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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禧年          教宗方濟       

 

 

若我們注視耶穌和祂慈悲的目光，我們便體驗到至聖天主聖

三的愛。耶穌被父所派遣的使命，就是要把天主愛的奧祕彰

顯無遺。若望是聖經中第一及唯一一位明認「天主是愛」

（若一4:8，16）。這愛如今在耶穌整個生命成為可見的，可

觸摸的。祂本身無非就是愛，白白交付的愛。耶穌與前來尋

找祂的人建立獨一無二的關係。耶穌所行的神蹟，尤其在罪

人、窮人、邊緣者、病人、受苦者面前，都是慈悲的教導。

在耶穌內，一切都述說慈悲。在耶穌內，無處不是憐憫。 

耶穌眼看群眾跟隨祂，知道他們已筋疲力盡，困苦流離，就

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參瑪9:36）。在這憐憫之愛的基礎

上，耶穌治癒被領到祂面前的病人（參瑪14:14），又以寥寥

可數的餅和魚飽飫大量群眾（參瑪15:37）。在這些情景下，

什麼打動耶穌呢？無非是由於慈悲；耶穌因而透視祂所接觸

的人的心，並回應他們心底的需要。當耶穌遇到納因城寡婦

為獨子送葬，耶穌為這哀慟的母親所受的極大痛苦而動了憐

憫之心，於是耶穌復活那寡婦的兒子，把他交還了他的母

親。（參路7:15） 
 

在革辣撒人的地方，耶穌驅逐魔鬼，釋放那附魔的人以後，

耶穌打發那人說：「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給他們傳述

上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怎樣憐憫了你」（谷5:19）。瑪竇

的被召，也是被安排在慈悲的背景下。經過稅關，耶穌注視

瑪竇。這注視充滿慈悲，以至寬恕了那人的罪；他是個罪人

和稅吏。縱使門徒非議，耶穌卻召叫了他，作為十二人之

一。可敬的聖伯達註釋這段福音，寫道：因憐愛而被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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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rando atque eligendo）──耶穌以慈悲之愛注視瑪竇，

並揀選他。 
 

在有關慈悲的比喻中，耶穌揭示天主的本質如同一位父親，

從不放棄，直到祂以憐憫和慈悲寬赦過錯，克勝拒絕。我們

都熟悉以下三個比喻：亡羊、失錢、浪子（參路15:1-32）。

在這些比喻中，天主常被形容為滿懷喜樂，尤其在祂寬恕罪

過時。在這些比喻中，我們找到福音和我們信仰的核心，因

為慈悲被形容為能克勝一切的力量，使內心充滿著愛，並藉

寬恕帶來安慰。 
 

從另一比喻，我們找到基督徒生活的一項重要教導。伯多祿

問需要寬恕多少次；耶穌回答他說：「我不對你說：直到七

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瑪18:22）。接著耶穌講了「惡

僕」的比喻：僕人被主人催還巨債，他俯伏在地求主人開

恩。主人動心把他釋放，也免除了他的債。隨後僕人遇見一

位欠他小額的同伴，同伴俯伏在地哀求開恩，但第一位僕人

拒絕了，且把這位同伴關在監裡。主人聽到這事，感到氣

憤，叫來第一位僕人，說：「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

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瑪18:33）耶穌最後說：「如果你

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

們。」（瑪18:35） 
 

這比喻帶給我們眾人深刻的教訓。耶穌確認慈悲不單是天父

的行動，更成為分辨誰是天父真正子女的準則。簡單來說，

我們都被召去顯示慈悲，因為我們都先被慈悲地對待了。慈

悲之愛的最清楚表達，就是寬恕過犯，而為我們基督徒，更

是責無旁貸，不可推諉。寬恕，有時看來多麽困難！但是寬

恕已被置於我們脆弱的雙手裡，為使我們心靈獲得平安。人

必須放下憤怒、憤恨、暴力及復仇，才能喜樂地生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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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當留心宗徒的訓誨：「不可讓太陽在你們含怒時西

落」（弗4:26）。耶穌把慈悲看成生活的理想，及測試我們

信仰真偽的準則，我們要特別聆聽耶穌的話。祂說：「憐憫

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5:7） 
 

我們從聖經見到，慈悲是表達天主對待我們的關鍵詞。天主

不局限自己於單單申明祂的愛，且要把祂的愛成為可見的、

可觸摸的。愛，從來不可以只流於抽象概念。愛，基於其本

質，具體流露於日常生活的意向、態度及行為。天主的慈悲

就是祂對我們每一位慈愛的關顧。祂自覺有責任，意思是，

祂渴望我們幸福，並願意看見我們開心，充滿喜樂和平安。

這是基督徒以慈悲之愛所必須走的旅途。正如父去愛，祂的

子女也去愛。同樣，父是慈悲的，我們也蒙召叫，以慈悲彼

此相待。 
 

慈悲正是教會生活的基礎。教會的一切牧靈活動都應專注於

對信友那份體貼，讓信友體驗得到；教會在世界中的宣講和

見證絕不能缺少慈悲。教會是否可信，在於教會如何展示慈

悲和憐憫。一方面，我們被誘惑，只注重公義，卻忘記公義

只是必須又不可或缺的起步。教會需更進一步，追求更崇高

和更重要的目標。 
 

我們不要忘記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第二份通諭《富於仁

慈的天主》的偉大教訓。請大家留意其中兩段。首先，聖若

望保祿二世提出，在今日的文化環境中，我們已忘記了慈悲

這主題：「現代人的心態，似乎較過去人的心態，更加與仁

慈的天主相對立。」事實上，現代人由於科技的龐大發展，

人已史無前例地變成大地的主人，征服了大地，支配了大地

（參創1:28）。這種對大地的統馭，有時被片面的膚淺解

釋，致使似乎沒有給『仁慈』留有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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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聖若望保祿二世大力推動，今日世界需要更迫切的宣

揚和見證慈悲：「慈悲是友愛他人的一項要求，為造就合乎

人性的一切，而這一切，正如許多當代人憑直覺所見，正面

臨威脅，危機重重。尤其是在這教會和世界歷史所面臨的艱

難和關鍵時刻。」把人帶到救主的慈悲之源，教會才活出她

真實無僞的生活，作為救主慈悲之源的信託者和分施者；這

慈悲是『造物主』和『救世主』的驚人屬性。教會受委託傳

報天主的慈悲；這慈悲是福音跳動的心，必以自己的方式，

貫穿每人的心思。基督的淨配必須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以

仿效天主子，主動去接觸每一個人。今日，教會既肩負新福

傳之責，必須以新的熱忱，及更新的牧民行動，一次又再次

提出慈悲這主題。為了教會，又為了她所傳揚之訊息的可信

性，教會絕對需要活出慈悲，見證慈悲。教會的語言、態

度，必須傳達慈悲，好能觸動所有人民的心，再次啟迪他們

尋找回歸天父的途徑。 
 

教會的首要真理就是基督的愛。教會成為這愛的僕人，將這

愛通傳給所有人：這愛是樂於寬恕的，並甘願把自己交付。

因此，那裡有教會的臨在，天父的慈悲就有了佐證。簡而言

之，在我們的堂區、團體、協會和運動，那裡有基督徒，人

就應該找到慈悲的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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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Fr. Paul Goda 
 
 

Let me use the same title that Fr. Rose used last year.  Do no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We should pray that statement for 
ourselves in the context of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and, 
indeed, Easter.  Jairus comes to Jesus and says, “My daughter is 
at the point of death. Please, come lay your hands on her that she 
may get well and live.”  Jesus goes off with him but someone 
comes to say to Jairus, “Your daughter has died; why trouble the 
teacher any longer?”  And then we have Jesus’ affirmation, 
“Disregarding the message that was reported, Jesus said to the 
synagogue official, “Do no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I have always had a problem with that word, “just” in its use 
here.  As an adverb, “just” can mean a lot of things but here it 
seems to mean “merely.”  And I have a difficulty with that for I 
think that “just” here means “actually, really, positively.”  The 
act of faith is notas easy as “merely” have faith. 
 
We live in history, in time.  We are always going from one 
situation to another.  Faith is meant to transcend all those 
situations by being a lasting attitude.  That attitude is a compound 
of believing life is a gift and a trust that ultimately all will be 
well,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in this life. 
 
Not long ago when I was offering Mass in jail, just after the 
consecration, the most sacred part of the Mass, one of the inmates 
suddenly asked, “Why do you believe in God?”  I decided it was 
important to answer him and after a half-minute reflection 
thought back to a notion that has always been a foundation with 
me.  I answered, “I think that life is a gift and if it is, then there is 
a g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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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at giver has left us free and made us free, subject to our 
own whims, subject to history and subject as well to the changes 
of the material world, falls and illness and genetic disorders and 
on and on. 
 
And that is the problem of our celebration of Thanksgiving as a 
national holiday.  I write of this even though Thanksgiving has 
passed. But Christmas is tied up with Thanksgiving.  Our national 
holiday is as subject as anything else to the mixed nature of 
history.  One of my Jesuit brothers gave a homily a few days ago 
in which he spoke of the history of Thanksgiving in America.  He 
suggested that Thanksgiving has been made “pretty” by our 
selective memories.  We prettify its origins as a feast of Pilgrims 
and Indians celebrating together.  On the contrary, he quoted an 
article, “The True Story of Thanksgiving,” which stated in 1637, 
“the Massachusetts Colony Governor, John Winthrop, 
proclaimed … a Thanksgiving” to celebrate the safe return of a 
band of heavily armed hunters, all colonial volunteers …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 what is now Mystic, Connecticut where 
they massacred 700 Pequot Indians, …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 knew of the wars between the Pilgrims and the Indians at that 
time but I had never heard of this kind of foundation of 
Thanksgiving.  Naturally, I went to the web and found that our 
modern Thanksgiving tradition is dated to a 1621 celebration at 
Plymouth.  It was prompted by a good harvest.  The sparse 
sources seem to agree that Indians were present at this feast. 
 
The sources again agree that thereafter, the Pilgrims engaged in 
the Pequot War in alliance with some native tribes against the 
Pequot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essay, I will not engage in 
determining who was right and who was wrong.  The sources do 
say that the Pilgrims were aggressive and obviously were better 
armed. 
 
My point is the mixed nature of human history.  Believers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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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ixed nature of history as sin.  The origin of Thanksgiving 
shared in that sad mixture. 
 
Our struggle on this earth is to overcome that history of sin as 
best we can.  And that brings up the other side of faith, that 
ultimately all well be well.  Granted that all will never be 
completely well within history, our faith can give us hope. 
 
For a Christian believer, faith is also in someone.  Our faith is 
mediated by Jesus who comes from the Father to send the Spirit 
upon us.  We are meant to share the inner life of God, within 
history, for as St. Paul put it, we are saints now, we are God’s 
children now. 
 
And therein is the message of Christmas in the midst of our 
ongoing, difficult history. We have to put Jesus’ life together in 
our own.  As a poem by Steve Turner put it in Christmas is 
Really for the Children, we love Christmas because it has all 
those great symbols of babies and shepherds and “hints of rich 
perfume.”  But Easter, suggests the author is “not really for the 
children” because: 
  
It has whips, blood, nails, a spear and allegations of body 
snatching. It involves politics, God and the sins of the world. 
It is not good for people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They would do better to think on rabbits, chickens and the first 
snowdrop of spring. 
 
Or they'd do better to wait for a re-run of Christmas without 
asking too many questions about what Jesus did when he grew up 
or whether there's any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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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偶感                     _____Melissa Poon 

                                                                     

 

聖誕節快到了，我們應該懷着一個喜樂的心情來迎接聖誕節

的來臨，準備好一個慈祥，温暖，充滿愛的心來迎接婴孩耶

穌。雖然最近在新聞報導會聽到有些人不知為何原因，竟然

會亂傷害人及 亂殺害無辜者。大家聽到後都覺得非常心痛，

一連串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便湧上腦子裏。甚至有些人覺得這個世界好黑暗，

已走向滅亡，已無藥可救了。大家都好想找個答案，想辦法

來解決及制止這些暴行。 
   

為了這個意向，最近我會盡量抽時間去朝拜聖體，我跪在主

耶穌跟前，誠心向祂禱告，祈求祂可憐世人，拯救這個混亂

的世界。在某一次朝拜聖體時，我向主耶稣禱告後，我静默

片刻，想聆聽主對我的說話。在我的腦海裏突然浮現一個現

像:有位朋友告訴我，他買了一幅名畫，放在家中的大廳，他

請我去欣賞。 

當我們進入客廳後，我見不到名畫，只見到好像有一個木的

晝架放在牆上，沒有色彩，絕不吸引我的興趣。  

當我的朋友走近時，他把晝返過來，果然是一幅非常高水準

的油畫，無論在構圖上及色彩上都很悦目，非常富有欣賞的

價值。 
  

朋友對我說: 「我的女兒知道我很喜歡帶朋友來欣賞我新買

回來的油畫，於是她同我開還笑，她故意惡作劇，把油畫返

轉，不讓我們一進入客廳，便可以欣賞這幅美麗的油畫，她

喜歡倒亂，可能是我寵壞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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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腦海裏的景像使我明白，上主創造了這美好的世界，就

如名畫家晝了一幅名畫。我們每時每刻都接受上主的恩賜，

我們要感恩，其實如果我們用纸筆寫下上主所賜给我們的一

切，我們便發覺自己是多麽的幸福呀！於是我對主耶穌說: 

「主，現在我明白了，這名畫就像我們的世界，我們要站在

名畫前看世界，就會覺得世界的美好，其實每天都有很多好

的人，好的事發生在這世界上。我們基督徒也要加入好人的

隊伍，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把愛，平安與喜樂帶给身邊的

每個人。而名畫的背後代表那些生活得毫無意義的世人，內

心充滿仇恨，破壞，製做分裂。我們基督徒不能袖手旁觀，

用我們的好榜樣，愛心及祈禱，去感化他們吧！我們每人都

從自己做起，把愛的種子，基督的光，傳揚散佈開去，期望

冰冷殘酷的心得以悔改。 
 

以下有兩则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1. 一位母親問她五歲的兒子:「如果媽媽和你一起出去玩， 

      我們渴了，又没帶水，而你的小書包裏恰巧有两個蘋 

      果，你會怎麼做呢 ?」 兒子想了一會兒，説: 「我會把两 

      個蘋果都咬一口」。可想而知，那位母親有多麽的失 

      望。她本想像别的父母一樣，對孩子斥責一番，然後再 

      教孩子怎樣做，就在話即將說出口那一刻，她忽然改變 

      了主意。母親摸摸兒子的小臉，温柔地問: 「能告訴媽  

      媽，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 兒子眨眨眼睛，一臉的童 

      真: 「因為...因為我想把最甜的一個蘋果给媽媽 !」 這  

      時，母親的心裏充满着温暖。 
 

2. 父親在洗車, 兒子拿起小石頭在車門晝起来。父親見此大

怒, 一手把他推開，兒子跌在地上，手部受了傷，被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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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證實手指骨折了。兒子面對父親，輕聲説道: 「爸

爸, 手指會好的, 不要担心。」父親内心無比自責。  

 

回到家裏，父親正想試圖抹去兒子在車門晝的痕跡，當他走

近一看，看見兒子晝的痕迹寫着: 「爸爸，我爱你！」 

  

以上兩個小孩子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小孩子是多麼的纯真，

多麽的可愛，他們的內心充滿着愛。也提醒我們處世做人，

學會聆聽是一種成功智慧。有些事是否在看清楚，想明白以

後才作決定，才不會傷害別人，這樣做便會更好的。 
 

聖誕節快到了，讓我們也懷着一颗纯真，可愛的柔軟心去迎

接我們的婴孩耶穌，小婴孩耶稣一定會很開心，祂會向我們

報以又甜美又可愛的微笑，那麼我們是多麼的幸福呀! 

 
 
 
 
 
 

用歌聲和祈禱來讃美上主          

                                                                

______Sylvia Law                              

 

 

 感恩節和聖誕節的意義是很深遠的.  這些節日要感恩，要讚

美上主賜給我們的恩惠，要多些祈禱和唱聖詩.  在這些節日

中我們要更加團結.  只有用這種精神才能令世人感到世界是

充滿愛，感到世人都有互助互惠的精神，因此會帶來世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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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希望. 耶穌的來臨是帶給世人愛，真理和美善. 這種感覺

令各人領悟到天主賜給我們無盡的福氣和恩寵. 

 

最近一位住在溫哥華的聖保祿舊同學來探我，送我一隻聖保

祿歌詠團灌錄的碟.  所有的歌是獻給世人，尤其是送給所有

任神職的人，多謝他們對各人的教導和指示. 其中我最喜歡

的是 "Sing all together now” 和 "Angel's Carol”.  在後者的歌

詞中：”He will bring new light to a world in darkness, like a bright 

star shinning in the skies above; He will bring new hope to the 

waiting nations, when he comes to reign in purity and love."  大意

是天主會帶光明給這充滿黑暗的世界, 就好像一顆發光發亮

的星星在天上照耀, 天主將會用真純的愛來統治.  這也是我的

心聲， 一定要用仁慈和真正的愛才能令世人感到溫暖. 

讓我們用歌聲和祈禱，用愛心來讚頌上主. 我相信天主的慈

悲和寬恕的心會觸動更多人的心靈. 

 

 謹祝各位神職人員和教友們聖誕快樂！身體健康！天主保佑

世界各人平安！ 
 
 
 
 
 

    聖依納爵傳承的友誼     

                                               連聯波(Joe Lin) 

 

在11月中和Lesley參加了耶穌會退省，題目是聖依納爵傳承

的友誼，由Fr. Howard Gray, S.J. 講解和帶領。 

說到耶穌是我們的朋友，便問Fr. Howard在聖經裡面耶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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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而在生活中我們也有敵人，甚至在我們的華人團體中

我們也曾經背後受人惡意批評和是是非非的攻擊。Fr. Howard

的忠告是無論別人言行如何不對，我們也不能和他們一般。

接著Fr. Howard建議團體各人做神辨 (discernment),神辯3個分

裂我們團體的主要原因，和3個團結我們團體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退省中關於友誼的筆記，和大家分享。主佑！ 

Some Notes on Friendship in the Ignatian Tradition, November 14, 

2015  

Jesuit Institute for Family Life  

Our Christian Context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in the Christian Life rests on a tradition that is historically 

both secular and religious, rooted in human life and confirmed in 

Scripture.  Friendship is a human gift that is elevated by grace.  One 

author describes friendship as "the mutual good will of two persons 

who accept each other profoundly in view of reciprocal 

growth" (Michael SA.  Driscoll, "Friendship,"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edited by Michael Downey, 422).   

Friendship is celebra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faithful friend is 

a sturdy shelter; he who finds one finds a treasure" Sirach 6:14; 

David and Jonathan, Naomi and Ruth, the Lord and Abraham and the 

Lord and Moses. In the New Testament friendship is a gift that God 

has extended to all humankind (Tit 3:4); Jesus appears a friend to all 

kinds of people,  saint &  sinner,  the self-righteous and the self-

defeated, men and women,  Gentiles and Jews (e.g.,  Luke 15),  At 

the Last Supper Jesus clearly calls his disciple friends not slaves 

(John 15:15)   

Our religious tradition builds on the fidelity,  trust-in,  and 

faithfulness to describe good friendships The standard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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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of spirituality divides the history of friendship into these 

categor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in scripture,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spiritual friendship. Other classifications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the friendship:  eros (sensual love), phllia (love spirit), 

storge (familial affection), and agape (sacrificial love).   

In the Ignatian tradition love is both a context where we begin 

(created out of love in the Principle & Foundation) and where we 

end (we can return God's love as in The Contemplation to Attain 

Divine Love).  Indeed,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how to love all cre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love we carry in our hearts for God's very self.  

Some statements about love in our tradition:  

•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and where you live, I will live;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Where you 

die, will I die, and there will l be buried." (Ruth 1:16.17).  

Accompaniment 

• "If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angel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only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an fathom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but I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Corinthians 13:1-2),  Priority 

• "And you, my son Solomon, know the God of your father, 

and serve him with single mind and willing heart; for the Lord 

searches every mind and understands every plan and thought. If you 

seek him, he will be found by you..."  (I Chronicles 28:9).  Seeking 

• "This blessed friend is Jesus; it is his will and plan that I 

hang on to him,  and hold tight always,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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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ether we are filthy or clean is all the same to his love.”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evine Love Incarnation  

• “I didn't know myself well and still don't.  But I did know, 

and know now, the few people I loved and trusted” from Walter 

Stegner's Crossing to Safety. Ambiguity  

 

The Community of Friendship  

• Being the Good Samaritan (Luke 10: 25-37 the narrative that 

illustrates   

• The levels of Hospitality (Luke 10:38-42) the narrative about 

how to care for the friend 

• 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 in friendship: Luke 18:15-17; 

Luke 7: 24-50:  Luke 19.1-10; Luke 23:39-43-age, sinfulness, past 

history, and dying alone.   

• Repairing broken friendships:  Luke 24:13-35 and John 21  

 Jesus no longer belongs to the past but lives in the present and is 

projected towards the future; Jesus is the everlasting "today"  of 

God” (Francis I. “The Light of Faith”). 

 

 

 

 

   泡茶之道                                     __Andrew Mak 

 
有一天，熱戀中的阿儀跟男友阿偉在茶餐室用餐，為了某些

話題，意見分歧，一輪爭吵後，阿偉憤怒離開，留下阿儀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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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阿儀的心情，當然很壞，越想就越氣憤，手中的檸檬茶 

被她不停地攪動，連檸檬皮和檸檬肉也攪成碎片，檸檬茶變

成混濁，檸檬皮的味道使得檸檬茶變得苦澀，這杯茶喝不下

去。 
 

阿儀心想既然檸檬皮的味道是苦澀的，阿儀就叫茶餐廳侍應

叔叔為她換一杯沒有檸檬皮的檸檬茶，就會沒有苦澀味。 

好快侍應叔叔就為她拿來另一杯檸檬茶，阿儀一看，這一杯

檸檬茶的檸檬意然仍有檸檬皮，於是她問侍應叔叔為何清楚

說明不要檸檬皮，但這杯檸檬茶仍然有檸檬皮？ 

侍應叔叔用好堅定的眼神對她說：「檸檬茶的苦澀味，問題

不在檸檬皮，而是泡檸檬茶方法與態度。」 
 

侍應叔叔的回答令阿儀呆了一呆後說：「你好像想向我說明

什麼。」 

侍應叔叔答：「如果你能耐心泡檸檬茶，檸檬皮的苦澀混合

檸檬肉的酸味，會在12小時後味道變得甘甜。人生處事的態

度也許一樣，一迅間會是苦澀的，但經過耐心的等待，又會

有另一種的味道。」 
 

阿儀回家後，就依侍應叔叔的話，試試泡一杯他檸檬茶，12

小時的確不是一陣子的時間，阿儀耐心地等待著…。 

等待期間門鐘響起，阿儀開門見到手執鮮花的阿偉，阿偉向

阿儀道歉，阿儀請阿偉入屋與他分享泡製已久的檸檬茶及

『泡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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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傅天娜日記有關上主慈悲         唐修女翻譯 

 

                                                     

認識主的幸福 

 

默想: 

認識了天主，認識了神聖的生命，心中充滿何等的幸福！我

的心願是要與全人類分享這份幸福。我不能把幸福獨鎖於自

己心坎中，因為祂的火焚燒著我，使我的心懷與六腑爆裂成

碎片。我渴望踏遍天涯海角，向萬民講論天主偉大的慈悲。

(日記, 491). 

神父們，請助我完成這心願，用你們認為最有力的言辭去宣

講祂的慈悲，因為每一個字都不足以形容祂真正的慈悲如何

深厚。(日記 491). 

 

渴望認識耶穌 
 

默想: 

我對祂了解愈深，便愈渴望愛祂，我愛祂的熱情，燃燒得愈

來愈炙熱 (日記 525)。 

耶穌讓我知道，我該發問更多問題，尋求祂的忠告 (日記 

560)。 

我認識袮愈深，渴望袮的情便更熱切 (日記 591)。 

 

什麼使靈魂偉大 

 

 默想： 

我熱切期待主的來臨。我的心神十分熱切。我熱切期望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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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都認識主，我要準備萬國迎接降生聖言的來臨 (日記, 

793)。 

有誰能想像和明白袮心中所傾流的慈悲其深若河？(日記 

832). 

耶穌，袮讓我知道，讓我了解，什麼使靈魂偉大：不在於偉

大的事業而在於偉大的愛 (日記 889). 

 

知道一切都依賴祂的旨意 

 
默想 

祂使我深深明白，所有事情都取決於祂的旨意，祂也准許一

些困難發生，讓我們藉此立功，清晰表現我們的忠誠。因

此，我獲得受苦及克己的力量。(日記 1409). 

『耶穌，求袮賜我理智，非凡的理智，只為使我更認識袮；

因為我越認識袮，就越熱切愛慕袮』(日記, 1474). 

 

停一停，看看天 

 
默想 

啊，一切事物都把人拖向塵世！但活潑的信德把靈魂置於一

個較高的領域，把自私*的心置於適當的位置上，那就是

說，最卑微的位置(日記 210). 

我不應該讓自己迷失於工作的忙亂中，但要稍微休息，仰視

天國 (日記 226). 

你這工作的日子和單調的歲月啊！對我來說，你一點也不單

調，因為每一分秒都為我帶來新的恩寵及行善的機會 (日記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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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袮終日 

 

 默想: 

我寧願在修院中作最卑賤的苦奴，也不願成為俗世的女皇

（日記254）。 

耶穌，當袮在聖體內臨於我心時，袮偕同聖父、聖神紆尊降

貴，來到我內心的小天堂居住，我竭力終日陪伴袮，即使一

瞬間也不願留下袮獨處（日記486）。 

熟睡時，我把每一個心跳奉獻給祂，睡醒時，我無言地沉浸

在祂內（日記486）。 

 

每日朝拜與感謝天主 

 

默想: 

早上醒來我朝拜天主聖三一會，感謝天主垂賜我又一天，好

讓聖子降生的奧跡又再我身上重演，祂的苦難又可再我眼前

展現。（日記486） 

我與耶穌形影不離，祂的臨在與我處處相偕。（日記486） 

 

沉浸在慈悲的光華中   

 

默想: 

唯獨愛有意義，它把我們最微小的行為高舉，直到無窮無

盡。(日記 502). 

我主耶穌，我的力量，我的平安，我的憩息，我的靈魂每天

都沐浴在袮慈愛的光華中。天主啊！我一生中沒有一刻不感

受到袮的慈悲。我一生什麼也不仰賴，只仰賴袮的無限仁

慈。主啊！它是領導我生命的指引，我的靈魂充滿天主的慈

悲。(日記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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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努力作耶穌的伯達尼，好讓祂辛勤工作以後可以在這裡

憩息。（日記 735) 

 

每一分秒都在永恆的光輝中 

 

 默想: 

每次作出重要的行動前，我會靜下來，思考著行動與永生有

何關係，以及我行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光榮天主？或是為

自己靈魂的益處？或是  

為了其他人靈的益處？如果我心是肯定的，我就會堅決不移

地實行，無視任何障礙或犧牲。（日記1549） 

我的耶穌，我發現我一直跟隨袮走過人生的所有階段：童

年、青年、聖召、使徒工作、大博爾、革責瑪尼；現在我已

和袮在加爾瓦略。（日記1580） 

 

慈悲之主與受苦的人靈對話 

 

默想: 

耶穌：可憐的人靈，我看見你受了許多苦，甚至沒有氣力與

我交談。因此，我對你說。雖然你非常苦，但不要沮喪或絕

望。我的孩子，你要告訴我，是誰敢傷害你的心？告訴我一

切，真誠地與我交往，向我展示你心中所有的創傷，我會療

癒它。你的痛苦將成為你成聖的根源。（日記1487） 

人靈：（你的回答） 
 

祈禱：主耶穌，我在痛苦中向袮展示我受傷的心，以便你治

癒。願我的痛苦成為我成聖之源。 
 

慈悲之主與受苦的人靈對話（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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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耶穌：我的孩子，不要氣餒。我知道你對我有無窮的信心。

我知道你認識我的良善及慈悲。讓我們詳談，討論各種重壓

你心的事。 

人靈：（你的回答） 
 

耶穌：隨便地，像朋友和朋友之間般和我交談。我的孩子，

告訴我，什麼阻礙你邁向成聖之道？(日記 1487). 

人靈：（你的回答） 
 

祈禱: 

主耶穌，幫助我自由地向袮訴說壓在我心頭的事。同時也幫

助我聆聽袮，告訴我在這些痛苦情況中應如何回應。 
 

慈悲之主與受苦的人靈對話（第三部分） 

 

默想: 

耶稣：是的，我的孩子，这一切都很痛苦。然而，除非經過

十架之路，誰也不能進天國。我已首先走上這條路。你必須

知道，這是最穩妥的捷徑。 
 

人靈：（你的回答） 
 

耶穌：這是因為你不屬於這世界，所以世界仇恨你。世界先

迫害了我。迫害是一個標記，表示你正忠誠地追隨我的步

伐。(日記 1487). 

 

人靈：（你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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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耶穌，幫助我從感性上接受我理性上所知道的事，即十字 

架是到天國的唯一肯定的捷徑。袮首先走上這條路。賜我勇

氣跟隨袮。 
 
 
 

慈悲之主與受苦的人靈對話（第四部分） 
 
 

默想: 

 

耶穌：很好，我的孩子，這次你告訴我很多事情。我明白不

被諒解有很多痛苦，尤其是當那些不諒解你的，是你所愛的

人及你坦誠對待的人。然而，當你發現我了解你所有的困擾

和考驗，應感到滿足。無論如何，你對我的代表充滿信心，

使我悅樂。由此，你要明白，沒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另一個人

靈，這是超乎人的力量。因此，我留在世上，安慰你悲痛的

心，堅強你的靈魂，使你不會躊躇不前。你說深沉的黑暗正

籠罩你的思想。可是，這時你為何不走近我？片刻之間，我

的光明可以把聖善的知識灌輸給你的靈魂，比任何書籍還要

多。(日記1487). 

 

靈魂：（你的回答） 
 

祈禱: 

 

耶穌，謝謝你明白我的困擾與痛苦。幫助我去袮身邊尋找袮

給我的光明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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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望彌撒有感            

我你他 
 

年少時，在天主教中學上課。因為是男校，通常宗教意識沒

有女學生那樣熱心。當年香港會考，我們本校學生必要選修

教理科(Religious Knowledge,簡稱RK)。才准參加。好啦，要會

考合格，必修RK科可也。 

奇怪，當年會考放榜，我們全班男生的RK科都合格。我現想

來，其中原因：一。聖神助佑；二。大家努力；三。“贴

士”其準(在名校，真有贴士嘅)。大家可能知道多年前，香港

會考都唔容易取得高分數。分為：優，良，常，可，四级。

要想取好成绩，多祈求天主，使自己聰明多點，加上勤力，

更易過關。為何講“望彌撒”又關乎會考？ 

對呀。那是根基故也。 
 

試想，在校中學五年，然後參加會考。五年內必修RK,教理

科嘛。同時在校内上RK班學生要常參與彌撒。養成了親近耶

穌基督的生活方式。中學後，大學内，仍習惯了事事與主相

討。銘記彌撒聖祭是最高奉獻予上主。及要常服務他人。課

餘仍找時間服務附近堂區。後來畢業後，此習惯不改。加上

盡量撥空去參與晨早彌撒。上班族则較難参與每天晨早彌

撒。通常是上午八時半開始。比較主日彌撒短些。程序與主

日彌撒一樣。但祇有一次讀經Reading及福音Gospel。除非是

特別瞻禮, 便有第二次讀經。通常第一次讀經是聆聽舊約的

記載，感動心靈，認識上主的全能及美善。情節很有趣。並

且日日連續，下回分解, 隨着是聆聽福音～天主聖言。跟着

   22 



聽神父每天的講道。得益良多。同時可以恭领救主耶稣基督

的聖體聖血。每天能夠撥出一小時給予天主，參與彌撒，同

時也朝拜聖體，默想，禱告，真賞心樂事也。 
 

若心中有主，生活裏有了依靠與盼望，生命就不致於迷失。

這是對现社會的一服良药。科技越進步，社會越文明，引誘

更多更大更廣闊。 
 

細看之下，參與彌撒是基督徒祈禱生活的重要環節。彌撒中

朝拜聖體，熱心祈禱，鞏固人與天主的關係，多同天主對

話。增進對天主的瞭解，使我們和天主的關係更親密，也就

有更深的信仰啦。任何時間的禱告(彌撒中或日常生活) 是天

主的恩寵也是對天主的回應，需要一份努力。現實生活中的

挫折與困難，都可能變成我們信仰路途上的考驗。公教家庭

如果能鼓勵家中成員，男女老幼，多祈祷，多朝拜聖體, 

勤领聖體，即是多參與彌撒。是最明智的善功也。 
 

講及朝拜及恭领基督聖體，我們真要感謝耶穌基督降生，居

住在我們中間。感谢天主按祂的肖像，創造了獨一無二的

你，我；還召叫我們成為基督的信徒。能跟隨祂是多大的恩

寵。 
 

祝大家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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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不幸」                     _Andrew Mak 

 

 

 

阿偉，今年25歲，大學醫學院首名畢業，他個子高大，樣貌

俊朗，平時總是帶著充滿陽光的笑臉，但是他面上有大片出

生就有的胎記。大家都為他覺得可惜，覺得他很不幸，如果

面上沒有那胎記，就很完美了。 
 

25年前阿偉出生的時候，父親就見到兒子的面上帶有半邊面

的胎記，但父親並未為孩子的胎記而變得傷心，反而積極鼓

勵阿偉。 
 

阿徫日漸長大，每次當他問父親我為何與其他小朋友不同

時，父親都跟阿偉說這是「天使之吻」，天使吻過你所留下

的印記，並非人人都有，你得到特別的恩竉。 
 

如是者，每當阿偉面對新朋友或陌生人，因他的容貌而顯得

驚訝和不自然時，他總會驕傲自信地告訴別人這是「天使之

吻」，請你無需要驚訝。阿偉就在父親的鼓勵之下，生活顯

得比其他小朋友更開心，自信。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這

個胎記對他有著很大的鼓舞，他因為帶有這個「天使之吻」

而常常懷著喜樂之心，成就了今天的阿偉。 
 

究竟，阿偉在我們眼中，是否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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