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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教會是我們的大家庭          歐維禮神父 
                                                       
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們： 

 

        最近教宗方濟各表達：「講論教會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

母親、我們自己的家庭」。我還記得三年前，在美國發生的

嚴重水災，當時的新聞提到一個教堂被水沖走了。記者訪問

教友，教友們說：「我們現在沒有教堂，但是教堂只是一個

建築物，教堂不是教會，教會是我們自己！」 

 

        我們有這樣的觀念嗎？教會對我們來說是什麼？我們愛

教會嗎？我們愛教會多少呢？我們為教會做什麼？我們為教

會祈禱嗎？這絕對是重要的問題。教宗方濟各最近也說：

「我們基督徒的身份是屬於一個民族、屬於教會；缺乏這歸

屬，我們就不是基督徒。」 

 

         其實，這是聖經很清楚的一個道理，聖伯鐸告訴基督

徒：「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至於你

們，你們卻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

（伯前書二 5 ～ 9）聖保祿用另一個比喻說：「就如身體只

是一個，郤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體：基督也是這樣。...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

體。」（格前書十二 12 ～ 27） 

 

 

歐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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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小時候，我的家庭算是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母親

都帶著我們七個小孩子參加主日彌撒，已經很不錯。但是要

承認我父母有參加了「基督活力運動」之後，我們家庭的信

仰生活有更大的進步。我記得從那時候開始我全家更接近教

會。我們開始認識神父們，甚至有的時候他們會來到我們

家。其他教友開始叫我爸爸媽媽為「弟兄姐妹」，我弟弟們

開始做輔祭，我自己開始做讀經員。我們全家這樣開始經驗

教會是一個大家庭，天主的大家庭。我想，如果沒有這樣的

經驗，可能我不會想到做神父。 

 

         最近有人問我關於我對華人團體的憧憬，我的回答是：

我希望我們成為一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我們是弟兄姐

妹，我們彼此幫助，彼此鼓勵，彼此尊重，彼此寬恕，彼此

相愛。如果是這樣，我們主日參加彌撒和教會的活動不是一

個負擔而是一個喜樂，是我們心裡的需要，是跟耶穌特別在

一起的時間，也是享受我們神聖的大家庭生活的機會。 

聖荷西五街彌撒團體的長輩們常常說：「星期天是我們最好

的一天。」我們問為什麼呢？他們回答說：「因為星期天是

我們跟天主特別的時間，也是跟教會朋友們的時間，因此是

我們最好的一天！」我可真的希望來到我們團體的每個人都

有這樣的經驗！也就是一個歸屬的經驗，一個家庭的經驗，

一個從天主來的愛的經驗！請大家我們為了這樣的夢想祈

禱，並且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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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黃振宗 

 

        早年搬入San Jose時，姨甥告訴我，有一間餐廳，名稱和

內容與香港某大快餐集團相似，不妨一試。地點在 De Anza 

Bld與 Homestead 附近，我於是前往找找，結果花了一句鐘，

折騰了大半天仍未能找到！第二天姨甥帶路，不消一會兒便

到逹了。昨天我其實已經過，不過走漏了眼而已！ 
 

         我們身為基督徒，總想認識天主的真理，尋找永生的道

路，生命的靈泉。可是，如果我們缺乏方向、信德……等，

我們便好容易迷失，或受到外界的誘惑，亂了方向，兜兜轉

轉，一事無成。好像今日的世界，那管是基督徒的世界，亦

有紛爭、傾軋、爭奪、嫉妒、猜忌……的出現。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

也不能到父那裏去。」 
 

         道路最簡單的解釋是管道與途逕，耶穌是我們通往天主

的管道與途逕，耶穌願意引領我們行走人生的道路，行走永

生的道路，進入天堂的道路。 
 

     「真理」是行為的準繩和標準，若我們不奉行天主的旨

意，我們又怎能到達天父那裡去？我們要效法耶穌，作為我

們生活的典範，要經得起考驗。經上曾記載耶穌受過許多試

探，如財富的引誘、權力的炫惑、名譽的慫恿，但是祂沒有

屈服；祂也受過不少的試煉，被毀謗、誤會、陷害，甚至面

對著十字架。祂只用善念去對付惡意，以忍耐對付逼迫，以

祝福對付咒罵，甚至為將祂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天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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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耶穌就是真理的化身。我們也有軟弱的時候，所以我

們應以耶穌作為榜樣，常常自省，要有決心改過，遵守十

誡。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祂不但是我們到天父那裡去

的道路，也是行走在這條道路上所當持守的真理，即行為的

指標和榜樣，是實踐真理的源動力。如果我們不肯常常研

經、禱告、服務，也只是個屬靈的老教友，這是許多基督徒

最遺憾的現象，有生命卻不長大；有正確的信仰，卻沒有正

確的信仰生活，是何等的可惜！ 
 

         信仰的第一步，就是用禱告來接受耶穌在我們的心中，

而獲得屬靈的新生命，這是我們能實踐真理的潛力，我們應

該有這種決心和意志。就讓我們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打

開我們的心扉，讓主降臨我們的心窩。為世界和平而祈禱，

為教會的團結而祈禱，為我們的國家民族而祈禱，為我們的

家庭和諧而祈禱，為我們身邊的兄弟姊妹而祈禱……好讓天

主的國度早日來臨，好讓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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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德行                                ———何培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道、

就是修為的方法。要明白優良的美德是由上天所恩賜。當人

的修為達到優良的境界，就需要去愛別人，使到每一個人都

像自己一樣，有美好的德行，達到至善的目的。 

辭海：「德行」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徳以為行本」。注：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徳，施之為行」。疏「案禮記云：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 

 

        基督徒的德行有十誡為規劃。道德上的優良品性，天主

教教義有三超徳：信望愛。四樞德：智義勇節。另外有七對

立的德，就是與邪惡的行為對立。謙遜-驕傲；慷慨-吝嗇；

貞潔-好色；溫順-殘酷；克己-放縱；友愛-仇恨；勤勞-怠

惰。 

 

         聖經有關聖母瑪利亞的敍述並不多。但是從天使加俾額

爾奉天主差遣向她説：「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

在！」開始到她懐孕，往見表姐依撒伯爾，做了若瑟的聘

妻，耶穌在白冷的馬槽誕生，受割損於聖殿，聖家逃往埃

及，耶穌十二齡講道，在加納婚宴初行奇蹟，就到耶穌在十

字架上將聖母交給祂的門徒若望，已經說明耶穌的一生都和

聖母在一起。聖母的信望愛德都表露無遺，是我們基督徒的

典範。 

 

         信經是我們教徒每個主日參與彌撒所必宣誦的信仰。亞

巴郎從命獻子的故事，可從上主的使者對他說的話證明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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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深度：「因為你作了這事，沒有顧惜你的獨生子，我必

多多祝福你」。（創22：1-19）保祿宗徒説：如果亞巴郎是

由於行為成為義人，他就可以自誇了；但不是在天主前，因

為經上說：「亞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

義」。（羅4：2-3）他又說：正如經上所載：「我已立你為

萬民之父」；亞巴郎是在他所信的天主面前，就是在叫死者

復活，叫那不存在的成為存在的那位面前，作我們衆人的父

親。他在絕望中仍懷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萬民之

父」。（羅4：17-18） 

 

         對於望德，保祿宗徒説：「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

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

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慕

他顯的人。」（弟後4：7-8） 

 

        愛德：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在耶里哥見到一個陌生人給強

盜剝去衣服，並加以擊傷。司祭和肋未人都從旁走過。他却

動了憐憫的心，替傷者包紥好傷處，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帶到客店裏。「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説：請你小心

看護他！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

（路10：30-37）耶穌説：「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

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你

們就是我的朋友。」（若15：13-14）耶穌就是為愛我們而被

釘在十字架上的。 
 

         智德：撒烏耳搜捕達味和隨從他的人。他走進一個山洞

便溺時，達味和他的人正藏在山洞深處。他悄悄割下一塊撒

烏耳所披外氅的衣邊。其後達味給撒烏耳看他得到的證物並

說明他不會殺害他的君王。撒烏耳便放聲大哭，然後對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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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你比我正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竟以惡報你！你今

日對我行了一件極大的善事，因為上主原把我交在你手中，

你却沒有殺我...現今我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王國在你

手中必愈趨穏定。」（撒上24：1-23） 

 

         義德：撒羅滿為王時，兩個妓女立在君王面前爭一個兒

子。他們同住一房，各生了一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死了，

他的母親將他和另一個兒子對換。爭議不下，君王遂下令

說：「把那活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這個，一半給那個。」

那活孩子的母親因為愛子心切，就對君王説：「我主，請把

活孩子給那女人罷！千萬不要殺他！」那個女人說：「劈開

罷！這孩子不歸我，也不歸你！」君王於是宣判説：「將活

孩子給這個女人，不要殺他。這個女人實在是他的母親！」

（列上3：16-28） 

 

         勇德：斯德望在公議會演講説：「執抝和心耳未受割損

的人啊！你們時常反抗聖神，你們的祖先怎樣，你們也怎

樣。那一位先知，你們的祖先沒有迫害過？他們殺害了那些

預言義人來臨的人，現在你們都成了那義人的出賣者和兇

手。你們這些人接受了藉天使所傳佈的法律，却不遵守。」

他們一聽這些話，怒從心起，向他咬牙切齒。斯德望却充滿

了聖神，注目向天看見天主的光榮，並看見耶穌站在天主右

邊，遂說道：「看，我見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

邊。」他們都大聲亂嚷，掩着自己的耳朵一致向他撲去，把

他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了。...當他們用石頭砸斯德望的時

候，他祈求說：「主耶穌！接我的靈魂去罷！」遂屈膝跪

下，大聲呼喊説：「主，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説了這

話，就死了」。（宗7：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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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德：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裏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為

得罪之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眾都出來，到他那裡，

承認自己的罪過，在約旦河 受他的洗。若翰穿的是駱駝毛

的衣服，腰間束的是皮帶，吃的是蝗蟲與野蜜。他宣告説：

「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後來，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

也不配。我以水洗你們，他却要以聖神洗你們。」（谷1：4-

8） 

        保祿宗徒説：「我已學會了，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

足。我也知道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

中，或飽飫、或饑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了祕訣。我

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4：11-13） 

  「你們自己原來知道該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

沒有閑散過，也沒有白吃過人的飯，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勞

地操作，免得加重你們任何人的負擔。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

權利，而是為以身作則，給你們立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並且當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早已吩咐過你們：誰若不願

意工作，就不應當吃飯，因為我們聽說，你們中有人游手好

閒，什麼也不作，却好管閑事。我們因主耶穌基督吩咐這樣

的人，並勸勉他們安靜工作，吃自己的飯。」（得後3：7-

12） 

    至於對立的德行：我們憑天主賜給我們的良心及聖神的引

導，也不難作出明智的抉擇。 
 

        德行附錄：隨意想起聖經的一些人物，試圖解釋他們的

德行或劣行（缺德行為）。 

    謙遜-驕傲：客納罕婦人的謙遜（瑪15：21-28）; 富翁的驕

傲（路16：19-31）。 

    慷慨-吝嗇：稅吏匝凱（路19：1-10）; 富少年（路18：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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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潔-好色：蘇撒納對兩個圖姦她的長老（達13章）。 

    溫順-殘暴：上主的僕人（依52：13-53：12）; 安提約古殘

殺母子八人（加下7章）。 

    克己-放縱：盧德追隨婆母（盧1：14-2：7）; 蕩子的比喻

（路15：11-32）。 

    友愛-仇恨：約納堂救達味（撒上20章); 艾斯德爾冒死救自

己猶太民族（艾4：1-17)；加音殺弟（創4：1-16）。 

    勤勞-怠惰：保祿放棄宗徒的權利，成了眾人的奴僕（格前

9：1-27)；經師和法利塞人把沉重而難以負荷的擔子捆好，

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瑪23：1-

7）。 

 
 
 
 
 
 
 
 
 

    寬恕，愛心                       Lillian Lam 

 

         可以寛恕是否等同有愛心呢？最近這個問題常常困擾

我。我本來以為自己很有愛心，因為我心中沒有憎恨或不可

原諒的事和人。我甚小計較得與失。只要過得人和自己，我

就心滿意足。 
 

         我常常覺得愛心不可以單向。對人有愛心，亦都希望別

人對自己有愛心。自問我對別人有愛心和包容，但是得到的

回報就是覺得自己多餘, 給人利用，甚至傷害。 有時候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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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非常挫敗。 
 

        有人說，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寬恕和愛心。例如「如果別

人打你右邊面，你應該給他再打左邊面」。這個譬如實在太

偉大了。我自問，我還未達到這麼偉大。又有幾多人真正可

以做得到呢？我常常碰到，本來道理在我這邊，但不知為什

麼會變了「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難度這就是所為的不夠

愛心和寬恕？真是百解不思。 
 

        我可以寬恕別人對我所作的傷害，因為我學懂用心去愛

與釋懷。但這並不代表會容許再次受傷害。愚蠢一次就夠

了，不可能永遠愚蠢。我相信人重會在愚蠢中學會聰明。 
 
 
 
 
 

    時間的可貴                    —Melissa Poon 

 

        前三個星期收到朋友從香港打來的電話, 她的14歲女兒

腦部有腫瘤要做手術。现已做了三次手術仍未成功。第二次

手術要在腦塞作幾個洞讓腦積水流走, 但不成功。第三次手

術將膠喉放在肚内, 讓腦積水流走。可惜膠喉有细菌要拿

走。现在外放置臨時喉, 好番後再放膠喉入肚内, 但手術之後

有問题, 醫生说要急於做化療, 将會做第四次手術。我的朋友

告诉我, 她内心很痛苦, 很担憂, 壓力很大, 她想去见心理醫

生。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後, 我感同身受, 内心很難過, 不知怎

樣去安慰她。她是我的好朋友, 當時我只對她說了幾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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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要堅强去面對這件事情, 妳要好好地保重自己, 才可以有

健康及精神去照顧妳的女兒。請放心, 主耶稣一定會照顧你

們, 我會為妳的女兒祈禱, 求天主賜她早日康復。明天我會打

電話給妳, 問候妳女兒的情況。」然後我們便掛上了電話。 

那天晚上, 我心情很不平静, 我很擔心我朋友女兒的病情, 以

至整個晚上我都難以入睡。第二天清早, 我照平常的習惯去

参與彌撒聖祭及领聖體。彌撒後, 我仍然留在聖堂内, 陪伴着

耶穌聖體, 求祂特别眷顧這女孩, 赐她早日康復。也求祂教我

怎樣安慰我的朋友, 我细心聆聽祂的指示。 

 

        回到家裏, 我寫了以下的句子, 電郵給我的朋友, 內容如

下:「我摯愛的好朋友, 人生變幻無常, 苦樂來去無定, 我很明

白妳現在的處境, 痛苦舆擔憂。請將一切交與主吧！真正愛

主的人, 要許諾永遠顺從主的聖意。現在請妳將杯子伸向耶

稣, 求主随意倾注, 無論甘美或是苦澀, 以主的聖意為依歸。

甘美是祂愛的功夫, 滋潤我們生命的干枯。苦澀是祂美意練

我, 使我們全心投靠祂。我們的杯子雖有痛苦淚水, 但我們相

信主必赐福。主曾嘗盡祂的苦杯, 我們願意飲祂的甘苦, 主的

倩影杯内影出, 祂定會携着我們的手, 同度困苦時刻。請記着, 

主是很愛我們的」。 
 

         第二天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她告訴我, 她把我寫给她的

話語细讀了数次後, 她感覺並深信, 主耶稣定會幫助,  一定會

背負着她的女兒同度痛苦時刻。其實我的朋友都已经是一位

很愛耶稣的天主教徒。 
 

         因為我朋友女兒的事, 使我有深深的默想及反省。總要

趁着還有今日, 盡力做一切上主喜悦的事。雖然每個人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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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月不相同, 但相同的是每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時。天主所

重視的並不是我們生命的長短, 而是我們怎樣度過祂所賜给

我們的日子。 
 

        現今世界最大的特點就是「忙」, 忙到使人也忘了生命

中許多更重要的事, 甚至忘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忽略了自

己與上主的關係, 只有理智的人才會體會: 生命遠遠重於財富, 

時間遠比金錢可貴。然而大多數的人仍是花錢比使用時間更

為謹慎, 會有预算, 會有計劃, 也知道節制。但在時間運用上

卻極其隨便與浪費。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利用我們的一生歲月, 來做一切令上

主喜悦的事呢? 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呢?  

教宗方濟各在彌撒講道中強調：福音記載耶穌的山中聖訓， 

真福八端就是基督信徒生活的綱領。  
  

        教宗說：我們中若有人問'如何做一名好基督徒？'我們

在耶穌的話中找到答案，耶穌給我們指出的是反潮流的事，

不同於“世界所做的事”。教宗於是講解真福八端說：'神貧的

人是有福的'，他警告說：“財富不能向你保證任何事，而且

當心中已經被財富充塞、對自己感到滿足時，就不會給天主

聖言留位置”。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教宗說：“但世界

告訴我們喜悅、幸福和享樂才是美好的生活。當有疾病問

題，家庭中出現痛苦問題時，世界卻視如不見，不願看到哭

泣，寧願忽視這些令人痛苦的狀況，把它們掩蓋起來。只有

看到事實真相、內心哀慟的人，才會是快樂的，他才會受到

安慰，是耶穌的安慰，不是世界的安慰。教宗說：“這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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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世界一開始就是戰爭的世界，

到處都有爭吵和仇恨。'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教宗

說：“那些為正義抗爭的人是有福的，為使世界上有正義”。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教宗說，“他們有一顆單純純潔的

心，沒有玷污，一顆懂得用美好純潔去愛的心”。 締造和平

的人是有福的，可是，我們中有太多的戰爭製造者，或者製

造誤會的人！ 當某人從某人那裡聽到一件事後，去向他人說

這事，並且還添油加醋，跨張甚至委曲……。 說長道短的人

不是締造和平的人，是和平的仇敵。 不是有福的人”。為義

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教宗說，多少人“被迫害，僅因為

他們為公義而戰而遭受迫害”。這是“耶穌給我們提出的生活

綱領，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很難”。 
 

        教宗接著說：“今天，你們回家後，若有時間，請閱讀

瑪竇福音第五章，一開始講述的就是真福八端，同一福音的

第25章還有其他的。你們要一次、兩次、三次地閱讀福音，

這對你們有益處。你們要閱讀這些章節，這是成聖的綱領。

願上主賜給我們懂得祂的訊息的恩典”。 
 

         聽到教宗的道理後，讓我們大家跟隨真福八端的教訓，

善用我們生命的每一天，做一切悅樂上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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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向人讲解圣经                          ——-Philip Lau 

 
         在此我们亦稍为讨论一些有关向人解释圣经意义或宣讲

圣经的原则： 
 

         在给人讲解圣经时，讲解的人首先应把握住一段或一句

圣经的「字意」，明瞭这段圣经的思想，它成书的背景等。

由此，它要求解经的人具有一些专门的背景知识，譬如他应

知道那一段圣经有原文的问题，那一句圣经的思想与别的圣

经章节相同；如果在解释一段圣经时，能指出经上所记载的

事情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则更能帮助听众了解这段圣经

的意义。例如在讲解若望福音第四章时，若不说出撒玛黎雅

人的历史背景和雅各伯井的来源，听众很难明白耶稣与撒玛

黎雅妇人的对话；又如果人们想了解格林多书信中保禄的思

想，他必须对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有一点了解。最后，讲解圣

经的人应按经句的字意把解释配合到人的生活上，使听众感

到圣经的话与他们有切身的关系，不过，应当小心，不可把

一段圣经过于主观地发挥，以致使人感到你不是在讲解圣

经，而是在宣讲个人的意见。其实，圣经的话本身就富有生

命和动力，在人心中，圣经的话有如种籽，若人努力寻找它

的意义，有一天它必要发芽滋长。 
 

     对于学者们的意见及他们研究的结果，我们应明智地予以

采纳或摒弃，注意教会对各种意见的反应和态度，但应避免

过尤与不及；过尤就是不管教会的训示（自然，这些训示不

是用不错权宣布的）凡新学说皆接受；不及就是故步自封，

把一切合理的、有建设性的理论都摒弃于外。其实，圣经中

的难题甚多，有待学者们的努力研究，以求解决，只要研究

出来的结果并不违反教会的信仰，他们的贡献常有积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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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一日宗座圣经委员会颁发了一个名为

「福音的历史真理」训谕，是现代研究圣经的指南。 
 

  编着者︰中国天主教教友传教促进委员会 

  联合出版者︰光启出版社、先知出版社、华明出版社、中  

国天主教教友传教促进委员会 
 

http://books.chinacath.org/files/article/html/0/53/3900.html 

 

 

 

 

神父送別晚宴分享                   連聯波(Joe Lin) 

 
         記得數年前在開車去聖堂的公路上，幼兒子問為何不去

家裡附近的教堂而要開車近半小時去St. Clare。還未想好怎麼

回答時，大兒子回答說：St. Clare教堂的團體需要我們多於家

裡附近的教堂。不境，我們團體有我們粵語獨特的文化背景

和傳承，跟去其它英語的教堂就是不一樣，粵語的團體是家

以外的另一個家。 
 

          神父旨派我做主席團成員，我想起若望福音 21:15-17 

中一段話： 

耶穌顯現給門徒，同他們吃完了早飯，就對西滿伯多祿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

「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

的羔羊。」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

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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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就對他說：「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穌第三次問他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因耶穌第三次問他

說：「你愛我嗎？」便憂愁起來，遂向他說：「主啊！一切

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

群。」 
 

         神父交帶和交託我去照顧和打理這個天主的羊群，我會

盡力去做。我們都是這羊群的一分子，希望我們努力參與、

團結共融，有一分力出一分力，繼續牧放和餵養這個羊群。

等待神父的回來。 
 

天主與我們同在。主佑！ 

 

 

 

 

 

基督徒的德行 "聰敏"          我你他  

 
   時常感谢主，我能成為基督徒。在人生祣途上，好處多

多。 

    有時想一下:   我们应常有愛心。但是，是否已足夠？ 

记得有一次，—位神父说过，要做—个有愛心的  "明智"的

人！ 即是説:你怎样'决定'是最重要！ 

使我想起圣神七恩--其中"聰敏" -- 
 

     教宗方济各在—次要理講授提及:聖神七恩的 第二項恩

典:“聰敏”。  

這裡指的不是我們或多或少可以掌握的人的智力或知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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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是一種唯有聖神可以賦予的恩寵。 這恩寵讓基督徒有

能力看透事物的表面，探究天主深邃的思想和祂的救恩計

劃。  

 

         聖保祿宗徒致函格林多信徒團體，很好地說明了這項恩

典的功效，也就是聰敏的恩典在我們內所行的事。 聖保祿這

樣說：“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

心所未想到的。可是天主藉著聖神將這一切啟示給我們

了”（格前二9..10）。 這當然不是說，基督徒可以理解一切，

完全知曉天主的計劃：這一切都將在我們面見天主、與祂真

正融為一體時，才會徹底明了。 但是，正如聰敏這個字（拉

丁文：intus-legere）本身所提示的，聰敏允許我們“由內讀

出”：聰敏使我們對事物的了解好似天主所了解的那樣，就是

藉著天主的智慧，如同天主那樣去了解。 一個人能靠人性智

力、憑著精明來了解一種境況，這很好。 可是，對境況有深

入了解，如同天主對它的了解那樣，便是聰敏恩典的效果。 

 

        耶穌給我們派遣了聖神，好使我們享有這恩典，使我們

眾人對事物的了解都能藉著天主的智慧，如同天主那樣去了

解。 這就是上主賜給我們眾人的美好禮物。 聖神通過這項

恩典，帶領我們與天主親近，讓我們參與祂愛我們的計劃。 

能夠遇上可信的人的確是一份厚禮，在我們生命最複雜和重

要的時刻更是如此，這些人可以幫助我們基督徒照亮心靈，

認出上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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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喜樂                               ———--Thomas Wong 

 
         最近出席了兩次弔唁禮，兩次的反應及感覺截然不同，

兩位都是壽終正寢的老人家。第一家的家人悲慟哀傷，愁雲

慘淡，當晚燒了很多衣紙，祭品，還請了和尚尼姑之類誦經

逹旦。第二家的家人則非常安詳，當晚除祈禱，詠詩之外，

大家均追念亡者，憶說其生平及佚事，握手或擁抱，送上關

懷。 
 

         為何兩者分別如此這般的大呢？這與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背景不無關係，中國受佛教、道教等思想影響，記得小時

候，母親帶我們兄弟去遊「虎豹別墅」，那裏有一幅「閰王

十殿」的壁畫，記述人們死後要到地府接受審判，有牛頭馬

面的鬼差驅趕，有鬼差鈎脷根，落油鍋煎炸，有過刀山……

接受許多酷刑折磨等等。每次經過，我們兄弟均尖叫飛跑，

不敢停留。因此，第一家的家人恐怕其親人死後要到地府接

受恐怖的審判，恐怕其親人受到折磨，故此恐懼不已！要燒

衣紙收買鬼差，要誦經超渡亡者靈魂。 
 

        第二家人有他們的信仰，他們信奉天主，他們知道天主

愛世人，曾派祂的獨生子基督降臨人間，為世人贖罪，不惜

犧牲在十字架上。他們知道雖然自已有人性的軟弱，只要他

們肯悔改，與天主修和，天主一定會寛恕他們的。他們也深

信聖言，知道人的肉驅雖然毁滅，但亡者的靈魂會回到天主

的國度，這是永生的天堂，那裏有許多他們認識的先賢、親

友等迎接他們，他們從此得享永生！因此在世的親友不再悲

慟，反而安詳接受現實，因為他們知道亡者將接受天主的恩

寵和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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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每年的聖誕節，神父都會降福我們：「天主在天受光

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這個平安不單在世上，亦會延

伸至天堂，這是我們基督徒的福樂啊！ 
 

        早前讀過一篇文章，內容如下：人生就是一列開往天堂

的列車。路途上會有很多站口，沒有一個人可以由始至終陪

著你走完，包括你的親人、朋友、愛人。你會看見來來往

往、上上下下的人。如果幸運，會有人陪你走過一段，當這

個人要下車的時候，即使不捨得，也該心存感激，然後揮手

道別，因為，下一站會有另外一個人陪你走遠……。人生就

是如此！ 
 

        我們有幸成為基督徒，明白到天主對世人無比的愛，無

論在世，在天堂都能沾受聖寵，每日都能活在主懷，這是何

等的幸福啊！這種喜樂和平安，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不是

金錢、名譽、地位……所能比擬。正如聖詠所言：「活在主

懷嘗主愛，聖恩屈處我靈中。」我們應存感恩之心，有機會

為主作證，傳揚福音，願光榮歸於天主，主愛的人在世享平

安！ 

   19 



天主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Philip Lau 

 

    我们的天主并不是一个开口便讲大道理，只给人许多道理

教训的天主。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看看，天主进入人类的历史

并不光是为了教训人，而是为使人体会到祂的慈爱。祂愿意

给人的，最重要的并不是一套教训，而是愿意人跟祂来往，

欢迎祂到人的生活中来。这种接受使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生

命，所以天主并不是只在星期天的弥撒中和我们有关系，而

是跟我们整个生命有关系。我们打开圣经仔细的阅读，会发

现无论在旧约或是新的部份，都可以看见天主亲近一个人的

时候，祂愿意他整个的生活都改变，因为祂赏赐给人的是一

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必须在整个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一些道理或是教

训或是规则或是法律。而是记载着天主真正的和一个人?或

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团体，在他们具体的历史，生活状况

中和他们来往，然后教导他们如何在现买中间去和天主交

往，接受祂，实行祂的教导。天主的教导，固然包括法律、

伦理和规矩等等，但这一切绝不是死死板板的文字，而最后

祂所给的是在接受祂的生命中，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天主为了使人在生活中的各方面接受到祂的光明，因此祂

把计划在历史中一点一点的揭露出来。因为就人类的全体而

言，人类无法一下子就接受天主完满的启示，所以天主才选

了一个民族，慢慢的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一点一点的了解

天主所愿意对人做的事。就在这个天主与以色列民族具体的

来往中，我们才逐渐认识了我们所信仰的天主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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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祂愿意跟人怎样的来往，祂对人有什么期望，有什么

要求等？祂不但涉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涉及整个人类的

秘密，世界的历史到底有没有一个方向，世界一切万物的受

造，到底有没有一个目的，这包含了整个人对于自己的看

法，对于民族的看法，对于整个人类秘密的看法，甚至于对

于整个宇宙的看法，这样的救恩计划不是一下能够明瞭的，

必须天主在具体的历史中间一点一滴的显示出来才会被人接

受。 

 

    所以我们如果去阅读旧约的话，我们就会体验出天主不是

一个持着法律书的判官，也不是拿着无数教条的老师，他是

愿意和人亲近，来往的「真理之神」，祂容忍人的叛逆，宽

赦人的罪过，只要他们肯回头同上。祂在历史中，一步步的

教育他们，提升他们，为的是预备那完美的启示来临。所以

在旧约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部生活的历史?一个民族和他

们的神在真实的历史中来往，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欢笑

有眼泪，有幸福有痛苦的历史。也因此点我们可以看到，在

整个的旧约中，人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天主的计划，也没

有力量去实行天主的要求。我们与以色列民族呻吟和叹息，

为等候一个完满的来临！ 

 

http://books.chinacath.org/files/article/html/0/53/38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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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tues of Christians                —-Teresa Kwok                                   

   

          I learn that as a Christian, we should have seven virtues, the 

theological virtues: Faith, Hope and Charity and the Cardinal virtues:  

Prudence, Justice, Courage and Temperance. 

 

         The following is a summary about what I have learned 

regarding the seven virtues: 

 

Faith:  Believe in what God has said and revealed to us.  Believe in 

God’s kindness, power and wisdom. 

Hope:  In every circumstance, we have to have hope and persevere 

till the end because what we are longing for is the joy of eternal life 

in God’s kingdom. 

Charity: We have to love others as a return to God’s love to us.  

We have to be kind to those who treat us in a wrong way. 

Prudence:   A Man with true wisdom is one who chooses to do good 

things and avoids doing evil things. 

Justice:   A Man with justice treats people and things in a fair way, 

he is not afraid of those in power or is unwilling to make friends 

unhappy, he  will not give up his moral standard in any 

circumstance. 

Courage:   A Man with real courage is one who is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 right, to do what should be done and not to do what should not 

be done.  He stands for righteousness.  

Temperance:  A true Christian should be able to control his moods 

and desires, be the master of his own body and mind, and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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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conscience and sensibility.  

Things are always easier said than done.  As a Catholic for almost 50 

years, I ask myself:  Do I have the seven virtues?  My answer is, I 

always have faith and hope but I cannot say I have the other ones all 

the time.  Jesus taught us to love our neighbours but the truth is 

though we always say forgive and forget, I have to admit that I can 

forgive but I can hardly forget.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forgive our 

enemies, not to mention about loving them. 

 

        Regarding the cardinal virtues, prudence, justice, courage and 

temperance, let me think of them one by one. Prudence:  I know I 

hurt people inadvertently, yes, I do not have true wisdom to avoid 

doing evil things.  Justice:  I know I am bias and do not really treat 

people in a fair way all the time.   Courage:   I am not courageous, as 

an employee, I do not dare to tell my boss that she is wrong because  

I want to keep my job.  Temperance:  I love to eat and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delicious food.   

 

       How can we Christians get all the seven virtues?  We have to 

pray to God to help us.  We have to be willing to change, to be eager 

to become a better me day by day.  The road is a long and difficult 

one, but with our desire to become a real Christian, let us try our 

best, let us pray for each other that we can become persons with 

seven vir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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