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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心靈准備聖誕節，讓耶穌會晤我們。-教宗方濟各 

 

信徒要以祈禱、行善和贊美凖備聖誕節，並敞開心靈讓更新

一切的耶穌來與我們相會。 

 

福音中，羅馬百夫長以巨大的信德懇請耶穌治癒他的僕人。

教會在這幾天踏上通往聖誕節的旅程。我們要去會晤耶穌，

因為聖誕節不僅是時間的反復、或對某一美好事物的紀念。

聖誕節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意指我們踏上了這條去會晤上主

的旅程。聖誕節是一次會晤！我們要敞開心靈和生命去會晤

耶穌；充滿活力和懷著信德去會晤耶穌。活出信德並不容

易。在我們所聆聽的福音中，主耶穌對百夫長感到驚訝，對

他的信德感到驚訝。百夫長為了會晤上主，走過一段充滿信

德的路。因此，他不僅與主耶穌相遇，更感受到被上主會晤

的喜樂。我們所期願的會晤正是信德的會晤！ 

 

我們去會晤上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上主來會晤我們。

如果僅僅是我們去會晤上主，我們便成了本次會晤的‘主導

者’；但如果是我們讓耶穌來會晤我們，他將進入我們內，

使我們煥然一新，因為這是基督的來臨。基督的來臨使一切

煥然一新，祂更新心靈、靈魂、生命、希望和信仰旅程。我

們應該懷著這位百夫長的信德踏上旅途，去會晤上主，但更

要讓上主來會晤我們！ 

 

教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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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應該敞開心靈，讓上主與我相遇！讓祂向我說祂要對

我說的話，而非我要祂對我說的話！祂是主，祂會對我說特

別為我的話，因為上主不將我們混為一談，不把我們看作群

眾。絕不是這樣！他會面對面地注視我們每個人，因為上主

的愛不是抽像的愛，而是具體的愛！讓上主會晤我們，意思

就是讓上主愛我們！ 

 

在這段走向聖誕節的行程中，要保持這些使我們受益的態

度：持之以恆的祈禱；施行友愛善行；關懷有需要的人；以

及喜悅地贊美上主。也就是說：祈禱、行善和贊美，並敞開

心靈“讓上主會晤我們”。 

 

 

 

 

 

感恩節 - 感恩                   Winnie Cheng 
 

回想起在美國過第一個感恩節時，真的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那種徬徬徨徨心情，在一羣似曾相識的親人中尋找着那種暖

螎螎感覺。記憶中那只棕紅色的大火雞和桌上滿滿的食物，

總算讓我感受到一點點的溫暖，讓我知道感恩節存在的意

義。 

 

我喜歡感恩節，首先我喜歡感恩節那令人溫飽的晚餐。分散

天南地北的家人，少有的聚在一起，大家去分享日常的點點

滴滴，去感謝一些你以為理所當然而忽略的人和事。就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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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感恩節那天將你平時吝嗇的一句 "謝謝", 真誠的釋放出

來吧。 

 

有人説：忘記是人的天性。當我們來到這世界上，什麼都還

沒來得及做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享受前人帶給我們物質

和精神上的一切成果子。這就是提醒着我們每一個人，要懷

有一顆感恩的心。懷有一顆感恩的心，不是簡單的忍耐與承

受。而就以一種寬宏的心態職極勇敢的面對人生。 

 

 

 

 

 

將 臨 期 的 慶 祝                    Philip Lau 
 

1. 將臨期是聖誕節前的準備期。最初聖誕節只是一個獨立的

節慶，到第四世紀末葉以後，才逐漸引進聖誕節前的某些準

備；第七世紀時某些地區更引進每週數次守大齋 的習慣，因

而以後加強了將臨期悔罪、作補贖的特色。但最初羅馬禮儀

在第七世紀時所強調的是基督的誕生，並如何作禮儀的準

備。 

 

 2. 『將臨期』一詞原拉丁文的意義為『來臨』，依照教會

禮儀的傳統與某些教父的教導，將臨期首先準備慶祝基督的

第一次降臨（祂的誕生），並且準備迎接祂的第二 次光榮的

降來（世界末日）。因此，將臨期是一個歡欣的、精神的期

待時期（參閱梵二：＜禮儀年與年曆總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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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將臨期開始時在某些地方原有較長的時期，到中世紀初

期，則幾乎普遍地定為四個星期（通常三個多星期），包括

四個主日，以將臨期第一主日為開始。這也是整個禮儀年的

開始。 

  

將臨圈（環） 

 

 4. 將臨期間，除了專有的禮儀慶典外，在不少聖堂中，最

近在一些家庭中也引進一種所謂『將臨圈』（A dve n t 

Wreath）的習俗，它雖源自德國基督教會，但已為許多天主

教教堂及家庭接受。無疑的，它極富象徵的意義，能幫助教

友在聖誕前善作準備。 

 

 5. 將臨圈有些地方可以購買成品，也可以自己製作；用鐵

絲或樹的枝條做成一個直徑約四十公分的環，把一些萬年青

樹或其他長青樹的小樹枝捆在環上。然後再裝置四 支蠟燭，

並用紫色帶加以裝飾。亦可在環的正中心放置一支較大的白

色蠟燭，象徵真光基督，在聖誕節來到時點燃。 

 

   6. 用綠色樹枝結成的環，象徵天主無止境的愛及永恆的生

命。綠色也象徵希望：期盼救主的降臨。紫色帶與蠟燭指示

出將臨期中我們應善做準備；每主日點燃一支蠟燭，象徵世

界之光基督的到來逐漸接近。 

 

 7. 將臨圈結好後可置放在一小桌上，或其他合適的地方，

通常在將臨期主日早晨或前夕舉行一點然蠟燭儀式：第一主

日點燃第一支蠟燭；第二主日則再加點第二支，如 此直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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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日；同時配合讀經、祈禱、聖歌。聖誕夜時，可將蠟燭

全部點燃。聖誕後的主日可以舉行一結束儀式。 

 

 

 

 

 

温 暖 在 人 間                            Melissa Poon 
 

每年到了年尾的時間,  許多人的心情都會較為輕鬆,  因為假

期較多,  十一月有感恩節,  十二月有聖誕節,  一月一日是新

年。加上商場上有些節日的佈置,  五光十色,  彩色繽纷。走

進商場,  眼目果然會煥然一新,  大多数的人都會計劃在這些

節日有什麼節目呢?  尤其是聖誕節,  計劃在聖誕日吃什麼風

味的大餐?  送什麼禮物给至愛的親友 ? 大家都懷着輕鬆愉快

的心情來迎接聖誕節的來臨。其實聖诞節是一個很值得纪念

的日子, 主耶穌為人類降生,  我們基督徒應該以怎樣的心境及

態度來慶祝聖誕呢?  送一份什麼的禮物给婴孩耶穌呢?  耶稣

曾說過: ｢你們為我最小弟兄做的, 就是為我做」。 

 

 前幾天新聞報導, 美國有一對慷慨的夫婦 Gary and Roxann 

他們是住在 Arkansas 州,  他們到 Missouri 卅渡假,  曾多次到某

餐廳晚餐時,  经過餐廳的停車場,  看見一部非常破舊的車子,  

車窗關不上, 車身多處曾被碰壞, 車身的油漆已剝落。好像是

一部被遗棄已久的壞車子。在一次晚餐時,  那對夫婦偶然和

侍應生閒談,  談及這部舊車, 原來這部車並不是一部被遺棄的

車子,  而是屬於另一位名叫 Cindi 的侍應生。她每天都是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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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車返餐館工作。  當這對夫婦聽到後,  他們就動了憐憫的

心, 決定要幫助 Cindi。在感恩節的第二天,  當 Cindi 在餐館工

作時,  經理對她说: ｢請跟我到停車場, 看看妳的車子｣。Cindi 

内心很緊張,  害怕自己的舊車子出现問题。到了停車場,  經

理帶着 Cindi 走到一部裝有红色絲帶的银色車旁停下來, 對她

说: ｢這部車是一對很慷慨的夫婦送给妳的聖诞禮物｣。當時

Cindi 很感動, 她對經理說: ｢ 我非常感謝那對夫婦對我的幫

忙, 他們從遠處來, 也不認識我, 還送了一份我最需要的聖

诞禮物给我｣。 

 

當我看完這段新聞後, 内心想, 這對夫婦送了一部車给最需

要換車返工赚錢養家的朋友, 其實他們也是送了一部車给耶

稣, 因為耶稣曾說過: ｢你們為我最小的弟兄做的, 就是為

我做｣。 

 

還有一個感人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晚上, 下着大雨, 有一位婦人在公路上駕

駛時, 發覺車軚出現問题, 當時她很徬徨,心裏想, 現在已

是深夜十二時, 公路上很小車子, 加上现在天氣這麼寒冷及

下着大雨, 誰人會下車幫我呢? 於是她立即祈求上主說: 

｢主, 我的天主, 快來幫我吧! ｣那婦人看到附近有燈光, 於

是她把車子慢慢駛到那處, 然後輕聲按了幾下門鈴, 不久, 

有一位年約九歲的小女孩出來,  那婦人對女孩說: ｢ 我的

車軚壞了,  請妳替我找人換車軚, 我的脚最近受傷, 還未

痊癒｣。女孩说: ｢好, 請等一會｣。 

 

過了大约五分鐘, 女孩從屋內出來, 她拖着一位穿着雨衣的

男仕, 那男仕對那婦人說: ｢ 我现在替妳換車軚, 妳在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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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會吧! ｣由於已是深夜, 加上大雨, 那婦人看不清那男

仕的容貌，婦人坐在車內, 只聽到那男仕換車軚時發出的聲

音, 她也不理會車軚是怎樣的情況。她心裏想, 太晚了, 我

要趕路, 快些把我的車軚弄好, 我會拿十元给他。她在車内

等了二十分鐘, 她有些不耐煩, 於是放下車窗說: ｢ 還要多

少時間才換好我的車軚呢? ｣ 那男仕從車後回答說: ｢ 等多

一會吧! ｣  

 

十分鐘又過去了, 女孩走近那婦人的車旁對她說: ｢亞姨, 

爺爺說妳的車軚巳換好了, 现在還下着大雨, 爺爺叫妳要小

心駕駛｣。那婦人拿出一張十元的纸幣遞给女孩,然後對女孩

說: ｢這十元給妳爺爺, 多謝他替我換車軚。｣ 但那婦人心

裏想, 這人做事太慢, 要我等這麼久才換好車軚。  

女孩對她說: ｢ 亞姨,  爺爺是看不到妳想给他的十元,  因

為爺爺是瞎子｣。然後從車後又轉來爺爺的聲音,  這十元我

不要啦! 妳留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吧。  

 

那婦人心內感動萬分, 她說不出任何說話, 她望着那女孩拖

着瞎眼的爺爺入了屋內, 她才慢慢地驶車離去。腦海裏充滿

着感激的情绪, 感激殘障的爺爺在寒冷, 深夜及大雨的情況

下, 仍然在孫女的陪伴下, 忘我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基督徒看了以上的故事有何感想呢?   

如果我們愛一個人,我們常常都會做一些令他/她喜歡的事。

我們身為基督徒, 每天都應為愛主而活, 生命何等寶貴, 光

陰如流水, 一去不復返。所以我們要珍惜每一分, 每一秒, 

都要為上主而工作, 做一切令上主喜悅的事。把上主的愛分

施出去, 温暖人間。主耶稣曾說: ｢ 你們為我最小的弟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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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就是為我做」。遵照主耶穌的教訓而生活, 生命才有意

義。基督徒應常勉勵自己, 要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基督徒。使

別人看到基督徒的善言善行, 就讚美我們的上主。 

 

 

 

 

 

 

天主能看透人心，我們呢？（一）       

                                                        Andrew Mak 
 

有一對年輕夫婦，他們可以說得上青梅竹馬，婚後丈夫對妻

子愛護有加，妻子覺得好幸福，認為這個幸福會一長永遠，

和丈夫白頭偕老也是理所當然。 

 

有一日妻子早上醒來，為何一向睡在右邊的丈夫 在身旁？

她想起床看看，但身體動不起來，她的右手麻木冰冷，於是

她動動雙腳，但右腳完全麻木，不能動彈。 

 

這時她頓時覺悟，她中了風，下半生可能都要右半邊身殘

廢。她大叫丈夫，原來丈夫不想弄醒她，大清早就靜悄悄的

在廚房預備早餐。 

丈夫急急將妻子的送往醫院，經過醫生和丈夫的惜心照顧，

妻子的頭兩、三個星期，病情穩定好轉，但是右邊身仍然麻

木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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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天天下班後，回家煮妻子喜歡的食物，愛飲的湯，探望

妻子，餵妻子吃飯喝湯，又為妻子按摩，希望妻子快點復

完。但時間一日一日地過，半年了，妻子的手腳，仍然重得

不可動彈。 

 

這個時候，妻子亦覺得丈夫對佢越來越冷淡，來到探望時亦

只顧用手機査看資訊，對佢越來越不關心。亦曾經沒來探

望，她對丈夫越來越不滿，丈夫已經沒像以前，對她呵護備

至。 

 

丈夫沒來的日子，她自己嘗試吃飯上廁所，弄了大半天，結

果吃飯吃得滿床飯菜，上厠所也弄得狼狽不勘，在廁所妻子

看到自己，蓬頭垢面，不忍卒睹。這時候她相信丈夫不再像

以往般愛護她。 

 

有一天，丈夫探望妻子，為妻子送上湯水，妻子用她軟弱無

力的右手，狠狠的把湯水弄翻，使丈夫衣衫濕透。 

妻子要上廁，亦不許丈夫倍伴，自己用拐杖一拐一拐地前

去。 

 

時間一日一日地過，丈夫和妻子的關係越趨惡劣，有一次妻

子掉了拐杖，丈夫只輕輕地說：「拾回它吧！」並未出手幫

助。妻子更加認定丈夫已經不再愛護她。 

 

好困難的幾個月過去了，妻子的淚已經哭乾，現在妻子亦康

復到能夠自理，這也是出院回家的時候，妻子亦都知道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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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丈夫決裂之時，回家路上，心情煩擾，忐忑不安，究竟

丈夫會怎樣開聲與她別離呢？ 

 

＜~反思~＞ 

作為妻子的你，落得如此，可以如何自處？ 

作為丈夫的你，做得如此狠心，該是時候反省了嗎？ 

 

佚名 

 

 

 

 

 

       聖誕節             Anthony Chan                             
 

 

 恭祝你和你全家聖誕快樂！ 

 

今天，許多人缺乏生命的基本需求和被人違棄、也有許多人

生長在沒有聖誕節的國家，他們都體驗不到聖誕節。然而生

活在有聖誕節的國家的人大多數不珍惜耶穌的誕生。每年聖

誕期間的裝飾愈來愈少提起降生成人的耶穌。人們在聖誕節

沉醉消遣、追求物質，但沒有給耶穌留出空間。甚至許多基

督徒也不敢說聖誕快樂，而改口說假日快樂。每次聽到基督

徒在聖誕節説假日快樂，都使我心酸，為耶穌難過。耶穌已

來到了人當中，但人的生活卻像從没有耶穌一樣。究其原

因，是否因為我們没有把耶穌顯示給世界？聖母接受了降生

成人的耶穌到她童貞的胎中，這樣驚天動地的奇蹟今天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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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聖事中同樣發生，我們每次領聖體，也同樣像接受了降生

成人的耶穌。聖母接受了，就讓耶穌在她身上成長，並把耶

穌帶給世界；我們領受了耶穌聖體，也要讓耶穌在自己身上

成長，在生命中活出耶穌，把耶穌顯示給世界。 

  

 我們會羨慕那些前往白冷山洞看聖嬰的牧人，他們親吻聖嬰

的小手，送給他禮物。我們會驚嘆：「有福的牧人啊！」然

而，我們不需羨慕他們，因為我們也沾著同樣的福氣。牧人

們到山洞探望的，和現在在聖體龕內的，是同一個主耶穌。

唯一的不同，牧人是用肉體的眼睛看衪，我們卻是用信德的

眼睛看衪。耶穌最喜悅的，是我們常去看望他。(聖若望鮑思

高神父, 1815-1888) 

耶穌為了我們從天降來，而我們連去探望在聖體內的耶穌也

嫌麻煩，這樣做合理嗎，值得原諒嗎？ 

(聖金口若望, 344-407) 

 

  賢士們朝拜馬槽中的聖嬰，他們懷著敬畏之情叩首在地敬

拜，你現在瞻仰在祭台上的，就是賢士們朝拜在馬槽中的那

位，而你亦明白祂的大能！(聖金口若望, 344-407) 

耶穌向真福富高説：「我以不可想像的美善，不單在我降生

時把我自己給你數小時或數年而已，我現仍在你手中，我會

留下，直到世界的終結。想想我誕生帶給你的無盡福氣，你

能為我服務，可以透過服務你的近人來為我服務，也可以服

務那就住在你附近聖體龕中的我。你不但能服務我，你更能

安慰我。我成為這麼細小、這麼溫柔和的幼兒，向你呼喚：

放心靠近我吧！不要怕我，走過來，給我小孩子需要的：愛

的擁抱。不要害怕，不要畏懼一個在你眼前的溫和嬰兒，一

個伸開雙手給你、向著你微笑的嬰兒。他就是你的天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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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充滿微笑和溫良。不要驚怕。」(真福查理．富高, 1858-

1916)  

 

 聖誕快樂！「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照著聖

母，照著聖嬰……」《平安夜 (Silent Night)》這首動人的歌

曲之所以誕生，原來是因為約在一百年前，德國某個鄉村小

堂區的風琴壞了。 

由於沒有風琴可用，因此主任司鐸說：那年的聖誕夜將會是

一個寂靜的晚上【註 1】。於是他叫司琴的作曲，自己親自

填詞，再請聖詠團在子夜彌撒時把這首讚美詩柔聲地唱出

來。這就是《平安夜》這首聖誕歌的來歷了。 

《平安夜》這首簡單的歌曲，本來唱了一次之後就永不會再

唱了。但由於在聖誕節之後下了一場大雪，修理風琴的人要

等到春天雪融時才能前來。那人把風琴修理好後，順便把留

在風琴上《平安夜》的歌譜帶回了慕尼黑。這首歌就這樣傳

開去了，結果竟成了代代傳頌的名曲。它優美的旋律，溫馨

而柔和的歌聲，真不知感染了多少群眾，觸動了多少心靈！ 

 

聖時不是跟《平安夜》一樣嗎？我們在聖堂裡的祈禱，就像

當年留在聖堂裡的歌譜，天主會把那個小時的祈禱，化為源

源不絕的恩寵長河，惠及普世眾生。靠著天主的恩寵，因我

們守了一個聖時而心靈受觸動的人，會比所有被《平安夜》

所觸動過的人還要多呢。每守一個聖時，天主的恩寵就會傳

遍普世，直到今世的終結，以至永遠。 

 對那些愛祂聖子的聖體的人，天父非常欣賞。由於你尊敬祂

的聖子，即那位昔日降生成人，現在藉聖體聖事而繼續活在

世上的基督，天父將要永遠在天堂上感謝你，愛慕你。 在耶

穌誕生之日，牧人看見耶穌聖嬰躺在馬槽中（路 2 ： 16）。

深深渴望為人所愛的天主，竟化身成了一個非常謙遜溫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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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祂今天在聖體聖事內所流露出來的謙遜與溫良，和祂

在誕生之日所表現出來的，實在完全沒有分別。 

 

天主多麼渴望與人親密結合啊！所以耶穌來到世上，要做個

嬰兒，好讓我們不怕去親近祂，因為脆弱的嬰兒是可愛的，

而張開雙臂求我們愛他的嬰兒，更是有沒法擋的吸引力。 

聖體如同聖嬰一樣，都是那麼溫良，那麼謙遜，那麼充滿

愛，那麼微小，那麼脆弱。聖體中的耶穌邀請我們說：「你

們都到我跟前來……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瑪 11:28, 

29）只有那些謙遜的人才會聽祂的聲音。只有那些心靈像小

孩子的人才會尋求祂在聖體內的聖心。所以耶穌說：「讓小

孩子到我跟前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屬於這樣

的人。」（谷 10:14） 

但是，如果我們不前來朝拜聖體，耶穌卻會傷心，因為祂的

聖心是眾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聖經中的這句話，就是祂

的心聲：「我俯身餵養他們，但他們卻不理會是我醫治了他

們。」（歐 11:3-4）【註 2】 

 

耶穌聖體確能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無論教會生病，或是世

界生病，祂都能醫治。世界雖然亂七八糟，但只要我們親近

聖體中的耶穌，問題便會解決。世界之所以依舊混亂，就是

因為我們不肯去接受祂的邀請，不願和祂親密地結合。昔日

降生成人的基督，為了使我們今日仍能走到祂面前，親密無

間地與祂相偕，於是便來到聖體內，繼續和我們親密地在一

起。「我實在告訴你們：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

國，決不能進去。」耶穌遂抱起他們來，給他們覆手，祝福

了他們。（谷 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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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當我們舉行恆久朝拜明供聖體的敬禮時，耶穌想對我

們所做的事了。聖體就是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

同在」。祂一直懷著無比的謙遜和愛意而「俯身餵養」我

們，是為了能夠像剛才那段福音所記載的那樣，在今天仍然

繼續擁抱、祝福、醫治祂一切的孩子。 

在恆久朝拜明供聖體的小堂，總有一扇常開的門。這表示：

聖體中的基督，張開雙臂，邀請、歡迎、擁抱每個前來的

人。常開的門，和基督張開的雙臂，使每個人對祂都有歸屬

感。那扇常開的門，也讓我們看見聖體光內的基督發出神性

之愛的光輝，從而使我們領悟到「聖言成了血肉」的真諦。

原來在聖體聖事內，天主聖言繼續成為血肉，寄居在我們中

間。在聖體內，猶如在躺在馬槽裡的聖嬰身上，我們都看見

「父獨生者的光榮」（若 1:14），充滿著持久的愛。 

 

所以，德蘭修女說：當我們注視著聖體時，就會明白耶穌現

在如何愛我們。祂這份對你持久的愛是永恆不變的。祂這份

持久的愛促使你將自己的「一切掛慮都託給祂」，因為你知

道「祂必關照」。（伯前 5:7） 

要滿懷信賴，把你的恐懼和焦慮完全交給祂的聖心，以換取

祂賞給你的平安。祂只想你在腦中和心中都聽見這份持久的

愛的聲音。每一個聖時，都該像這首歌所描述的情景一樣：

「今夜普世一片寂靜，現在請挨近我，細心聆聽，領會我的

心意。這不是夢話，當我在你耳邊低語時，我只想你聽見：

我永遠愛你。」 

 由於耶穌的愛是持久的，所以我們仍能唱：「平安夜，聖

善夜，萬暗中，光華射……靜享天賜安眠……」 

那位曾誕生在白冷的耶穌現在聖堂裡張開雙臂，等待著我們

去朝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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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談同性婚姻                         連聯波(Joe Lin) 
 

上回説到近幾年和已是青年的孩子們談論我對 LGBTQ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和同性婚姻的看

法。幾經艱辛由開始的誤解不歡而散，到後來達成共識：包

容不等於支持，接納不等於肯定。 

  

我要強調的是：我不是要審判别人(I am not to judge)，但要説

良心話。我要再強調一點的是：我要勇敢說出天主的國度

（而非地上的國度）和真理（而非地上的法律和時尚），並

且要向下一代說清楚和延續下去。兒子們都認同和答應將來

會說給他們未來的孩子們。我們明白到說良心話是我的責

任，說了怎麼做是別人的責任。 

 

上次引用關俊棠神父（香港教區司鐸）的一篇精彩文章“天

主教與同性戀”，這一回我想介紹教宗方濟各的新書《與教

宗對話：教宗方濟各談信仰、家庭、人生與社會》，和他與

猶太教拉比闡述他們看待同性婚姻的觀點。 

 

以下是一個在台灣的守護家庭官方網站和新書簡單介紹，在

這裡和大家分享。主佑！ 

 

https://taiwanfamily.com/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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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The Advocate, Dec 2103）這個圖片透漏了一個

訊息：反對同性婚的人，仍可被歸類為「友善同志人士」。

美國同志雜誌《Advocate》於教宗方濟各 77 歲生日之際，將

他列為 2013 年的年度人物。雖然方濟各仍反對同性婚姻，但

因方濟各曾表示：「如有人是同性戀，並抱着善意追尋上

帝，我有甚麼資格論斷他人？」與前幾任教宗的言論相較，

在態度上對同志較為友善，因此有幸獲選為 2013 年的年度人

物。儘管如此，在台灣社群網站上，常可看到華語使用者在

引述這篇新聞時，忽略教宗表達友善同志言論的背景、脈絡

以及上下文，以去脈絡化的方式，散播教宗支持同性性行為

及同性婚姻等不實謠言。小編再次強調：「包容不等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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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接納不等於肯定」。大家在瀏覽網路謠言時，務必要釐

清事實真相。 

 

教宗方濟各在暢銷新書《與教宗對話：教宗方濟各談信仰、

家庭、人生與社會》中，與猶太教拉比闡述他們看待同性婚

姻的觀點： 

教宗首先表達尊重個人的私生活。他表示自己「沒有權利將

任何意見強加在別人的私生活上」，「如果天主在創造人類

時 ， 願 意 冒 險 讓 我 們 具 有 自 由 意 志 ， 那 我 憑 什 麼 去 介

入？……我們應當清晰地教導道德、規範與誡命，但是精神

上及牧民方式上的騷擾，則是不被容許的。」 

而之後他明確表達了對同性戀納入婚姻制度的看法： 

（至於制定同性婚姻法律的事）說得更明確一點，這個情況

可以用『人類學的退化』來定義─這是指一個有著數千年歷

史、由自然及人類學建立起來的制度的衰退。五十年前，同

居遠不及現在普遍，『同居』甚至是非常貶抑的名詞。後

來，整個事情完全改變了。現在，雖然從宗教的觀點來看，

未婚同居仍是不對的行為，但一般社會已不像五十年前的一

樣，把它當成負面的事。 

同居絕對無法像婚姻一樣滿全或美好，這是社會學的事實。

因此，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婚姻制度的價值，值得我們去保

衛。為此，在修改法律前，我們提出警告，提醒人們這樣做

可能會對婚姻價值造成損害，我們必須仔細思考所有會被影

響到的層面。 

聖經所表明的自然法則基礎，就是男人與女人的結合。同性

戀會一直存在。希臘的萊斯博群島（Lesbos）以女同性戀者

居住該島而聞名，但是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她們要求婚姻

身分的情形。 

 17  



直到現在這個時期，才第一次出現要將同性戀納入婚姻制度

的法律爭議。我認為這是相反價值觀的人類學退化；我會這

樣說，是因為這是超越宗教的人類學問題。如果他們的結合

屬於私人性質，其他人或社會就不會受到影響；但是，如果

這樣的結合被視為婚姻，並給他們領養孩子的權利，就會有

兒童受到影響。每個人都需要有男性父親與女性母親，那能

夠幫助他們培養對自己的身分認同。 

我要強調，我們對於同性婚姻的主張不是基於宗教原因，而

是基於人類學的理由。當布宜諾斯的市長瑞西歐．梅克利沒

有對法官授權同性婚姻這個判決立即提出上訴時，我覺得我

必須發聲，我自認有義務清楚地陳述我的意見。這是我當主

教十八年來，第一次批評政府官員……政府首長沒有權利將

個人的信念當成法律。 

常常可以聽到的一種反駁是，讓小孩被同性伴侶收養，好過

讓他們在孤兒院或收容所長大。這兩種都不是理想的選項。

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沒有做到他們該做的事……只要看看

孩子在某些管教機構的情形就知道，政府最沒做好的事就是

幫助他們恢復，必須要有非營利組織、教會或其他型態的組

織來照顧他們。政府應該將沒完沒了的領養手續簡化，讓孩

子們有家可歸…政府的一項措施失敗，並不意味可以用另一

項失敗的措施來替代……我們需要的不是一項准許同性伴侶

領養孩子的法律，我們需要的是改進領養的法律。 

 

—————————————————————– 

推薦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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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宗對話：教宗方濟各談信仰、家庭、人生與社會》封

面，希望大家閱讀優質好書！（圖片來源：啟示出版社）  

  

教宗 Jorge Bergoglio、Abraham Skorka拉比合著，〈第 

16 個對話－看待同性戀，從尊重開始〉，《與教宗對話：

教宗方濟各談信仰、家庭、人生與社會》，啟示，初版，

2014年 8月，頁 137-144。 

西班牙文原著於 2010 年出版，教宗時任阿根廷樞機主教。

英文翻譯版本則於 2013 年出版 

 

 

 

 

 

 

這幾年                        Daniel Leung 
 

這幾年，我發覺對人做每一件事若我少一點點的驕傲、自

大，我會客氣多一點。 

 

這幾年，我發覺對人做每一件事若我多一分的尊重，我會做

起事來對事不對人、以事論事、實事求是。 

 

這幾年，我發覺對人做每一件事若我多一分的愛心，我會更

為人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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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學會了時刻都用最大的愛心，來對待每一位弟兄

姊妹和做每一件事情。 

 

這幾年，我學會了每天多次為我愛的人祈禱，為愛我的人祈

禱，也為不喜歡我的人，曾經傷害我的人和會傷害我的人祈

禱。 

 

這幾年，我體會了浪子回頭父親那份愛心、總是期待不肖子

的回頭，不問過去或不肖子回來是否要再分身家，而只是擁

抱、寬恕、接納新的開始，這一切正是天主對我們的愛。 

 

這幾年，我體會過去一生中有時執著一些原則、都是好原

則、但是別人執著別的好原則，而造成一些無謂或可避免的

衝突或傷害而懺悔。 

 

這幾年，我看到基督徒各持十字架，上面寫著公平，正義，

而互相對立，不能也不願意寬恕，卻忘記最大的誡命，最應

執著的原則是「愛上主在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己」。 

 

這幾年，我清楚知道每人的成長歴程都不一樣，遇到別人的

自大、發脾氣、自私、貪心，都知道自己過去也曾做過差不

多的而不會生氣、計較、而是包容、寬恕、接待。 

這幾年，我知道隨時會去見天主。我還要等多久才能放下戰

士的我，而去寬恕、包容和去愛呢？天主經不是明確說明求

主寬恕我如同我寬恕別人一樣嗎? 當我大方包容弟兄姊妹的

過失時，上主不是同樣大方地對待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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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衣颜色的意義          Philip Lau 
  

天主教舉行彌撒聖事時，根據禮儀的要求, 神職人員穿着不

同颜色的祭衣。祭衣颜色分别有 白、红、黑、绿、紫、金 

等色。【宗座的禮儀使用的颜色和普世教會的准則略有不

同】 

天主教曆法將一年分爲五個不同的時期，分别是四旬期、复

活期、將臨期、聖誕期和常年期。而這些不同時期舉行的彌

撒，以不同的祭服颜色来表示。 

 

白色——指纯潔、喜樂、表示信德的勝利。用於復活期和聖

誕期的彌撒。也可以用于重大的節日慶典（苦難節日除外）

以示慶祝。 

 

红色——表示熱愛、殉道，用於纪念耶稣苦難的聖枝主日，

聖周星期五，聖神降临及所有纪念耶稣苦難的日子，宗徒與

聖史節，以及殉道聖人的慶節。 

 

紫色——（紫色的形成是黑色中加红色。因此教会用来表达

希望。）是刻苦、補贖的像徵。用于將臨期和四旬期，新禮

儀運動下建議在追思已亡及其它追思彌撒時使用。 

 

黑色——是死亡、末日的像徵；用於追思彌撒。（在國内外

有時還用，在國外他们已經不使用黑色的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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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生命、希望的像徵。用于常年期的彌撒。 

黄 色 —— 在 教 會 傳 统 中 ， 黄 色 代 表 精 修 聖 人

【Confessor】。由於華夏民族以黄色为尊（例如，皇上的

服装），得到比约十二世的批准，成爲華人專用的颜色。 

 

金色——除黑色以外金色祭衣可代替一切颜色。 

另外玫瑰色可用在將臨期的喜樂主日【Gaudete】及四旬期

的欢樂主日【Laetare】。而蓝色在聖座的特許下可用於有

關聖母的節日。 

  

本文摘自天主教哈爾濱傳教區網頁  

<http://www.bchjh.org/1970/0101/1420.html> 

 

 

 

 

 

天主能看透人心，我們呢？（二）   

                    Andrew Mak 
 

妻子回到家門前，淚水早已令她看得瞇矇，妻子亦作好了心

理準備…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入到家裡，一切都無變，只是多了很多束花，妻子問丈夫為

何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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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說：「如果我一路呵護妳，妳今天就未必能夠照顧自

己，我這樣對你，只是希望激發妳的鬥志，努力鍛鍊，回復

以往一樣活潑可人。」這時候，妻子才明白丈夫的心意。 

 

現實生活中，究竟有無有試過被人誤解呢？而我們想將自己

的意思，加於人時，目的又是否一己私慾？或是如這個丈

夫，為了妻子而又被受誤解受屈？ 

 

佚名 

 

 

 

 

 

 

 

和平的工具              Winnie Cheng 
 

天主使我作你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在有殘害的地方，讓我播

種寬恕，在有猜疑的地方，讓我播種信任。在有絕望的地

方，讓我播種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在有

憂苦的地方，讓我播種的喜樂。 

 

每當我唱這首歌時，我都會問自己我有沒有好好的運用天主

賜給我的工具呢？做了天主的子女四十多年，心想我沒有對

人有什麽仇恨，是不是代表已在播種仁愛，我沒有殘害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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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是也代表在播種寬恕呢！總之，以為自己沒有做傷

天害理的事，就已是做和平的使者。其實，要成為有信德的

基督徒，不但要在平時的言行舉止上有天主的聖愛，而最重

要的是要時時刻刻把這信德傳送到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我不企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我不企求他人諒解，

只求諒解他人。我不企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有時

覺得要做到這幾點真的好難，但感謝聖母媽媽的帶領，我相

信我一定可以做到天主工具的使命。因為我清楚知道我在施

捨和寬恕他人時，我也在接受拖予和寬恕。 

 

主啊！祈求你賜給我一顆善良的心使我懂得如何作你的和平

工具。 

 

 

 

 

 

 

 

 

將臨期偶感                 撰錄: 我你他 

 

每年十二月我們都準備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正好讓我們回

顧一下過去一年 在神修生活上的進展，看看在對人對事方

面的功過。 

 

就在此節錄一段醒世良言(作者佚名) 供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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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者必謙和，大善者必寬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

善者才斤斤計較。有大氣者不講排埸，講大排埸者露小氣

相。大才樸實無華，小才華而不實。大成者謙遜平和，小成

者不可一世。真正優雅的人，必定有包容萬物，寛待眾生的

胸懷。真正高貴的人，面對强於己者不卑不亢，面對弱者平

等視之。你恨的人要寬恕他/她。你愛的人今生要好好對他/

她，將來在天國共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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