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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ER AND A BAPTISM.   
 

 Fr. Paul J. Goda, S.J.  March 27, 2016 
 
This essay is the summary of my homily on Easter Sunday.  We 
were blessed by a baptism during that Easter Mas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omily that our homily was really 
the baptism of Alexis.  It was meant to be a lesson to all of us.  
The readings focused  on the Resurrection.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our Lord’s Resurrection that we are baptized into him. 
 
Easter’s readings posed serious questions to believers. . . How 
does my belief i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nd in my own 
resurrection affect the way I live? the way I think about death? 
Do I truly accept that my journey to glory must necessarily 
follow the pattern set by Jesus? 
 
We all have bodies.  We are not those bodies for we are more but 
these bodies of ours mediate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to the 
universe. Our bodies are “put in the middle” as it were to connect 
us to the world. Alexis’ parents have shared in bringing her into 
this world, into a connection with us.  Her body is as temporary 
as ours, yet a thing of beauty and strength. In this baptism, in 
which we pore water over her, we pray her cleansing, because 
she shares the issue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But in this prayer 
she shares the hidden mystery of our Lord’s Resurrection. 
 
The reading from the Gospel of John emphasizes of Mary and 
Peter and John that “they did not ye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that 
he had to rise from the dead.” 
 
Once upon a long time ago, I attended the 1st communion of the 
youngest child of a dear friend.  I can remember thinking as he 
went up to communion that he did not have the foggiest no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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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e was doing. And then I thought of myself, that I may have 
a foggy notion of what I am doing but I and all of you are with 
Mary and Peter and John, that we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that he had to rise from the dead.” 
 
In the selection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we see Peter at 
work, finally with some understanding of who Jesus was.  He 
affirmed that Jesus is “judge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the 
next line after our reading today, while Peter was speaking, “the 
holy Spirit fell upon all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word.”  This 
word spirit ultimately means life, God’s life, falling upon us.   
 
And, finally, we have the Epistle to the Colossians.    Paul 
emphasizes that baptism includes both the dying and the rising 
with Christ.  “We have died, and our lives are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It is a death, if you will, to a view of the world that 
nothing exists except this body of ours and the ephemeral events 
of human history.  It is an understanding that our lives exist in 
God now and continue in God after our own deaths. 
 
Everything we do as we live within human history does have an 
effect.  As Alexis grows, she is meant to grow into that life that 
we celebrate here.  We celebrate here two hidden mysteries, the 
sacrament of the Eucharist and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The 
mysteries, the Greek word for sacrament, that which is hidden. 
 
We pray that we may see so that this body of ours will rise with 
the Lord who made us.  We pray for Alexis that she may learn 
from us, and that we may learn from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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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is Love                     ——Mochi 

 

For decades I had been wondering why I was born as a girl; for 

decades, I had wished I was a boy. Bor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I was told that I had to work harder than other boys. My 

mother told me when I was little that she pushed me and my sister 

hard to perform well at school since she was looked down by her 

friends as she had no sons and she wanted her daughters to do better 

than all her friends’ sons; I was laughed at by my very own piano 

teacher that I dreamed too big to be a doctor since I was only a girl 

and all girls were weak in science when I was fifteen; I was 

questioned by my member of my community why I went overseas 

for college since all I needed to do for my future was to marry a rich 

man. Since I was small, I could not help question God why I was 

born as a girl. 

 

After my husband and I decided to have a baby, we went to Vatican. 

I prayed with all my heart to ask God to give me a son. I visited 

other churches in Rome and Florence and had the very same prayer. 

God loved me so much that I got pregnant within a month. However, 

the moment that the ultrasound revealed I was having a girl,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I started questioning God again. On the other 

hand, besides the gender, the ultrasound scan also showed that my 

baby might have complication, and I had to wait for 2 weeks for 

another high definition scan. With this news, my mind was all about 

the health of my baby girl, not a bit about her gender. I prayed day 

   3 



and night for my baby’s health during those 2 weeks of waiting. I 

promised God I would love my baby with all my heart and all my 

life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 would turn out. Fortunately, the second 

scan showed that my baby girl was healthy! After the clouds got 

cleared, I started reflecting my faith in God. After thanking him of 

his greatness, I realized that He planned this test for me! He loved 

me so much that He was trying to make me realize what a precious 

gift he had given me, and I could not help but thank him for 

everything. God is great.  

My daughter has amazed me every single day since she was born. 

Her smile, her sense of humor, her learning speed, her innocence, 

and her persistence all make me proud. She made me realize that 

God loves every person He has created, man or woman. It’s 

amazing that my daughter has made me believe that all lives are 

unique and special and that everything He has created is good. Most 

importantly, through my daughter, God has taught me, in order to not 

to be discriminated, I have to first not to discriminate myself and 

love myself first. I promise God that I will make sure my baby girl 

will never doubt her worth since she is grace from God. With my 

life, I will show my daughter that God i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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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 慈悲禧年禱文    

 

 

主耶稣基督，你教導我們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並告訴我

們：看到你，就是看見天父，請向我們顯示你的面容，我們

就能得救。 

你慈愛的目光，把匝凱和瑪竇從金錢的奴役中釋放出來，使

罪婦和瑪達肋納不再只從受造物中尋找幸福，令伯多祿在背

主后痛哭，又把天堂應許給悔改的右盗。 

讓我們每人都能聽到你對撒瑪黎雅婦人所說的：「如果你知

道天主的恩賜。你是不可見的天父可見的面容，彰顯天主寬

恕和慈悲的力量；愿教會成為你在世上可見的面容；你是世

界的光榮、復活之主。你容許你的僕人也會陷入軟弱，好使

他們對無知和犯錯的人，能感同身受，讓向他們求助的人，

能體會到被天主所尋覓、眷愛和寬恕。請派遣你的聖神，以

他的傅油聖化我們每一個人。 

愿慈悲禧年是上主廣施恩寵之年，愿你的教會，以更新的熱

忱，為窮苦者帶來喜訊，向俘虜和受壓迫的人宣告自由，使

瞎子復明。 

我們藉瑪利亞，慈悲之母的轉禱，向你祈求；你與聖父及聖

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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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禧年徽號釋義           

                                                                                       

                                           ……………...Winnie Cheng 轉載 

                           
慈悲禧年的徽號和格言，恰當地綜合了禧年的意義。 

格言：「如同天父滿懷慈悲」，邀請大家跟隨天父的慈悲榜

樣；他要求我們不要判斷，不要定罪，卻要寬恕，要無限量

地去愛和寛恕。 
 

這徽號由耶穌會士馬爾谷，盧力Rupnik神父設計，使人看到

「慈悲」的「神學大全」。其實，這徽號取材于早期教會

「耶穌下降陰府」的圖像，聖子把失落的靈魂背在肩上；顯

示出基督的愛，使基督降生成人的奧跡，達于圓滿，以救贖

為頂峰。 
 

這徽號的設計，要表達出善牧基督如何驚人地踫觸到人類的

血肉，且以何等猛力的愛，去改變人的生命。 

值得留意一點：當充滿慈悲的善牧將人背在肩上時，他的眼

光與人的眼光結合為一。 
 

基督以亞當的眼目為眼目，而亞當也以基督的眼目為眼目。

每個人在基督內，找到自己的人性- 新亞當，並找到自己的

未來，雙目注視和默觀天父的慈愛。 

畫中情景被置於杏仁形的光環中，按早期及中世紀聖像學的

表達，它標志着基督的二性：天主性及人性。三層同心楕圓

往外伸延，一環比一環光亮，指出基督攜帶着人性，走出罪

悪與死亡的黑夜。中央的深沉顏色指出：樂於寬恕一切的天

父，他的慈愛實在是深不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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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聖心的奥祕                            ——-Melissa Poon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建立了聖體聖事，使我們可以常常和祂结

合在一起。聖體是我們生命之糧，主耶稣確實是隱藏在聖體

內，祂很愛我們，我們是祂至愛的兒女。耶稣希望我們常领

受聖體和祂结合，祂也在聖體櫃內等待着我們去向祂訴說心

聲。 耶稣是多麼渴望我們去朝拜祂，以下是主耶稣對若瑟

芬，麥念慈修女所說的話，修女把它記载在｢聖愛之道」

(Way of Divine Love)一書。 

 

主顯現給天主忠婢(1890-1923)若瑟芬．麥念慈修女(Servant of 

God, Sister Josefa Menendez)，顯示了耶穌聖心的奥秘，並願意

通過她告訴世人。若瑟芬記錄成書：聖愛之道。該書獲得巴

策理樞機 (Cardinal Eugenio Pacelli)，即後來的教宗庇護 (碧岳) 

十二世的肯定，已經為教會所認可。 

耶穌對若瑟芬．麥念慈修女說了以下的話：現在，我顯示給

你，當我為門徒洗腳時，我心裏在想什麼？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願意聚集他們，和為什麼先為他們洗腳。 

 我把他們全都聚集起來，因為時候已到，我的教會要彰顯於

世上，讓所有羊都有唯一的善牧。 

我也願意讓靈魂明白，我從不拒絕給與任何人恩寵，即使他

犯了嚴重罪過；我也不會把他們從我特別喜愛的善人行列中

抽離。我把所有人都放在我的聖心中，讓每一個靈魂都能得

到在各自處境所需的幫助。 
  

可是，我多麼傷痛，在我悲痛的門徒猶達斯身上，看到眾多

喪亡的人，他們即使常聚在我跟前，用我的血洗滌過，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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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竟然要奔往永遠的喪亡去。 
  

我渴望這些人明白，雖然他們確實在罪惡中，但這也不該使

他們離開我。他們絕對不要自以為已無可救藥，更絕不能永

遠放棄他們曾經獲得過的愛。可憐的靈魂啊，不，為你流盡

了寶血的天主從不對你們這樣想。 
  

你們全都來我這裏吧，不要怕，因為我愛你們每一個人。我

要用我的寶血洗滌你，你要變得比雪更白。你的一切過犯都

要淹沒在我親自為你清洗的水裏，沒有任何事物能割斷我聖

心對你的愛。 
  

我還要告訴你我為什麼在最後晚餐之前為門徒洗腳。 

 首先，我要教導靈魂必須多麼潔淨去在聖體中領受我。 

 我亦想提醒那些不幸犯了罪的人，他們隨時都可以透過修和

聖事恢復清白之身。 

 我親手為我的門徒們洗腳，好讓那獻身於使徒工作的人，跟

隨我的榜樣，以謙卑與和善對待罪人及所有託付給他們照顧

的人。 
  

我用白色手巾束在自己腰間，為提醒他們做門徒需以犧牲和

克己作腰帶，才能期望對靈魂發輝實際的影響力。 

 我還想教導他們彼此間要以仁愛相待，就是對他人的過失，

隨時都願意原諒、遮暪、化小、而從不揭露。 

 最後，傾流在我門徒腳上的水，象徵著我燃燒的聖心涌流的

熱情，渴望拯救人類。 
  

救贖的時刻已到了，我聖心再不能抑制對人類的愛情，更不

忍留下他們為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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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表達我對人的溫謦愛情，和為了同他們天天在一起，直

到今世的終結，我決心成為人們的食糧、人們的支柱、人們

的生命、人們的一切。但願能讓所有靈魂認識，我在最後晚

餐中建立聖體聖事時，我聖心流溢著的熱愛情懷。 
  

環視世世代代，我看到眾多人將領受我的體血並從中獲得效

益……我看到多少心靈將受到觸動而孕育出貞潔之德！……

還要喚醒多少心靈的熱誠並投入愛德工作……我看到多少懷

著愛的致命者……多少靈魂獲得克服罪惡的釋放，從放暴之

情收斂成忠誠，藉著領受這強壯的食糧恢復他們精神的力

量。 

 有誰能描述我靈魂傾載的心情呢？喜樂、愛情、溫謦，但亦

是悲傷騰痛。 
  

我想告訴你們，在最後晚餐時，我的聖心充滿了沉痛與哀

傷。當我想到將來一切要與我結伴，並領受我這天上的神糧

的人，和一切要朝拜我，為我做補贖，愛慕我，直到今世的

終結的人時，固然感到欣慰；可是，當我念及將來那麼多要

把我遺棄在聖體櫃裡的人，和連我在聖體內的真實臨在也不

相信的人時，我的哀痛就完全沒法減輕了。 
  

我要進入多少個罪污的心……多少次褻瀆我體血構成了他們

永遠失落的罪行。 

 對我的褻瀆、侮辱以及一切難以形容的可憎之事，都在我眼

前掠過……白天、晚上，我都要孤零零地留在祭台上，度過

那漫長而寂寞的時光……有許多人要對我聖心的呼籲，充耳

不聞…… 

 是我對人的愛，使我成為聖體內的囚犯。我留在那裡，好讓

人人都能前來，在世上最溫柔的心中，在最好的父親身上，

在最忠心耿耿，永不離棄他們的朋友身上，找到他們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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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慰。 
  

聖體聖事是愛的創造；那愛為人靈殫精竭慮、耗盡了自己，

但與那愛相配的靈魂竟是那麼的少！ 

 我居住在罪人中間，是為成為他們的生命，作他們的良醫，

治癒他們敗壞的本性所滋生的疾病。他們卻以怨報德，背棄

我、凌辱我、輕視我。 

 可憐可憫的罪人，不要背棄我……日日夜夜我在聖體櫃裡守

候，等待著你們。我不會責斥你們……不會把你們的罪置於

你們眼前……卻要在我的聖血裡，在我的聖傷中，洗滌它

們。你們不必害怕……都到我跟前來吧……巴不得你們知道

我愛你們愛得多深啊。 
  

你們，親愛的靈魂，為什麼這樣冷漠，這樣漠不關心？難道

我不知道你們會為家人而擔憂，為家務而煩惱，而種種人生

責任，又會使你們忙個不休嗎？為了證明你們對我的愛和感

恩之情，你們竟不能抽點時間來見我嗎？別讓無益而又沒完

沒了的掛慮把自己困住，抽點時間來探望我，接待我這個愛

的囚犯吧！ 
  

當你們身體虛弱或有病時，會不抽空到一個能治好你的醫生

處去看病嗎？那麼，到這位能使你們的靈魂又強壯又健康的

醫生面前來吧；把愛施捨給這位神性的囚犯吧。祂等待著你

們，正在召叫你們，並渴望見到你們在身邊。 
   

當我們知道耶稣是多麼渴望我們去朝拜祂，去聖體櫃前探望

祂，向衪訴說我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喜與悲，哀與樂。耶稣

會賜给我們恩寵，给我們力量，祂會用無限的愛來包圍着我

們，安慰我們，鼓勵我們。耶稣也會用無限的仁慈來寬待我

們，當我們静心單獨地和主耶稣倾談時，我們會感到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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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暢，無限的快慰，一切的疑問，只要我們静心聆聽，耶稣

都會為我們一一解答。祂是我們慈愛的父親，深切的愛人，

患難的知己，能醫治我們靈魂上創傷的醫師。因為衪是主，

衪愛我們超越一切人之上。耶稣希望我們以愛還愛，以心體

心，我們怎能令祂失望呢？決意要遵從耶稣的話，多參與彌

撒，預備純潔的心靈，勤领聖體，多朝拜聖體，多參與明供

聖體，多陪伴耶稣。更要跟隨耶稣的教訓，在日常生活中實

行愛主愛人，做上主喜愛的兒女。  
 

 

 

新教友                                              ——-Mimi Chan        

 

 

自小從天主教學校長大，不斷學習天主的道理，一直認為長

大後必定立即領洗。怎料長大後因為各種原因將領洗的事宜

一拖再拖，直到有了小孩之後，便終於覺得不能再拖了，因

為我清楚明白我想要為我的孩子做一個好榜樣，讓他跟我一

樣去認識，了解及跟隨天主，教他做一個愛主愛人，心地善

良的好人。 
 

於是我決心要參加慕道班，決心領洗及加入天主教的大家

庭。我很幸運地遇到了一班不問回報的慕道班導師，他們耐

心的與我分享天主教的道理，耶穌的敎誨。我很感激他們每

一位，每個星期天犧牲私人時間來給我上課，為我解答問

題，讓我感到天主真的歡迎我去追隨衪。而最令我印像深刻

的莫過於導師Alfred與Melissa的陪伴和幫助,他們陪伴我出席

Rite of Election. 禮儀是在 Cathedral Basilica of St. Joseph舉行， 

在晚上七時才開始。 由聖荷西主教主持，當晚各個堂區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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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者都聚集在一起，共同進行Rite of Election. 有很多候洗者

準備在復話節前夕領受洗禮，場面非常感人。Alfred熱心的

為我拍照而Melissa便替我做了一晚的暫代母。而當Rite of 

Election結束時已是差不多晚上九時，Alfred與Melissa竟然不

嫌晚陪我等待我先生來接我回家，令我感到非常的不好意

思。 
 

他們為一個慕道者無私的付出深深感動了我，令我體會到天

主的愛真是無處不在，亦感染到我要將天主的愛與福音傳揚

開去。在此我衷心再感謝每一位慕道班導師為我準備妥當加

入天主教這個大家庭。 
 
 
 
                                                       
 
 
 

Warriors 也祈禱      

                        連聯多(Andrew) 

 

相信大家都知道Michael Jordan是美國職業籃球賽NBA的偶像

和英雄,替公牛隊Chicago Bulls贏得不少球賽和奬杯.同樣金州

勇士隊Golden State Warriors的主將Steph Curry可能是Michael 

Jordan之後,現時最受歡迎的NBA偶像和球星.去年Warriors除了

贏得NBA總冠軍外,也有數名球員入選明星隊,而今年球季更

創下佳積,打破不少NBA紀錄,很有機會再次贏得NBA總冠軍. 

他們有這樣好成積和表現,除了努力和天份,大部份球員每次

在球賽開始前,都會聚集一起祈禱.我好喜歡觀看Warriors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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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欣賞球員的技巧,尤其是Curry出神入化的表演,更欣賞的

是Warriors團隊精神:他們是強調整體合作(teamwork),不自私不

貪功(selfless)的打法,每個球員都做好準備和盡自己本份,隨時

配合球隊的需要而戰,在今時今日好少見到這樣的球隊. 

 

好像 David Lee和Andre Iguodala都是有名氣的高薪金球員,但他

們都尊重教練的安排作後備坐板凳(bench),等到正選球員休息

時才入場,但他們都會盡力比賽,甚至成為贏波的動力,所以有

個笑話對著Warriors等如對著十幾個球員,因為正選和後備都

不容易對付.今年入選明星隊的Steph Curry, Klay Thompson, 

Draymond Green都各有所長,互相配合,好像不同肢體但屬同一

個身體.尤其是Curry的三分球遠射入球率和準確性,並非偶然

的事,而是多年努力苦練的成果.你可知道Curry右手腕上寫著

聖經金句”Love never fails”<格前13:8愛永存不朽>,而左手腕

上寫著他的球衣號碼30和他大學籃球隊的座右銘 

”Trust.Commitment.Care”. 我相信Warriors發揮團隊精神,代表

成員之間維持著Trust.Commitment.Care,讓不同肢體配合整個

身體,應付不同的挑戰. 

 

預祝Warriors繼續表現出色,順利再贏得今年NBA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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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默想/誦讀聖言                  連聯波(Joe Lin) 

 

 

 

去年和Lesley參加了Sr. Janet 的退省，題目是誦讀聖言和團體

友誼。以下是Sr. Janet關於誦讀聖言方法的文章，非常寶貴，

和大家分享。主佑！ 

簡介 

「誦讀聖言」是一個始自第三、四世紀的讀經祈禱方法，到

十二世紀漸被人遺忘，直到近數十年又重新受到注意和推

廣。這讀經祈禱方法主要的意思是聆聽上主，讓祂向我們說

話，並且回應祂。 

「誦讀聖言」包含幾個不同的層面，就是：誦讀、默想、祈

禱、默觀。但它們不應被視為不同的階段；它們可以「分

別」但不是「分開」，是同一行動的不同面。（有些人會分

為誦讀、默想、默觀，因為由默想到祈禱是很自然的事，甚

至可視為同一件事。） 

在開始詳細講解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點很影響我們聆聽聖

言的態度，就是覺得那段聖經聽過。舉一個例：主日神父讀

福音時說：「看，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些

落在路旁……」你心裏假若有個聲音說：「聽過」，這樣你

便很可能會開始分心雲遊，天主也就不能向你說話。所以每

次聆聽聖言，無論那段聖經你聽過多少次，你要提醒自已：

「未聽過」！ 
 
 

有人用聽「收音機」來比喻「誦讀聖言」，而不是聽「錄音

機」。因為當我們開著收音機時，我們不知道會聽到甚麼，

而聽錄音機的話，我們很可能已知道內容。天主聖言是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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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向這一刻的我說話。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的我，聖言也為

這新的我有新的意義。聖經上每一句話都是天主的啟示，每

一個字都是天主的聖言，所以每字每句都具有天主的力量，

可以轉化我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準備工夫 

讀聖經之前首先靜下來並且祈求聖神是一件相當重要的準備

工夫，疏忽了這一步，差不多可以說我們是拒絕了聖言。

「誦讀聖言」是隨從聖神的帶領，與主相遇交談，而不是憑

己力去瞭解經文訊息。我們斷不能一坐下就立即開始讀聖

經，這樣不單事倍功半，也可說是對天主聖言的不尊敬。 

首先讓自己靜下來、定下來，使自己得到放鬆。每個人各有

不同使自己安靜下來的方法，並不需要和其他人一樣。接著

求聖神的光照，開放心靈，迎接上主的話。讓我們懷有像撒

慕爾一樣的心情：「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撒上3: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誦讀 

誦讀有別於閱讀，不是看一、兩遍，而是開聲慢慢讀，讀完

一遍又一遍。「讀出聲、慢慢讀」是「誦讀聖言」的特色。

單是看的話，我們很容易會「掃」過經文，忽略了某些經

節，甚至看完之後也不知道自己看過甚麼。讀出聲的話是以

眼看、以口讀、以耳聽，會加深印象，也減少分心。不要輕

看「讀出聲」這一點，我們實踐之後，才會體味其重要性。

不願意「開聲讀」，「誦讀聖言」便打了一大折扣。 

當讀到某處使你內心產生共鳴或迴響時，無論是感動也好、

興奮也好、難過也好，便停下來默想。在這裏要緊記暫且不

要分析這些經句令你產生反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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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默想 

「誦讀聖言」中的默想並不是我們今日對「默想」的理解，

以為是一種推理、「諗一諗」。這裏的默想是指慢慢地、輕

柔地、重覆唸聖經，一遍又一遍地唸。不要急於思考和應用

經文的教訓，而是透過重覆誦唸，讓你的心「安居」在經文

中，也讓經文「安居」在你心中，謙卑期待等候聖神向你說

話。有時可能開始誦讀時浮現出來的是某一節聖言，在默想

時不斷重覆的過程中，心靈會集中在某幾個甚至一兩個字

上，其他字會淡出。 

當你感到心靈被那經節或字句所充滿，便可停止誦唸，進入

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祈禱 

這時候祈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當誦讀時在心內產生共

鳴或迴響的經節，正好對應了當時自己的境況；那時候聖言

只是給我們輕輕一碰，但藉著默想時不斷重覆那經節，聖言

深入我們的內心；當那經句經我們反覆誦讀，由嘴唇進到腦

海，再進入心靈，便能使人以充滿愛和信心的祈禱來回應，

與主對話、交談。所以此時此刻是整個我坦然回應聖言的邀

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默觀 

默觀就是休息，在天主面前休息。基督徒的祈禱最終是要認

識主的愛，並與祂結合為一；默觀就是以主為焦點的信德的

凝視：祂望著我，我望著祂。專心注視祂就是捨棄「自

我」。祂的注視潔淨我們的心；祂注視的光輝照亮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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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導我們在其真理及其憐憫眾生之情的光照下去看一切

事物。默觀也注視基督生活的奧跡。如此它叫人學習「對主

的內在認識」，為更愛祂，更跟隨祂。（天主教教理#2715） 

當默觀到「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回到經文，在剛才停下

來的地方繼續「誦讀聖言」。最後以發自內心的祈禱來結

束。【不要急於完成你所選定的聖經，在你預定的時間內結

束該次的「誦讀聖言」，未讀完的留待下一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 語  

有人將整個過程作以下的比喻：  

1. 誦讀就好像牛吃草； 

2. 默想和祈禱就是反芻，把食物吐回嘴中，細細咀嚼； 

3. 默觀就是牛吃飽之後躺在樹下休息，「休息」並不是

無事做，而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將先前的食物消化吸收。

默觀也是造就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時刻。 

「誦讀聖言」就是在祈禱中聆聽天主聖言：「口誦而求之，

心維而得之；祈禱而敲門，門將藉默觀而敞開。」 

（天主教教理#265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ectio Divina 誦讀聖言(小組形式) 

 
 

準備 

讀聖經之前，首先讓自己靜下來、定下來，使自己得到放

鬆。接著求聖神的光照，開放心靈，迎接上主的話。 
 

第一次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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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一次誦讀／聆聽聖言時，留意經文中觸動你的一個字、

詞語或句子。 

在誦讀／聆聽完聖言後，靜默片刻；若你願意，可大聲說出

觸動你的字或句子。不需討論或分析。 
 

第二次誦讀 

當再次誦讀／聆聽聖言時，請留意由經文本身而來的感受，

或你個人對此經文的感受。 

在誦讀／聆聽完聖言，及靜默片刻後；若你願意，可大聲說

出你留意到的感受。不需討論或分析。 
 

第三次誦讀 

在這一次誦讀／聆聽聖言時，留意上主透過這經文，此時此

刻，對你有何邀請？ 

在誦讀／聆聽完聖言，及靜默片刻後；若你願意，可向小組

分享。不需討論或分析。 
 

第四次誦讀 

在誦讀／聆聽完聖言後，靜默片刻，為你旁邊的朋友默禱，

祝願他／她能獲得適切的恩寵，以回應上主的邀請。 
 

結束 

以天主經作結束 
 

參考：http://www.ignatianspirituality.com/ignatian-prayer/the-what-

how-why-of-prayer/praying-with-scrip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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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15:5-10 

 

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

6誰若不住在我內，便彷彿枝條，丟在外面而枯乾了，人便

把它拾起來，投入火中焚燒。7你們如果住在我內，而我的

話也存在你們內，如此，你們願意什麼，求罷！必給你們成

就。8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

我的門徒。9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

在我的愛內。10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 
 
 
 
 

慈悲禧年                                              ———-梁光濃  
 

想着有一個慈悲的心，我自己也經過了六十多年以前的事。

讓我講一個故事和大家分享。這是真實的故事。當我七歲那

年，有一天亞麻坐着一輛黃包車，手抱一個婴兒，下車後來

到我媽的家，當時我不知道這婴兒就是我的養弟弟。聽亞麻

說收養弟弟到我家，媽就會生下多幾個孫兒，又說我不帶弟

妹來到這個世界的迷信話，真是可笑。我聽到這些話很心

痛，很悲傷。如果我是男孫的話，亞麻就不會帶養弟回家。 

 養弟入了我們的家後，他每天晚上都哭過不停，媽媽和亞麻

都不知什麽原因，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兩人分担，輪流照

顧，抱完又抱，抱着養弟行來行去，至少一個多小時養弟才

入睡，亞麻和媽媽一直辛苦照顧他三個多月，情況才稍為好

轉。弟弟再不哭了。   

弟弟很快長大了，爸媽也很愛他，亞麻常教導他做人要和善

  19 



有禮。很快又過了十幾年，弟弟早上幫忙担水，又車衣服，

幫爸爸交貨。我和他一起做熨衣服，釘扣鈕之類事情，一一

都做好。媽媽最善良，從來不打我們，只有教導我們和工

作。後來媽媽生多兩個妹妹及一個小弟弟。  

我從小至今未曾說過一句，你不是我的親弟弟。在我心中想

着，如果倒過來，是我如果知道我不是媽生的，痛楚有千多

倍受不了，這個事實難處，崩裂的生命難受，心如刀割。所

以在我這小小的心靈時，就有這個慈悲的心，已經種下了這

顆真誠的心深處。  

後來自己的親弟弟對他説，哥哥不是和小弟姓梁的父母所生

的。當父母去世就爭分家產，就不認這個哥哥，终於家產沒

有分给哥哥，只有還给哥哥的感情錢就算了。哥哥來到美國

三十年，最近又回越南，找山墳墓給三位老人家安置，一齊

排好三位好辦事，費用四百元。都好在他還有這份孝心，我

也感到很大安慰。  
 
 
 
 
 

感恩復活節                       —-Mei Takada 甄美玉 
 

快到復活節，令我覺得無限感慨和感恩。我丈夫Frank Takada 

病了快三個月了，經過了無限困苦，從幾乎結束了，他人生

旅程盡頭的邊缘走了過來，暫時延續了他的生命，可能天主

聽到了我及多位教友的代禱，賜给了他多一些生存的日子。  

在這過去的三個月內，我眼見自己的丈夫與病魔爭搏的痛苦

時刻，心裏非常難過，無奈又無助，唯一可以幫他的只是每

日為他祈禱，請求天主，大發慈悲，可憐他，接受他。  

感謝天主，祂聽到了，真的為Frank Takada 開啓了到天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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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安排了國語组的教友請到了顧神父及歐神父，各自到了

醫院裏去為他做了领聖洗及傅油的聖事，他現在雖然還沒完

全康復，但是一天比一天好轉了，我相信天主一定會為他選

擇一條最適合他走的路。希望隨着慶祝復活節的來臨，天主

也帶给Frank Takada 生命的復活，多謝天主。多謝粤語组每

週都宣佈為Frank Takada 的健康祈禱，多謝教友們的禱告，

多谢國語组的 Rosa Wang 及她的父母，更多謝歐神父和顧神

父，及所有曾照顧過Frank Takada 的醫務人員。願主保佑他

們，一切順利，平安，健康，快樂。 
 
 
 
 

捨得                                                   ———-我你他 
 
 

不久前，聽神父講道提及： 

”捨得”。精神為之一振。這是耳熟能長嘛。聽下去。原來不

簡單。”得”，就是得到。人人渴望，希望得多些天主恩寵，

祝福，助佑。然後事事顺境。主恩滿溢。健康愉快囉。因果

循還。我們曾經” 捨”過多少呀？ 
 

神父說:「有些人以為每週去聖堂參與主日彌撒。有時也會作

一些金錢奉獻,這已足夠啦! 其他神修活動, 例如: 講座，避

靜，聖言分享，工作坊，朝聖等的活動，他們都有藉口, 抽

不到時間参加，我們對天主又捨了什麽呢？」 
 

神父這番說話非常對呀。反省之下，真的似乎不夠。事實上

是不夠的。我們多参與團體活動是很重要。多聚會，多分享

大家在神修路上的心德也不能缺少。主耶稣基督說：基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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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衆人之中，不論是三人或群 衆之中 。再看”捨”，等於”捨

得”；沒有捨，那有得呢？ 

即是捨得去做，去参加，去犧牲，去付出，及捨得去愛：愛

人如已。這樣説，要走第一步 。是行動。是”走”。在人生路

途。基督徒跟隨耶稣基督，”走”基督之路。常人”走”各人各

途。同是應走得自在，走得自信。走出逆流，走出障礙，走

得開心，走入快樂，走入健康。自尊自愛為本。爱主愛人為

人生目標。務實沉着。天主必喜歡。聽起來有點誇張，但是

得到聖神的啟示和幫助，以至對事物不同層面和角度的看

法。再结合各人愛主愛人的心。為善最樂。各善事必成。真

的可以達到這個程況及境界。 
 

再遠觀來看，各人生老病死。從少年，中年，到老年..... 

少年，中年時應多用加法：不斷進取。老年後，不妨多用減

法，確保健康長壽，身心自在： 

即是～開始學會簡樸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簡單的生活状態之

中，可以體悟得人生之中最美好的那種感受，领悟到天主創

功的偉大。把減法用在你的心，你的飲食，你的穿著，你的

生活，及你的社會交往。就會感受到多一分清淨。二分自

在，三分至簡，四分至深。減法就是什麼都淡化。中國老子

說：我不爭，誰能與我爭？ 

減法就是不索取。就是一種”捨”。引申去，就是施與。 

要爭取，怎言捨？ 

誠心服侍天主，步入簡樸的生活方式，減少手機應用，多默

想，多祈祷，勤领聖體。 

"捨得"就是日行一善的美德。 

天主保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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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於發怒 敏於寬恕 勇於道歉           —-佚名 
 

小和尚天資聰明，雖然年紀細小，卻能言善辯，對經書的理

解，比較起各師兄，有過之而不及，深得方丈及各師兄的愛

護。 
 

小和尚由於聰明伶俐，很多時與師兄們辯論時，考起大家。

有時大家有想不通的事情，也找小和尚求助。 
 

日子久了，小和尚續漸心存傲氣，認為將來一定會成為寺院

的住侍，不把大家放在眼上，對人不耐煩，有時甚至對師兄

上司們大聲呼喝。 
 

有一次，方丈生病了，多日臥床不起，方丈對小和尚說：

「我的病，只要去到寺院上游十哩的小水泉，把清澈的泉水

帶來給我喝，我的病就會好起來。這事情很重要，我只要你

親自去辦。」 
 

小和尚於是沿著水溪走，去到了水泉，將水泉的水帶回寺院

給方丈。方丈看一眼後，就叫小和尚再去取水，因為小和尚

帶回來的泉水太渾濁了。 
 

小和尚於是再沿著水溪走，再一次去到了水泉，他看見泉水

一樣渾濁，心情自然困惑，這裡跟本沒有清澈的泉水，方丈

是否有心為難他呢？ 
 

這時小和尚又疲倦又肚餓，想到這裡，小和尚就坐在泉邊哭

起來。這時剛好有一個姐姐經過，姐姐問小和尚為何哭？小

和尚將自己的困難向姐姐說過後，姐姐就笑起來，姐姐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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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不用哭也不要急，坐一會兒，問題就可能會解決了。 
 

小和尚不明所以，但仍聽姐姐的話，安靜地坐在水泉傍邊。

坐了半個時辰，泉水果然清澈了。 
 

小和尚終於明白了方丈對他的教誨，他回到寺院後一改以前

的驕傲，向師兄及上司為以前的道歉，更加包容別人的錯

誤。 
 

好多時，有些事情一時間是解決不了的，是要時間去沈澱。

正如小和尚沿溪澗走到水泉，攪動了水泉底的幼沙，泉水又

怎能一下子清澈呢？這時，需要的就是要靜心等待，我們做

人做事也應如此。希望大家都能做到「緩於發怒、敏於寬

恕、勇於道歉」。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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