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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各位兄弟姊妹們: 
「我一想起你們，就感謝我的天主。」(斐1:1) 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粵語組
團体，感謝成員慷慨的支持和愛心的服務，感謝各位對神父的鼓勵和合

作。 

   在這忙碌的生活，受了別人恩惠，說聲道謝我們似乎已忘記或疏忽。
中國朱子治家格言上說:「一粥飯，當思來之不易。」這就是提醒我們要
感恩。 

    感恩是一種善良的美德，懂得感恩，我們的人生必是豐富的。因為感
恩和內心的平和是相輔的。當我們時常感謝上主，恩賜生命中的一切

時，我們就愈感到心靈的平靜。 

    聖保祿宗徒在不同的書信中亦多次强調我們要時時感恩。「應常歡
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

意。」(格前5:16-18)我們還要在基督耶穌內「生根修建，堅定於所學得
的信德，滿懷感恩之情。」(哥2:7)並且我們「無論作什麼，在言語上或
在行為上，–切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作，藉著衪感謝天主聖父。」(哥
3:17) 
    因著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念和依賴，我們「什麽也不要掛慮，只在一
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請求。」(斐4:6) 
   在聖經中，感恩就是要我們朝拜，克己，讚頌和奉獻給天主。正如達
味聖王在聖詠中不停地感恩頌讚，「你們要感謝上主，因為衪是良善

的，衪的慈愛永遠常存。」(聖詠106:1) 
    正當原祖亞當厄娃犯罪後，天主的慈愛就要在人類身上完全地發揮出
來。衪派遣了衪的唯一聖子降生成人，以補償人類的罪過，人類再一次

與天主修和好。所以在預備主耶穌誕生時，我們更加要以感恩之心，加

深我們對主的敬愛和讚頌，用「歡呼感謝的聲音，領到天主的殿裏。」

(聖詠42:4) 
    就讓我們時時處處感恩，得嘗天主賜給我們一切的恩寵。在此讓我再
次感謝天主和各位，「獻上心香–瓣，代我祝福無數。」 祝感恩節平

安，聖誕節快樂！主祐   
  
 

 

 

蕭神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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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子 

                                                                                            

  

        這年頭，當翻開報章，扭開電視或從電腦網絡及其他媒體

中，我們不斷觸到很多令人不安的負面新聞，如地震，海潚，風

災，雨災，雪災至山林大火等的自然災害，造成了無數家園的破

壞，生命和財產的損失，這些自然災害破壞力之巨大，就是令人

感到人的渺小無助，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除天災外，人禍也不

少，人往往就是因一時疏忽大意，安全意識不足及對他人生命不

尊重，都令到如車禍，空難，海難，礦難至煉油廠爆炸等嚴重意

外頻頻發生，為寶貴的人命埋下了計時炸彈，不知何時何日自己

會是這些大災難的犧牲品？當然在今日，還有些更可怕及更具殺

傷性的人禍，那指世界上因種族，宗教差異或財富分配不均而引

起的種族仇殺，暴力衝突至恐怖襲擊等的血腥暴行，為我們帶來

更多的恐懼和憂慮，慨嘆的是全球愈是一體化，社會愈文明，科

技愈進步，人的精神生活愈貧乏，心靈愈困惑，生命愈沒保障，

現在要以平常心去面對這亂象叢生，動盪不安的大時代，實在是

談何容易呢！  
          幸好自己是個基督徒，明白到在亂世當前，我們只有

從信仰中去尋求主賜予我們平安和慰藉。非常感恩，在我感到最

迷惘的時候，主讓我找到了真福德蘭修女的一本英文著作，名為

「Total Surrender」，因為我沒法從網絡上找到這本書的中文譯

本，我只好嘗試大膽地替此書翻譯為「完全的皈依」。書中，德

蘭修女以詳盡而細緻的手法，寫出了她和天主及人的關係，並透

過了她簡撲謙卑的生活，反映出她成聖自己，強化他人的神修

觀，從而落實了敬主愛人的最好的基督見證。 

書在開端時，德蘭修女就宣揚了對天主的愛，她深信天主是個最

偉大和美善的造物主，對人的愛是無條件和無止境的，而人又是

那麼渺小，軟弱，無能和充滿了原罪，實在是不堪當接受天主的

恩典，但當自感覺卑微的德蘭修女發覺了自己竟然是被主揀選

時，實在是受寵若驚。她引用了聖經所說的「不是你們揀選了我 

信仰中的心靈雞湯-從真福德蘭修女的一本好書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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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揀選了你，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

（若 15：16）對主這份特別的邀請，她就像聖母瑪利亞一樣，馬

上作出了回應，書中她憶述五十多年前當她要離開母親，去實踐

她的聖召使命時，充滿信德的母親不但沒有阻撓，還鼓勵她說：

「你走吧！記著以後感到孤單時，必要與主相伴。」就是這樣

子，她堅決離開了國家，遠赴印度，並創立了天主教的仁愛修

會，以神貧，貞潔，聽命和服務的承諾，成為了主基督得心應手

的工具，滿全了愛主愛人的使命。 

         德蘭修女對修會會規中的「神貧」，和「貞潔」十分推

崇，並把這兩種美德稱為孖生姊妹，兩者不可分割。她認為「神

貧」或貧窮是十字架上耶穌的標記，主基督原本為天主聖子，理

應受世人的叩拜和尊崇，但衪卻為救贖世人，不惜空虛了自己，

在血流披面，衣不蔽體的境況下把生命交出，他在臨終前的完全

棄絕了自己令德蘭修女也大方地去接納這個死在十字架的基督為

自己的浄配，她堅信奉行神貧這美德除了令她更肖似基督外，亦

能藉此機會去報答天父的大愛，因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

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

生。」（若 3：16） 

          至於「貞潔」方面，又如何跟「神貧」息息相關呢？

德蘭修女欲緊貼主基督的步伐，除了要謙卑自下，要背起每天生

活上的十字架外，她還像主基督，選擇獨身生活去傳福音。她曾

辨護說，獨身的修道生活絕非違反人性之自私行為，因為在沒有

婚姻生活，丈夫及兒女的牽掛下，她能更全情投入地為窮人服

務，正如聖經所說：「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

人。」（瑪 20：28），她曾笑言「貧窮」是她作為基督浄配的身

嫁妝，而所有貧窮老弱的兄弟姊妹都是他和主基督的「愛情結

晶」，要全心，全靈和全意去照顧那成千上萬的兒女們。她怎能

不隨著基督孤身上路，去作終身的奉獻呢？  

       由於以貧窮的主基督作為她的同行者，服務的對像也是主

所愛的窮人一族，正如基督所說的：「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

為天國是你們的。」（路 6：20）又說：「狐狸有穴，飛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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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但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 9：57）德蘭修女就以這

些寶訓作為明燈，為她引路，以赤貧之身走遍了印度加爾各答的

每一個窮困的角落去找尋那些失落了的靈魂。她和仁愛修女們跟

最窮的人生活，一起進食，把從教會及他人捐助得來的物資分施

予最需要幫助的人，她把照顧窮人的服務視為她和修女們每天二

十四小時的祈禱，德蘭修女因而得了「窮人的聖母」及「貧民窟

的護守者」的美譽。  
     在進行愛德服務時，德蘭修女更鼓勵修院裡的姊妹們去學習

聖人聖五傷方濟各，要以喜樂的精神去享受為窮人服務，她認為

天主每天都不斷為我們施恩降福，我們應常懷感恩之心，把從主

得來的喜悅注入哀傷憂愁者的生命，讓他們也能分享主的愛和恩

寵。每天，仁愛修女們就是以那真誠的愛，祥和的笑臉去接待困

苦中的主基督，看她們為殘障無能的基督餵食，為赤身露體，為

垂死邊緣的基督穿衣，她們還探訪了身無長物，貧窮潦倒的基

督，收容了無家可歸遭人遣棄的基督和教導了，目不識丁的基

督，她們就是這樣滿懷喜樂地去默默耕耘，去為主結常存的果

實。在這動人的「施」與「愛」的畫面裡，讓我們體驗到主基督

的臨在及愛懷的交流，修女們無私的奉獻是那麼難能可貴啊！ 

     仁愛修女那份熱心待主的愛德精神感動了不少曾接觸過她們

的人，其中一個為位高權重的巴西富商，不知何故因極度失意想

自殺，但當他無意中收看了一輯有關仁愛修女為垂死病人服務時

的電視節目中的片段時，竟放棄了自殺的念頭，決心重投主的懷

抱；一個滿腔怨忿，放棄了信仰的印度青年，一次跟一位神父去

探訪痲瘋病院時，當看見了一位仁愛修女，正在耐心而平靜地去

為痲瘋病人包紥傷口時，竟對神父說：「多年來我一直相信主耶

穌基督是個先知，但我現在相信祂確是真天主，看祂把那麼多的

愛放進了修女的那雙手裡呢！」其實在書中，德蘭修女還引用了

很多例子，證明了「愛」原來是人的最大武器，當我們穿上了基

督的精神，並偕同祂，在成為一体時，就能把主的愛發揮得淋漓

盡致，並顯示了這種救靈的魔力是何等大啊！  
    「Total Surrender」這本書內容十分豐富，由於篇幅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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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盡錄，現在我只能把我認為最感動的部份畧作介紹。不過無

論如何，我要再次感謝主，在這人心虛怯，感到無所依歸的時

候，讓我從德蘭修女的生活分享中找到了活的基督，此時此刻我

像品嚐了一碗十分甘美的心靈雞湯滋潤了我那貧乏，乾枯而充滿

憂慮的心靈，最後願主能繼續降福這個世界，讓德蘭修女的芳表

永留人間，使不同種族，膚色和信仰的弟兄姊妹能共同以友愛，

和善，慷慨無私的心去促進世界和平，共同建設美好的世界。  

     上課時聽 老師講述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天真地想：做浪
子也不錯。他分了父親的家產， 花天酒地，最後不名一文，他便

回到父親家裏，父親不但沒有責罵他，反而擁抱他，將最好的

衣、食拿出來款待他。相反，那個忠誠善良的兄長，卻未曾得到

父親如此的接待；真有一點不平啊！當時他的父親回應說：「兒

子，你不是天天和我在一起嗎？」此話我不甚了解。人長大了，

人生經歷多了，漸漸也体會其中道理。 

     浪子雖然極盡奢華享樂，但不要忘記，他曾經經歷饑餓、貧

困、衣不蔽體，嘗盡人情冷暖，過著偷食豬餿求生的曰子。有如

中國神話故事，說有一位神仙，觸犯天條，被貶凡間，歷盡世間

生、老、病、死之苦，最後才得返天庭，因他已大徹大悟，覺今

是而昨非！ 

     大兒子天天與父親一起生活，其實他每天都得到父親的款

待，每天都過著幸福愉快的生活，只是習慣了，沒有察覺，所謂

身在福中不知福而已！  
     對了！我們每天得到天主的恩寵，與家人、朋友一起生活，

住在鳥語花香，和平幸福的地方，久而久之，以為是必然的，忘

記了謝恩，忘記了這是天主的賞賜。對比中東國家人民，每天生

活在戰火中，非州國家人民，每天生活在饑貧中，我們是何等幸

福啊！ 其實我們都是大兒子，天天與父親一起生活，天天得到他
的賞賜，那又何必嫉妒浪子呢？  

浪子回頭       黃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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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太 Mary 

 這件事發生在瑞士，時間是某週末下午。當時，由瑞士進入意大

利邊境的公路大塞車、車龍達二十公里。忽然，公路上幾車連環

相撞，其中一車內有個瑞士男子重傷昏迷。周圍的人見他傷重，

而且路上堆滿了車輛，救傷車好久仍無法駛近失事地點，大家都以為

他必死無疑。 

       「可是，後來該男子居然大難不死。以下是他康復之後的

自述：「撞車之後，我的靈魂脫離了身體，向上天飄升…。我由

高空俯瞰車禍現場，看見千百輛汽車大排長龍…。我飄呀，飄

呀，竟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安祥，自在，真舒服，還奇怪地

發覺自己竟然能夠知道其他人的心意…。我一時之間，在二十多

公里的車龍之上萬多人頭上飄來飄去，了解到他們一個一個在想

甚麼，感受到甚麼的經驗…。」 

        「原來這些人大多數在這個週末駕車是為去意大利看足

球大賽，紛紛在埋怨交通失事延誤了自己趕路，為可能錯過觀看

球賽而在咀咒，而不是關心有沒有人死傷，那時我感受到大家的

自私，麻木無情，頓覺孤單悽涼，這個世界真的不值得留戀。」 

        「可是，就在此時，我『看』到了車龍近尾處，遠遠出

現了一點光，那是一道祥和，令人舒服的光，它吸引了我趨前去

看看…。原來那邊的一輛汽車之內，有位女士在祈禱。她是天主

教徒，先前在車上的收音機中聽到電台報導：這條公路上前方有

人撞車喪生，心酸起來，立刻合上眼，祈求天主保佑，救贖罹難

者的靈魂，讓他得到安息。」  
         我大吃一驚，怎也沒想到一個素未謀面的人，會為了車

禍的受難者而傷心，我頓時被那份關愛感動了，肯定人間是個有

情天地，恢復了對這地方的留戀心情，便馬上感受到一股無名的

力量，支持著我抗拒死亡。結果我沒有死去，只受了重傷，還能

夠撐上幾小時、終於獲救。」  

祈禱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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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死裡逃生的男士在昏迷中竟能記下該祈禱的女士的車牌號

碼，決心日後向她道謝，幾個月後他康復出院，費了一番努力，

真的按車牌聯絡上她，激動不已地對她說：「你的愛心救活了

我！」她驚喜交集說：「當我聽聞有人撞車死去，就感到很可

惜，內心難過，為他祈禱一下，沒想到你竟然能夠知道！」 

        以上的故事是死亡學鼻祖庫布勒、羅斯教授﹝E. Kubler

-Ross﹞複述的。她搜集了二萬多椿「瀕臨死亡經驗」的個案，這

是其中一個。 

        由這故事看來，祈禱實在是天主給人的回應。在祈禱時

若能真心真意的為某事或意向，向天主訴說求助，一定能夠得著

所求的恩惠，因為天主是全知全善的，又是慈悲的天主，若全心

信頼衪必得所求的！ 

   當我年幼的時候，我的母親常常教導我們兄弟姊妹要常懷感恩

的心，她說；「得人恩典千年記，得人花戴萬年香。」母親的榜

樣及母親循循善誘的話語就常常盤廻在我們的腦海裏。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更加感覺到感恩是一種很可愛的美德，當

我受到別人幫助時，即使是很小的事情，我都會從心底裏發出衷

心的感謝，因為我知道凡事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別人收到我的感

激回應後，就像是對他的一種鼓勵，鼓勵他繼續去幫助人，因為

他的善行，別人是會欣賞及感激的。 

  當我們有了感恩之心，在日常生活上會過得更愉快，待人接物

會更輕鬆。親戚朋友會待你更好，因為你對他們感激之情，他們

是會領會得到的。 

   另一方面，我的母親也常教導我們，「助人為快樂之本，施恩莫望

報。」母親所說的話也是智理明言。」所以我們無論在大事上，或是在

日常的瑣事中，幫助了有需要幫助的人，也不應該希望有任何的回報。

因為我們在主內都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類都是主內的兄弟姊妹。如果我

們的親戚朋友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們又怎能袖手旁觀呢？在能力範圍

內，我們應該義不容辭地去幫助主內的兄弟姊妹，因為這是上主所喜  

感恩  Melissa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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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的。 

  上主幫助了我們很多，我們對上主應常常感謝。但在這變幻莫

測的競爭世界裏，有些人會受到生活的壓迫，似乎萬事都不如

意，以為上主離棄了他。以為上主厚此薄彼，為什麽有些人生活

得這麼愉快，他們的生命旅程一帆 風順，而白己却生活得波濤凶
湧，處處受挫折打擊！於是對自己的前路失去信心，情緒非常低

落，每天都是在失望痛苦中渡過。 

  有一則「水桶」的故事願與大家分享；有一個住在半山上的青

年，他的工作是看守果樹，由於附近沒有水源，因此每天他都要

下山，到山脚下的井取井水，然後挑上山作煮食用途。他有兩個

水桶，一個水桶是完好無缺的，而另一個水桶是有裂縫的。在每

次長途的挑運之後，完好無缺的桶子，總是能載滿一桶水到主人

家中，但是有裂縫的桶子到達主人家時，卻只剩下半桶水。 

  兩年來，年青人每天都是挑一桶半的水從山下到山上。好桶子

對自己能夠送滿整桶水，感到很自傲。而那有裂縫的桶子則非常

羞愧，因為它只能負起責任的一半。於是它忍不住向年靑人道

歉。「主人，對不起，過去兩年，因為我的缺陷，白費了你很多

氣力，你作了全部的工，卻只收到一半的成果。」年青人對那有

裂縫的桶子說；「你沒有白費我的氣力，你留意在你那邊路旁的

花朵，這是兩年前沒有的，好桶子那一邊卻沒有開花，我明白你

有缺陷，因此我在你那邊的路旁撒了花種，每次我挑水回來時，

你就替我一路澆了花，有時我也會摘下一些繽紛的花朵，放在我

的餐桌上欣賞。我要多謝你。」 

  由上則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無論是–帆風

順，像那隻完好無缺的水桶，抑或是人生波濤凶湧，失意像那隻

有裂縫的水桶。我們也要懷着感激之心，感謝上主賜我們生命，

感謝上主賜我們家庭，感謝上主賜我們可以欣賞到這美麗的世

界，感謝上主賜給我們有數說不盡的恩寵…. 

這一切的–切，都是上主白白賞賜給我們的？我們的主人，主耶

穌，也是天天背負着我們，照顧着我們，施恩寵給我們，陪伴着

我們走人生的每一步。我們對上主應該有堅强的信心，  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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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超越的愛情，完全的奉獻，永遠的感謝。相信上主為我安

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樂意去接受生活中的任何挑戰。我們生命

的每一天都是為主而活，時刻要感恩，感謝上主為我們所做的一

切，感謝主賜給我們無窮無盡的恩典，願榮耀永遠歸於衪，我們

偉大的上主，我們的天主。  

 

       二十歲前覺得宗教信仰只是學校裏的一堂課，沒甚麽喜歡

或不喜歡的感覺，所以也沒有因為熟知其中一二而投身當中。筆

者的云云中學同學中有不少在該段時間裏決志信神，但後來有幾

多還保留這個信仰，就屈指可數。 

 三十歲前筆者在學業、愛情和工作各方面都要兼顧，所以

把認識的天主置於高閣，無暇探問。雖然偶然也會想起宗教在生

命裏的存在價值，但總有藉口去廻避，不是怕了當中的束縛，便

是不想當一個假的信徒。 

 四十歲前是筆者最愜意的時候，有兒有女工作順利，縱使

沒有發大財但生活蠻輕鬆，覺得世上沒太多難得到自己的事情，

雖然未達到自誇自大的境界，但總覺得不用天主的眷顧吧？！ 

 五十歲前的一段長時間是筆者有生之年的黑暗時光，親人

的相繼離世，子女的成長等等，令筆者對命運的感受，感觸良

多。從此筆者開始明白人生的一切都不是靠着自己的聰明和努力

便成就得了，慢慢地筆者開始去尋找已經耽擱了很久的信仰生

活，即使嚮往之心有之，但也見不得是坦途，縱使喜樂不能常

伴，心裏面的忐忑確是減了不少。 

半百之後在信仰的路上多走了，見到宗教裏面不同層面的人多了，越是

發覺信仰的路難行。何解？有信德的人有之，沒信德的人更加多，平信

徒如是，有職司的也不見得沒有。雖然聖經裏的教訓是如何的一針見

血，彌撒中信衆如何的信守諾諾，但在日常的生活上卻偏偏又見到他們

黑暗的另一面，這是天主給大家的反面教材嗎？還是跟隨基督真的有這

麼難嗎？ 

 

知天命  糟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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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有錢人要得道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人性也！自私、貪

婪、嫉妒等等老生常談的缺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林林總總的

大小事情上就是離不開這些絆腳的人性。沒信仰的人不見得就滿

身缺點，同儕中亦不見得要比人家好，這就是令筆者氣餒的地

方。雖然經上常常教大家要寬恕、包容，但筆者更希望天主能賜

給大家機會，能洞悉到自己的不是而去改過那些偽善行為，而不

是指望別人的包容。 

感恩節快到，感謝的不應該只是能好好的活着，而是更加應該感

謝天主的忍耐、包容，繼續給予大家機會去改善，希望各位有信

仰的能珍惜給予的機會，好好的想想將臨期是甚麼，基督為了甚

麽而來，既然已經選擇了重生，為何還要眷戀死人的生活？！筆

者並沒資格去批判任何人，也不想挑剔誰，只是借題發揮，希望

各位一起努力而巳。 

 

        二零零六年七月，教宗本篤十六世前往西班牙的瓦倫西

瓦主持第五屆世界家庭大會的閉幕禮。期間，他深受一些家庭的

見證所觸動，同年的八月卅一日，會見意大利阿爾巴諾教區全体

神職人員，回答一位神父的提問時，教宗分享他對家庭危機的觀

感。本文翻譯了部份內容。 

婚姻是一困局？ 

        如何能將美滿的婚姻傳遞給今天的人呢？我們見到很多

青年不願在聖堂內締結婚姻盟約，因為他們害怕定局；其實，他

們也不想在民事法律下進行結婚註冊。今天，太多的年青人，甚

至一些已不是年輕人認為確切的抉擇就像是個壓迫，是對自由的

限制。而他們最想要的就是自由。他們害怕到最後他們可能不會

成功，因為他們見到太多失敗的婚姻例子了。他們害怕，就如他

們所知的法律形式，將會成為外在的壓力，使愛情不復存在。 
 
 

教宗本篤十六世談家庭危機  林楊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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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這不是法律約束的問題，更不是婚姻帶來的負擔，

為我們是重要的。相反，婚姻這定局藴含著深度的美滿。只有這

樣，愛才能成熟至完美。但如何能傳遞這訊息呢？我認為這是我

們大家要共同面對的難題。 

家庭危機帶來痛苦： 

        在瓦倫西瓦期間，為我重要的時刻不單是當我講論家庭

時，而是當不同的家庭，將他們一個或更多個的子女帶到我面對

時，我發現一個家庭其實就是一個「堂區」，在她內有很多的子

女！這些家庭的臨在和見證實在比任何言語更有力。 

        他們首先分享自己豐盛的家庭生活：一個這樣大的家

庭，如何真正成為一個文化的寶藏，為個別或全体成員提供教育

機會，讓今時今日不同文化共存，還有自我的天賦，在痛苦中彼

此扶持等.....。 

        他們分享在危機中的痛苦經驗，亦深深地觸動著我。其

中一對夫婦表示曾經面臨離婚。今天，他們細說如何從渡過這危

機，到体會到對方所感受到的痛苦，以及如何重新接納對方。其

實，在跨越危機和克服分離的意欲時，一個愛的新幅度便得以發

展並開啟了通往生命新領域的一扇門。若不是因著忍受危機帶來

的痛苦，這門是無法重新打開的。 

痛苦帶來新生： 

        我認為這十分重要。今天，危機的出現在於夫妻感受到

性格不合，難於在餘下的生命中每天接納對方。最後，他們作出

決定：讓我們分離吧！從瓦倫西瓦的家庭見證中，我們正正明白

到在危機中，能堅持面對這個似乎是絶望的時刻，總會帶出新的

出路和愛的新面貌。 

        單由和諧而來的美滿不是真的美。因有些事物欠缺了，

使它變得不足。真正的美滿亦需要有對比。就像黑暗和光明彼此

補足。葡萄要成熟，不單需要陽光，也需要雨水，不單需要白

天，也需要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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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為牧者，無論是年長或年輕的、一定要明白到痛苦和危機

的需要。我們必須承受和跨越這些痛苦。唯有藉此，生命才會豐

盛。我相信主耶穌所身受的永生釘印，實在是具有象徵性的價

值。作為表達苦難和死亡，今天，這釘印就成了基督勝利的封

印。同時、也成為祂勝利的特質，和給我們的愛所帶來的封印。

無論是神父或度婚姻生活的人，我們都需要接受不同的危機；如

此，危機就不能再威脅我們。 

        丈夫和妻子定要學習一起往前走，也是為了愛自己的子

女，因而互相重新認識對方，以一更新的愛意彼此相愛，而且愛

得更深更真。所以，這是個長遠的旅程；在痛苦之中，愛真正地

成熟。 

        我認為，身為牧者的我們能向度婚姻生活的人學習，正

是因為他們的痛苦和犧牲。我們時常認為獨身生活本身也是一份

犧牲。然而，認識度婚姻生活的人所作的犧牲，例如對他們的子

女，他們的問題，恐懼，痛苦，疾病，反叛，甚至是晚上他們因

初生孩子的哭喊而不能入睡。我們必須從他們的犧牲中學習，好

讓我們更懂得犧牲。同時，我們一定要明白；透過犧牲而達致的

成熟是美滿的，因此我們要為他人的救贖而工作。  
  

 

   記得2003年去中國開公司前，太太Lesley跟我說過，若我對

她不忠心時，她就會離開，並帶著大兒子和三兒子出走（他們性

格內向和聽話），但會留給我二兒子（他個性外向，主觀，有原

則，守秩序，求完美，好批評別人），因為他難教。 

二兒子他不受那一套家長式的教導，每事要有理由才聽從，他看

到什麼不對勁的事情都會開聲批評，每每是家中的麻煩人物。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我吩咐二兒子要做一些事情，可能我的語氣重

了點，他發脾氣，正當我轉身時，他在我背後說了一句很不禮貌

的說話，連大兒子在隔壁房間聽到了都哇了一聲。當時實在把我

氣得頭頂冒煙，於是叫他從房間出來，在大廳中和他 

親子關係  連聯波 (Jo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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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on-one  

單獨面談，說了大半小時大道理，只見他面上強忍著一肚子不服

氣，怒氣，怨氣和眼淚。我說完一翻訓話後，悄悄吸了一口深呼

吸，幾秒鐘之間平靜下來，然後說一句: 

"Regardless, I still love you" ! ………”(無論如何，我一

樣愛你！) 

說完後，突然間，二兒子的面容從烏云密布中露出陽光！我再伸

出雙手，給他一個hug（一個愛的擁抱，肯定的擁抱），由那瞬間

開始，他轉化了。他的脾氣不再突然暴發，對家人說話時的語氣

也沒有那麼不禮貌，而且他的功課也不用我們提點，他自我奮

發，學校成績也突飛猛進，再不用Lesley和我操心。 

   我深深體會到，給孩子肯定的重要。對孩子說愛和愛的表達，

遠勝於給他們說教講道或送他們心愛的玩物。鼓勵和引導成長中

的孩子，要由內心開啟。愛能直達人心和使人內化轉變。只有愛

才會有正面的親子關係，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主佑！ 

 

 

  

 
 我與內子，可謂天生一對。一個瘦削，一個圓潤；一個

疏狂，一個謙卑；一個性急，一個「滋油」；一個愛完美，一個

樸實。由於我性急，別人一說話，我就急急回應，內子總批評我

沒有耐性，應讓別人說完了才作回應也末遲，可是這個壞習慣總

是改不了！ 

 這幾天，偶染風寒，連續咳了個多星期，聲帶也受損，

忽然像個啞吧，説不出話來，真是有口難言。昔曰別人討論事情

時，急性子的我當會經常插咀丶議論滔滔。現在只好合起咀巴，

作壁上觀，做一個聼眾，沒有說話的份兒！ 

       遇到問題發生，只好由慢條斯理的夫人代答和處理。

啊！非常出奇，他竟然井井有條，對答如流，處理得體，能不令

我驚訝！都怪我平曰搶著回應，未有耐心聆聽，搶了她的機會，

而她又甘於將風頭讓予丈夫而已！  

聆聽  黃振中  



   14 

今天她令我刮目相看，於是我決定痛改前非，做一個聆聽者，給

內子多些機會作主和處理事情，讓我好好向她學習，欣賞她的優

嫻淑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欠缺靜思和反省，以致聽不到天

主的聖言和指導。如果我們每天能抽出一些時間，收歛心神，空

虛自己的心，閱讀聖經，向天主禱告，張開心目，自我反省，與

主交往，自然能收到天主的召叫，加強自己的信德，實踐基督的

寶訓。   

 沉默是金，聆聽受益，反省改進！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責任追求神聖，可是我們的努力 太微弱

了！看，這位婦人，卻對自己演藝事業的追求，下不少努力，更

達致成功！她細心打扮自己的外表，為了在人眼前顯得華美，可

是，多少人不理會自己靈魂的 狀態，沒想過在天主前的表樣是如

何！」  

 介紹一位四世紀的天主教聖人——聖白麗（Saint Pelagia） 

 在許多年前的安提約，有一位美若天仙的女藝人，名叫白麗。

當時，因為能夠付費娛樂的人，非富則貴，所以她結識了不少上

流社會人士，她也因此過著奢華的生活，珠光寶氣，豪門夜宴，

眾多僕婢，而且擁有不少男朋友。  

  有一天，在一個場合，許多主教聚集聆聽農諾主教的講道的

時候，白麗剛巧經過。因為她的名氣，惹來聽眾群中小小騷動。

不少人都忍不住分心，偷看她幾眼；而另一些人則低下頭，不敢

多望幾眼，因為她的嬌豔的打扮及衣著，容易使人心目不潔。  

但是農諾主教定睛看著她，（可不是為目睹她的風采！）卻另有

話說。  

聖白麗(Saint Pelagia） 

Abridged from writing by Br.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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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諾主教悲從中來，邊哭泣邊喊說：「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責任

追求神聖，可是我們的努力 太微弱了！看，這位婦人，卻對自己

演藝事業的追求，下不少努力，更達致成功！她細心打扮自己的

外表，為了在人眼前顯得華美，可是，多少人不理會自己靈魂的 

狀態，沒想過在天主前的表樣是如何！」  

  大概聽到主教這番話的人，都覺得奇怪，因為喜愛白麗的人

有不少，但指責她的也很多；主 教所說的，卻沒帶有批評她的成

分。也許是這樣，第二天白麗專程再去聽農諾主教講道，他正好

在討論最後審判。白麗聽後感動不已，立刻把身上的金銀珠寶都

除下 來，不但說要拒絕物質主義的生活，還要求領洗入教。  

  幾天後，白麗真的改變了生活方式，她離開了僕婢及情人，

也放棄價值不菲的 衣服及首飾。主教農諾建議她先變賣東西，接

著要明智地分散給窮人。她後來更剪下秀髮，換上粗麻布做的大

袍，把身段都蓋起來後，獨個兒到耶路撒冷，女扮男 裝，成為修

士，立志過一個深山隱居的淡泊生活。人們看這位修士，沒有鬍

鬚，還以為是長不出鬍子的男生而已！  

  白麗皈依是因她感到主教的慈祥接納，原來，天主透過主教

向她招手，導她悔改。主教沒有贊同她豪華的生活，而清楚她的

行為和為人。白麗皈依後，女扮男裝，完全放棄往昔的奢華生

活。  

  或許，我們的生活都是一樣，沉迷於某些東西，無法自拔，

甚至意識不到。原來，絢爛只是燈火闌珊的幻影，聖人就在幻影

燈火闌珊處告訴我們，天主慈祥地接納罪人，眾人悔改，就在幻

影燈火闌珊處成為聖人。願主賜給你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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