發生「各種殺人罪、種族屠殺、墮

胎、安樂死及故意自殺等危害生命的惡行； 損害肢體完整、虐待 

身體及心靈的酷刑、企圖控制人心等侵犯人格完整的惡行；非人

的生活條件、任意拘留及放逐、奴役、娼淫、婦女及幼童買賣等

貶抑人格尊嚴的惡行 ；將工人只視作賺取利潤的工具，而忽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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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自由及責任感的、侮辱人格的工作條件。這一切及其它類似

的種種都是可恥的、有辱文明的罪孽。這些罪孽固使受之者含羞

蒙辱，但尤其玷污主使者，同時又是對造物主最大侮辱。」(梵二

大公會議文獻)是的，不要讓自由的惡行煙霾基督真理，我們應該

為不幸的一群爭取自由，維護生命和人類的尊嚴。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都為憂慮重重，不過，憂慮只能傷

人，於事無濟，讓我們釋放自己，簡單又自然地領略自由的真

諦：「不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什麼，或喝什麼；也不要為你們

的身體憂慮穿什麼。 難道生命不是貴於食物，身體不是貴於衣服

嗎﹖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不播種，也不收穫，也不在糧倉

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不比牠們更貴重嗎﹖你

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數增加一肘呢﹖關於衣服，你們

又憂慮什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不勞

作，也不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連撒羅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

所披戴 的，也不如這些花中的一朵. 田裏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

投在爐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信德 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

所以，你們不要憂慮說：我們吃什麼，喝什麼，穿什麼﹖因為這

一切都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切。

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切自會加給你們。所以

你們不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

天受的了。」(瑪 6:24-34)     
 記得在創世之初，原祖濫用自由，背棄天主的啟示，成為

了罪惡的奴隸，幸賴基督拯救我們擺脫「永死」，重獲「新

生」。 天父，請接受我們獻上祢所賦予的自由，好讓我們誠心歸

向祢。更求祢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濫用自由的罪人，使他

們悔改，重獲自由，受害者得到安慰重拾信心與自由。 亞孟。  祝
大家主內平安。  感謝天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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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擇? 選擇自由! 

Free to choose? Choose to be Free! 

 記得鄭少秋所唱的「流氓皇帝」中有這一句歌詞： 

 “天生做人愛自由，心裹歡暢。＂ 

 我相信世上沒有人不喜歡自由，而我更加相信天主希望我

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但究竟甚麼是真正自由(What it means to 
be truly free) ？談到自由，通常令人想起選擇(choice) 。 

 記得在香港小學六年班升中學時，首次參加學能測驗，可

以自由選擇三個志願決定中一派位，結果在大哥幫助和鼓勵下，

沒想到竟然考入第一志願皇仁書院!當時家人都很高興能派往一間

好學校，但因為我家住旺角，到銅鑼灣上學足足要花上個多小

時，所以我很早便出門搭過海隧道巴士，或者坐巴士到碼頭，轉

乘渡海小輪，然後再轉巴士或電車到學校，交通很不方便。加上

還未適應由中文小學變為英文中學，每天都要花很多時間讀書，

查字典和做功課，經常到深夜才可以休息，所以有時會想：如果

當初選擇附近的中學便毋須這樣辛苦，但既然學校是自己選擇

的，唯有堅持下去。漸漸地開始適應英文課程，使成績和興趣也

隨著增進。雖然要長途跋涉上學，但沿途可以享受四周和擴闊視

野，偶然還遇上同學一起閒談上路；直至地下鐵路通車，交通時

間才大大縮短而變得極為方便。 

 時光飛逝，大學畢業後選擇來美國進修，順利找到工作在

San Jose定居，而且在教堂結婚，成家立室。還記得朋友當時笑著

說：“成個老襯,從此被困!＂結緍初期覺得非常開心，到蜜月期

過後，才慢慢學習兩人一起生活和相處，以及為對方幸福而犧

牲，好像沒有結婚以前生活般自由，難怪會想起那“從此被困!＂

的感覺，但畢竟是自己的選擇，唯有不斷努力學習，因為婚前輔

導所學過的好像完全還給神父了。後來參加朱蒙泉神父主持的粵

語夫婦周末營，經過三日兩夜的互相交談和向其他分享夫婦學

習，再次肯定婚姻生活的“開心，輕鬆，有希望!＂除了從書本學

習，最重要還是婚姻生活的親身體驗，使我漸漸對生命，天主和

愛有更深的感受和尊重。 

  

 

     

連聯多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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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覺得自由不外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科目，職業，終身伴

侣，或者獨身生活。曾經覺得修道生活因為守貞潔不容許結婚好

像無自由，更何況守神貧和守聽命？但真奇怪，我認識很多神父

修女自願跟隨基督，事奉教會，遵守神貧，聽命，貞潔卻生活得

十分喜樂和平安。記得有位老神父亦是修會發起人，對年青人勉

勵地說："The only thing worth doing in life is God's will"。原來他們

活得自由，平安和喜樂，是因為他們都洞悉到自己的使命(discern 
one’s vocation) ，而答覆了天主的召叫(accept God’s invitation) 。 

 所以我們生活不應只是追求自由選擇，而應將注意力放在

怎樣從日常生活中小心選擇基督的道路，我相信這才是活得真正

自由的秘訣。 

無拘無束的，想做什麼就做什麼，想說什麼就說什麼，想

食什麼就食什麼，那是自由﹗這是否真自由﹖且讓筆者分析。 
天主於地堂中賜予人無限的自由。罪與善，聖經內也言

及，都擺在我們面前。信或不信，作惡或為善，都於我們伸手可

及之地。十誡是底線，一切善惡之行，信與不信，天主已給予人

們絕對的、無限的自由。如始祖於地堂中自由自在的生活般，只

有一條﹕「別食禁果。」我們如今是﹕「切勿犯十誡。」就此而

已。你去享受無窮無限的自由吧﹗主賜予人是多麼廣闊的恩典﹗ 
始祖當初於地堂時，是多麼自由的生活﹗但他(她)們失卻

自由的，是不能自由自主觸犯『別食善惡樹禁果』的禁令。結果

是異常悲慘 —被趕出地堂，永遠生活於罪的陰影中。 
所羅門王求主得到智慧。為王後，卻自由去殺害群臣，奪

取其妻子，以滿足罪的肉慾。不能自主去禁止本身別做不可做的

事，罪行就此發生了﹗故此自由並非要做什麼就做什麼，因為人

的罪衍就此發源﹗而真正的自由是 —— 自由去決定，「不作任何

惡事惡行當會傷害他人或本身的肉體和精神的行為。」故此天主

十誡就是自由的準繩。 

西滿／春雄  自由  



   5 

自由婚姻：是完全自由選擇，並由男女雙方決定。主已賜

予全份的自由，父母也別干涉，但要得到老人的祝福和參考。 
自由墮胎：對主的子民是絕對禁止的，因已犯了第五誡—

殺人罪。 
自由離婚：對主的子民也是不能的，因已觸犯了第六誡 (本

身和配偶的)。 
我們想做什麼是完全自由的。尤其居住於美國，是人權至

上之國，也是尋求自由的團體而誕生之國，故此自由是它憲法之

根基。但還有其他國家呢？尤其共產主義的國家：如中國、越

南、北韓、蘇共、古巴等，那有自由人權可言？如越南於七五年

淪陷，越南南方前時是跟着美國—自由民主的人民，七五年共產

統治後，苦不堪言。筆者是前制度的陸軍傳訊士官，故於淪陷後

被強迫去勞動改造近三年，就此過著長達卅餘年的偷渡生涯，漂

泊各處(越南)渡活。直至二零零七年，合家才能脫離人生的桎梏，

抵達人間自由之邦— 美國，這全是主之意旨。 
自由是多麼抽象的名詞！但終歸來說，於人世間，自由並

非由己所為，它有各國法律所限制。而人們要以為害人群的害處

作為底線，就是真自由也。如至聖先師孔子所謂﹕「己所不欲，

勿施於人。」也能作為自由之限制。「自由不作有害於人群的

事。」是真自由也。聖經裡的德訓篇已很具體描寫，人可為和不

可為的事，也已解釋為何要如此而行止。我們可作為借鏡，或引

以為誡。要畏懼全能的主，要遵循祂的道，是人們的真自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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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顏因祈禱而顯得安祥，美上加美，不過，不親近天主的，

美得來庸俗﹔活在罪惡中，美得來惡俗﹔只有時常祈禱的，

才能清麗脫俗。 

(二)做人不要活在「成見」中，其實「成見」就是對過往經驗的

執著和不願學習放下。每天以新的精神和態度去看待周圍的

兄弟姐妹。每天都是新的開始，每天在主的愛內大家都是新

人等勉語多麼動聽﹔不過現實生活，實踐起來，又是另一個

版本了。 

(三)單純的信賴，少問多信，只要相信天主就好了。溫和的接

納，天主給的我都要。委順的交付，天主要的我都給。虔誠

的祈禱，祈禱時思、言、行為都要全神貫注。生活的態度，

接納、容忍、寬恕，不說重話。 

(四)慈愛使天主滲入世界的每一個角落﹔恩寵使耶穌基督的救世

工程突出﹔共融的聖神在合一的境界裡﹔聖父創造，聖子救

贖，聖神聖化。值得我們注意的用字的技巧，聖三的每一位

都與某一特別功能結了緣。 

(五)「在這涕泣之谷向你哭求！」這句出現於（又聖母經）。正

好是我們的世代﹔正好是我們每天處於生活之地方。真是可

悲﹗醜惡、冷酷、不公平、戰爭，就只是近在眼前。我相信

天父造天地造人的時候，祂沒有希望我們是這樣渡日的，但

今天天父看見我們人類的仇恨、猜忌、無情、冷酷的臉孔

時，祂或會用悲切的心情來問我們一句，「你們人類的愛德

在那裡﹖」 

(六)熟識教理，（當然包括聖經）﹔除私人外，更努力與團體一

起祈禱，期盼天主﹔尤其實踐愛德—至忘我地步﹗作生命全

面的革新﹔與團體一起舉行禮儀（尤其聖道禮）﹔培養使命

感，為基督作證，傳承福音。「以心神以真理去朝拜上

主」。 

(七)活出「心中有主，由祂作主」這就會由苦轉化成樂了。 

           

Mary林太 雜感—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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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勿道人之短，勿說己之長。 

(九)如意如意，如如意意，人有人意，我有我意，合得人意，不

 合我意，合得我意，不合人意， 人有人意，天有天意，合得

 天意，必能如意。 

有些感言忘記在那裡抄來，只希望和大家分享，希望原作者不會

介意。 

Pater Noster  “The Lord’s Prayer”  

 We all know this simple prayer: the Lord’s Prayer.  We recite it 
every week at mass and at least five times in the Rosary.  This prayer is 
one of the first children learn and is simple yet magnificently deep.  An 
estimated two billion people recited the prayer on Easter Sunday of 
2007 according to Los Angeles Times.  The Lord’s Prayer is one such 
prayer that we as Christians, recite globally.  When you invoke the 
power of its words, you are praying in union with thousands of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lives. 
 But, prayer alone isn’t the important thing.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 learned with the Watermark Youth Retreat I joined was the 
power of prayer.  Often times, prayer becomes a systematic thing to me.  
I get the mentality that after ten Hail Mary’s something crazy will 
happen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descend or some other majestic 
occurrence.  It creates a delusional key to a spiritual cleansing with a 
set, rational number.  Five “Our Fathers” means I will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ten means it’ll rain and I won’t have to run in PE, twenty 
means I’ll do well on a math test.  This is certainly no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ay and to pray in this manner would easily create a 
materialistic barrier between the physical joys of prayer and the 
spiritual ones.  In my opinion, one Hail Mary thoughtful prayed, in 
refle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every lin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 string of 
ten hurriedly recited in hopes for an earlier night’s sleep.  In the end, 
prayer is only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 and God in our 
attempt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God’s life mo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to achieve this is to 
understand the prayer as we pray the words.  Rushing through the 
prayer is efficient, but in the end it is as if you have not prayed at all.  
Being lectors, we must understand the words, or else the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their spirit, their power.  So I will begin by sharing some 
brief thoughts on the beginning lines of the Lord’s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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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The first two words of the prayer already store within themselves a 
wealth of knowledge.  “Our” acknowledges the community aspec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difference from “My Father”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prayer 
is meant to be prayed in union with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if it is only 
in spirit that we pray together.  “Father”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the Lord is 
our Father and by saying the first two words, we affirm to and declare this 
trut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hrase (translated in modern language to “in 
heaven”) witnesses to the point that God resides in Heaven.  Not only does this 
affirm to the divine glory of God, this also states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in turn, Hell.  I, however, place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traditional use of “art” 
in place of “is.”  The use of “art” strikes me as the perfect word to use.  It 
conveys that God is the divine painter in heaven, that this world is a mere 
painting he creates.  Not only does this praise God as the creator of the world, 
it also gives me the impression that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is beautiful 
because God created it to be.  Every color, every shade, is picked by God 
himself and with a swipe of his brush, our lives are transformed and simple 
strokes become the very sunset that takes our breath away every evening. 
Hallowed be Thy Name, 
 This line is simple, and yet we all follow it every day of our lives.  
“Hallowed,” when used as a verb, means “to make holy or sacred.”  Therefore, 
by reciting the words “hallowed be thy name,” we incite the wish that the 
Lord’s name should be honored and made sacred.  I also noticed that the line 
does not specify who is “hallowing” the Lord’s nam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a calling for every one of us to do our role in making the Lord’s name 
holy.  It also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name” which implies the 
importance and reverence of the use of the Lord’s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is is another statement that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God’s 
kingdom in heaven.  When I pray these lines, I openly pray for the coming of 
God’s Kingdom.  With this coming also brings the Second Coming, Last 
Judgment, and the fulfillment of all prophesies.   The Last Judgment is the time 
when the kingdom of heaven comes upon Earth and man is judged upon the 
truth in their hearts.  Every time I pray this, I acknowledge the coming of this 
inevitable time and the ensuing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to be rebuilt again in a 
new Heaven and Earth.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This is what I imagin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rases to me 
in the prayer.  The same question always comes up when I pray this line.  Do I 
have the strength to be an instrument of that will?  Often times we impose our 
will on god through our prayers.  We ask for what we need or want at the time.  
But, how often do we ask for God’s will to be done?  What is God’s will and 
what is our own will; and how do we start to combine the two?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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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時我最喜歡吃糖果、雪糕、看電視，正如今日的兒童喜

愛玩電腦一樣。但這通通都被父母加以限制或禁止。他們說會影

響健康和學業，真羨慕成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東西，做

自己喜歡的事情。為甚麼我們兒童們就受到限制多多，不能自由

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呢？為甚麼每位父母都是同樣對待他們的子

女呢？ 

 當我有了自己的子女時，我也像其他父母一樣，限制或阻

止我的孩子多吃糖果、雪糕、沈迷玩電腦遊戲。難道我忘了兒時

的渴求嗎？現今社會進步，教育普及，身為父母者應向他們解釋

清楚，多吃糖果會對牙齒產生的壞影響，沈迷玩電腦引致的不良

後果，要向他們灌輸自由的真義，正確指導他們認識和善用自

由，指出家長的勸導並非是自由的壓制，而是用心良苦！  

 一般人所講的自由，只是從自己出發，但求滿足自己的私

慾和享受，往往忽略他人的感受，很容易誤用自由，甚致濫用自

由。例如隨處吸煙，要他人吸二手煙；高聲談話，不理他人感

受；隨意泊車，妨礙他人出入．．．．等。 

何謂自由？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的註釋，自由的概念應包括下列

各項： 

•   每人都有自由選擇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不過自由不是

絕對的，在合理的情況下，自由是可以受到限制的。 
•   在行使自己的自由權利時，不能損害他人的自由，否

則便是放任的行為。 
•   不同年紀的兒童應享有適當的自由，父母有責任教育 

子女如何行使這項權利，培養自律精神。 

 星雲大師曾有以下解釋：在人權意識高漲的今日，「自

由」是每一個人追求的目標。人人講求居住自由、婚姻自由、言

論自由、通訊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辦學自由、信仰自

由……，什麼都講自由。如何才是真正的自由？個人真正的自

由，應該立足於「不妨害別人的自由」、「不侵犯別人的自由」 

 自由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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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不踐踏別人的自由」。 

 換言之，自由應在平等、互讓、互相尊重、有節制的情況

下善用之！ 

 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了人類，賦予我們原祖父母自由享用

一切，管治大地萬物，可惜他們抵受不住誘惑，違背天主的誡

命，引致失去自由。當今世界，雖說是文明進步，可是在這五光

十色的社會，仍然充滿誘惑和陷阱，身為天主教教徒應如何自處

呢？應如何善用天主賦予的自由呢？早在梅瑟的時代，天主曾命

他帶領以色列人出埃及，重拾自由，可惜人們因為誤用自由，以

致墮落，拜偶像．．．．沈淪迷失！天主於是透過梅瑟向以色列

人頒下十條誡命： 

  
   
 
 
 
 
 
 
 
 
 
 
 
 
 
  

 這就是著名的十誡了。不要以為這是歷史，或許已是過

時、失效的規條，其實這是天主賜給我們的誡命，放諸四海皆

準，好讓我們代代相傳，終身受用，是歷久不衰的！每次當我們

想享用自由時，不妨和十誡一起想一想，當能發現其功效和能量 

 
 
 

第一條 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 

第二條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第三條 守瞻禮主日。 

第四條 孝敬父母。 

第五條 毋殺人。 

第六條 毋行邪淫。 

第七條 毋偷盜。 

第八條 毋妄證。 

第九條 毋願他人妻。 

第十條 毋貪他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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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福音的導向 Mary 林太   

亦能及時糾正我們的錯誤決定與行為，不讓我們陷於誘惑，亦能

救我們免於凶惡。 

 記得中學時曾讀法國大革命歷史，革命原本是改革貧富懸

殊的社會，尋求正義、公平，當時的革命口號為"自由、平等、博

愛"可惜部份人士誤用自由，引致無辜殺戮和許多慘劇發生。正如

法國大革命倡導者之一羅蘭夫人上斷頭台之時所說：『自由！自

由！多少罪惡假汝之名以行。』 

所以我們要珍惜自由，珍惜天主的賞賜，了解自由的真諦，勿讓

虛假、無知的自由侵蝕我們的思想和心靈因而造成不能挽救的遺

憾！讓天主十誡、聖言陪伴我們一起生活吧！ 

(一)瑪竇﹕（教理性） 

 為了應驗經上的話，解答你的困難，希望他們對基督的苦難

有份意釋，為何猶太人有罪，耶穌的死是真死。 

(二)馬爾谷：（宣講性） 

 他把耶穌寫得很慘，門徒為了逃亡，連衣服都不要，伯多祿

更口硬，不認主﹗馬爾谷的福音是十字架福音，沒有一個人

去安慰耶穌，只有自己一個默默承受苦難（天主會拯救），

你以為你很慘﹗耶穌比你慘得多﹗ 

(三)路加﹕（神修性） 

 感化我們，整個苦難耶穌都是為減輕人的痛苦，願意進入你

內心感化你。記載他們拍著胸膛離開。門徒睡的時候路加都

為他們解釋，他們因為憂悶而睡著。只有路加福音記載猶太

人拍著胸膛離開。 

(四)若望：（安慰性） 

 寫出你所信的基督是一個強而有力的基督，光榮勝利的基

督，由始至終，若望都是寫出基督是勝利者。猶太人本來是

一個正義的民族，但現在為了耶穌竟然無公義，是虛偽，耶

穌在死的時刻能夠吸引人歸向祂，耶穌指出他們的錯，在十

字架上耶穌並不孤獨，有教會和祂一起，母親代表家庭，

（血和水）象徵聖洗、聖體，一口氣象徵聖神。 



「冇自由，失自由，痛苦傷心眼淚流….」一支改編自國語

流行曲的粵語老歌，很多八十年後或甚至七十年後生的都不懂的

一支相當膚淺的粵語流行曲。筆者無意介紹歌詞或老歌，而是要

帶出一般人心中都渴望更多的「自由」。究竟甚麼是自由呢？簡

單的說就是在沒有約束的環境下，随心所欲去幹。「約束」人人

都知道是甚麼，也不願意去接受，所以整天都嚷着要自由，尤其

是年輕人。反過來說，給你「絕對自由」又好不好呢？或許你不

會用半秒鐘，便忙不迭點起頭來。其實這世界是否有「絕對自

由」呢？應該是沒有的！真的嗎？沒騙你，試想想，即使你搬到

一個遍遠的荒島上居住，你是不是就有「絕對自由」呢？你還是

受到地域、天氣的限制。你可以說我有錢，擁有數不盡的國籍，

喜歡搬到那裏都可以，天氣、地域都難不到你，但是人總是要死

的，你的健康和壽命總不成也跟你老人家妥協吧？！死心吧！其

實也不用沮喪，人總是貪得無厭，身在福中不知福而已。 

 是否有足夠的自由，這個是相對的問題。在大部份的西方

先進國家，國民的人權與民生自由基本上都是有保障的。至於在

發展中國家又或是鐵幕國家，自由便絕不是必然的東西。即使是

美國，我們今天能享受到的自由也不是天生就有的，我們的祖先

不知為我們出了多少血、汗甚至生命，才有今天的局面。今天我

們的孩子只懂得埋怨，要求，不懂得環顧四週看看別人的不足，

而慶幸自己所擁有。 

 若果你對中國歷史有一些認識，便會知道我們的國家其實

素來並不太自由的，君主制度，封建思想，三綱五常，宋明理學

等等一大串的東西，我們或許不太明白，但總而言之，就是規矩

和約束。今天我們可以有言論自由，有婚嫁自由，有學習的自

由，有工作的自由，林林總總的自由，多好？但從另一角度去

看，今天我們的年輕一代可以有不需尊師重道的自由，可以有尊

卑不分的自由，可以有濫交的自由，總之又是一大串不太合宜的

自由， 這些自由究竟應該有還是不該有的呢？筆者認為自由這東  

12 

自由何價？   黃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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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林太    

西是要有尊重的大前提下，再加上不影響別人的自由權利才可以

成立。比方說我喜歡看動作電影的時候，要把音量提高才會看得

夠味道，但别人不是一起看的人，會不會覺得受到滋擾呢？ 

 自由除了要懂得尊重別人的權利之外，還要懂得自我约

束，曾經聽過一個時事評論員講過，民主自由並不是政府的事，

而是國民質素來決定的。君不見經濟自由的背後，產生了多少的

罪案，輕微的有冒牌貨，嚴重的有假疍，假藥，假奶粉， 

更嚴重的更有雷曼迷債，馬多夫的投資騙案等等。這些罪案雖然

形式不同，但背後的原因還是一樣，只顧自已的利益不理他人的

損害，這些人的自私天性，就是筆者所提到的人民質素。若果人

人都懂得尊重別人的權利，在不傷害别人的情况下而享受自已的

自由，這種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下次你要求多一點自由之前，

先問一問自已，是不是有這樣的質素。 

 後記:其實作為基督徒，大抵應該不難明白自由的規範在那

裏，只要在誡命之中去生活既有一定的自由卻可免除接踵而來的

煩惱，究竟是去闖誡命的關,然後提心吊膽，還是安份守己，來得

心安理得好呢?這個又是你選擇的自由啊……… 

 

 

原罪淺探 

 「原罪」是一個有關「愛」的故事。當中創世記第二和第

三章要說明，作惡是與人的自由有關係，而且對自由的行為要負

上責任，行惡是屬於普遍性，更阻礙人與天主相通，拒絕和輕慢

天主對人的愛。 

 罪使人的生命出現缺口﹔可是人在深處中卻渴求美善，而

這份渴求的背後動力就是尋找天主，需要天主的愛來填滿缺口。 

 在羅馬人書第五章 12—19 節，指出它不是要告訴讀者罪的

由來，而是宣告基督已開展了救恩和恩寵的歷史。 

 在探求原罪的始源時，便發現這兩個秩序，就是「原恩

（福）」先於「原罪」。 

（論及為嬰兒洗禮如何滌除原罪及有關聖母無原罪的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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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freedom?  In the dictionary, it is defined as right to act, 
speak, etc. as one pleases without interference.  In the Bible, God told 
Adam, “You are free to eat from any of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except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bad.  From that tree you shall not eat, 
the moment you eat from it you are surely doomed to die.”  Of course, 
we all know Adam and Eve did not obey God and did eat from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bad and were expell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What does this tell us?  We must abide by the rule of the Lord.  
If we do not abide by the rule of the Lord, the result can be devastating. 
 In the Proverbs, it is written: ‘All the ways of a man may be 
right in his own eyes, but it is the Lord who proves hearts.’  To err is 
human, so before we act, we shall think about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We live in the real world and we cannot act, speak or do 
something as we please all the time.  Say for me, do I dare to tell my 
colleague who is shorter and fatter than I am that her low-cut pink dress 
looks awful on her.  No, I do not.  Instead, I told her I loved the color of 
her dress.  Well, I did not lie.  I truly think the color of her dress is very 
beautiful.  Maybe, we only dare to speak freely and express our true 
feelings when we are talking with our family members or very close 
friends. 
 I remember the lyrics of the song ‘Those were the Days’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 never end.  We’ll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ll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ll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How many of us can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In order to survive, in 
order to support our family, in order to pay the monthly bills, we have 
to work.  We may have to take a job that we do not like. We may have 
to work with colleagues that we hate.   Well, we do not love our jobs 
but we love to get the salary and we need the money.  
 Should I say we are our own slaves, we always aim for a better 
life.  We want to live in a bigger house, drive a better car, and get some 
more new clothes, shoes ……  We have desire. We purchase things not 
because we need them but because we want them. 
 I come from Hong Kong,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a lot of 
people who we called as ‘Slaves of Famous Brands’.  Rich people go to 
Paris not to see 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or Musée du Louvre 
but to shop for products of famous brands.  For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them, they go to Shenzhen to buy counterfeit goods.  Thus, in streets in 
Hong Kong, you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carrying LV handbags, wearing 
Gucci eyeglasses and you do not know if they are real or counterfeit   
 

 

     

Freedom  Th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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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  Possessing real or even fake famous brands products seems to 
be able to brighten their day.  Pure vanity! 
 Jesus taught us the Lord’s Prayer,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Yes, we pray to God to deliver us from evil.  When we are doing evil 
things, we are slaves of sins.  We lose our freedom. 
 The word ‘present’ means now and gift.  Yesterday is in the 
past, tomorrow is in the future and today is right here.  Everyday is a 
present from God.  Let us count our blessings and thank God for what 
we have.  Let us cherish and enjoy each and everyday of our lives. Let 
us pray to God that we have faith and courage to face adversities in life.  
Let us offer others our helping hands whenever we can.  Let us pray to 
God to grant us the wisdom to change what we can change and to 
accept what we cannot change.  And let us hope we can really feel and 
say, “Thank God that I am free.” 

五月二日和太太Lesley在南灣參加了ME工作坊的錄音講座。 

以下是專家的婚姻統計數字： 

3％是天作之合的婚姻 (完美的) 

5-6％是前世冤孽的婚姻 (注定失敗的) 

＞90％是可行的婚姻 (絕大多數是可以成功的) 

這的確是令人興奮的數字，能由情侶結成夫婦，再成為知己，那

是很有希望和做得到的，只要夫婦的共同努力。 

工作坊中，令我感受最深的一句話是： 

問：Do you love me? 
答：I determine to love you! 
意義是: 愛不是感覺，愛是決定。 

記得我倆步入教堂舉行婚禮時，神父都會問雙方願不願意，

我倆都回答願意，但誰都不曉得有沒有能力。這決定去愛

（determine to love），可以籍著婚姻聖事，天主聖神會給予我們

特別的恩寵，就會有能力！決定去愛也就是婚姻的答案，成敗 

連聯波(Joe)   愛不是感覺，愛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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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以下是我在會中的個人分享： 

 前幾天是外父生日，約了六時和外家一同在餐館吃晚飯。

因為這個時候會很塞車，Lesley白天特意call我，提醒我早點帶同

三個孩子出門，而她會到餐館和我們會合。到下午二時許收到了

Lesley的電郵，說要我們父子準備好，5時30分出發。我覺得沒什

麼，大概5時15分出發交通路況會好一點。45分鐘就算塞車也可以

準時到達。故此認為這是個reminder email，所以不須刻意去重複

回應。故只是簡單的回覆OK。 

 大概5時10分我們出發了，塞車塞了20分鐘，當我們就快上

Freeway時，Lesley打電話來，當時是5時30分，因為在開車，又沒

帶Bluetooth，所以就用手機Speaker phone接聽（所以孩子們也聽

到）。Lesley問我在哪兒，說她剛到家，下午說過5時30分等她一

塊carpool從家中出發。說時遲那時快，我只差幾秒鐘就要入

Freeway，要clarify，要解釋，要作決定，也要處理那愕然的感

覺，加上莫名的震驚和憤怒。這一句話在腦海中閃過但還來不及

說：“妳沒有說過要我5時30分在家等你一同carpool呀！＂當我在

路上快上Freeway時，Lesley接著說：“快調頭回來。＂我只可以

急速的說：“來不及了，要遲到了，我已經接近Freeway入口，你

可以自己來嗎？或者我附近找個地方停下來等你過來，然後一同

去……＂還沒說完，就已經到了Freeway入口，那還未說完的話，

還未決定的選擇，還未處理的情緒，加上旁邊孩子們的怨言（塞

車塞得令人煩躁）。我有種感覺當我一旦上了Freeway後，我會疾

風奔馳，很難調頭回去，於是就在零點幾秒之間，決定不入

Freeway。於是繼續往前走，但不知去哪兒停下來，一陣迷惘、徬

徨、埋怨和憤怒湧現。孩子們聽到要調頭塞車回去再塞車回來都

跳了起來。在想找個地方停下來等Lesley也不實際，會弄巧反拙，

因為她很可能迷路找不到而延誤時間（那是以往的經驗，無論我

認為direction怎麼清楚她都會走錯路），那後果就更加嚴重。 

     這都是幾秒鐘之間的事情，於是和Lesley說我會call back，
因為開車講電話不安全，電話收了線，終於可以靜下來呼吸一口

氣，（電話並不是很好的溝通媒介，雙方你一言我一語，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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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CHOICE Alice 

 We have a 10 years old dog at home.  We love him dearly and 
try to provide him with his everyday needs.  When he’s not feeling 
well, we bring him to the doctor.  He has been under our protecti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of his age.  We feel that we have given him the best we 
can to make him happy.  But do we really know if he’s happy??  What 
we, humans, think may not be what he really wants.  At least if he’s a 
person, we can understand him and know what he says.  But as a dog, 
we have no way of telling how he really feels deep inside.  What we 
can only do is to provide him with food, a comfortable place to sleep 
and to play with him when we have time.  He is totally under our 
control.   
 

有時間靜下來鬆一口氣。）我和孩子們說，有兩個選擇：一是理直

氣壯堅持、帶一點鬥氣（be rational and insist）: 我們大家要準時  

到，要媽媽自己去。但這樣做會令她不高興，這一餐大家吃得會很

不舒服，很不開心。另一個選擇是愛和寬大（love and forgive）:回

去接媽媽一起走，犧牲一點時間但大家都會很開心，一家人在一起

始終是快樂的，但後果就是我們都會遲到，公公和外家也許會不高

興，但可以處理，不會是那麼嚴重。（當我一邊和兒子們說話時，

其實車子已經調頭正往回家的方向前進，孩子們在聽的時候可能還

沒察覺到。）孩子們的童心給了我印證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說“回

去接媽咪（Let’s go back）＂。 

 接著call了Lesley說我們回來。塞了20分鐘車才回到家門

口，當我不知道要說什麼的時候，Lesley上了車柔和的說了聲：

“Sorry!”。哪怕是再猛烈的怒火也會熄滅，哪怕是鐵打的心也會

熔化，我和孩子們說不出一句話來，我真的Speechless。雖然一路

無言的開車，但心頭感覺到一陣的平安和溫暖。結果是遲到了，

但我們不是最遲，而我們也忘記了剛才塞車的事情。 

    不管是一瞬間的意念和感覺（一念之間），還是已種下長久

的記憶和情緒（千年埋藏），我對配偶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I 
determine to love you. 只有決定去愛才會對事情有正確的選擇，會

用適當的方法，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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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In turn, does a person want this type of life?  Does a person 
want to be under protection, worry free about clothe, food, a place to 
live and transportation but is totally being controlled by a “master”?  Or 
would they rather have a freedom of choice….even when the freedom 
of choice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risk of not having all these 
necessities FREELY and endlessly given to them at any time.  Same as 
a dog, would they rather be comfortably living in your home or would 
they rather run outside and explore the world??  They can be free, go 
anywhere instead of just waiting for us to come home to walk him on a 
leash each day.  They can eat anything they can find on the streets, 
instead of plain dog food.  What is best?  Which is the right choice?? 
God has given us this Freedom of choice.  He could have totally control 
and provide us with everything we need as long as we believe Him 
because he is our “Master”.  But he has given us a choice...a freedom of 
choice to follow his footsteps or a choice to be in our own control.   
 I’ve seen little dogs roaming on the streets all by themselves.  I 
am sure they have a master but they wanted to see the world and ran 
away from home.  Their master is hurt and tries to look for them but 
many sometimes when they are gone, they are gone!  Even when the 
dogs regret that they ever ran away.  We disciples sometimes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nd run away from our Master, but He will always leave 
his door open for us to return.  We can always find Him…no matter 
where we are.  This is the Freedom of Choice God has given us and I 
will treasure this as I have the greatest life and the priceless gift from 
GOD. 

Arc of Hope – sharing  

 Arc of Hope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on 5/30, and we had 
our evaluation and sharing done last Friday! While I'm impressed by 
how the drama was finally pulled together and completed the successful 
show, I was even more touched to learn the stories of the individual 
who was involved in it. 
 We go through ups and downs in our lives, and so does the 
crew. It started from the enthusiasm at the beginning to the dilemma 
and confusion in the middle, and finally the fulfillment of promise and 
expectation of others. Whatever the process was like, it was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ost people. I was especially delighted to see 
the friendships got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re's nothing more excited 
in the world than a group of people doing a thing together for a 
common cause and goal. It reminds me of the days when I wa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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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太   

school organizing events together with my buddies. That's the fire 
burning in the youth hearts! Great job everyone! :)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s is the magic of the 
basketball court. You will never imagine that's the key to turn the 
whole group around and makes the whole show a great success at the 
end. People are a foundation of a community, and the bonding among 
peo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an energetic and vibrant community! 
Throughout the playing of basketball and simple ball shooting, people 
become friends of each others, and they started enjoying playing 
together and shooting the common goal, including the goal of getting 
the drama finally performed.  
 I can't believe the smooth rundown when I first saw the whole 
show a week ago. Every one of you worked so hard for it and we have 
all made it. Congratulations again and I hope that Arc of Hope does fill 
each of you with hope for your future, no matter what you are 
encountering now.  

自由的人生  

 人生之中小時候受父母的束縛，「為什麼要去那裡？」不

得自由！原因也是對的。不可以去夜街，過十點鐘不可以。現在

才知道禁止是對的，每個女人也是受這條件限制。踏步上人生路

途，上了年紀，才有自由，若放縱自己，超出合理自由，就不得

了。男孩子就不同了，很自由的，因為是個男人，去那裡也不

怕，放膽去，所以我的三個兒子我從來也未擔心過﹔但一個女兒

就怕，她去夜一點就心急，怕出了什麼變故，不得給她太自由，

不可以太夜回家，以後要小心，早點回家。上個月（三月至四

月）回越南，坐了三次不同的大飛機，看著藍天飛越白雲，真想

自己變成一只大鳥，自由地飛呀飛呀，夢想幻想一下真有趣，可

惜不到十分鐘就醒了，又打回原形，仍坐在靠椅上，動不得！回

來美國也轉搭三次不同的飛機，曾降落西貢等轉飛機，漫行在西

貢的街道上，車水馬龍，尤其是兩輪摩托車，就像游在水中的鯊

魚群，不停地來回游動﹔像到美國十年多，光陰似箭，來也匆

匆，去也匆勿，人群這樣擁擠，真似螞蟻不停來往，大家有時碰

來碰去，很難受，回去越南探兒媳，被他們載在機動車後面，照

法律，頭上人人要戴上護頭塑膠托，擁抱著駕車的兒媳，腰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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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亞熱帶的越南比起北溫帶的美國加州，難受好幾倍。天氣太熱，

滿頭大汗，去市場買東西，去看弟妹們，探親戚朋友一一久別重  

逢，心花怒放。越南中的蜆港，我的第二故鄉，韓江旁的街道，尤

其夜晚新橋，橫跨韓江，聯繫着市中心和郊區。街上，橋上閃爍的

燈飾，彩燈，慶祝蜆港解放紀念日，有點似香港夜景，加上週邊的

高樓大廈，趕得上西貢的繁榮熱鬧，心想這是真的永遠的自由嗎？

我想最後終結，老了，上天堂，這才是永恆的真自由，請不要見怪，

人生一年年飛過，得快到了盡頭，誰不傷感？！現在還有氣力，未

到最後一口氣，說出自己自由路程一點一滴，也是一種心得，希望

上天給我安排，最後變成一只小鳥，飛上天堂，那多自由。天主啊！

我現在把我的自由全交給您，任您安排引導，我的意志最甜蜜的自

由就是分分秒秒實踐您的聖意，我想這才是我們的「真自由」！！ 

Mary林太    

 顯現﹕一九三一年二月二十二日，主耶穌首次顯現給傅天

娜修女。傅天娜修女記述此事說：「我看見主耶穌穿著白衣，祂

提起一隻手降福，而祂的另一隻手觸摸著祂胸前的白衣，有兩度

光線從白衣下射出，一紅一蒼白。」主耶穌對她說：「按我顯現

給你的模樣繪一畫像，並寫著﹕「耶穌，我信賴你。」我希望這

畫像首先在你們的小聖堂內供奉，然後普及全世界。」  

當傅天娜修女奉神師之命，向主耶穌問及那兩度從祂胸中

射出的兩度光線時，主耶穌告訴她：「畫像中的兩度光線表示我

在十字架上時，我那憂悶的心被長矛刺開時所流出的血和水。那

蒼白色的是象徵水，它使靈魂成義﹔那紅色的是代表血，它是靈

魂的生命。這兩度光線在我天父的義怒前庇護著靈魂。那住在它

們掩護下的人是有福的，因為天主公義的手永不會伸到他那

裡。」 

 主耶穌還教她如何祈求：「啊，從主耶穌聖心流出的血和

水，你為我們慈悲的泉源，我信賴你。」主耶穌再三地向傅天娜

修女顯露祂的慈悲﹕「我的聖心就是慈悲，諸恩寵從這慈悲的海    

神聖慈悲敬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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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中傾注到普世。沒有一個靈魂來到我跟前而不受到安慰的。所

有的不幸苦痛都在我的慈悲中消失，它是一切救贖和聖化的恩寵

的根源。」 

 「告訴苦惱的人類來走近我慈悲的聖心，我將給他們平

安‧‧‧除非他們以信心轉向我的慈悲，他們決找不到安慰。」 

 「我許下凡藉這畫像恭敬耶穌的靈魂永不會喪亡。我許下

這靈魂必得勝他在世上的仇敵，尤其在臨終的時刻，必能制勝

牠。我要親自保護這靈魂如我自己的光榮一樣。」「凡在那城或

那家藉這畫像恭敬我的，我必保護那城和那家。」 

 事實證明，在傅天娜修女死時，在波蘭的卡高和維魯已公

開敬禮這畫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於一九三九年九月入

侵波蘭（傅天娜修女死後一年），波蘭到處遭受蹂躝。尤其首都

華沙及其他大城市受到極大的破壞，只有卡高和維魯兩城損壞不

大，主耶穌實踐了祂的許諾。 

祈求慈悲經文: 

 在一九三五年九月十三日，傅天娜修女看見一位執行天主

義怒的天使，他的手握著電光和雷電，他看來是要到地球某處向

當地居民施懲罰。傅天娜修女看到這個情境，難過非常，她祈求

天使慈悲為懷，但她感到她的祈禱沒有能力平息天主的義怒。就

在這時，天主聖三顯現出來，同時，她聽到在她心內有聲音說：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愛之子，我們的主及救主耶穌基督的聖

體、聖血、靈魂及天主性奉獻給你，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

因祂的至悲慘苦難，求你垂憐我們及普世。」 

 真是奇事中的奇事，當傅天娜修女反覆地誦念這經文時，

那天使再無能力去施行懲罰。第二天當傅天娜修女走進聖堂時，

她再聽到內心的聲音說﹕「每當你進入聖堂時，該立即誦念昨天

教給你的經文。」這經文是用以平息天主的義怒，你以普通的玫

瑰唸珠唸這經文。」開始時，先唸一遍「天主經」、「聖母經」

和「信經」。 

在每粒大珠上唸：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愛之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 

 



克己神貧的榜樣 Mary林太    
    德蘭修女在生時已被尊為聖人，她成立的仁愛傳教女修會，

在世界各地過著簡樸的生活。 

 修女們每人只有兩套衣服（以備換洗），一雙鞋子，（破

了才買），一個水桶（為工作），一個鐵盤（為吃飯），一床鋪

蓋（也鋪也蓋）。 

 她們自願與一切現代化日用品絕緣，（像電風扇、洗衣

機，雪櫃）。表面上她們一無所有，但是她們不斷給予，致力服

務垂死，被遺棄的及貧窮的人。 

 究竟修女何來動力承擔這些繁重的服務呢﹖原來她們每天

清早四時四十分就起床，五時祈禱，六時彌撒，無論多疲累，一

天總以一小時在聖體前的朝拜來結束。 

 與耶穌同「住」，是修女們在生活的重擔中再次站起來的

力量，是她們滿懷喜悅結出豐碩果實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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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血、靈魂及天主性奉獻給你，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 

在每粒小珠上唸： 

 「因祂的至悲慘苦難，求你垂憐我們及普世。」 

結尾時唸三次： 

 「至聖天主，至聖強有力者，至聖長存者，求你垂憐我們

及普世。」 

 主耶穌告訴傅天娜修女：「你要不停地誦唸這慈悲串經。

那些誦唸這串經的靈魂將獲得極大的恩寵。我們慈悲要擁抱他，

在他生時，尤其在臨終時保護他。司鐸該把這慈悲串經推薦給罪

人，作為他們最後的希望。就連最心硬的罪人，如果他只唸一次

這串經，將從我無限的慈悲中獲得恩寵。我希望普世認識我那無

限的慈悲。我要把想像不到的恩寵賜給那些信賴我慈悲的人。」

我們的慈愛救主告訴傅天娜修女，就連是大罪人，如果他們在臨

終時唸這慈悲串經，祂也會對他廣施仁慈。還有，那些在臨終者

身旁誦唸這串經，祂也向臨終者施行仁慈。 



不肖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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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常常總會有一篇難忘的作文，那就是："我的媽

媽"！我也不知是幸運或不幸，因為我自小就不曾有這樣的作文。

只記得小時學會的"慈母嚴父"是不曾引用在我家的。小時候老是

覺得媽媽很惡，連爸爸都很怕她。等到讀大學時，我終於有機會

寫這篇"我的媽媽"時，我才發現我很尊敬她。她很聰明，學習事

情很快的，也從不怕事，會堅持她覺得是對的，不曾怕發出意

見，就算是用上她那不流利的英文，也要發出她的不滿。她很勤

力，做完整天的工作，回家還可以繼續打掃，弄飯菜給我和弟

弟，把我們照顧到無微不至。雖然我在十幾歲時曾覺得媽媽給我

太多管制，"不准這的、不准那的！"但在我念大學的時候，媽媽

所有的付出都一點一滴看在眼內，才體會了嚴母面具下的只是慈

母的用心，尤其是在我父親過世後，我更加了解媽媽的苦心。當

然有時不免怕了她的囉唆，但非常感謝她老是打理，整潔我們的

家，令我們住得舒舒服服。也很尊敬她是一位明白事理、克苦耐

勞、擁有智慧、對子女作無限付出的"萬能型"媽媽。 

我的媽媽  雲妮  

我媽媽並不是那些年輕貌美、知書識禮的女子，自我懂性

以來，只知道媽媽的頭髮已經斑白。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經常

都有人誤會我是媽媽的孫兒，真攪笑! 

我是媽媽的第八個孩子，也是老么。所以媽媽是沒可能花

太多時間在我們孩子身上的，更徨論說栽培了。不過她倒有一樣

東西值得我向她學習的，家裏雖然窮，父母學識也低但品格要求

卻高，家規更嚴，稍有行差踏錯，你休想有好日子過。不竟我是

孻仔，況且我自小體弱，所以媽媽還是錫的多、打的少。 

再看看我孩子的媽媽，雖不算美貌但真的年輕，有時看來

笨頭笨腦但書倒讀得不少。三十剛出頭便有兩個孩子，觀乎現今

一代，三十歲還未肯踏踏實實去跟異性約會哩。就是太年輕腦子

裏只有書本上的育兒理論，一點實戰經驗都沒有。有一點我真的 

兩位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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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她的，若她見到朋友的孩子乖乖的，成績優異的，她會打電

話問人家的媽媽是怎樣教出來的，真的服了她。 

似乎兩個媽媽在很多地方都有天壤之別，但骨子裏是有共

通點的，她們都盡了做媽媽的責任，她們都愛惜自已的子女，方

法可能不盡相同，但出自同一個愛心。 

如今這两個媽媽都已離我而去，回到天主的懷裏。父兼母

職的我更能體會她們的付出，我實在感激她們曾在我生命中出現

過，雖然跟她們個別相聚的時間都只有短短的二十年，但是已經

是我生命中最閃亮的日子了，真的多謝她們，願她們在天上都開

開心心。 

Melissa Poon 

我很榮幸我的媽媽是一位模範的母親，我衷心地感謝上主

賜給我一位那麽温柔，賢淑，聰穎，能幹，美麗而又充滿愛心的

母親。她的偉大母愛令我訴說不盡，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我只

有由心底裏由衷地說聲：「媽媽,我感謝您,永遠感謝您。」 

回憶我的童年是多麼的幸福快樂，我有一位能幹，勤奮，

慈祥的父親。亦有一位賢良淑德，高貴，温柔，美麗的母親，他

們給我一個幸福美滿的家。我就在這一個優遊舒適的環境中生活

成長。 

我的母親除了擁有外在的美貌，還擁有一顆善良的愛心，

樂觀的態度，甜蜜的笑容，這種女性真是難能可貴，這是上主偉

大的創作，我要感謝上主把衪這偉大的創作品賜給我，做我的母

親。 

我的母親常常以她自己的言行來教導我們，作我們各兄弟

姊妹的模範。我記得當我讀小學一年級時，我要求媽媽准許我領

洗入天主教，當時我們全家還未是天主教徒，意料之外，我獲得

媽媽的答允，准許我領洗加入天主教的大家庭。那時我幼小的心

靈多麽的雀躍喜樂，非常感謝媽媽給我信仰自由的機會，雖然媽

媽不是天主教徒，但她會和我一起祈禱，每個主日都帶我去聖堂

參與彌撒，因為她知道主日參與彌撒聖祭是教友應盡的本份，她 

模範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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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教來教導我在人生的旅程中，人應該要有那種責任感，並使

我明瞭善盡本份的重要性。當時幼小的我常祈求聖母瑪利亞，賜

我爸爸和媽媽都能信奉上主。兩年後，上主垂聽了小女孩的禱

告，我的父母接受主的恩典，領洗入教，他們這個決定為我是多

大的喜訊呀！ 

自此以後，我們的家有主耶穌的特別眷顧，家庭更增添喜

樂和平的氣氛。因着母親無微不至的照顧，使我感到母愛的温

暖，因着母親的循循善誘，使我獲益良多。在我年幼時，她教導

我無論在學業上或品行上，都要名列前矛。當我漸成長，踏上青

年期時，我的母親常教導我人生的價值，人生的期望及目標。要

珍惜時光，要善用時間來向着成功的目標前進，處世做人要以和

為貴，要做一個品格高尚，有修養並受人尊重的人。最重要的就

是常與主建立一個密切的關係，對主耶穌有絕對的信心，絕對的

服從。還常要懷着樂觀的態度去面對人生，如遇到困難，挫折的

時候，更加要從正面去分析事物，才能解決問題。 

親愛的媽媽，您除了用言語來教導我，還用您的表樣來啟

導我，因為您有優良的品格，使您在待人接物及處世方面都佔優

勢。您和爸爸共同建立一個美滿幸福的家，使我們各兄弟姊妹都

能以愛相待，家庭常充滿和諧喜樂的氣氛。 

親愛的媽媽，您是世上模範的母親，您是我最尊敬的人，我永遠

愛您，永遠感謝您， 永遠惦記您給我的教導，並付諸實行，做一

個中悅上主及中悅您的女兒。 

 「又有那個大民族，有這樣公正的法令和規律，如

同．．．這一切法律呢？」（申四﹕八）。為以色列子民來說，

在曠野四十年漂泊流浪的生活，是他們考驗和恩寵的時期。天主

煉淨了他們的心靈，也向他們彰顯了自己無限的慈愛。 

 在即將進入那預許的福地之際，梅瑟回顧了以色列子民所

經歷的一切。他特別提醒他們曾一起領受的偉大恩賜，即那歸納       

愛中的誡命 (林太Mary) 



在十誡之內的天主法律，並邀請他們全體一起把這法律遵行。 

 天主把祂的法律銘刻在我們每人的心中，並在不同的時

期，以不同的方式向所有的民族宣講。天主揀選了一個小民族—

—以色列，向他們更清晰地揭示他的計劃。到最後，祂更派遣了

自己的聖子耶穌到世上來，向世人圓滿地彰顯天主的容貌，揭示

天主是愛，並且把天主的法律濃縮成一條愛主愛人的誡命。 

 每個民族及每個人的偉大在於他能夠依從天主的法律，並

衷心地說出自己的「我願意」。透過與天主合作，我們讓天主把

祂為每個人和全人類定下的非凡計劃展現出來。這計劃就是把眾

人聚合成為一個唯一的大家庭，使他們在愛內合而為一，並引領

眾人分享天主超聖的生命。 

 在重溫舊約中天主所頒佈給我們的十誡時，我們會發覺，

透過真心誠意地愛天主和愛近人，我們就能夠滿全地遵守十誡。 

那些愛慕天主的人，難道會讓其他神祗進入他們的心中

嗎﹖ 

 那些愛慕天主的人，難道會不欽崇，或輕慢祂的聖名嗎﹖ 

 那些愛慕天主的人，難道會不樂意每週至少奉獻一天給他

們最摰愛的「那一位」嗎﹖ 

 那些愛每一位近人的人，難道會不愛他們的父母嗎﹖ 

 那些愛他人的人，難道會設計搶劫殺害別人，或為求己益

而欺騙他人，或作假見證去誣告他人嗎﹖ 

 那些心靈已感到富足的人，難道會貪戀別人的財物或配偶

嗎﹖ 

誰去愛，就不會犯罪，反而會遵守天主的一切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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