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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我們知道邪惡引誘人犯錯，最重要的是它必須透過人心

甘情願去和它合作，罪惡才會產生。邪惡最容易跟權力、虛榮、

財富、美色等搭檔，伺機去引誘人犯罪。由於人有自由意志，好

逸惡勞苦，縱慾放任，自私自利，甚至損人利己。唐代文學家、

哲學家韓愈撰文提倡「博愛之謂仁，行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原道) 行事正直有意義，

盡力而爲，考慮周全，步驟適宜，甚至捨己爲人，就是義。 

 天主是公義的，一如祂是自有的，祂是聖的。正如「自

有」、「聖」屬天主本體固有的特性，同樣「公義」也屬於天主

本體固有的特性。天主本體固有的特性既是「聖」和「義」，是

以一切「俗」的，即與「聖」作對，即是與天主作對，這即是罪

的所以為罪，因而不能見容於天主的義。是以在聖經裡，由創世

紀天主造了人類以來，便不斷有懲罰人類的記載（創3：14-19; 
4：11； 6：5-7；18：20等），即因人有背天主的聖，因而不能為

天主的義所容忍，這即是何以天主必須懲罰人類的最後理由；同

樣也即是「義」意義的說明。 

 歷古以來，天下第一義人是聖若瑟。聖經記載：「耶穌的

母親瑪利亞許配於若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神有孕的事已顯示

出來。她的丈夫若瑟，因是義人，不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

休退她。」(瑪1：18)  若瑟這位義人接受天使在夢中的指示，表

現他的義人的做法，保護聖嬰和聖母，數十年來以一介木匠，養

活妻兒，聖經雖沒有詳細報導，但這個義字他是當之無愧。聖母

瑪利亞對天主和世人奉獻和犧牲更是義德的模範。 

 耶穌要人修的義德，遠超過經師和法利塞人的義德，換言

之，即要人不只著重表面的作為（瑪23:25,7），而且動機要純

正，即出於愛天主，而不是為受人誇讚（瑪5：20；6：2, 5）。耶

穌在「僱工的比喻」中說家主願意給這最後來的工人和先來的工

人一樣也只領了一個「德納」（瑪20：1-16) 來說明天主是公義

的，對我們每個人都一樣，祂是很愛我們每一個人。 但我們卻喜

歡處事偏心、對人有成見、任意挑剔，實在是漠視了天主的公

義。 為此，耶穌常要人修的義德，是出於內心的，基於對天主的

愛，因而與愛德是不可分離的。 而人的義導源於天主的公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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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只有天主才是義德的根源。耶穌說：「我來不是為廢除法律或

先知，而是為完成」（瑪5：17），即為完成法律或先知所啟示與

人的天主的義。聖教會稱耶穌為義德的太陽，即要人在耶穌義德

的光照下，跟隨耶穌，來完成自己所受自天主的義德。 

 聖師聖多瑪斯曾列舉並分述義德的九個附屬德性，分別

是：宗教、孝愛、尊敬、感謝、報德、誠實或真實、友誼或友

善、慷慨，及權宜正義。同時評論與其相反的惡習，最後是與義

德相稱的恩賜－孝愛，以及相關的誡命。在九個附屬德性中，恭

敬天主的德行佔有獨特的位置，要求人應向天主表示敬禮；敬禮

的行為分為內在的熱忱與祈禱。 

 天主是真善美的源根與總匯，是最可愛的，我們一生把一

切捨掉去愛天主，也不能相稱天主的至尊，因此聖奧思定對天主

說：「萬古常新的美麗啊！我愛得太晚了，確實太晚了。」又

說：「祢創造我們是為歸向祢，我們如果不安息在祢懷裡，心靈

永不得平靜。」可愛的姊妹兄弟， 我們及時愛天主吧！ 感謝祂的

恩賜，讚美祂的公義與慈愛！「天主，我的靈魂渴慕你，真好像

牝鹿渴慕溪水。我的靈魂渴念天主，生活的天主。」(聖詠42：1-
2) 願我們都能回應主基督的邀請，在天主的公義中，奮勇地去提

倡和實行愛主愛人的美德。 

    

    祝大家主內平安。  感謝天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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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執筆的時候還有一個月便是缷任的日子，雖然看情形還得

多敖上一年，但肩上的担子似乎一下子輕鬆了不少，怎麼說呢？

過去的兩年是我自願的担戴，對團體、天主的承諾，不能有一點

兒的鬆懈和躲懶。往後的一年只是我對團體和幹事會的義務，只

要不出錯便是了。或許你會以為我這番言論很不負責任，不過這

只是你的誤解而已！ 

 兩年前正是多事之秋，多事者便是一個新領洗的教友，誤

會我是個有前瞻、有魄力的領導人選，於是誤打誤闖的把我提名

為新會長，大家也跟着糊裏糊塗地選了我出來，既然木已成舟，

吾輩天主之子民，惟有慷慨就義吧了。 

 雖然是遊戲文章，但畢竟內裏的事情是真的，儘管自知不

才但既然答應了，便要把事情做好，要對得住天主，也對得住信

任、支持我的人。就這樣兩年好不容易的也走過來了。今年的選

舉，雖然有數人提名不才，但為何黃某又會辜負諸位之厚愛，拒

絕被提名呢？理由只有兩字！灰心。 

 自問兩年來，為了天主、團體，確實捱過不少長夜，為了

團體的興旺，花了不少心血去加添、轉換大大小小不同的活動，

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我可以面對失敗，也可以接受失敗，很

少事情可以不經失敗而達致成功，沒有挫敗亦不能體會成功的喜

悅，更很難有進步的空間，所以失敗對我來說，並不是壞事。既

然挫敗我都不介意，那麽我在意啥呢？我在意團體的認同，我在

乎教友的參與，我希望見到人們的熱誠，我討厭冷淡。很簡單的

例子，一個媽媽花了半天弄了一頓飯，兒子只是冷冷的說約了

人，便走了。丈夫特意去買了一束花回家給太太，太太只是啊的

一聲便回過頭繼續煮她的飯，若果看官是其中的媽媽或是丈夫，

你心中的味兒是甚麼？若果我是個墨守成規的人，又或是個獨裁

者，群眾的冷淡，不投入，那是我活該的，但我那些徵詢的渠

道，比比皆是，但奈何我聽不到半點聲音，是我的耳朵有問題

嗎？或許有人會說，為天主做事，只問耕耘，不問收獲，說得真 

 

 

  

Duncan Wong 



漂亮，我卻不想做阿Q！ 

 末了，我不會亦不想怪罪任何人，我只相信若果自己的能

力可以更強，成績可能不致如此不濟，既然是自己的問題，所以

我欣然引退，讓有能者居之。來年吧，熱心人，團體等着你的出

現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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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Lam 林太     聖三是愛 

 「天主是愛」這端道理（若一 4 ： 8，16）為一般慣常閱

讀和默想聖經的兄弟姐妹，一定不會很陌生吧！然而由理論的

「道理」變成落實的「生活」，卻又是另一回事﹗可惜我們得坦

誠和謙虛地承認，這位愛我們的「神」—天主，始終只是在我們

的腦袋裡的一個理念或信念，始終未能夠徹底進入我們的整個

「我」，而成為我們的現實生活—肉體的和靈性的—喜樂和幸福

的泉源！ 

 這為我們信仰天主未夠徹底的現代基督徒（我和您）是如

此，為今日不再信神的現代人，更是如此！難怪現代人（基督徒

也不例外）的心靈空虛，是有史以來不能更空虛的了，簡直抵達

空虛的谷底﹗很多年前的勁歌金曲「絕對空虛」，正好是今日人

類在心靈極度空虛中的吶喊﹗ 

 聖經第一頁，就告訴我們天主的偉大計劃：「讓我們照我

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 1 ： 26）。既然天

主是「愛」，而我們又是按照祂的「肖像」受造的；那麼聖經不

正是開門見山地告訴我們：「我們生來就是『愛的產品，愛的子

女』。生來就分享天主的『愛』，分享這愛帶來的幸福和喜樂

嗎？」正是為了這個緣故，我們「人」不分時代和領域，都同樣

感覺「愛的需要」和「被愛的喜樂」。 

 也只有「生活在愛中」才感受到在真正的人生幸福和價

值。也正是為了這個緣故，在我們人類的自私和驕傲破壞了天主

創造的原始幸福以後（創 1 ： 31），天主向我們唯一要求的還是

這個「愛」字，「你應當全心、全靈、全意、全力愛上主，你的

天主‧‧‧‧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谷 12 ： 29–31 ；請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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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6 ︰ 5 ；肋 19 ： 31）  
 因此，解救現代人心靈空虛的靈丹，並非只靠「心理輔

導」更應投靠「愛的泉源」—天主，了解祂的愛，回應祂的愛，

生活在祂的愛內。透過強烈的「心靈空虛」，相信現代人慢慢也

會親身體驗聖奧斯定的同一體驗：「我們的心靈，一天不擁有天

主，便一天感覺空虛」，也就是說︰「我們越遠離天主，我們的

心靈也越空虛」。這就是現代人所不願信服的「哲理」，但卻是

他們每一個人天天面對著的痛苦體驗和經驗。 

 這篇小東西願意向大家介紹的，正是那位愛我們的天主，

但並不是只「空洞地」介紹「天主是愛」的抽像理念（這是通常

閱讀聖經的人已經知道的）而是「具體地」將天主在人類歷史中

對我們的「愛的行動」介紹出來，因為天主自己也透過若望宗徒

教導我們說：「孩子們！我們愛，不可只用言語，也不可只用口

舌，而要用行動和事實」（若一 3 ︰ 18）。祂教導的，自己卻領

先身體力行了﹗ 

 在這篇小東西裡，我們嘗試將「整個天主」—即三位一體

的天主的每一位；聖父，聖子和聖神—的愛的行動，介紹出來，

使「天主是愛」的理念，透過我們認識和了解祂在歷史中和在我

們個人生活中的愛的行動，也能變成我們現實信仰生活的健康血

液，滋養我們，帶給我們新的生命！ 

 聖父對我們的愛，揀選了我們，給我們創造了這個美麗的

宇宙還不夠，這份愛更催使祂對祂按照自己的肖像所創造的人，

彰顯祂「愛的信任」。聖父是愛，天主是愛！「整個」天主是

愛，因此天主的「每一位」，同樣也是愛，因為天主雖有三位，

但是「三位共是一性一體，一個天主」（天主聖三的奧秘）因

此，聖父是愛，聖子也是愛，聖神同樣都是愛。這裡首先我們看

看聖父—天主聖三的第一位—在歷史中怎樣以「愛的行動」對我

們顯示了祂的愛。 

 翻開厄弗所書，我們就發現，原來「遠自永恆」，聖父已

經用愛的行動給我們顯示了祂就是愛，那行動就是「愛的揀

選」。聖保祿說：「祂於創世之前，在基督內，揀選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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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愛‧‧‧‧預定了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

分‧‧‧‧」（弗 1 ︰ 4–5）。這揀選是「由於愛」，完全無條件

的，主動的，而且是在「創世之前」，那就是說，我們還未是

人，甚至連東西也不是以前，亦即還沒有存在以前，祂已情不自

禁似的愛上了我們，揀選了我們，而且還揀選了我們作祂的子

女。 

 這不是感人肺腑的「愛的行動」嗎？為甚麼會有這樣感人

的行動﹖無他，唯一的理由就是「祂就是愛」！我們尚未出現在

這世界之前，聖父的愛早已揀選了我們作祂的子女；到祂要創造

我們的時候，祂又用另一個愛的行動彰顯了祂就是愛，那行動就

是祂的創造。聖詠 136 篇很清楚且又不厭其煩地反覆告訴我們，

天主之所以創造—創造穹蒼，大地，光體，太陽，月亮，星辰—

唯一的理由，不外是「因為祂的慈愛，永遠常存」。 

 這豈不是要告訴我們，這個偉大的宇宙和其中的每一樣奇

妙的受造物（詠 98 ︰ 12），不外是聖父的「愛的創作」和「愛的

傑作」嗎？的確真的是如此！因此智者向天主祈禱說︰「的確，

你愛一切所有，不限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什麼，你必不會造

它」；反過來說就是：「你之所以創造他（它）們，因為你愛他

（它）們」。「愛的創造」，這個愛的行動，也再一次叫我們看

到「聖父是愛」。還有，聖父對我們的愛，揀選了我們，給我們

創造了這個美麗的宇宙還不夠，這份愛更催使祂對祂按照自己的

肖像所創造的人，彰顯祂「愛的信任」。不是嗎？創世紀記載了

天主創造宇宙及人類以後，立即告訴我們︰「天主祝福他們說：

你們（=原祖父母）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理大地，管理海中

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行的生物」（創 1 ： 28）。 

 這個他一言造成的奇妙世界（詠 33 ： 6，9），祂竟然放

心交在我們手中，叫我們這些極有限度的人類去管（德 42 ︰

23），這又是多大的信任﹗因此聖詠的作者驚訝說：「當我仰觀

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辰月亮，世人算什麼？

你竟然對他懷念不忘！人子算什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竟使他

稍微遜於天使，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令他統治你手上的化工， 



 7 

將一切放在他腳下‧‧‧‧」（詠 8 ： 4–7）。 

 最後，彰顯天父是愛的行動，就是天父主動的「愛的計

劃」。仍然是創世紀告訴我們，原祖父母在魔鬼唆使下企圖「如

同天主一樣」（創 3 ： 5）。自己作道德的標準，不願服從於天主

權下，因而破壞了天主創造的完美狀態（創 3 ： 16–19）。天主建

設的，我們在破壞。要是我們是天主的話，相信我們再不會為人

類費神，就讓他們從此生活在自己一手做成的破壞狀態中。可

好，天主是天主而不是人（歐 11 ： 9），祂就是愛（若一 4 ： 8，
16）。因此我們破壞的，祂的愛仍是不惜代價去修補，因此正當

人類在創世之初製造了破壞之際，聖父的愛「立刻」和「主動」

預許和應許要「親自」修補。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女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

她的後裔要踏破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根」（創 3 ： 15）。

這就是聖父的「愛的修補」。為這「修補」，聖父付出天大的代

價，就是「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來‧‧‧為我們作贖罪祭

（若一 4 ︰ 9–10），亦即作代罪羔羊。因此若望說︰「天主竟這

樣愛了世界，甚至賜下了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不至喪

亡，反而獲得永生」（若 3 ： 16）；也說：「天主對我們的愛，

在這事上已顯出來，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來，

好使我們藉著祂得到生命。愛就在於此；不是我們愛了天主，而

是天主愛了我 們‧‧‧‧（若一 4 ︰ 8–10）。 

 這些聖經我們都耳熟能詳，可是，每次念到或聽到時，是

否真的觸摸著天主那份毫不計較的愛？的確，聖父是愛，並非空

談﹗祂的揀選，創造，信任和修補（即神學術語所稱的「救

贖」），都是祂在歷史中對我們的「愛的行動」。越是清楚「天

父是愛」，我們對「天主是父」的抽像信理，也越能使我們體會

和體驗祂是一位「愛我們的父」，使我們在信仰生活中與祂的交

往，來得更親切，熱切和誠切，活出「父子—父女」應有的親

情。  

     聖子是愛，耶穌說：「我與父原是一體」（若 10 ： 30），

那麼， 聖父是愛，無疑的，聖子也是愛。所以不同的，就是聖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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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見的天主」（哥 1 ︰ 15），祂愛我們的行動，我們不能用

我們的感觀（如視覺，聽覺，觸覺等）去接觸，只可透過聖經的

啟示略知一二；但是聖子藉著履行聖父的「愛的計劃」，降生成

人，生活在我們中間（若 1 ︰ 14），成為我們的一份子，我們可

以聽見祂，看見祂和親手觸摸祂（若一 1 ︰ 1），透過祂的具體生

活，我們不但可以知道「天主是愛」的理念，更可看到這份愛的

落實，因為耶穌在世時的一言一行，都具體地叫我們觸摸著聖父

的愛。 

 新約聖經，尤其是《福音》這本書，就是這個活生生的

「愛」的實錄。在這本實錄中，頁頁都可帶領我們觸摸聖子的

「愛」，叫我們具體地感受降生成人的聖子耶穌，的確是聖父的

愛的化身。首先，希伯來書告訴我們「基督一進入世界便說︰犧

牲與素祭，已非你所要，卻給我預備了一個身體（意即作祭

品），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要，於是我說︰看！我已來到！

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天主﹗我來為承行你的旨意」（希 10
︰ 5–7）。 

 「來承行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穌對天父的愛的行動，因

為祂教訓我們說：「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若 14 ︰ 23），意

即祂一生存在人間，便決意承行天父的旨意，那就是說，祂決意

以身作則，用「承行天父的旨意」去愛天父，值得注意的，就是

祂對天父的這份愛，是由衷而生的，不必天父事先有所吩咐或要

求，祂一發覺天父不再喜愛舊約的祭祀，又領悟天父給祂一個身

體的含意，便立刻立了這份決意。這真是子對父的愛的自然流

露。 

 其實，看深一點，聖子「承行天父旨意」的行動，同時也

是一個愛我們的行動，因為天父在永恆中的計劃，就是要我們

「在祂的愛子內，藉祂愛子的血，獲得救贖，罪惡的赦免」（弗

1 ︰ 7），這就是天父的旨意﹗面對這個要「為我們流血犧牲」的

旨意，聖子也決意去承行，毫不計較，因為「凡愛生他之父的，

也必愛由他所生的」（若一 5 ︰ 1），祂既然愛天父，因此也愛天

父的子女—我們（若一 3 ︰ 1）雖死不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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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翻開《福音》，最能叫我們觸摸著耶穌對我們的愛

的，莫過於祂為我們所受的苦難和死亡，代罪羔羊的苦難（依 52
︰ 12–53 ︰ 12），失敗羞恥的死亡（瑪 26–28）。這就是保祿日

後，帶著感動和報恩的心，日夜反思和嘴嚼的課題︰「祂愛了

我，且為我捨棄了自己」（迦 2 ︰ 20）。這也是耶穌要我們不停

緊記的課題：「人若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更大的

愛情了」（若 15 ︰ 13），更何況耶穌是「義人代替不義的人」捨

掉性命。(伯前 3 ︰ 18）﹗ 

 除了這個叫宇宙震撼的「愛的行動」外，在耶穌在世的整

個生活裡，的確，「假使要一一寫出來，我想所寫的書連這世界

也容不下」（若 21 ︰ 25），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行，都給人留

下愛的芬芳！祂給否認祂的伯多祿望了一眼，便叫他醒悟過來，

痛心懺悔（路 22 ︰ 61–62），祂一聲「我也不定你的罪」使等著

被石頭了結生命的淫婦，感受再生的喜樂（若 8 ︰ 11），祂一句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樂園裡」便叫一生為非作惡的右盜，深

深感到被接納的平安，死而無憾（路 23 ︰ 43），祂一聲「不要哭

了」，便使那悲痛失落，送獨生子到墳地的婦人，一再感受母子

相聚的幸福（路 7 ︰ 13）。 

 祂一摸患癩病人的身體，就使他潔淨過來，得到重新融入

社會的喜樂（瑪 8 ： 3）；祂的手指一接觸瞎子的眼睛，瞎子們便

重見天日，不再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瑪 20 ︰ 34）；祂一聲號令

「拉匝祿！出來吧！」，死了四天的人，也可一再投入自己姐妹

的懷抱中（若 11 ︰ 43）‧‧‧‧。總之，類似的例子，福音裡正

多著呢！祂身為天主子，萬物是藉祂所創造（哥 1 ： 16），卻甘

願降到這苦世來，分嘗我們塵世的疾苦，事事感同身受，面對我

們的苦痛，祂動憐憫之心（谷 8 ︰ 2）祂難過（若 11 ： 33），祂

流淚（若 11 ︰ 35）。 

 這位就是如此愛我們的天主第二位—降生成人的耶穌基

督。祂的整個生活不外是一個「愛」字，而且是「愛到底」的愛

（若 13 ︰ 1）。祂更向我們呼籲說︰「正如父愛了我，我也愛了

你們，你們應存留在我的愛內」（若 1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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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神是愛，聖父是愛，聖子是愛，聖神也不能不是愛，因

為三位都是一性一體，一個天主。有句成語說：幸福樂於與他人

分享自己，可是，由於沒有愛，就沒有幸福，因此，「幸福」也

可用作「愛」的同義詞。這樣看來，上述的成語可譯作「愛樂於

與他人分享自己」。統觀天主的第三位—天主聖神—祂是最樂意

將自己的真善美分施出去的。 

 創世紀第一章節告訴我們︰「天主的神在水面上運行」。

大家都知道「運行」這個字的希伯來原文的辭源意義，解說「孵

卵」，即飛禽孵卵時左右擺動的動作，是一個帶來生命的行動。

聖經的作者刻意用這個名詞來描寫聖神的創造，用以表達一端基

本的道理，就是整個宇宙的生命以及其中的一切真善美，全是聖

神將祂的真善美給與我們的一份分享。 

 聖詠歌唱說︰「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祂手的化

工」（詠 9 ︰ 2），正是這個意思。聖詠又說︰「大地和其中的萬

物，屬於上主」（詠 24 ︰ 1），也是同一意思。整個宇宙分享了

聖神的真善美，聖神就是最慷慨的分施者，因此祂就是「愛」。

在創世之初，聖神是真善美的分施者，同樣，在「再創造」時

（依 65 ︰ 17），還是祂在給與新的生命。耶穌的救贖，更新了一

切（默 21 ︰ 5），創造了新天新地（默 21 ︰ 5）。 升天前，耶穌

囑咐宗徒們說；「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切受造物宣傳福音」

（谷 16 ︰ 15），要在耶路撒冷給全猶太和撒瑪黎雅，並直到地極

為祂作證（宗 1 ︰ 8）。可是，他們仍是半活的，沒有勇氣為主作

證，反而害怕躲在晚餐廳裡（若 20 ︰ 19）。在這半死的狀態中，

仍然是聖神給他們帶來新的生氣和希望。五旬節那天，充滿了聖

神以後（宗 2 ︰ 1–13），教會開始了新的一頁，宗徒大事錄由第

二章十四節開始直到最後一章，都是宗徒可歌可泣的傳教史。從

那裡來的那份朝氣？不是因為他們充滿了聖神，分享了聖神的德

能嗎？還有，保祿在格林多前書告訴我們︰「神恩雖有區別，卻

是同一的聖神所賜‧‧‧‧聖神顯示在每人身上雖是不同，但全

是為人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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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從聖神蒙受了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神蒙受

了知識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神內蒙受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神

內蒙受治病的奇恩；有的能行奇蹟，有的能說先知話，有的能辨

別神恩，有的能說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可是，這一切，

都是唯一和同一聖神所行的，隨祂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

前 12 ︰ 4–11）。 

 由這段經句我們得悉；一，不但對宇宙萬物和教會團體，

而且連「個別人士」，聖神也樂於將自己的真善美與人分享；

二，這分享是絕對自由和主動的，不受任何事物所左右；三，這

分享不是為個人的利益，而是為人的益處；四，所有不同的神

恩，都是唯一和同一的聖神所施與，唯有祂是恩寵的施與者。

 由上面所述，我們看見聖神在創造宇宙時，在再創造（=救

贖）人類時和在每個「小宇宙」（=人）身上，都樂於分施祂的真

善美。原來我們身外和身內的一切美善，完全都是祂的白白恩

賜，為愛我們而施與的。這證明祂真的是「愛」，因為祂樂於與

我們分享自己的一切。 

 結語，現代人生活在無神的氛圍中，輕易受到感染，認為

「信仰只是人類原始時代，什麼都不清楚的時候，在腦海裡創造

出來的崇拜偶像，好給與自己一份心靈的安慰和保障，今日科學

突飛猛進，人類的知識領域擴展了，以前人力不能的，今日的科

學也做到了，因此對神的信仰只是無知婦孺才去盲目地追求，明

達之人已將它拋諸九宵雲外」。 

 其實今日科學越昌明，人類對自己越自信，人心也越來越

感覺空虛和失落，因為現代人拋棄了幸福的泉源，只在不能給與

幸福的人地事物上追求幸福。難怪現代人—尤其現代青年—一直

向空虛的谷底閉上雙眼衝下去，難怪自殺的數字越來越增多，而

自殺的年齡也越來越下降。生活在沒有愛的生活中，那裡還有幸

福？ 

 回歸愛的泉源吧！「天主是愛」這端道理，今日比任何時

代更受用。其實整個天主—聖父聖子和聖神—都以無限的愛愛著

我們，只要我們敞開心靈和伸開雙手投靠祂，按照祂的教導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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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的人生就能充實起來。不錯「經濟穩定，安定繁榮」，

非常重要，可是，內心若沒有愛，金錢享樂真能滿足人心嗎？由

此我們深切體會到，要真正幸福，內心滿足，離開了天主—

「愛」—真是捕風捉影，撲一個空﹗萬萬不可作這樣糊塗的嘗

試﹗耶穌說︰「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若 14 ： 23）。 

 聖父愛我們，願我們接受祂的啟示，做祂的孝順子女﹗聖

子愛我們，願我們聆聽祂的福音，做祂的虔誠信徒﹗聖神愛我

們，願我們順從祂的引導，善用祂的一切恩寵！ 

 

 中國人有數千年的文化，民族得以興盛，實有賴古聖先賢

推行以仁、義、禮、智、信去作個人的修養和管理。約在二千五

百年前，中國先賢管子於其著作牧民篇云：「禮、義、廉、耻，

國之四維；四維不張，國乃滅亡。」意思是說，國家有如一所房

子，有賴四條支柱，即禮、義、廉、耻，用作支撐，假如其中一

條支柱傾倒，則這所房子也必倒塌了！ 

 中國人多年來受著義的影響，著名的三國故事中有劉、

關、張之桃園結義；推翻暴秦的有陳勝、吳廣之揭竿起義；對朋

友無限支持之疏財仗義；對不法事情檢舉之大義滅親；長輩教導

年青人不可忘恩負義；為官者更要明公正義..........等。 

義是正義：正、不偏、不倚、正直。 

義是公義：公平、公正、公道、大公無私。 

義是仁義：仁就是愛、就是美、就是善。 

 天主教徒的生活，是以基督為典範，基督在世三十三年，

為門徒、為世人留下許多事跡和聖言寶訓，基督就是道路、真理

和生命，唯有藉著基督，我們才可到達父家！基督留給我們兩大

誡命：「愛天父在萬有之上，其次是愛人如己。」愛就是仁，就

是真、 善、美，就是義。基督徒實踐的義，除了我國傳統文化的 

義 黃振宗  



意義外，更有深層次的意義。 

 聖經故事裏常提及耶穌向門徒和眾人所講的寶訓---------

「登山寶訓」，又稱山中聖訓，這是祂向眾人宣示天國的訊息，

也是向門徒寶貴的訓示。 

 

1.神貧的人是有福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2.哀動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     

3.溫良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     

4.饑渴慕義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     

5.憐憫人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必得蒙天主憐恤 。     

6.心裡潔淨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要看見天主。     

7.締造和平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們將稱為天主的子女。     

8.慕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福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耶穌在世及受難之後，許多信徒都受到逼害，他們要維護

和宣揚基督的福音，實行基督的仁愛生活，為正義、為公義、為

仁義，慷慨就義，不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基督的真義---------

天國的福音！福音藉著殉道者的血去澆灌，然後才得以開花結

果。我們今天所享受的信仰自由，是古聖先賢受逼迫流血為我們

爭取到的。 

 在登山寶訓中，耶穌曾提及兩次義字，「饑渴慕義的人是

有福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和「慕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福

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可見義的重要。 

 饑渴慕義是指「因信成義的義」，亦即是天主的恩寵。從

心靈貧窮到饑渴慕義，這在基督徒屬靈生活上，實在有了很大的

進步。而饑渴慕義正是在積極方面的感受和體驗，因為深受了天

主的義，天主的愛，天主的一切美善聖德，以及受到天主屬靈能

力和智慧的感動、激勵和吸引，我們如饑如渴地切慕、追求天主

一切的真理！義也就是天主的旨意。饑渴慕義就是天主經裏 「願

你的國降臨，願你的旨意奉行在人間，如同行在天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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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受逼迫的人有福了，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若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福了。應

當歡喜快樂。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

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古時先賢為義而受逼害，其實在今

天日常生活中，我們基督徒也會受到不信主的家人、朋友的不接

納，有時受到同事們的冷嘲熱諷，這也含有為義受逼迫的意義，

只要我們堅持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實踐基督徒的生活，天主必

會看顧我們的。我們既是天主的信徒，就應特別謹慎自己的言

行，無論在守道、衛道、傳道，或遭到別人信仰上的誤解或毀謗

的情況下，都不應說出任何一句過激的話，或對別人進行人身攻

擊、指責、對駡，以免激起仇恨，加深偏見。我們是主的信徒，

更要學習主耶穌的柔和、謙卑、仁愛、寬容、忍耐的精神，並要

學會在主愛的激勵下，靠著聖神的幫助，多從正面將上主的道傳

揚出去，這樣就能使更多的人受感召，信從真理。這正是耶穌基

督要求我們做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好好為主作見證。 

 

 

「平安」是猶太社會人們相見與道別時慣用

的祝福語，因此這個主題非常適合耶穌講述

「臨別贈言」的場合。但是，耶穌是以將要

離去的身份，把「平安」當作祝福和禮物賞

賜給門徒們，因此這個「平安」含有更深的

意義，表達天主賞賜的救援。這是世界所不

認識的平安，只有信仰團體才能真正擁有平

安，這個最真實而深沈的平安，是生活在世

界之中的信仰團體帶有「希望」的記號。門

徒們面臨和耶穌分離的時刻，不應該被憂悶

和膽怯所控制；相反的，他們應該在平安中

充滿喜樂，因為他們的主將要完成祂的救援

道路，這條路將帶領他們達到生命的圓滿目

標。 

Inspir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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