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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遜,有力和勇敢的祈禱可以行奇跡 

 

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的小堂主持了彌撒，梵蒂岡廣

播電臺的一些職員在台長隆巴爾迪神父的帶領下參加了禮儀。教

宗在彌撒中表示：謙遜、有力和勇敢的祈禱可以行奇跡。 

當天的福音記載了耶穌治癒一個附魔少年的事蹟。在這事蹟中，

門徒們起先無法治癒少年，耶穌便斥責他們為無信的世代，不得

已親自出手驅魔，並答覆那前來求助的少年的父親說：“為信的

人，一切都是可能的！”教宗方濟各針對福音事蹟講解說，即使

是愛耶穌的人也常常不願在信德中冒太大的風險，不完全信賴耶

穌。因為他們的心不開放，企圖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當門徒們問耶穌為什麼他們不能治癒這名少年時，耶穌回答說：

“這一類，非用祈禱是不能趕出去的。”教宗於是強調：“我們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塊無信之地”，因此有必要做“一個有力而謙

遜的祈禱，讓耶穌來行奇跡”。關於這一點，教宗在彌撒講道中

講述了一件在阿根廷發生的事：  

 

一個七歲的女孩病了，醫生說她只能活幾個小時。女孩的父親是

“一個有信德的人”，他“變得像瘋子一樣，瘋瘋癲癲地”登上

一輛巴士，前往七十公里之外的盧漢聖母朝聖地。“晚上九點後

他抵達那裏，但朝聖地已經關門。於是他扶著鐵門，開始祈求聖

母。他不斷地祈禱，祈禱……持續了整個晚上。他為了治癒自己

的女兒竟與天主抗爭。第二天清晨六點後他已筋疲力盡，乘車返

回了家，九點鐘左右到達醫院。他發現自己的妻子在哭泣，便想

到了更壞的事，於是問道：‘怎麼回事？’妻子回答說：‘醫生

來過了，說女兒的燒已經退去，呼吸很好，什麼病都沒有！醫生

教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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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讓她再多待兩天，但是他們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教宗

說：“這種事依然發生，奇跡仍然存在！” 

 

教宗於是勉勵信徒要全心全意地祈禱，他說：“要勇敢地祈禱，

為了獲得那奇跡而抗爭；而不是一個禮貌性的祈禱”，認為念一

遍天主經、聖母經便可了事。教宗勉勵信徒“像亞巴郎為救索多

瑪和哈摩辣城與上主抗爭一樣；像梅瑟為救以色列人逃離埃及，

高舉雙手、不厭其煩地向上主祈求一樣；像許多有信德的人藉著

信德不斷祈禱一樣，勇敢地祈禱”。教宗還強調：“祈禱能行奇

跡，但我們首先得相信！”教宗最後說，我們在一天的任何時候

都可以做這樣一個美好的祈禱，說：“我信，上主，請禰補助我

的無信吧！ 

(文本源自梵蒂岡廣播電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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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神父的話 

 

戰勝冷漠無情的全球化 

默想教宗方濟各 2015 年四旬期文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們： 

 

四旬期，好像是每年的全球普世教會的大避靜，是為了幫助我們

好好準備紀念耶穌的受苦受難和慶祝祂的復活，也是一個生活更

新的時間。在這恩寵及悔改的道路上，教宗方濟各與他的〈四旬

期文告〉引導我們。今年他讓我們注意到現在社會遇到的一個大

誘惑，就是「冷漠無情的全球化」。教宗寫道，「天主並沒有對

我們冷漠無情，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天主的心裡，祂知道我們每個

人的名字、關懷著我們、當我們離開祂時，祂會找我們。」 

 

不過我們的心思常常跟天主的心思不一樣，教宗說特別在我們生

活一切順利的時候，我們更容易忘記別人的需要，『我們的心也

就陷入了冷漠無情』。最嚴重的是這種自私的、冷漠無情的態度

已經全球化了，變成全球社會的重病。教宗說面對的問題也是我

們基督徒的責任，對我們這也是一個誘惑。 

 

為了促進整個教會的更新，教宗讓我們注意到教會生活的三個層

面：普世教會，堂區和團體以及每一名信徒。教宗道理的重點是

教會，不管在哪一個層面，不能只顧自己，我們是一個神聖共融

的團體，這共融包括天上及世上的教會。在這樣的教會生活，不

給冷漠無情留餘地！按照聖保祿所說的：「若是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

一同歡樂。」（格前十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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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戰勝教會團體及我們每個人能免於冷漠無情的誘惑，教宗指

出兩個行動：首先與天鄉和世間的教會共融內祈禱；第二點是以

愛德的行動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在這神聖的共融內我們所擁有

的一切是為了跟別人分享。 

 

面對別人的痛苦和需要我們不能不管，天主對加音所說的「你弟

弟亞伯爾在那裡﹖」（創四 9），也是跟我們說的。教宗也告訴我

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多麼希望聖教會所在的任何地方，

特別是堂區，在世上的冷漠無情的大海中成為仁慈之島！」 

其實，幫助別人也變成幫助我們自己，安慰別人的時候我們就收

到最大的安慰。讓我們打開我們的心，從我們自己的家裡開始接

納別人，寬恕別人，讓我們的團體和整個教會變成充滿愛德的大

家庭。「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若十三 35） 

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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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與喜樂                        ——-Melissa Poon 

 
 
最近我朋友送给我的紀念咭上寫上這些詩句。  

｢主啊!我不會匆匆地渡過這一天｣ ，｢主啊！我會諦聽蜜蜂

翁翁，小鳥歌唱，我也會尋求造物主的奥秘，我會用心思索

禱告～在這一天。主啊 ! 我一定會聽到祢的低語。｣    

我很喜歡這些詩句，充滿愛與喜樂。多麼有意義的詩歌，多

麽發人深省的提示啊！ 

 

當我們能珍惜自己的生命時，我們一定會珍惜每一個「今

天」,因為這是上主的恩赐；如果我們真能珍惜每一個｢今

天｣我們會覺得每一日都有它的價值，使自己確立一個美好

的遠景，效法主耶稣，充滿愛心與喜樂地渡過每一天。不斷

充實自己，不斷在信心上，愛心上，思想上，感情上都會獲

得堅忍而日趨完善。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要有一個目標使我們得以堅忍地生存

下去，使我們有毅力地創造美好的生命。同樣，在信仰中，

我們不可能沒有目標，也不可能失去對象；我們必須在每一

天找尋上主，每一天付出自己的生活 ~ 在實踐愛主愛人的

道路上，感謝上主賜給我們生命的每一天。 

 

四旬期就是一個反省及悔改，歸依和革新的時期，教會要求

我們信主的人，當徹底地在革新中投靠基督，與基督同死同

生。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要按照中國優良的道德觀念; 所謂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這八德的提示而生

活。而結出聖神的效果：就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

善，温和，忠信，柔和，節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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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默想到主耶穌為了救贖我們，受盡痛苦，被人凌辱，

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我們的內心是何等的傷痛呀! 耶穌為

了我們，做了非常偉大的愛的犧牲。我們應怎樣回報祂偉大

的愛呢？十字架表現着耶穌基督的愛，因着祂對天父的順

從，甘願被人釘在十字架上，成就天主對人類的救贖計劃，

使我們得與天父重新連结。 

 

主耶穌離世前，在十字架上說了七句話，被稱為｢十架七

言。｣ 

第一句，第七句和中間第四句是向天父說的，第二句和第三

句是向人說的，第五句和第六句是關於自己的。我們若要知

道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心境如何，可以從衪所說的話看出

來。衪在十字架上所說的七句話，如同窗户，叫我們可以窺

見主耶穌對天父對人對自己的心。 

 

祂第一句對天父說：｢父啊 ! 赦免他們罷 ! 因為他們不知

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第二句：耶穌對被釘在十字架右邊懺

悔的罪犯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

裏。｣第三句： ｢母親，看，你的兒子! ｣ 又對那門徒說：

｢ 看，你的母親。｣ 第四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

什麼捨棄了我。｣ 第五句：｢我渴了。｣ 第六句：｢ 完成

了。｣ 第七句：｢父啊 !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  

 

我們聽了耶穌的十架七言，我們的內心有何感受呢 ? 耶稣

在肉身痛苦，心靈憂傷之際，仍倾吐出內心所掛念的，可見

這七句說話實在是祂逼切要對我們講的。盼望我們透過反思

這十架七言，能激勵我們努力遵行上主的旨意，一生跟從耶

穌的腳蹤而行。依照耶穌的教訓，愛主愛人，光榮上主，渡

一個聖善而喜樂的生活。 

 

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上主便常在。我深信：那裡有愛，心

靈就會發出光采。那裡有愛，時日就會光輝燦爛。那裡有

愛，就有歡笑。那裡有愛，一切都變成一首讚美的詩。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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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人就能團结，齊心克服困難。那裡有愛，就能超越時

空，將心與心連合一起。那裡有愛，天主的恩寵和祝福永常

在。愛將黑暗轉化成光明。愛將艱難溶化為力量。愛將人淨

化，使心靈純潔無偽。愛使人投進上主的懷抱。 

   

我常常都深深感受到，仁慈的上主賜給我們的一切都是美好

的，所以我們要放開心懷，每天都要预備一個喜樂的心，去

迎接上主在我們生命中所賜與的挑戰，不論睛天或雨天都喜

樂，不論生活順逆都喜樂。以知足的心去迎接那要在我們生

命中所發生的｢驚與喜｣，縱使有困難痛苦，我們都容易面對

和接纳。 

 

聖保祿宗徒說得好: ｢ 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

你們應當喜樂 ! 你們的寬仁應當叫眾人知道： 主快來了。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

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各種

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內固守你們的心思念慮。｣ 

（斐四：4～7)  

 

在主內喜樂不單能使我們與主结合，更能使我們充盈青春活

力，笑顏常開，不斷懷着感激的心向天主祈禱，賜予力量與

平安，使心中的掛慮得到解放，輕快地跑在人生的旅程中。

願我們常是一個開心喜樂的人，像太陽破曉，照耀人心，永

遠歌颂主的光榮。開心的人一定要在主耶稣內常喜樂。開心

的人一定願意將自己的喜樂分施给別人。開心的人一定不怕

犧牲。開心的人一定可以跟別人分享自己的生命。開心的人

一定注意到別人的需要和興趣。開心的人一定會心裡平靜地

聆聽上主的聲音。開心的人一定願意關心愛護他人。願我們

都在上主的眷顧下，懷着愛心，喜樂地過每一天。其實，美

麗的人生就是 : 心地善良最美麗，有自信，有創造力，熱

心助人，充滿喜樂，認真學習，善解人意，喜歡自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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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都是美麗的人生。 

 

德國作家   堅，保羅說 : ｢人生猶如一本書。愚蠢的人們把

它草草翻過，聰明的人把它細細閱讀。為什麽呢 ? 因為他

知道祗能念他一次 ｣。 所以我們要珍惜上主賜給我們生命

的每一天，每時每刻都要為上主而活，時常懷着愛心對別

人，把喜樂的訊息帶給世界，做一個中悦天父的好兒女。 

 

 
 

 

 

慕道班的感想                       —Sylvia Law 

  

自從九月份開始上慕道班，我發覺獲益良多。以前在香港讀

天主教中學，上了很多道理班，感覺讀聖經是為了應付考

試，修女又很嚴肅，不敢發問，學生背誦，好像在交差，沒

有真正領悟。 

多謝慕道班各位老師用心地講解，從前不明白的地方，現在

好像茅塞頓開，每日與天主溝通，用愛心去待人，亦領悟到

天主為世人受的苦難。自己每天要好好反省錯處，不要憤

怒，驕傲和貪心。求天主的赦免，做一個跟隨基督，愛主愛

人的真正基督徒。生命要活得更有意義。 

導師還講解了很多哲理和經文，處世和道德標準，社會正

義。怎樣用祈禱去和天主溝通，明白整個彌撒的意思，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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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聖事，什麼是天主十誡，真福八端等等。導師們還啟發

了我們的思考，堅固了我們的信念。班上的同學雖是屬於不

同年代，背景和經歴的人，現在好像是一家人一樣，有講有

笑，有關懷和有分享。 

我在此感謝歐神父，導師，和教友們。更多謝在第五街教堂

接觸過的有顧神父，岳安邦，宋明達，Rosa,  Lydia Lan,  

Annie, 曾秀荃 , Jenny 及所有給我鼓勵的教友們。最近更喜獲

林虹英答允做我的代母，多謝各人的幫助和愛心,天主保佑各

位，祝大家身體健康快樂！ 

 

 

 

 感謝天主的恩賜                  
                                           Mei Takada  
 
        我母親在我大約三歲時帶著我一齊領洗了，但除了在小

學時曾讀過很少的一些基督教聖經外，就從來都沒有機會再

接觸過天主教聖經及一切的事宜和禮儀。 
 

       直至我移民到了美國，在2000年一位朋友帶我和母親參

加了聖他米達SJCCC的廣東話教堂，但是由於工作，也很少

機會參予彌撒及各項活動。 

最近兩年來為了家人身體健康，及生活各種壓力問題，需然

沒有時常到教會，但是我都時常自己念唯一我懂的慈悲串

經，祈求天主寬恕我所有的罪過及賜我及家人之所求。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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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神父和潘神父曾經說過只要你對天主祈求，祂定必賜予。 

 

        最近我失去了工作，但是我一點也不難過，因為我覺得

是天主賜福給我回到天國大家庭的道路上。 使我不用再為生

活奔波，過著提早的退休生活。令我有機會及時間去學聖經

班的道理。尤其是為教會內各位兄弟姊妹服務，為他們凖備

彌撒後的點心，雖然有些辛苦，但是見到他們吃的時候很高

興, 我也覺得很開心和自豪。 

 多謝天主 ！ 

 

 

 

諸聖相通功之美                      Waylan Yau                  

 

每次在香港的墓園祭祖，也看到諸聖相通功五個大字。三十

多年來也不得而知。 雖然我家三代均受天主恩寵，但我對天

主的認識 可謂一知半解，基本上除了紅白兩事和子夜彌撒

外，幾乎和教會絕緣。 

 家人大多没有强烈的天主教信仰， 所以不懂闡釋。而否定

諸聖相通功的朋友，大多受到新教影响， 把明明是一個神聖

的共融卻說成是拜鬼的行為，加以鄙視。 

 自慕道班後，我發現 諸聖相通功是慎宗追遠的一種方式，

也可以洗罪。 否定諸聖相通功的功效就是否定祈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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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想念先人，又何需為先人祈禱？ 為亡者祈禱的意義不也

是為了記念先人， 希望他們在陰間安好 ，連自己的先人都

不關懷，又怎會有意 識去關懷你現世的鄰居，去爱人如己

呢 ? 所以不難想像大多數反對諸聖相通功的人也反對祭祖。 

 更何况求一下就有人幫忙 你去爱人如己，天主很忙碌的， 

有聖母聖人， 亡人活人， 免费幫你， 就不要太 貪婪，過分

講究。 

 在世的信友能夠在地上的教會彼此共融通功，就是活著和已

故的信友之間亦能相通功。為此，不管是在現世旅途中的教

會，正在淨煉的教會，以及已在天上享受永恆光榮生命的天

上教會。 處在這三種狀態中的教會信友，不但沒有因為死

亡的介入，而斷絕他們之間的結合，相反地，他們彼此間在

精神益處上的共融通功變得更穩固，和天主一起組成唯一的

大家庭。 

 《若望福音》記載耶穌在受難前為門徒間的共融祈求天父:

「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

教宗方濟對此解釋說：「教會最確切的事實是她與天主的共

融，與天主的親密。這一共融進而延伸為兄弟間的共融。耶

穌與天父的關係，是我們基督徒之間的關係的『根源』。如

果我們緊密地融入這一根源，進入這愛的火爐，我們將真正

變得一心一意，因為天主的愛焚毀了我們的自私、我們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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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們內在和外在的分裂。天主的愛也焚毀了我們的罪

過。」 

 

      避静                                              郭小文  

                       

      甚麽是「避靜」? 為什麽要避静? 我在網上找來以下的資

料和大家分亨:「避靜」按照中國漢字意義和文字結構來看，

是指「避開幽雅清淨的地方要到人群鼎沸的熱鬧場所」。但

天主教的避静是讓我們暫時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專心致志地

反省自己的思言行為是否符合主耶穌基督的教誨。其實「避

靜」一詞是一個拉丁語SECESUS譯為「退省」、「退隱」、

「避開塵囂」、「靜修」等。 

我們是做避靜而不是聽避靜。避靜是擺脫外界事物和工作的

牽累，深入沉思天主的聖言和祈禱,在天主的鑑臨之下，反省

過去、發現錯誤和缺點，並請求天主寬恕。避靜不僅是整頓

過去，更是展望未來。在避靜過程中會晤瞻仰耶穌、認識耶

穌，好能愛慕他，並在愛內更好地事奉他。 

避靜應該做到「四靜」：心靜、耳靜、眼靜、口靜。我們做

「避靜」者，若不如此，就難以做到《大學》中所說的：

「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避靜的目的應在於改良我們的生活，認識自我，認識天主在

我們身上的計畫。解剖自我，看看我們有什麼善意、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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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習，從而調整我們的行動，盡好我們的職責。避靜是一個

新生活的開始，是人生旅程中的加油站，人需要不斷的整

合，不斷的更新，使自己在修德立功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

好，從而達到更成全的境界。一個基督徒的成全不在於遁世

隱修，而在於忠實於信仰的意義和如何對待近人。  

避靜是祈禱、默想與反省的時間，更準確的說是聆聽生活在

我內的天主發言。靜不是目的，只是條件和方法。通過這種

方法進入一種境界，即與天主交往。 避靜（Retreat）是祈

禱，長時間而深入的祈禱。避靜是與主談心、向主說話，也

聆聽主的聲音。  

基督徒都需要從生活中退隱，通常是到獨立的空間裡面避

靜。 如果無法進行長時間（從三到三十天）避靜，也可以從

每日的生活當中，挑出一段時間，放下所有事物，進行避靜

的靈修，做深入的自我省察、祈禱、懺悔和明辨。 因此每當

我們快要被世界同化、快要失去人生方向時，要趕快回到主

的身旁，傾聽上主的聲音。讓上主的話語，引領我們。做我

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古人言：「萬物靜觀皆自得」。 唯

在靜境中與天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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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晚會的聯想 - 替罪羊                     

Philip Lau     

                  

   筆者有幸被指派爲春節晚會的二位司儀其中之一。在春節

晚會「羊的聯想亅中談及羊的 代表特性時, 曾向各晚會參加

者提出一條題目 (以下敘述乃據筆者回想,  與當時各人所用的

字眼會有些出入):   

      亞巴郎的兒子依撒格(Isaac)爲何不用死? 有乜代替Isaac

死? 

      當時有數位教友答説:  有隻羊 …有羊替代 

這些答話只是說明當時用作替代依撒格犧牲的是一隻羊。這

也是「替罪羊」這個詞語的出處。註 1 

      爲了更明白爲何「亞巴郎(Abraham)的兒子依撒格(Isaac)

爲何不用死亅,  

我以為要從爲何亞巴郎把他在100歲高齡 同也是90歲高齡的

妻子所生的兒子依撒格帶到山上開始。  據舊约創世纪 的記

述,  這事的發生是因爲天主要試煉亞巴郎的信德, 便命令亞巴

郎把這個兒子當作犧牲奉獻給祂。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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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適當的答案應該是 : 天主只是要試煉亞巴郎的信德, 

沒有打算要取去依撒格(Isaac)的性命。 有「替罪羊」替代依

撒格(Isaac) 作爲犧牲奉獻給天主。 

註 1 : 創 世 紀 (Genesis) 22章:  11 ~ 13 

     上主的使者從天上對他喊說：「亞巴郎! 亞巴郎! 」 

     他答說：「我在這裏。」 

     使者說：「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傷害他! 我現在

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          

         因為你為了我竟連你的獨生子也不顧惜。」 

     亞巴郎舉目一望，見有一隻公綿羊，兩角纏在灌木中，遂

前去取了那隻公綿羊，代替自己的兒子，獻為全燔祭。 

註2:   

     亞巴郎是閃族人，出生於多神信仰的兩河流域、加色丁的

烏爾，和他的妻子撒辣以及外甥羅特一起遷徙到哈蘭（創十

一31；蘇二四14-15）。天主在此召叫他前往自己所不知道的

地方（希十一8），並許諾要賜給他無數的後裔（創十二1-

3）；於是亞巴郎75歲時離開哈蘭，遷徙到客納罕地區（創

十二45），最後在赫貝龍定居（創十三18）。 

       亞巴郎86歲時才由埃及女樸 哈加爾生了一個兒子，名為

依市瑪耳（創十六），但對亞巴郎而言 這孩子並非 「許諾

之子」（創十七19；參閱：迦四28；羅九7-9）。 天主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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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立約，並將他的名字改為「亞巴辣罕」，意思就是「萬

民之父」（創十七4-6），並再次宣告將給他一個後裔，承受

這塊土地，並要求家族中所有男性成員都接受割損做為盟約

的標記（創十七6-14）。 在亞巴郎100歲、撒辣90歲時（創

十七17；十八11），上主於瑪默勒橡樹林顯現給他（創十八

9-15），他們因此按著天主的許諾生下「恩許的承繼人」依

撒格（希十一9）。依撒格的誕生導致 哈加爾 和 依市瑪耳 

遭到遺棄，因為他們不能和「恩許之子」分享 亞巴郎的產業

（創二一8-14）；然而之後，天主卻命令 亞巴郎 把這個兒子

當作犧牲奉獻給祂（創二二）。 

      當天主如此試煉了亞巴郎的信德之後（智十5；希十一

17），再次加強許諾賞賜給他無數的後裔，並且為了賞報 亞

巴郎的服從，天主使 依撒格 繼承相同的許諾（創二六3-

5）。撒辣死時，亞巴郎購買了赫貝龍地區的瑪革培拉田地

安葬妻子（創二三）；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亞巴郎打發一位

僕人前往故鄉美索布達米亞，為兒子依撒格迎娶一位妻子

（創二四）。 

       亞巴郎的故事結束於創世紀 第廿五章，他去世時享年

175歲，被葬於其妻子安葬之地 瑪革培拉（創二五7-11）；

而他的全部產業都由 依撒格繼承。在他去世前取了一個名叫  

 刻突辣的妻子，這個女人所生的子嗣，只分到一些「禮

物」，他們成了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創二五1-4）。 

   ~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bible-

person/perso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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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齋期-悔改、皈依和更新聖化自己          

                                               Daniel Leung                                         

• 教宗方濟多次批評「不冷不熱的教友」，他警告有太

多掛名的基督徒，這些虛假的基督徒是異教徒和是十字架的

敵人。他們的心思和日常生活與異教徒一模一樣，只是星期

日去聖堂而矣。 

• 默示錄 3:16 「但是，你既然是溫的，也不冷，也不

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 教宗説：只有兩種基督徒-「是不斷在主內更新的」和

「基督的敵人」。 

• 基督徒最大的障礙是以為我不殺人、不害人，主日去

聖堂便已很不錯，因著自滿，而很容易變得自大，沒有不斷

去尋找、認識上主，更沒有真正在主內更新聖化自己，努力

戰勝私慾偏情，自大、貪心、懶惰，努力脫去舊我、穿上新

我，而盡力在生活中生活出上主的愛、去關心、接待、包

容、寬恕！ 

• 封齋期是悔改、皈依和更新聖化自己的時刻。 

如何在主內更新? 

• 在領洗入教一刻，我們悔改洗脫一切罪過，但之後又

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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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領洗後是一生不斷追隨主耶穌基督的開始。人一

生不斷受到魔鬼的引誘，很容易因私慾偏情而跌倒、犯罪，

甚至離開天主。我們必須切實把裏面的「我」洗擦乾淨，換

上主耶穌教導的人生觀、價值觀、待人處世的態度，努力在

日常生活中以愛、包容、寬恕來接待身邊的親人、朋友、同

事、和教會內的弟兄姊妹，並以言、以行來傳揚福音，成為

地上的鹽、世界的光。但這一切必須由自我「更新」開始。 

更新是悔改與皈依 

• 瑪竇福音3: 1.那時，洗者若翰出現在猶太曠野宣講說 

2.「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4: 17.從那時起，耶穌

開始宣講說：「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 

• 馬爾谷福音 1:14.若翰被監禁後，耶穌來到加利肋亞，

宣講天主的福音，15.說：「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

們悔改，信從福音罷！」 

更新是捨得放棄一切立刻跟隨耶穌 

• 馬爾谷福音 1: 16.當耶穌沿著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

見西滿和西滿的兄弟安德肋在海裏撒網，他們原是漁夫。17.

耶穌向他們說：「來跟隨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

夫。」18.他們便立刻拋下了網，跟隨了他。19.耶穌向前行

了不遠，看見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

上修網。20.耶穌遂立即召叫他們；他們就把自己的父親載伯

德和傭工們留在船上，跟隨他去了。 

   18 



• 捨棄是十字架，伯多祿是貝特塞達人，在加里肋亞湖

的東面，但他現在住在葛法翁，他岳母的地方，是加里肋亞

湖的西面，為什麼他做漁夫有兩個住家？原來若你住東岸而

到西岸打漁，是要付稅的。若住在西岸，便少付稅。所以伯

多祿有兩個住家，擁有一條漁船，在那一刻，他捨棄一切，

跟隨耶穌，是一個十字架。 

• 另外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在收功時，耶穌召叫

他們，他們家中有傭工，要捨棄一切，並不容易。 

• 一個簡單召叫門徒的記載讓我們看到，要跟隨耶穌基

督，是要捨棄，這是十字架。每人捨棄的都不同，有一些是

好的東西，有一些是不好的東西。不要以為放棄不好的東西

很容易。 

• 人要跟隨主耶穌基督，必須放下自我，捨棄罪惡。 

• 但捨棄罪惡並不容易。因為罪惡背後有樂趣，sin is 

fun. 所以人常犯，不願放棄。 

• 譬如說人壊話，以顯得自己比人強。發脾氣駡別人，

以顯出比別人強。很喜歡説人是非，因為有樂趣。  

更新是改變原先「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   

• 厄弗所書 4: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 17.為此我說，且在主

內苦勸你們，生活不要再像外邦人，順隨自己的虛妄思念而

生活；18.他們的理智受了蒙蔽，因著他們的無知和固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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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生命隔絕了。19.這樣的人既已麻木，便縱情恣慾，貪

行各種不潔。20.但你們卻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更新是選擇「與天主和好」和「走向天主」 

• 羅馬書 12: 基督徒應有的生活 -1.所以弟兄們!我以天

主的仁慈請你們，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

主的祭品：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2.你們不可與此世同

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什麼是

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麼是成

全的事。 

更新是「 脫胎換骨 ，徹底的轉變 」 

• 厄弗所書 4:21.如果你們真聽過祂，按照在耶穌內的真

理，在祂內受過教，22.就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就

是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壞的舊人，23.應在心思念慮上改換

一新，24.穿上新人，就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

義和聖善的新人。  

更新是讓上主進入心靈深處，以「 上主為王」 

• 路加福音 4:7所以，你若是朝拜我，這一切都是你

的。」8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

天主；惟獨奉侍他。』」 

• 瑪竇福音 22: 37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

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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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是把自己整個的生命投在基督的愛內 

• 是「上主先愛了我們」。「愛是來自天主」。以愛還

愛是必須的、應該的。 

• 迦拉達書  2:19其實，我已由於法律而死於法律了，為

能生活於天主；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20.所以，我

生活己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在肉身內

生活，是生活在對於天主子的信仰內；祂愛了我，且為我捨

棄了自己。 21我決不願使天主的恩寵無效，因為，如果成義

是賴著法律，那麼，基督就白白地死了。 

更新是如同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 瑪竇福音 5:43.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44.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

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45.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

女，因為衪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46 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

什麼賞報呢？ 稅吏不是也這樣做嗎﹖ 47.你們若只問候你們

的弟兄，你們做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做嗎﹖ 

48.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父是成全的一樣。 

以上是領洗入教後的人生新旅程。 

基督徒自領洗後不能滿足於作為一個主日教友，而應該努力

去戰勝 the inner me 那個備受私慾偏情束縛著的 「 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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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 「 脫去舊我，穿上新我 」 ，透過不斷的 「 更新、聖

化自己 」 ，來更肖似基督。 

不然便是於然故我，三歲定八十，本性難移。信仰只是知識

和裝飾品。必須重新尋找、認識今天的我，知道弱點所在，

而跟隨聖言徹底更新、聖化自己，才能一步步把信仰每天實

踐在生活中。 

基督徒應一生不斷更新、聖化自己，不斷跨越、突破和戰勝

自己的私慾偏情、以「活在主的愛內」和「生活出上主的

愛」！ 

基督徒需要信仰小團體的基督徒環境來成長。 

 

  

獨愛祢                                     ——蔡金生 

 

St. Augustin 聖奥斯定説 : ｢主啊!祢創造我們出來，叫我們只

愛祢，我們的心靈常在不穩定中，直到它安息在祢內，不再

移動。｣ ｢ 如果一個人喪失了靈魂，即使他得到全世界，又

有什麼用呢？｣  

好的名聲誰人不羨慕？眾多的財富，誰人不想擁有呢？賞心

樂事誰人不想！我們每人只有一顆心，只能圓滿地獨愛一個

人，一件物，一件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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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分開同時愛兩個人，兩件物，兩件事功。 

做到高位的總裁，赚到億億萬财富，心想事成～ 這一切多

誘人 ! ｢你的宝藏在那裡，你的心就在那裡。｣ 心在那裡，

在名聲裡，在錢財裡，在稱心如意裡～就如名聲，或錢財，

或稱心如意合在一起。世上有永恒的名聲嗎？有不滅的永為

我用的錢財嗎？有永遠稱心如意，心想事成嗎？  

沒有，那麼我的心和這些合一，就和這些永遠消滅 !!!  

所以，除非和創造出宇宙內，一切人，事，物的主宰合成一

体，我們的心向任何其他一切，不是永恒的，自有的。我們

必會和這其他一切共同消滅。例如現在我愛有一間自己擁有

的房屋，有着家人健康同居，有着如日中天的事業，這些會

有永恆嗎？不 ! 如果我的心迷戀這些，這些過眼雲烟，我

的心就會如烟共滅! 只能把我的心分分秒秒，時時刻刻只戀

愛這造出這房屋的永恒的主，给我擁有的健在的家人裏面的

主，使我事業如日中天內的主，心常和宇宙內一切人，事，

物的主時時刻刻合一，那麼，即使我在目前這一刻死去，我

的心不會走失，只向着迷戀着這一切名利樂內的主，不是

名，不是利，不是樂，而是名內的，利內的，樂內的永恒的

主。 

願主為王，在我心內，聖化一切。消滅污塵，吹散黑暗。唯

獨愛祢，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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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感                 ——————梁光濃 

 

每年的四旬期我們團體都會有拜苦路，今年由黄執事帶领我

們祈禱。祈禱的歌詞及音韻都很感人及動聽。我的心神像飛

揚起舞一般的姿色，其他的人都與我有同感。其實在四旬期

拜苦路是默想耶穌為救贖世人的好方法。 

每當我吃飯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的父母，如果他們還健在

就最好，我可以煮一些好吃的食物给他們享用，可惜他們已

不在這世界上。我後悔以前從來没有對他們説過：｢爸爸，

我愛你。｣ 或是對媽媽说：｢ 媽媽，我愛妳。｣ 

為什麼我以前是這麼的難開口说呢？到現在他們不在這世界

上，他們已離開了我，我才常想對他們说：｢ 爸爸，媽媽,

我愛你。｣ 

想到這裏，我的眼淚直流下來。最近我的眼睛不大好，過幾

天要做手術。求天主保佑我。 

我很喜歡這首讚美上主的歌曲，我常常都詠唱。 

1.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 經過許多危险網鑼，飽受人們苦楚， 

    此恩领我平安渡過，他日歸回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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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來在天安居晚年，恩光如日普照。 

    好像最初蒙恩景況，讚美永不減少。 

    所以我們要在我們還有生命的時候，要熱愛上主。在父母

還健在的時候，要孝敬父母，對他們親 切地關懷慰問，使他

們感到温暖。 

 

  

Grace of God                            Ribi Leung                                           

 

“Why do you want to be baptized?”, a common question at the 

RCIA class discussion. 

I was very lucky that I learned about Jesus at a young age. I went 

to 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a Baptist Church middle school, 

and my mother is Catholic. I always loved bible class, and I was 

fascinated by some of the stories. I felt the joy of celebrating 

Jesus’ birth at Christmas, and I had vivid pictures of his life and 

teaching. I remember one time I was very touched and cried 

when thinking about Jesus sacrificed himself and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Nonetheless, I rarely went to church in the past because I always 

felt I was too busy and could not devote time for church. And I 

would think since I prayed every day, God should already know 

my belief, and therefore I didn’t need to go to church all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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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 was fortunate that God didn’t give up on me. I 

experienced the miracle of life in giving birth to my daughter last 

year. God gave me what was best for me, something which I 

didn’t even know before. I also realized our life and health was 

fragile and not controlled by us. I asked myself, “what’s most 

important for me if I die tomorrow?” I decid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people I love and with God. 

Now I am happy I can say my grace and praise to God at church. 

I’m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baptized at Easter and continuing to 

follow Jesus. 

                             

 

The Villager and the Happy Man         

                                           RemezSasson 

 

In a small village, in the valley, lived a man who was always 

happy, kind, and well disposed to everyone he met. He always 

smiled, and had kind and encouraging words to say, whenever it 

was necessary. Everyone who met him, left feeling better, 

happier and elated. People knew they could count on him, and 

regarded him as a great friend. 

One of the village dwellers was curious to know what his secret 

was, and how he could always be so kind and helpful. He 

wondered, how is it that he held no grudge toward anyone, and 

always wa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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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upon meeting him in the street he asked him: "Most people 

are selfish and unsatisfied. They do not smile as often as you do; 

neither are they as helpful or kind as you are. How do you 

explain it?" 

The man smiled at him and replied, "When you make peace with 

yourself, you can be in peac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you 

can recognize the spirit in yourself, you can recognize the spirit 

in everyone, and then you find it natural to be kind and well 

disposed to all. If your thoughts are under your control, you 

become strong and firm. The personality is like a robot 

programmed to do certain tasks. Your habits and thoughts are the 

tools and programs that control your personality. Become free 

from being programmed, and then the inner good and the 

happiness that reside within you will be revealed." 

"But a lot of work is necessary. Good habits have to be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concentrate and to control the thoughts 

ha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work is difficult and endless. There 

are many walls that need to be to climbed. It is not an easy task." 

Lamented the villager. 

"Do not think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therwise this is what you 

will see and experience. Just quieten y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and try to stay in this peace. Just try to be calm, and do not let 

yourself be carried away by your thoughts." 

"Is that all?" Asked the villager. 

"Try to watch your thoughts and see how they come and go. Stay 

in the quietness that arises. The moments of peace will be brief at 

first, but in time they will get longer. This peace is also strength, 

power, kindness, and love. In time, you will realize that you are 

one with the Universal Power, and this will lead you to act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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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dimension - point of view -consciousness, not from the 

selfish, small, limited ego." 

"I will try to remember your words," said the villager, and 

continued, "there is another thing that I am curious about. You do 

not seem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You have a kind 

word for everyone, and you are helpful. People treat you well, 

and never exploit your goodness." 

"Being good and being kind do not necessarily point to weakness. 

When you are good, you can also be strong. People sense your 

inner strength, and therefore, do not impose on you. When you 

are strong and calm inside, you help people, because you can, and 

you want to. You act from strength, not from weakness. 

Goodness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s some people erroneously 

think. It can manifest together with power and strengt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dvice and explanations", said 

the villager, and went away happy and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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