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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 神 聖 的：天主的性質是［愛］，天主是神聖的，所以［愛］是神聖的！

［天 主］是 偉 大 的：是祂創造了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充滿上天下地；宇宙
的一切都是祂所創造的，所以祂的能力是［偉大無比］的！

因此，各位兄弟姊妹們，讓我們大家反省一下自己：是一個心中有［愛］的人
呢？！還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呢？！

［天下太平］或者［家庭和睦］都是有［愛］才得，
所以讓我們各自反省一下：我究竟是一個有愛
心的人還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呢？！

［天下太平］、［家庭和睦］都在於是否有［愛］！

［愛］是 忍 耐 的：

所 以［愛］是 甚 麼？！

有了忍耐，國與國之間就不會開戰；有甚麼問題時，
有了忍耐，就不會開戰，世界就太平：有甚麼問題時，
可以大家一起商量，找出答案，於是國與國之間才
不會開戰，人民才得安居樂業。

有了忍耐，家庭之中就不會吵架，大家都會擔待各
人的性格，脾氣，而能和睦地一起生活在家中。

有了忍耐，天下各國人民都能在和平和可愛的環境
中一起生活。

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能使大家安樂地生活在一起的
因素嗎？！既然那麼重要，那麼我們不是應該努力
修練自己，令自己能活出［愛］；如果天下的人都明
白［愛］的重要，而能修練自己活出［愛］，那麼［天下
太平］、［家庭和睦］、［彼此幫助］就能成為事實！

─ ─

─ ─

─ ─

［愛］是神聖的、偉大的、忍耐的、和平的、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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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聖言滋養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瑪5:5—７)

「温良」，即温和良善，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

義為樂，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温良的人學習基督、肖似基督。主耶穌

曾說：｢向我學習吧，我是良善心謙的。｣看，世人為獲

得土地，靠的是剝削、掠奪得來。自古至今，儘是弱肉

强食。讓我們細看舊約中，亞巴郎、梅瑟、達味、撒羅

滿的行實，他們正是温和良善的代表；都獲得天主

偌大的恩賜，承受了流奶流蜜的福地、國土和種種

恩許……。讓我們也學習成為温良的人，知足常樂，

每當承受了上主的任何恩賜，管它是土地、權力、地

位、財富，以至才華智慧，都謙虚領受，然後按基督的

教導，善加使用和發揮，好結出榮神益人的善果，歸

光榮於在天大父。

「飢渴慕義」，渴慕正義、公義，如飢似渴。世人對

追求正義，很多都漠不關心，認為事不關己，或是暗

裏懷有私心，或是曲解了正義，或是以過激以至傷害

别人的方式，去求取自己認為的公義。像印度聖雄甘

地爭取正義的方式，真是世界罕有。在這裏，讓我們

默想天主的公義；賞善罰惡。看，｢在審判之日，惡人

站立不住；在義人的會中，罪人不能立足：因上主賞

識義人的行徑，惡人的行徑必自趨沉淪。｣(詠1：5—6)

世人因原罪及本罪，都傷害了人與天主、與别人、與

衆生的正義、和諧。所以，人哪！要力求悔改更新，從

善棄惡。從此，以公義仁厚待人，從善如流，不剝削、

不只求私利、不損人利己、離棄種族歧視……，效法

基督，滿全正義。看，主耶穌，這麼疼愛世人，竟以

天主子的身份，為世人贖罪，捨身十架，以滿全天

主的公義，更把世人提升了，成為天主的子女！所

以呀：｢飢渴慕義的人真有福，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是悲天憫人，富同情心，同理心，再配合

愛德行動，惠澤衆生。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故事(路

10:25—37)，把憐憫的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看！一

個可憐人遇上强盗，遭剝去衣服及打的半死，躺卧

路旁，像死了一樣。有司祭和肋未人路過，他們是法

律的代表和護衛人，即獻身於天主的人，本應更施

憐憫，卻因怕觸摸到屍體，陷於不潔，不利祭祀、施

禮，故都不顧而去。而那路過的撒瑪黎雅人，思想單

純，又不懂法律，一見到那可憐的人，便即動了慈悲

的心，沒想太多，二話不說，馬上援救；在傷處注油

與酒消毒，包紮傷口，扶他騎上自己的驢背，帶到

客店，繼續照料，……。看，多教人感動啊！其實，憐

憫人的人是在效法在天大父，將祂的旨意，奉行人

間，因為好天父，悲天憫人，降雨给善人，也降雨给

惡人，潤澤衆生。憐憫人的人認識自己的不足與過

犯，懷有痛悔的心，所以也從心底寬恕别人的冒犯，

憐憫别人；因為人人(包括自己)均曾被罪惡纏繞，都

是可憐人。主耶穌降生人世，宣教、治病、驅魔、行

奇蹟、到最後捨生拯救世人，正正是在彰顯天父的

慈悲憐憫呢！所以，人哪！度日似天父慈悲滿懷，處世

也應似天父慈悲滿懷。



追風

福音描述耶穌初期出來宣講福音的情景，
他為人驅魔和治病，憐憫人所受的困苦，
他慨嘆願意跟隨他去宣講的人少：莊稼
雖多，工人卻少。我默觀耶穌的心情，今
天觸動我的是歐瑟亞先知描述以色列人

「追風」的一個圖像。

1）相信耶穌和歐瑟亞先知心情一樣，先
知可憐以色列人的頑固和背離天主所要
遭遇的困苦。他慨嘆以色列人：「既播種
了風，收的也必是風。」（歐8:7）耶穌慨嘆
在苦海中的以色列民。

2）以色列民在自己的歷史中，不斷背離
了天主，用人的思念代替了天主的行徑。
這個「風」是一份由驕傲而流露出種種人
性的脆弱和追求，世物成為人的偶像，操
控了人心......人不能自拔。歐瑟亞先知預
言了以色列民要承擔這「風」的苦果。耶
穌看見以民這種境況，內心也一定有份很
大的慨嘆和憐憫，叫以民不要再「追風」，
重新回到天父的懷抱，耶穌不單關懷以
民，也關懷和憐憫所有的人。

3）這個世代的「追風」是什麼？現在的世

界，「資本主義」、「自我主義」和「競爭文化」
當道，人都不自覺在這些制度和漩渦之中
不斷去「追風」，在這個潮流和文化之中過
日子。成就、物質、利潤....等等似乎成為人
類向前的主要動力。現在流行的政治術語
是：中間主義沒有市場！「公投」、「主權」、
「脫離」成為非常受歡迎的議題。人就是在
這種「追風」的日子渡日。天主在哪裏呢？當
人在這個「追風」的氛圍中，教宗方濟各早
前回應一些政客的説話很觸動我。教宗提
醒人：我們需要的不是圍牆和隔離，而是橋
樑、溝通、團結和合一。

人若遠離天主，按自己的意念去「追風」，便
要付出代價。耶穌基督此刻帶來安慰，他提
醒我們天父關心我們，我們要讓天主作自
己生命的主人。

主耶穌感謝祢。祢是我們生命的主角，你擁
有時間的永恆。主，請幫助我們，讓聖神的

「風」滲入我們的「追風」之中，讓人的生活
搭建在「橋樑、溝通、團結和合一」之中。主，
讓我們熱烈投入基督信仰的陣營中，送出
基督徒的服務。主就在微風細雨之中，我在
此靜聽，請祢發言！

他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
（瑪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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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愛‧讓我們承傳

以下是三位同學(花，生，說)談愛的群組。如果你認同，請分享，傳播好消息吧！

花：情人節來了。讓我們談談......

生：哦，你又戀愛了嗎？

花：是的，但不是談戀人......

說：對，戀人之間，父母之間、兄弟姐妹之間，朋友之間都有愛，且有主對人的愛。
1(The 4 loves by C S Lewis ) 不祗是談戀人之愛......

生：我記得修女們教導我們：「一.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二.你
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2

說：是的，全部「法律」，都繫於這兩條誡命。2十誡也繫於這兩條愛的誡命。

花：等等，愛的誡命？誡命不是要守的嗎？ 怎麼可以愛的呢?

說：是的，是的。這是基督信仰奇妙之處。誡命是要遵守，但這些誡命也要以愛來
承傳。若沒有愛，便毫無益處。3 想想如果一段關係中祇有法律，而沒有愛。兄弟
可以相殘，子女可以殺父母，父母可以虐子，正如近期虐殺女童案，舊約的哥哥
加音殺了阿伯爾。

其實愛在不同宗教、文化、及自然法則中也無處不在。

說：在十誡中第六條：不可姦淫。這似乎是限制了人的行為。但實際上它從愛出
發，確立男女戀人之間相愛的方式，建立忠誠和親密的信任。如果沒有了愛，這
條就祗是婚姻的規條，也不會有愛的喜樂，忠誠和信任。第六條的教導也確立了
很多現在的法規和生活習慣，如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同性戀看法等等4......
如感興趣，我們可以遲些再談這些。

生：噢，我從來沒想十誡有這麼大影響，但是...... 

讓我們愛... 作者: 花.生.說

說：愛其實無處不在。即使在禽鳥中、昆蟲中愛的行為也多不勝
數。《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5一書所述，自然界雖然「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基因雖然「自私」地用不同的方式保護和繁衍
自己，但正因如此，他們會犧牲自己，成就近親或其部落的利益

（即保護其基因）。母親保護幼崽的例子很多，即使雄性蜘蛛也
可以犧牲生命來換孩子的生命。事實上，哈佛生物與數學教授
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發展了一個名為「五規則」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cooperation")的數學模型，被人命名為

「行善數學」(Mathematics of being nice)，表明「合作」(“coop-
eration”)的能力是人類成功的秘訣。6

簡而言之，行善，行愛德不僅是信仰，不僅是信念, 而是天擇人
類成功的秘訣。換言之，因為我們是被選中的。

生：噢，其實我只想問下情人節哪家花店有折......

（愛未完, 待續....）



活動報導   07

今年（2018）四月，李海龍神父九十大壽暨晉鐸六十周年鑽禧。

為慶祝這兩宗盛事，我們倡議出版一本書，
書題暫擬為《靈火百點：燃亮生命的故事》，
刊印有關李神父的一百則真實故事。

我們希望能夠藉這些故事：

　‧表達我們對李神父的欣賞和感激。

　‧使更多人能了解李神父的特質：

　‧他特立獨行、信主崇理、親民愛物、

　　敢為天下先、願作眾人僕。

　‧他是慈父、良師、好友、領導。

　‧藉着這些點點靈火故事，彰顯天主對每

　　一個人獨特、神妙和充滿慈愛的恩寵。

故事體例：

　‧故事必須真實，主角是李神父，
　　不損任何人聲譽，不揭私隱。
　‧應該有時間、地點和人物。
　‧用“白描”方式，多敘事，少形容，
   　在平實中見真愛。
　‧發表可用筆名，但投稿須具真實姓名。
　‧並應在文後說明怎樣認識李神父，
  　 和相交多久。

一百則故事，似乎很多，但幾十年來，和李神父接觸，

受到李神父言行影響的人。可能一百之數也容不下。

　‧相信很多會內外的兄弟姊妹有故事要說。
　‧李神父的親戚、同輩應該有不少故事。
　‧聖類斯、慈幼和鄧鏡波的學生也有不同的故事。

故事徵集方式：

　‧可以多樣：如撰寫、訪談、留言口述等。
　‧聯系電郵：mhcsparks100@gmail.com ，
　　請直接寄來故事稿件，或和我們聯絡安排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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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The 4 Loves by C S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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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恩寵
文：王素文修女

06   天主的恩寵‧聖神的美果

跟隨聖鮑思高神父，以教育為終身使命。這個理想使我

樂意奉獻一生，甘為孺子牛！這朵教育心火，熊熊地燃燒

著，使我每天活得充實，以「與我靈•取其餘」的心態，不

斷迎上挑戰，改良教學方法，以寬容接近學生，以喜樂面

對困難，因為有主與我同行，所以充滿信心，不懼艱困。

從香港到澳門，再延續往祖國再回澳門。

但覺這年代，從事教育工作，越來越困難似的。社會風氣

崇尚名校、分數和攀登大學。家長們，只求達到目的而不

擇手段。孩子備受考試壓力及網絡吸引，對學業不感興

趣。

我每日祈禱：為孩子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從上主的啟發

中，認定必須由家長入手，天下父母沒有不愛其子女的。

於是我開始舉辦家長講座、寫文章鼓吹家長為子女的教

育而付出最好的一份，有效的與子女溝通，為他們著想，

並成為子女的「伯樂」！我先後出了兩本「教子有方」，其

一為《好爸媽•快樂孩子•幸福家》，第二本是《好爸媽

教出更好的孩子》。此兩本書不但在香港和澳門暢銷，及

至祖國也以簡體印行，我以為自己已經盡了綿力，在教

育使命內已付出自己最好的一份。

可是，在二零一五年，經歷了喪妹之痛後，那份內心的痛，

使我真想放下一切，只顧做好管理宿舍和教育宿生的工

作，其餘一切都無力以付了。就在這人生低谷中，上主的

神再次呼喚我，去回應衪的邀請，為這一代的孩子獻上

幸福。這次是救主耶穌所親自傳授的「真福」，為我當時

的心態，這是不可能的。這一代人為物質、金錢、享受所

俘虜，那股慕外的心靈傾向，怎能接受這份高尚的理想

呢？加上我的疲累傷痛和自覺能力有限，不能承擔這個

任務。可是，上主透過不同的渠道和心靈的催迫，使我不

能抗拒，只好俯首投誠欣然接受！

當這顆貧乏而謙卑的心，向上主投靠再執筆寫這本：《串

串馨香•祝福家庭—領孩子與幸福相遇》天主聖神臨于

我心，啟動我手似的，把主耶穌親授的真福八端，配合現

今孩子的真實處境，一篇篇的文章及一個個真實個案配

合起來，讓我自己都十分驚訝！深信這本書，並非出自我

卑微貧乏的手和心，它全是天主的恩寵，是聖神的果實。

當運筆至感動心弦之處，竟熱淚滿眶，是感恩之淚，是鼓

動心靈的感激！深感天主的厚愛，用這卑微的婢女，完成

這件給予孩子幸福的禮物。

更奇妙的事，陸續出現，我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楊綺麗女

士願意斥資為此書設計及排版，還親自校對，活水基金

的高德耀先生及他的賢內助高太(廖寶英女士)願意為此

書免費印刷。我的感恩心催使我把此書的收益全獻給田

馨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作為扶貧助學和福傳之用。完成

此事，使我深心相信：「天主的恩寵夠我用！」只要獻上自

己卑微的一份，祂自會完成奇妙而偉大的工程。因此，我

與天上的好媽媽一起詠讚上主的安排「我的靈魂頌揚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路-1,46)

‧聖神的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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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由將臨期開展「青年年」後，教會內不同團體已
將青年訂定為服務目標，並思考有效的方法，吸引青年人
去接觸信仰，反思生命，回應召叫。

以下是筆者觀察到一些關於青年的資訊與大家分享。

青年年的年齡定義
●　根據香港天主教教區會議第二組 - 青少年牧民第二
草案的資料表示，「青年」一詞泛指「十三歲以上，四十歲
以下之求學及在職人士」。

香港青年數目
●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剛於2018
年2月22日出版，提供二零一六年青年特徵的詳細統計數
字。該報告中所指的青年為15至24歲不論男女的人口。

●　根據統計結果，在2016年香港共有776709名青年，
佔全港人口的11.1%。青年的數目在過去十年有所下降，
由2006年的880 175人下跌至2016年的776 709人。

●　在2016年的青年當中，15歲至19歲的人士佔43.9%，
而20歲至24歲的則佔56.1%。

●　在18個區議會分區當中，沙田區的青年數目最多
（9.2%），其次是元朗區（9.0%）及觀塘區（8.8%），而灣仔

區的青年數目則最少（1.9%）。

沸青、沸點
●　「沸青」是形容時下熱血沸騰的青年。「沸點」是教區
青年牧民委員會與教區視聽中心推出的網上平台，透過
臉書專頁，鼓勵青年人分享信仰與福傳。

筆者嘗試從聖經中尋找與青年相關的章節，比較深刻的
是浪子回頭的故事(路加福音15:11-32)。在此段聖經中，
父親的幼子要求索取自己的一份家產後，在他鄉揮霍無
度，荒淫度日，當走投無路時作出自我反省，痛悔過後回
歸父家，而父親亦因兒子回頭改過而喜悅地接納他重投
自己的懷抱。青少年在成長階段中正處於迷茫的時刻，
在找尋自我身份認同之際，亦出現執著自我，反叛不羈
的矛盾。唯重要的是青年人能學習良善心謙的態度，時
刻保持自我省察，頓悟過後再踏上正確的人生路，相信
家中的父母親必會渴望著兒子歸家的一天。讓我們以夏
志誠輔理主教撰寫的青年年禱文，為我們所有的青年人
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父，求祢降福青少年，讓他們在祢的愛內
成長，能夠明辨善惡，持守真理，勇於承擔，樂於分享。願
他們在困難中，獲得祢的支持和助佑，在徬徨時，體會祢
的慰藉和陪伴。

主啊!求祢幫助他們，去回應祢給他們每一個人的召叫，
在生命中發光發熱，活出豐盛的人生。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漫步人生路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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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由將臨期開展「青年年」後，教會內不同團體已
將青年訂定為服務目標，並思考有效的方法，吸引青年人
去接觸信仰，反思生命，回應召叫。

以下是筆者觀察到一些關於青年的資訊與大家分享。

青年年的年齡定義
●　根據香港天主教教區會議第二組 - 青少年牧民第二
草案的資料表示，「青年」一詞泛指「十三歲以上，四十歲
以下之求學及在職人士」。

香港青年數目
●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剛於2018
年2月22日出版，提供二零一六年青年特徵的詳細統計數
字。該報告中所指的青年為15至24歲不論男女的人口。

●　根據統計結果，在2016年香港共有776709名青年，
佔全港人口的11.1%。青年的數目在過去十年有所下降，
由2006年的880 175人下跌至2016年的776 709人。

●　在2016年的青年當中，15歲至19歲的人士佔43.9%，
而20歲至24歲的則佔56.1%。

●　在18個區議會分區當中，沙田區的青年數目最多
（9.2%），其次是元朗區（9.0%）及觀塘區（8.8%），而灣仔

區的青年數目則最少（1.9%）。

沸青、沸點
●　「沸青」是形容時下熱血沸騰的青年。「沸點」是教區
青年牧民委員會與教區視聽中心推出的網上平台，透過
臉書專頁，鼓勵青年人分享信仰與福傳。

筆者嘗試從聖經中尋找與青年相關的章節，比較深刻的
是浪子回頭的故事(路加福音15:11-32)。在此段聖經中，
父親的幼子要求索取自己的一份家產後，在他鄉揮霍無
度，荒淫度日，當走投無路時作出自我反省，痛悔過後回
歸父家，而父親亦因兒子回頭改過而喜悅地接納他重投
自己的懷抱。青少年在成長階段中正處於迷茫的時刻，
在找尋自我身份認同之際，亦出現執著自我，反叛不羈
的矛盾。唯重要的是青年人能學習良善心謙的態度，時
刻保持自我省察，頓悟過後再踏上正確的人生路，相信
家中的父母親必會渴望著兒子歸家的一天。讓我們以夏
志誠輔理主教撰寫的青年年禱文，為我們所有的青年人
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父，求祢降福青少年，讓他們在祢的愛內
成長，能夠明辨善惡，持守真理，勇於承擔，樂於分享。願
他們在困難中，獲得祢的支持和助佑，在徬徨時，體會祢
的慰藉和陪伴。

主啊!求祢幫助他們，去回應祢給他們每一個人的召叫，
在生命中發光發熱，活出豐盛的人生。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