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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們：                                             

在儒家學說裡，戀是純愛之意。 戀為所有人追求的東西，

為道德生活的反映，儒家多用「仁」來表達對人之愛，是一種摒

棄私慾的愛。子女對父母的愛為「孝」，父母對子女的愛為

「慈」，兄弟姊妹之間的愛為「悌」。而墨子則發展出與儒家的

戀概念相對的愛的概念。 愛在墨家學說裡為「兼愛」之意，即愛

無等差，對眾生皆持對等的愛。雖然墨子的想法亦有一定影響

力，但儒家的戀仍是大部份中國人對愛的概念。 
猶大白冷厄弗辣大人納敖米的媳婦盧德是摩阿布人。當丈

夫死去，婆母納敖米叫她回娘家去。盧德答說：「請你別逼我離

開你，而不跟你去。你到那裏去，我也要到那裏去；你住在那

裏，我也住在那裏；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

我的天主；你死在那裏，我也死在那裏，埋在那裏；若不是死使

我與你分離，願上主罰我，重重罰我 ! 」 ( 盧  1: 16-17 )   後來她

再婚生了敖貝得，他就是達味的父親葉瑟的父親。  盧德願意服侍

婆母相依為命，真是孝親的典範。   
今天，人與人之間如何做到互愛 ?   相信可以從家庭開始，

大家可以採納這些建議：「有緣成為一家人，包容善解多感恩，

尊重溝通要實行，一路走來才溫馨。  讓尊重與關懷在輕聲細語中

和樂融織。互動是經，溝通是緯，編織家庭，成果最美。愛的

話，多說一點；怨的事，少記一些；家，不是壓力，而是彼此包

容；愛，不是負擔，而是彼此分享；家庭有愛，成長無限。  用詼

諧，掃去彼此堆積的誤解；用體貼，開啟各自封鎖的情懷。愛是

醫治創痛最好的祕方，家是孕育喜樂最美的天堂。愛，是世界上

最純淨的土地；關懷，是塵世最佳的養分；親情，是人間最美的

果子。」   摘錄自《讀者文摘1999/7》   
 最偉大的愛是不求回報，甚至慷慨地犧牲自己，基督對我

們罪人的真愛是永恆而沒有保留：「常聽說世界愛沒長久，哪裡

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經擁有，一刻燦爛便要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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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了祢已無別求：無從解釋、不可說明的

愛，千秋過後仍長存不朽！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

盡見於刺穿的手； 看！血在流反映愛沒保留，持續不死的愛到萬

世不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切盡獻於我主的手，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

足夠！」此曲乃是張德蘭版《愛是不保留》很教人感動，很有意

思。的確，我們要切實地接受基督，  不然，基督的愛便枉費了。   
首先，我們要放棄自我，仰賴基督的啟示訓迪，因為 「改

毛病難，叫人不隨私意更難。若你倚靠自己的明悟、能幹，而不

聽主命，雖然能得光照，一定很遲也很少：因為天主願意我們全

順從祂的命令，並為愛祂的緣故，拋棄私情和私見。」 (師主篇第

十四章 不要妄斷別人的是非)由於，我們愛基督便要跟隨祂，為光

榮天主負背十字架，在生活中以愛待人，比任何事物更重要：

「愛德真摯而成全的人不求己益，而在所有事情上只為天主的榮

耀。不僅如此，他不嫉妒，不求個人的快樂，也不希求自喜自

幸。相反的，他求的是天主在萬有之上更大的榮耀。善，他不歸

於人，而完全歸於天主，因為天主是萬有的根源，所有聖者最後

的歸宿和實現。人若有一星真愛的火花，他必然覺得世物全部充

滿虛幻！」 (師主篇第十五章、因愛德而工作)  
當我們體會到天主怎樣沒有保留地愛我們時，我們也該同

樣地去愛護、體諒和寬恕他人：「那時，伯多祿前來對耶穌說：

「主啊! 若我的弟兄得罪了我，我該寬恕他多少次? 直到七次嗎?」 
耶穌對他說：「我不對你說： 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 
(瑪 18:21-22) 

天主，祢頃刻沒有間斷地照顧我們，我們感謝祢，求祢增

強我們的愛德，能效法基督和聖人聖女的芳表，愛主愛人！天主

是愛，祝大家主內平安，健康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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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愛  

什麼是愛 / What is love?  有人說 ＂Love is a pretty thing.＂
又有人說 “Love is a pity thing.＂   

愛是奇妙的感覺，是行動，是分享。愛使人陶醉，亦會是一

種動力。又可使人耳不聰、目不明。當你fall in love，你的理智或

多或少受到影響。   

「喜歡」可以是沒有「愛」的因素，但「愛」必定包含「喜

歡」、「接受」。我們可能喜歡、欣賞他人的小孩，但可以沒有

愛。「愛」可令人『投降』，接受別人覺得或認為是煩擾的。一

個有愛心的人不會討厭哭泣的嬰兒。一個有愛心的父母不會討

厭、打罵不聽話的小孩。「愛」可令人『投降』，接受別人所說

的。所以「說服者、談判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與「受說服者、受

談判者」建立一個接受、相信的關係。「愛」不會輕率否定他人

的行為，而是去瞭解那行為的原因。當沒有愛，禮貌可以是虛假

的，如建在沙上的房屋。 

愛可以是無條件的，也可以是有條件的。當你愛一個人，你

可能不會理會那個人是否愛你，不會要求那個人對你有任何報

答，如父母對子女的愛。為了愛，你可能會為一個人、一個國家

貢獻你的時間、智力、氣力，甚至犧牲你的錢財或生命。 

〝愛〞也可以是有破壞力的。當一個人〝愛〞錢財多過愛他

的家人、朋友、國家，他就可能做出有破壞力的、有掠奪性的行

為。當然，這樣的〝愛〞便不是一個正義的人所要實行的，更不

是一個天主教徒所要的。 

主耶穌基督是偉大的。祂對我們的愛是超越時空的，如溫暖

的陽光灑在大地上，如露水滋潤植物。祂不會理會我們是否愛

祂，便降生成人，給我們指出生命的意義，帶來永生的道路，更

為我們受盡苦難，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大司祭和法利塞人為何憎恨耶穌基督? 他們對耶穌基督瞭解

有多少? 為何要設法殺害祂，要除之而後快? 雖然猶大可能比法

利塞人更瞭解耶穌基督，但我們可肯定他不愛耶穌，否則他怎會 

 

 

Philip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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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會出賣救主耶穌? 

人是奇妙的，有這樣那樣的相同和不同的要求、喜好。人的

要求、喜好還會或可能因時間、地域而改變。愛令人有善心，能

把不同面貌、不同背景的人組合起來、互相幫助。沒有愛，便容

易引起紛爭、傷害、戰爭、殺戮。 

希望主祝福、保祐這個世界，使各人懂得尊重、愛他人。希

望各人心中充滿愛，積極多行善事，各民族可以和諧地共存，愈

顯主榮。 

 

 教宗保祿六世在他「方濟型」訓導中曾說：「假如我們對

宇宙的奇奧瑰麗，和它潛在的愛和智慧不懂欣賞，甚且糟蹋和浪

費，是多麼不值得寬恕的分心和可指摘的膚淺。」聖方濟指出，

「神聖的服從」不但邀請人隸屬於人，也隸屬於動物和野獸，基

於福音精神，一切受造物都被提昇到平等和共屬的關係，無分高

下。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在他一九九零年和平日文告中，以「生

態危機，一個共同的責任」為主題，提醒我們，即使不是公教

徒，都會深刻意識到這個道德課題。他重申神哲學和科學均論及

一個和諧天地，它具有自己的完整性，具有自己的動力和秩序，

必須受到尊重，而人是受召叫去發現、查驗、保護它的完整性。 

 文告指出，簡單、樸實、自律及犧牲精神，必須成為日常

生活的一部份。因此，「生態責任」教育是迫切的，包括待己待

人，及對待大地的責任。教育的成果在於思想與行為上產生真實

的改變。文告終結前，教宗召喚我們追隨聖方濟的感召，請他幫

助我們，與全能天主所創造的一切美善事物，保持友善，我們更

應懷有敬重和細心，負起看顧他們的重要和莊嚴的任務。能夠跟

一棵樹交談，與一朵白雲共舞，能驚歎霞彩奇譎瑰麗，呼吸新鮮

空氣，欣賞花開花落，跟隨潮汐進退推移的節奏，聆聽天籟的風

聲、雨聲、鳥鳴、蟬噪，把太陽、月亮、風、火稱為兄弟姐妹，  

Mary Lam 林太 聖方濟亞西西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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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種可愛小動物納入我們相互交往的範圍，發展友誼，原本就

是多麼美好和自然的生活態度和情趣。可惜，時至今日，這些似

乎成為不可思議的行為，或者被視為需要努力去提昇的高調情

操，實在令人感到無奈和惋惜。 

 遠古的生態關係，基礎在於人怎樣看待造物主和眾生的關

係，天地，人本來就是和諧合一，只要懂得愛護、尊重、珍惜，

而不是剝奪、操控、統治和制勝。但為何這個人類夢寐以求的天

國藍圖，今時今日卻被我們拋離得那麼遙遠﹖親愛的「聖方濟」

請作我們的嚮導，重拾古老的智慧，為修補天地間的裂痕作出內

心的轉變。  

初思： 耶穌之愛煉獄靈魂，一罪人之悔過，主猶令於天堂慶

賀，而況乎善人，忠僕良友，不更加熱愛之歟。煉獄靈

魂，本為聖為賢，而耶穌罰之遠離之，以其公義之彰

也。惟其慈父之心，有不忍焉者，將欲吾人阻止其行罰

之手耶，汝得行之不難，宜體耶穌之愛行。 

繼思： 耶穌之所望於煉靈，煉獄靈魂，在煉燄之中，熱愛耶

穌，甘服其罰，稱讚不已。如古聖若伯於病劇中，祝頌

天主然，及其得到天堂，耶穌乃全然施慰之。斯時得償

別人輕褻咒推詛之罪，可代多冷淡負恩之人，愛主讚

主，故耶穌若此熱切救之也。汝不欲送一煉靈往天堂以

慰耶穌乎。 

終思﹕ 耶穌甚願吾人多救煉靈。古之沙援王，定殺己子若納

達，心實愛惜而弗救，以為法不容也。耶穌亦然，非為

不能救拔煉靈，然以公義有礙也。以愚臆度之，耶穌蓋

欲有感於阻其行罰之手者歟。塞煉牢之法，多而且易。

如念經、獻彌撒、領聖事、行克己、求大赦、立善功。

皆能救助煉靈，汝何為不多救之乎，將欲行何善功以救

之乎。 

(此文抄自耶穌聖心月第十二日煉獄靈魂斯第四願) 

煉獄靈魂  

 

Mary Lam 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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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by Martin Wong 
Jewels of stunning radiance, her eyes; 
Untainted with peccancy, her tame soul; 
Deem me worthy of thy enticing prize. 
Yonder which my heart lies, the piece you stole. 
If I may, meet thy soft hand with rough lips. 
Should I die in memory of thy bliss. 
Commend my life to hell’s fiery grips. 
Only to relive that glorious kiss. 
One precious moment to transcend all time, 
On which the wings of lovely Eros bear. 
Over which our souls can finally rhyme, 
Of the eternal love we both hold dear. 
Oh, deny me, please, my feverish dream. 
Love is forever, the only regime. 

記得年輕時參加過一個名為〝用心去愛〞的活動。有一個
小女孩張開雙手走過來問我〝姐姐，我雙手這麼小，怎樣才可以
把你們的愛心一一收集起來呢！〞小孩子的一句無心說話，卻讓
我明白到只要你用心去愛，用心去做，一定可以感染到身邊每一
個人。 

神父常常說〝愛人如己〞很容易上口，又容易寫的四個
字，卻沒有一個人能完全做得到。因為有很多人連自已都不知道
如何去愛，又怎能去愛別人呢？要知道，去愛一個人，一個家
庭，一個團體，沒有用心去愛，那只是虛偽而又不能長久的愛。 

最近，曾為了一些無謂的指責而難過和心痛，並不是全為
了那些無聊的事和人而難過，只是想想自己一直以來都是將心比
心，以愛還愛，也有如此下場。終於，我明白到付出的愛是不能
勉強別人去接受，因為世界上不可能有兩個相同的你，不一定每
個人都可以容納你給他們的愛。 
 其實〝愛〞真是很有學問，從不同的表達方式，不同的途
徑也可以達到不同的效果。正如時代曲一樣：〝愛你變成害
你〞，〝愛得太深也會發狂!〞哈哈，不論你用什麼表達方式，只
要是用心去愛，那就是真愛。 

用心去愛  Winnie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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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女兒在你的面頰上輕輕一吻，小狗在你手背上舐一下，

太太的秀髪依偎在你肩上，你就像觸電般，有一股無名的熱力從

心內燃點起來，充滿力量，充滿幹勁，滿面笑容，嘴角還帶着絲

絲甜蜜，立時忘記了一切一切的煩惱與憂愁，這是愛的力量。當

你為工作而煩惱，為計劃而惆悵時，你的上司或好友在你肩上輕

輕一拍，耳邊細語：「努力吧，你一定成功的。」那麽你便振奮

起來，再次投入工作，問題立時迎刃而解。當你失意絶望，求助

無門時，你向主祈禱，求主賜恩，主會透過聖神或身邊兄弟向我

們發出救援，那是愛！愛的力量有多大？有何影響力？上述的經

驗發生在不同人身上便有不同的效果，為甚麽呢？那要視乎你有

沒有信德，有沒有愛的因子，因子的份量又有多少而定的。 

 愛是無色、無臭、無味的東西，看不見，觸不到，就好像

我們每分每秒呼吸着的空氣，每天要飲用的水一樣，是生存的必

需品，缺乏了，生命就會失去意義，就會枯萎。 

 愛字是由受和心兩部份合成，意思是說愛是要用心去感受

的，若然你是一個沒有心的人，那麼你如何感受到愛呢？愛是相

向的，一方面是施予，一方面是接受；有能力施予愛固然是最好

的，若然能够接受一份愛，也是你的福氣！ 

 許多人一提到愛，就膚淺地連到男女的關係，其實愛的種

類有多種，有關愛的故事亦很多，我們應如何區分和應用呢？我

國聖賢早已為我們清晰地規劃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所謂五倫關係，不要以為過時、守舊、封建，其中意義，是

歷久不衰，放諸四海皆準的！有些人常誤用愛，濫用愛，隨便向

身邊的人說愛，濫用愛的真義，弄致不能自拔，痛苦萬分，最終

誤己誤人。只要我們牢記聖經十誡規條，中國仁義道德觀，適當

地播種愛的種子，這愛的種子自會開花，結成美好的果實！ 

 上述所談及愛的發揮，均以施予和接受兩者為對象，其實

天主創造了人類，是要我們懂得愛自己，如果我們懂得先愛自

己，珍惜造物主宰的恩賜，生命有了豐富的意義就能發揮其功効      

愛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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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他人，這也合乎中國人儒家思想，所謂老吾老以及人之老，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觀

乎現在，年青人濫藥、自殘、酗酒、沈迷賭博、上網．．．．

等，就是不懂得愛惜生命，不懂得愛自己，不懂得愛的意義，他

們那有資格談愛呢！ 

 所謂大愛無疆，例如無國界醫生，他們離鄉別井，為不同

民族和人民服務。每當某地區發生天災人禍，各國或各地域的人

就紛紛伸出援手，予以救援，將愛的力量發放出來。我們的民族

這些年頭均遇到不少天災，去年512有四川大地震，今年台灣有

808水災，雖說是天災無情，但人間有愛，愛發揮其力量與功效，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援，好讓他們感受到主賜的愛和溫暖！ 

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愛是不保留」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見於刺穿的手； 

看！血在流反映愛沒保留，持續不死的愛到萬世不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切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 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有人將其歌詞改成婚禮版本：   

明日幻變天地無法猜得透，也許風雨盡蓋掩滿天星宿； 

有你在旁將真愛盡傾流， 寒夜漆黑一片也未去擔憂！ 

長路就算多漫長似沒盡頭，你總緊靠著我、輕挽我的手； 

那怕歲月一飄去未可留， 能找到真愛已足夠！    

前者內容是讚美主愛世人的偉大，我們願意放棄一切，跟隨

基督；後者是夫婦的承諾與相互支持。人世間的愛，始終有時

限，惟有主對世人的愛是無窮無盡的，就如經上所說：「人若喝

了此水就永不口渴」。我們有幸成為主的子女，享受主賜的平

安，這是我們無比的恩寵，所以每逢周日到聖堂聆聽聖言，領受

聖體聖血，接受主賜的愛，接受神父的祝福，向身邊的兄弟姊妹

送上平安和問候，立時令我們充滿喜樂、充滿力量、再次豐潤生

命，燃點聖召，為主效命。 

讓我們一起做地鹽世光，為主作見証，將基督的真愛和福音

傳揚開去，使更多的人認識主，接受主賜的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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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ove?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Different people express their love in different ways.   
John Denver wrote the melody and the lyrics of the song ‘Perhaps 

Love’, the lyrics said: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ies of you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I love the song, the melody and the lyrics.  We all need love.  
With love, we found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Love 
gives us comfort and keeps us warm. Yet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lov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The love between lovers is the kind of love we can 
never predict.  Just like the lyrics in ‘Carmen’:  “All at once it arrives 
and lingers, for just how long can’t be foretold.  Then it slips through 
your fingers, for love a word no force can hold.”  There are only a few 
people who marry their first lover.  There are a lot of divorced couples.  
‘Till death do we part’ is a vow that a lot of people cannot keep.  

Some people committed suicide when they lost their love.  To 
them, it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is a kind of pain that they cannot 
bear.  All they want is the love of a certain person.  They do not care 
about their parents,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ir friends. They 
forget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for them to care 
about.  Actually, a lover is like a fish in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so many 
fishes in the ocean.  And even if you decide not to fish, it does not 
matter.  

The motto of my primary school is: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Things are always easier said than done. We are human beings and we 
are selfish and cannot help not to love ourselves more than others.  
When it comes to love, we do not only give, we also like to take.  

Love  Teresa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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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want to have obedient children.  Wives want loyal 
husbands.  When we ask friends to help us and they refuse, we feel they 
do not treat us the way they should.  When we do not get what we 
expected from our beloved ones, we feel abandoned and hurt. The word 
“fair” does not exist in the world of love, who can ever say to someone:  
my love to you equals your love to me.   

I just watched a Korean Drama series ‘Her Home.’  In the story, 
the parents object their daughter to get married with someone who they 
think is not good enough to be their son-in-law.  They thought their 
daughter was making a big mistake.  They asked their daughter to 
separate with her boyfriend.  The mother even slapped the daughter.  
This is their way in showing their love. We can say we do not think 
they are acting in the right way but we cannot say they do not love their 
daughter.  It is because of love that they took those actions.  They 
wanted to protect their daughter.  

Maybe we all should learn to be objective and listen to others.  
What we think is best for our children may not be what they want and 
may not be the best.  What we think fit may not really fit.   
 Let us read the famous verses in Chapter 13 of Corinthians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is not jealous, love is not pompous, it is not 
inflated, it is not rude, it does not seek its own interest, it is not quick-
tempered, it does not brood over injury, it does not rejoice over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fails.” Let us try 
our best to act as the verses told us to, then we know how to love.  

程總  

 失去先知愛過，醉過方知酒濃---不記得是那個填詞人的傑

作。不過頭一句我是認同的！在北美州活了半生，個人主義似乎

令家庭變得無比疏離。但911之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似乎沒啥改

變，但家庭中的距離便顯得接近了些。是好事還是壞事？很難

說！要等失去之後才知道珍惜，好像遲了點但總比從不醒覺要

好。就好像說天生出來便是無罪無垢的人，死了便上天堂，多

好？但你又可能不太珍惜這平平淡淡的人生，覺得像白開水一

樣，了無味道。人是犯賤的，沒錯！至少當太太還在懷裏的時

候， 有多少個丈夫會認為身邊的糟糠是頂好的， 眼珠兒還不是骨 
  

愛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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碌碌的往別的女人身上亂打轉？年輕時只知道喜歡一個女孩，便

會出盡辦法去取悅她，也不太了解是喜歡還是愛，即使婚後也還

是認為這是理所當然的事嘛，正所謂男大當婚、女大當嫁，沒啥

希奇呀！到孩子出生後，心裏面便開始轉變，以前總覺得媽媽囉

哩囉唆的，此刻卻知道做父母的用心，依稀明白個中真諦。年紀

越大在社會打滾的日子越長，明白到真正愛自己的人越來越少，

便開始覺得枕邊人越發可愛，雖然若果可以窈窕一點便更加好，

少少貪心也不為過吧。男女之間的愛是最易明白的，兩個陌生人

若不是產生了情愫，那裏會肯為對方上刀山落油鑊，至死不渝。

當然其中動物性的因素也佔很大的部份，所以也解釋到今天離婚

率奇高的部份原因。以前我也不太明白天主對我們的愛，看見別

人比自己好，便會怨天主偏心不公平，為何沒有讓我年年考試第

一，找份可以不用辛勞便可賺取高薪的工作，總之每事都是埋

怨，不懂去感恩，也不太清楚天主怎樣愛我們。直至孩子大了，

不再事事聽從，開始自己去決定，要自由但偏偏又常常闖禍。起

初當然很多衝突，但發覺他們只會陽奉陰違，亦不能强加壓制，

因為孩子長大了總有獨立的一天，惟有澆以大義、動之以情，希

望他們明白父母的關心和担心，是出自對他們的愛，即使日後他

們對自己拋諸腦後也無怨無悔。至此方明白天主對我們不也是一

樣，嚴厲對待只可以嚇倒小孩子，到孩子長大了他們自由選擇決

定未來，我們只可以包容他們的錯，一次又一次的原諒和幫忙，

我終於體會到天主對自己的愛。大部份的父母都愛自己的兒女，

是不是因為天主給我們噓了一口氣，所以內心深處總還記得愛自

己的子女，就像天主一樣？！至於怎樣去回報天主對我們的愛?有

好一段日子我是茫無頭緒的，直至到那段時間經常得到家人的幫

助，我不知用甚麼去回報，家人只是淡淡的說：「人幫你，你幫

人」--我才感受到那份憐憫、大愛。人是照天主的肖像做成的，

所以面對人羣時就好像面對天主，也因此愛隣人就像愛天主，不

是很合理嗎？  

 



培育教裡傳授人材 Mary 林太   

 香港教理中心，於一九六三年開辦以來，一直都負起訓練

宗教科教師及培育堂區傳道員的責任，其所開設的兩年制宗教教

育研究班，成績卓著，有目共睹，歷屆畢業學員已逾千人，對教

區的貢獻甚大。 

 該教理中心成立的主要目的，在提高學校宗教科教師和堂

區工作人士及傳道員的水準，使他們對自己的信仰首先能有更深

入的認識和體會，然後再進一步研究有關傳播福音的原理和方

法，此外，又經常與教區內有關機構合作，並與堂區及學校聯

絡，共同推行及促進教區內的宗教教育。 

 眾所週知，教理中心每年都開辦兩年制的宗教教育研理課

程，內容包括﹔聖經、教義、禮儀、倫理、各大宗教簡介、教理

教授學及堂區牧民工作等，可謂林林總總，應有盡有，使學員畢

業後不獨具有更深入，更成熟的信仰知識，尚且使他們在日後教

授聖經時更能感到勝任愉快，而在宣揚基督福音的工作上則更能

掌握到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以其達致更美滿的成果。事實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而在傳授信仰方面，「自己所沒

有的，便不能給予別人」。教友傳教法令上說﹕「非有多方面和

完備的培育，傳教工作便不能夠達到圓滿的成效．．．．這種培

育，應視為任何有效的傳教事業的基礎和條件。」又說﹕「除了

神修，還須要有充實的教理訓練，即神學、倫裡學、哲學的訓

練，並依年齡、身份、天賦的不同去從事。」（法令 28 – 29

節）這就是說，為了要收到教友傳教事業的豐盛效果，除了神修

生活的訓練，使教友具備活躍堅強的信望愛三德，以及養成經常

與基督相契合的習慣以外，還必須從事宗教知識和教學方法的訓

練，使他們能夠深切地和有系統地瞭解自己的信仰，並明白教會

的真正意義，然後才可以使他們正確地，有效地去負起傳道與衛

道的使命。 

 一九七六年九月，亞洲主教團協會東亞區主教在韓國舉行

會議，研討「我們時代的教理傳修工作」。會議結束時，主教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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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聲明謂﹕「我們感激身負教理傳授工作的人的貢獻，這工作

是在靜悄悄中進行，重要性往往被忽略了‧‧‧‧東亞區各地教

會還應以實際行動支持這些傳授教理的人在基督徒的愛德中工

作，藉此表示對他們的感激。我們還必須幫助他們盡量充實，以

期透過深造和訓練以履行這一重要工作。」 

 筆者有幸在一九六五年參加了這兩年制的教理訓練課程，

當年是聖母軍活動團員，需負責教授慕道者要理，其實那時（心

無點理，要理的理）如何去教慕道呢？因此，便參加了這兩年制

的教理課程來充實自己。而每一樣課程都是資深的神職人員授

課，也因此加深了我對信仰的認知，建下深厚的信仰基礎。 

 我們團體教理講授的導師，有否接受訓練呢？假如自己都

沒有，又怎能給予呢？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

聽說三藩市及聖荷西教區也有辦這樣的課程培育人材，不知本團

體的教理導師有否參加呢？  

 

 

三三  

 什麼是愛？愛是很簡單的一回事。愛是當你每天都

能看到對方和對方分享每一天的點點滴滴。   

許多人會說:「如果你願意為對方犧牲，那麼你是真的愛對

方。」但我會對他們說:「如果你真的愛對方，你便會願意為對方

自私。」為什麼我會這樣說？ 

 我丈夫為了一個非常好的工作機會而遷往矽谷。因為這不

是我們結婚後的計劃，所以他先遷往矽谷，一年半後，我才搬過

來。 

許多人會說:「嘩，你為了丈夫放棄了您所有的朋友、家人

和事業。」但我對他們這樣說:「我丈夫不也是為了我們的將來而

放棄了他的朋友、家人和事業嗎?」事實上，他比我更難受，因為

在剛搬來的時候，只有他獨自在矽谷，沒有朋友和家人。在這一

年半裏，我們都問過對方，究竟什麼是最重要的？是錢嗎？！還

是事業？！但是在這段分開的期間，我們都有自己非常喜歡和很   

 

「自私」的愛 



   14 

有前途的事業，我們還有比往常超出一半的收入，但我們並不像

共處時般快樂。因為我們體會到沒有什麼比能每天看到對方和跟

對方分享每一天的點點滴滴更重要。所以我們選擇了非常自私地

放棄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我們下半生的每一天。愛，就

是這麼簡單! 

愛  蔡太   

在這世上，愛不是一樣很容易便得到的柬西。當然，亦有

人很容易便得到，因為，每個人的環境、生活方式及處境都不一

樣。富有人家很容易便登上寶座，我們中等人家就不容易攀上。

以前的人多數重男輕女，所以我的命運就不好受。但是旣然已經

被生下來，便只好認命。 

我還記得七歲那年，弟弟不到一個月大，夜裏整晚哭個不

停。白天，爸爸帶我上學，那時我還不知他為甚麼哭個不停。現

在才明白，他離開母親，得不到愛和溫暖，才不舒服。自己後來

做媽媽，才知母愛有多偉大。小時有病，媽媽帶我去看醫生，有

她的照顧，吃藥後很快便好了。 

我的父親、母親及祖母都已在越南過世。三個月前，自己

作為最年長的，便想要達成他們的願望做掃墓，把他們的墓地整

理得美觀乾淨，盡自己的心意孝順他們，就心安理得。那天在越

南，天下着好大的雨，好像天也與我一起落淚，天共人一般的心

情。 

如果自己也能儘量給別人安慰，才是愛。好像蕭神父說

信、望、愛三德，愛人如己，不分老幼。我很樂意幫助人，也很

喜歡跟大家一起開心唱歌。人生幾何，今朝有酒今朝醉，不要憂

心，一切煩悶拋諸腦後，總要歡笑，日子才過得好。 

越南聖母節的花車很美，莊嚴華麗，人人稱讚。在家中也

放一幅聖母像在床頭上，早晚念一篇聖母經才睡。我們閤家也靠

耶穌、聖母，保佑我們一家平安。我們也愛求聖母，轉求天主，

保祐我們和整個教會及各人得平安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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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信賴耶穌便要時常珍惜祂，即使領了洗，我們也要勉力。 

2. 神學家拉內說過，隨著俗世主義的冒升，教會正經歷無情的嚴

冬，今天的基督徒若非是神契者便是無信者。神修作家盧雲

也說過，沒有個人熱切的祈禱，即使活在修院中的修道人也

不自覺地受到冷淡起來，俗世的波濤如排山倒海，不斷將人

捲入「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及人生的驕奢」。（若一

二 16） 

3. 當心靈沒有足夠的空間給天主，貪慾便會強佔整個心靈，心

中無神，目中無人，身邊更無知心人！ 

4. 「黑夜」存在的唯一且重要的意義，就是帶領你往天主那裡

去。若然你能與它相處，以堅忍的心去對待它，並以祈禱的

心去親近它，你必認出它美麗的一面，它會使你變得謙下，

變得馴服，在信德上變得如鐵一般的堅強。先知們、宗徒

們、聖人們‧‧‧‧總之凡是天主所召選的人，這個「夥

伴」都不離左右。很多聖人們窮一生的努力去學習與它相

處，當然到最後也是靠著它拿到了進入天堂的「入場券」。 

5. 各位願意走信仰靈修生活的朋友們，你要好好準備接待這位

「夥伴」。傳教士之所以能完成天主的事業，全是這位「夥

伴」的幫助，過程並不好受，但所結出果是甘甜的。「那含

淚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詠 126．5） 

6.  在歐洲某聖堂的牆上刻著： 

  你稱我為師傅，卻不跟隨我； 

  稱我為光明，卻不仰望我； 

  稱我為道路，卻不依循我； 

  稱我為生命，卻不渴求我； 

  稱我為大能，卻不信賴我； 

  稱我為真理，卻不喜愛我﹔ 

    如果有一天我不降福你，請不要埋怨我。 

7. 天主是神，我們在他面前除了竭盡有限的能力去明白他，以不 

Mary林太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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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ssa Poon   愛的光輝  

何處有仁，何處有愛，天主便常在。 
究竟愛是什麼呢？愛是很抽像的，愛是看不見，捉摸不

到。就如風一般，我們看不見風，但當微風吹過，我們會感覺到

涼快。翠綠的樹葉搖動，彩色繽紛的花朵亦被微風吹動得搖曳生

姿，構成一幅很美麗的圖畫。這就是風的功效呀！同樣地，愛的

功效是令人感到温暖，一些關懷的話語能令破碎的心靈得到安

慰，無私的愛能令人間充滿温情，愛能令軟弱者得到扶持，愛能

令失望者得到希望。主耶穌希望我們常懷着一顆愛心去面對這個

人情冷淡的世界。 
福音記載，法學士曾問耶穌：「師傅，法律中那條誡命是

最大的？」耶穌對他說：「你應全心，全靈，全意，愛上主，你

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

愛近人，如你自己。 (瑪竇 22:36－39) 
主耶穌是最愛我們的，祂降生成人，甘願為我們受盡痛

苦。為救贖我們被訂在十字架上，衪最寶貴的生命也為我們犧牲

了。這種愛是何等的偉大呢？我們應常常默想主耶穌這個救贖工

程，亦應常常自我反省，我們對主耶穌有沒有感恩的心？有沒有

以愛還愛？以心比心呢？ 

    同的名號來稱呼他，表達對他的認識之外，更重要的是將自己  

    交給他，全心全意的投靠他。惟有這樣，天主才能在我們身上， 

    多行奇能。 

8.   認識生命就是認識天主，保存信德，多聆聽上主聖言，以維

繫與上主的關係，以實踐基督愛的使命。 

9. 我認為我們既已皈依天主，便不應單單在團體內活出信仰，

應在生活中隨時隨地按自己的能力、機會，把天國的福音傳

揚開去。 

10. 要有效地傳揚福音，個人的深化，對信仰的認同和認識是極

其重要的，這使我們更具信心，以身作則，言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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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能全心，全靈，全意，愛上主，我們的天主呢？我

相信首先要多認識上主，瞭解衪，才會去愛祂。 
 多閱讀聖經，從聖經中我們可以認識耶穌的言行，耶穌的

教訓及慈愛。多參與彌撒聖祭，因為彌撒聖祭是我們對主的最高

祭獻。在聖體聖事中，我們與主耶穌結合在一起。我們應該盡量

來參與每月的特敬耶穌聖心彌撒，因為耶穌很渴望我們這一班衪

鍾愛的兒女，每月能抽空一小時來陪伴衪，來安慰衪那顆被世人

冷落及被世人創傷的聖心。這小小的犧牲，小小的奉献，我們又

怎能硬着心腸地令我們的主耶穌失望呢？其實愛是一種選擇，也

是一種犧牲。有犧牲的愛才更有價值，更值得珍惜。最重要的就

是可以悅樂上主，我們的天主。 
 我們還要不斷祈禱，常常默想主的慈愛。在祈禱中親蜜地

向主訴說心聲，還要積極參與團體為我們舉辦的各種神修活動，

例如；講座，避靜，朝聖，聖言分享等。藉着神父給我們的教導

及各兄弟姊妹的分享心得，使我們互相勉勵，向着全心，全靈，

全意，愛上主，我們的天主道路上邁進。 
 第二條誡命與此相似，我們應當愛近人，如愛自己。愛近

人包括父子之愛，夫妻之愛，兄弟姊妹的愛，親戚的愛，師長與

學生的愛，上司與下屬的愛，朋友的愛。憑着愛心去對待每一個

人，我們的生活才有意義。正如福音記載；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愛是不嫉妒，愛是不自誇，不張狂，不作害羞的事，愛是

永不止息。(格前13：4一8) 一個充滿愛心的人，聖神就住在他內，

使他結出聖神的果實，仁愛，喜樂，平安，忍耐，良善，温和，

忠信，柔和，節制。(迦拉達書5:22一23)當聖神的愛火充滿我們的

內心，我們便可以把那些愛的火熖分施給我們的近人。 

 主耶穌揀選我們做基督徒，成祂的兒女，我們負有

一個重大的使命，正如福音所載，「基督徒是地上的鹽，世界的

光，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見你們的善行，光榮

你們在天之父。」(瑪竇5:16) 
但願我們都能夠仿效基督，把基督的愛，基督的言行實行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關懷，仁愛，寬恕，慈悲來對待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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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林太    

近人。以愛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做我們的座右銘。發揚愛的

光輝，給世人帶來和平，温暖和喜樂。使我們都懷着愛心去善渡

上主賞賜給我們的每一天，過着一個充滿愛的有意義人生。這是

上主所喜悅的。 

耶穌會再來 

   將臨期第一主日是教會禮儀年曆的新年。教會今天告訴

我們，約在四星期後，我們要慶祝耶穌的生日，教會希望我們在

這四星期裡，時時準備好我們的心靈去迎接耶穌。不過教會也提

醒我們，耶穌不但在二千多年前曾降臨這世界一次，也在世界末

日時再來一次。今天的福音，耶穌教訓我們，要為他的再來作好

準備。 

 耶穌說：「你們要留心，要醒寤，因為你們不知道那日期

甚麼時候來到。正如一個遠行的人，離開自己的家時，把權柄交

給自己的僕人，每人有每人的工作，又囑咐看門的須要醒寤。所

以，你們要醒寤，因為你們不知道，家主甚麼時候回來，或許傍

晚，或許夜半，或許雞叫時，或許清晨，免得他忽然來到，遇見

你們正在睡覺。我對你們說的，我也對眾人說，你們要醒寤。」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會先後兩次來到我們的世界。第一次

是二千多年前的聖誕。那次他來，是為了救贖我們。第二次來臨

的時間是世界末日，那時他以審判官身份重臨世界，迎接好人升

天堂永遠享福，懲罰壞人下地獄永遠受苦。  

 不過，世界末日的日子，除了天主外，誰都不知道。所以

耶穌提醒我們，應該時時警醒自己，不要犯罪，不要以為自己一

定有足夠時間去悔改，更不要以為自己還年輕，待年老時才敬畏

天主仍不遲。這是十分愚笨而冒險的，因為人不會知道世界末日

的日期或死亡的日子。一旦我們犯了重罪後，世界末日就來到，

或者因意外而失掉生命，那時我們就沒有足夠時間去悔改了！ 

 將臨期乙年谷13：23–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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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聯波(Joe)  團體內的愛的共融  

 （以下文章取材自敬愛的已故耶穌會會仕朱蒙泉神父所寫的“兩

種聖召的恩惠＂。請主內弟兄姐妹有機會詳細閱讀和回味朱神父

這篇精彩的文章。） 

在這裡首先和大家分享以下幾段名言： 

在舊約創世紀中，我們聽到天主說：人獨處不好 

心理學家 Dr. Scott Peck說：在團體內和透過團體，人類才能

得救 

神修學家Thomas Moore說：除非發現人際親密關係和團體建

立的地位，就無法真正走向神聖的愛 

團體就是－個大家庭，成員包括已婚、未婚、待婚、獨身、和

奉獻而獨身的神職人仕。活在信仰團體中更是一種恩賜，但如何

在團體中活得平安和喜樂？簡單來說，就正如耶穌教導我們：愛

天主於萬有之上，並在團體內愛人如己。我們自然會體驗到生命

的歡樂和幸福，並落在我們的“身＂、“心＂、“靈＂層面上。

在這裡讓我們在“心＂和“靈＂的高層次上，重溫和瞭解以下對

已婚和獨身人仕同様重要的課題：親密關係(Intimacy)和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1.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並非只是夫婦間兩性的關係。它的廣義是夫婦或朋友之

間要有足夠的自我認識和瞭解，繼而彼此投注自己的時間、才

華、愛情，彼此欣賞、彼此不斷協助身心靈的成長；在生命成長

上體驗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喜悅，又能把這蘊藏在內心

的喜悅表達出來；因著雙方的投注和努力，所以再次在配偶或朋

友身心靈三方面找回了自己，這才是親密關係。其中要求多大的

犧牲，包含了多大的掙紮、忘我、成熟的心態和行為，要得到必

須付出，能捨棄才能獲得。 

沒有性關係的親密關係，為獨身或度奉獻生活的人不是遠不可及

的。當我們面對他人時，不必戴上假面具或自我防衛，雖然因為

自己脆弱而容易受傷，卻能信任他人，開放自己。可以與他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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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內心深處的恐懼和焦慮、害怕或忿怒，或有關自己的美夢和理

想。無論是最高的思潮，或是最無奈的感覺，都不必對人隱瞞。

有這樣的親密和一體感，我們沒有一點害怕和疑慮。這様的親密

和一體感並非夫妻的專利，成熟的獨身或奉獻人不論男女、不論

年齡，都可以依持上主的恩寵和自己的努力去獲得。 

2.自我超越 

粗畧來説，自我超越就是我為人人（而不刻意期待人人為我）。

超越的終極經驗是無私忘我，與萬物和他人和諧的－體感。這廣

泛的－體感擴大了人的視野和胸襟，帶來更大的自由和選擇。而

超越的背後，包含了無私奉獻和犠牲，就正如耶穌在聖經所説：

“一粒麥子如果不落在地裡死了，仍只是一粒麥子；如果死了，

才結出許多子粒來。＂然而自我超越的動力是來自天主的大愛。 

世上許多寶貴的東西，惟有在真正捨棄後才能真正得到，生命也

就是這様寶貴的東西。當人忘卻自己的喜樂，同時為他人的幸福

而奉獻自己，喜樂才會降臨到我們身上。聖德亦是如此，當人按

天主旨意，無私忘我的生活，不斷讚美和感謝主，聖德便靜俏俏

地進入我們的心中。換句話說：喜樂、聖德和豐富的生命，都是

努力之後的副產品，這副產品當用間接的方法去獲得，並不能以

直接方式去獲取。 

追本溯源，親密關係和自我超越其實都是一種禮物、一項恩賜和

一陣祝福。恩賜之所以為恩賜，並不是為我的努力和我的美好，

而是祂（他，她）的仁慈、憐憫和美好。若在團體或婚姻生活中

能體認這一點，能多欣賞、讚美、感謝對方或他人的慷慨和美

善，那份情誼更能夠不斷地發展和增進。當我們心甘請願地不斷

讚美、感謝、欽崇及光榮天主，緊隨基督，讓聖神以祂的德能轉

化自己、肖似基督，我們的生命將會多麼豐富又充滿活力。 

親密關係和自我超越，對自我和團體成熟成長極其重要。在屬於

我們的這個華人天主教團體中，需要我們自己不斷努力和團體大

家庭協助支持。在團體中我們能體認天主的仁愛和生命的美好，

體會到這一份天主父給與每一個人無私、無條件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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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給與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但我們給與團體和團體弟兄中最

小一個的愛是否有限、有條件，或者也會隨著環境或心情而變，

這個很值得我們每天反省，每事學習和悔攺。我們在信仰團體

中，實在要更加好好珍惜和體驗那屬于天主的平安、喜樂、和大

愛，我們可以寬恕、接受和包容，但不可以放縱，凡事感恩，每

天反省，活在一個不斷與自己一同成長的信仰團體之中。 

人生即使是多麼的困難，但活在天主內，深信天主不會加給我負

不起的擔子。活在信仰團體中，我們會體驗到天主的臨在和主內

弟兄姊妹的鼓勵和支持，也許我們有一天洞察到困難和擔子中天

主給我們生命的獨特的意義。我們明白人不好獨處，那就讓我們

好好的在信仰團體中，在思、言、行為和祈禱中，對家人、對組

員、對神師、對大組、對其他族裔和我們的隣人，多懷著一份愛

心、關懷和善意，活出我們每人生命中不同的和獨有的使命和意

義。主佑！ 

Be yourself 
When you get rid of your fear of failure, your 
tensions about succeeding… you can be yourself. 
Relaxed. You’ll no longer be driving with your 
brakes on. 
 
Anthony De Mello, 1931-1987 
Jesuit Priest and Author 

Here and Now 
The best way to say, ‘I love you, God,’ is to live 
your life doing your best. The best way to say, 
‘Thank you, God,’ is by letting go of the past 
and liv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right here and 
now. 
 
Don Miguel Ruiz 
Mexican Author, Shaman and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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