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中天主的形象很嚴肅，人很害怕見到

天主，見到天主會死。從現在的科學理

解也有一些根據，人的存在只是在一個很有限度

及很窄的空間，在適當的大氣壓力下生存，輻射

大一點受不了，聲音和視覺的頻譜也是在一個很

狹窄的區間中運作，高頻聽不到，低頻也聽不到，

光譜也只是看見很窄的一部份。無怪乎以前的人

想像看見燦爛光輝的天主，一定會受不了，猶如

我們暴露在強大的核輻射光影之中。耶穌升天這

個事實正正說明天主以聖子的形象臨現人間，耶

穌升天遠去正正表示他曾經來過，並且和我們生

活過，天主聖子分享我們的人性，我們和天主可

以變成這樣的近，以致我們可以親近祂，透過祂

認識天父的慈悲。

2）叧一個分享是在收錄禮的一個圖像。現在堂區

進行的收錄禮有個習慣，就是導師會為慕道者劃

十字聖號並個別祝福他/她們。這個祝福是多麼

親切，面前每一位慕道者都是一個「人」，不同的

面容但是卻裝載着同一份天父的慈悲。祝福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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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祂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路24:46-53)

人的人的人的面容面容面容
舊 者的同時，自己同時接受天主很大的恩典，就是

那份安慰、平安和喜樂，還有一份無名的恩竉。

3）每位慕道者的面容讓我意識到每一個人的尊

嚴、需要和價值。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面對人的

時候，其實比較少留意人的面容，我們留意他/她

的說話，留意他的觀點，留意他講述的事情。我們

一般傾向是去解決一些問題，漸漸當我們面對人

的時候，已經分不清楚我是面對一個「問題」或是

一個「人」。如果我們能夠有空間停一停，默觀一

下面前的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尊嚴的「人」的時候，

我們應對的態度可能就不一樣了。

學習默觀一個人就是每天日常生活一個靈修的

試練。慕道者在收錄禮中的圖像浮現，我看見並

欣賞幾十張「人」的面容，每一張面容都裝載著一

份生命的經歷、一個人生奮鬥的故事、一份對真

理的好奇和渴望。主耶穌感謝祢。感謝祢讓我們

在微小的工作中獲得豐厚的報酬，感謝祢讓我成

為傳遞福音的工具。求主垂憐！求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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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福音從第五章至第七章，有系統地記載了耶穌的一些教
訓，我們統稱為「山中聖訓」。有人說山中聖訓是「福音中之福音」、

「基督精神大憲章」、「靈修生活指南」等，雖然前後還不到三千
字，但卻是耶穌訓言之精華所在。稱為「山中」是因為這些聖訓
是這樣開始的：「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
跟前來，他遂開口教訓他們說。」（瑪5:1-2）今天，我們不能完全
肯定那座是什麼山，但這山可能只在暗示西奈山，正如當年梅
瑟在西奈山上宣佈了天主十誡，同樣地耶穌也在「山上」宣佈了
新法令、新生活法則。「坐下」表示耶穌經師的身份，「開囗教訓」
表示耶穌如同司祭宣佈神諭般，要去宣佈十分重要的大事。

山中聖訓可分成不同的段落，而為首的就是我們熟悉的真福八
端，道出了甚麼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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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竇福音5:3-10)

我對

作者：楊偉民

真福八端的貧窮，往往指一個人，雖然他
在人間一貧如洗，但卻一心依頼天主，而
他們在其困境中，卻能經驗到天主的救恩。
哀慟在希臘聖經原文中往往指一種「極度
悲痛的哀傷」，哀慟的人會得到上主的特
別照顧和安慰。此外，凡設法去安慰哀慟
者的人，他們也都要獲內心的安慰。溫良
的人不隨便發怒，但他們面對不公義的事
情，卻不會保持緘默，他們會維護弱小，溫
良的人都要獲享天國的樂土。飢渴慕義的
人，就是那些如同飢者求食、渴者求水那
樣，有一份真正想得到的迫切之感，去追
求天主和祂的義德的人，他們的渴望將得
到滿足。憐憫人的人，就是那些能有一份
真情，與他人感同身受的人；他們也明白
他人的弱點，因此他們也易於去體諒別人、
寛恕得罪他們的人，而他們亦能感受到天
父對他們的憐憫和寛恕。心裏潔淨的人動
機純正，不慕虛榮，行為正直，天主會向他
們揭示自己的容貌。締造和平的人是那些
努力謀求人與天主、人與人以及人與大自
然之間的和平與互愛的人，在建立和平的
過程中往往要有所犧牲和付出，但他們卻
成為天主的子女，繼承天國的產業。為義
而受迫害的人是那些為真理、為持守正義
而受迫害的人，他們成為殉道者，但他們
的賞報是豐厚的，他們所流的血也成為教
會的種子。

可能有人會覺得，真福八端所講的福，和
現今社會上一般人所追求的大相逕庭，現

一點反省

《真福八端》的

實中很多人追求的是金錢、名利、權力、地
位。也許不少人仍會同意溫良、憐憫人是
一份福，但說到貧窮、哀慟等情況時就很
摸不著頭腦，這些怎可能是福呢？

但是，我們要以超性的眼光看這些道理，
這些是耶穌親臨世界時所要教導我們的
新精神、新法則，既然是新，就可能會和我
們之前的很不同。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
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瑪4:17）所以
我們要以一個悔改的心去接受這些新的
道理，就是要以一顆謙卑、開放的心去領
受，走出自己，划到深處，去嘗試一種新的
生活方式。

雖然我們將可能會和世上其他一些人的
價值觀以及行事的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但我們卻能得到一份內心的釋放，我們將
會真正找到天主，並得到來自天主的那份
真正的平安和喜樂，這些都不是這世界所
能帶給我們的，而在我們的教會內，就曾
有很多聖人聖女活出了真福的精神，他們
現今在天上，與天主永遠在一起，也受到
我們的景仰並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感謝主耶穌告訴了我們通往真福的路徑，
願我們眾人都能緊靠主的恩寵，去成為一
個真正幸福的人，並將這份福帶給身邊的
人。

找到天主實在是福中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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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我們統稱為「山中聖訓」。有人說山中聖訓是「福音中之福音」、

「基督精神大憲章」、「靈修生活指南」等，雖然前後還不到三千
字，但卻是耶穌訓言之精華所在。稱為「山中」是因為這些聖訓
是這樣開始的：「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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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令、新生活法則。「坐下」表示耶穌經師的身份，「開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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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福音5:3-10)

真福八端的貧窮，往往指一個人，雖然他
在人間一貧如洗，但卻一心依頼天主，而
他們在其困境中，卻能經驗到天主的救恩。
哀慟在希臘聖經原文中往往指一種「極度
悲痛的哀傷」，哀慟的人會得到上主的特
別照顧和安慰。此外，凡設法去安慰哀慟
者的人，他們也都要獲內心的安慰。溫良
的人不隨便發怒，但他們面對不公義的事
情，卻不會保持緘默，他們會維護弱小，溫
良的人都要獲享天國的樂土。飢渴慕義的
人，就是那些如同飢者求食、渴者求水那
樣，有一份真正想得到的迫切之感，去追
求天主和祂的義德的人，他們的渴望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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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弱點，因此他們也易於去體諒別人、
寛恕得罪他們的人，而他們亦能感受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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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很多人追求的是金錢、名利、權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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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福，但說到貧窮、哀慟等情況時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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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走出自己，划到深處，去嘗試一種新的
生活方式。

雖然我們將可能會和世上其他一些人的
價值觀以及行事的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但我們卻能得到一份內心的釋放，我們將
會真正找到天主，並得到來自天主的那份
真正的平安和喜樂，這些都不是這世界所
能帶給我們的，而在我們的教會內，就曾
有很多聖人聖女活出了真福的精神，他們
現今在天上，與天主永遠在一起，也受到
我們的景仰並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感謝主耶穌告訴了我們通往真福的路徑，
願我們眾人都能緊靠主的恩寵，去成為一
個真正幸福的人，並將這份福帶給身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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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滋養
文：魯耕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三錯：貪嘴，「不禁食 」
......人們指責耶穌所犯的第三個錯，「是為什麽耶
穌和他的門徒，在當若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在禁食
的時候，不禁食。」
(谷2：18～22)

單看「為什麼......。」這一句(谷2：18）
自然會站在若翰和法利塞人這一邊了。按梅瑟的法
律去克己禁食，不應該嗎？難道當上耶穌的門徒後，
就不再需要禁食？但他們之前也不是跟隨梅瑟的
法律禁食嗎？

看，就是現今的教會也常常鼓勵教友們克己守齋
(禁食)；這對人清心寡慾，擺脫世俗羈絆，幫助很大
呢！撫心自問，我曾多少次找理由為自己開脫而不
去克己守齋！其中一個常用的正當理由是：我已60
多歲，得教會寬免，不用再守大小齋了。想起來，倒
感到有些不堪和慚愧。這個年頭60多歲，壯健得很
哪！守齋會捱不住或影響健康？

且看主耶穌如何解說：「伴郎豈能在新郎還與他們
一起的時候禁食？」(谷2：19）再參看福音註解便豁
然開朗了！相信耶穌是想藉此借題發揮，微言大義
罷了，因為祂是在宣示天國喜訊這新的心態和生活
方式；道成肉身，從天降下，為世人帶來喜訊，主耶
穌自喻新郎，把門徒喻作伴郎，在這天國臨現人間
的幸福喜樂日子裏，暫且寬免禁食，也不為過。當
農曆新年碰上了聖灰瞻禮，教會也不是體裇信衆，
豁免守齋？況且，福音裏也找不到其他章節，謂門
徒跟隨耶穌後便不需再禁食。事實上，主耶穌自己
是身體力行了克己禁食，看看他約旦河受洗後，受
聖神引領進了曠野，守嚴齋，禁食達四十天之久，專
注祈禱，已得佐證。( 瑪4：1～2）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四錯：不守安息日

「你看，他們為什麼作了安息日不許作的事？」(谷
2：23～28）

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印象中，我們這年代的人都
很服從權威，聽教、守法，所以，今日聽到法利塞人
向耶穌的門徒說：「他們為什麼做安息日不許做的
事？掐起麥穗來吃。 」我是很認同的，難道門徒是甚
麼特權人士，可以漠視律法？為什麼耶穌要「對著
幹」？

其實，細看耶穌的答話，祂不是不看重律法，只是
祂慈悲寬厚，指出法律不外乎人情，既有法律，便
即有破例之時，安息日本是為人而立，此番耶穌體
恤門徒難捱饑餓，掐起麥穗來吃，才不予責難。同
時，也藉此彰顯祂是安息日的主，有破例之權。看！
耶穌並不是不尊重安息日，只是更體恤世人而已。
也盼望世人不因此被寵壞啊！既然這樣，就讓我們
以愛還愛，心中有主，由祂作主，既守法規，更按祂
的教導，度愛主愛人的生活。

認識耶穌：

從《經師和法利塞人眼中―耶穌

的過錯》去認識耶穌 

(谷2：18～22； 3：1～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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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看看百合花，是怎樣生長的：它們不勞作，
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
盛的榮華時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
(路12:27)

在聖堂工作，有時遇上堂區為教友舉行殯葬禮
儀，偶而留下花籃，職員們為免浪費便將花籃擺
放到聖母岩。有一天早上曾下過雨，當經過聖母
岩時聞到花兒散發出陣陣花香，行近看看花瓣
佈滿了露珠而充滿生氣。令我想起造物的天主
何其偉大，祂創造了人類，更給我們美好的事
物，讓我們生活得充實。

隨想 文：梁月珍

職場攻略 文：打工仔

我相信每一位打工仔在工作上都曾經歷一些
失意的時刻，可能是受到上司無理的苛求或針
對，又或者是同事之間的惡意和衝突。最近我便
正正受到上司的冷落和無理針對。起初，我都同
其他一般打工仔一樣，找人訴訴苦，背後討論上
司的是非，或者參考坊間的職場攻略，積極用自
己的力量改變，甚至乾脆尋找另外一份工！

不過，作為基督徒，我還不斷禱告，祈求上主可
以令我工作順利一些，不要常常被針對。甚至我
暗地裏希望上司快些受到懲罰。但是當我唸天
主經的時候，我便突然醒覺，祈求天主寬恕我的
罪過，就必先要寬恕別人！這一點我亦從來沒有

花兒只有短暫的生命，但它們仍然綻放燦爛更散
發出幽香氣味。而我們是天主按照祂的肖像而造
的，每人具備有特別的個性、氣質、才華…，再經
過成長階段的經驗，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及專業
知識，我們各人都擁有獨特不同的才能，有時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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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識自己嗎？我們所認識是否真實的自
己？為何找到自己才可找到天主?就讓作者
James Martin跟我們細說道來。James擁有
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一位出色的專業人士，
是很多大學畢業生的成功指標，但是他一點
都不快樂，在精神枯槁的日子裏，隨手翻書，
被標題為〈存在與行動〉(Being and Doing) 所
吸引: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想要的是甚麽，為甚麽我
們偏偏努力耗盡所有的生命去成為我們從來
不想成為的?為甚麽我們浪費我們的時間去
做那些相反我們受造目的事情，而不停下來
想一想呢?
真的是當頭棒喝，正好道出James當時心內
窘境，很多人耗盡一生的精力及時間，亦未能
找到其真心所渴望的，人生的方向與其所渴
望背道而馳，生活就像行屍走肉般，更枉論快
樂與滿足。

找到自己 找到天主
文：雲惠儀

‒ James Martin, SJ

靈修大師牟敦談及靈修時，靈修就是由我們
的經驗開始。

James認為如果要了解自己，首先必須要面對
自己苦心經營的「假我」。因着真實自我的尋
求，人開始學習欣賞和接納自己。這是天主邀
請我們走向這樣自由的生命，是走向尋找旅
途的開始。

首先，我們要學習放下，即是要成為別人的想
法。看到別人行了很好的愛德工作，心裏不禁
暗生羨慕，心想要是我也能效行同樣的愛德
工作多好，但結果可能事與願違，自己也做得
力不從心。

另一個靈修的陷阱就是與人比較，與他人比
較，我們容易把別人的優點放大，同時亦放大
自己的弱點，如此就把自己的價值貶低了。天
主在每人身上設置了不同的才能與天賦，我
們渴望這些才能及天賦被其他人所肯定及欣
賞。原來為大部份人，礙於不同的成長背景及
文化，自我接納的路異常困難，我們要學習天
主是如此創造我們，接納自己，同時讓天主以
我們現在的樣子愛我們。

找尋「真我」的好例子，James引述了盧雲神父
的生平，一位當代靈修大師，於1966年去世之
前，完成了四十多本有關靈修生活的書籍，並
被翻譯成二十二個國家的語言。盧雲神父做
了25年神父，生活總是營營役役，他用身心枯
歇來形容自己，直至他死前九年，盧雲神父被
邀到訪一個法國名叫方舟的團體，主要是服
務身體及精神有障礙的弟兄姊妹，他們在此

時此地經驗天主的價值，毫不擔心未來，也不
悔 恨 過 去。盧 雲 神 父 在 他 的 的 生 命 的 記 號 
(Lifesigns)中寫道:

有誰能夠像這些身心嚴重障礙的人更能教導
自由的真理?他們既不閱讀報紙，也不看新
聞，也不討論未來災難的可能性。他們沒有生
活在未來裡。相反，他們會說，餵我吃飯，給我
穿衣服，撫摸我，抱著我…..吻我，和我說話。
此時此刻在一起真好。

牟敦和盧雲都是有缺點的人，有時甚至是罪
人，他們都有自負傲慢的性格，難與別人相
處，但他們都選擇面對自己的罪性，這坦誠的
態度讓他們逐漸意識到需要天主的幫助，對
上主的信任及伸出親近的邀請。他們即使是
有瑕疪、有問題及罪惡，但無改他們的聖善。
這亦是上主看待我們的方式，即是我們有自
身的限度及缺點，我們依然是聖善的。上主真
心喜歡這一個「真我」(包括我們的限度及缺
點)，做一位聖人意即做我們自己。

那麽耶穌自己如何去認識自己的「真我」呢? 
聖經上對耶穌三十歲之前的行實記載不多，
因此作者由歷史中的耶穌去出發，James是一
名耶穌會會士，靈修上多以聖依納爵神操以
想象的方式進行，那麽我們試行以想象的方
式去認識耶穌如何認識自己。我們就由耶穌
在約旦河受洗開始，那時天開了，有聲音從天
上講話，這令人驚駭的事情發生令耶穌確信
自己身負一個重要的使命。之後耶穌被聖神
帶到沙漠繼續他的祈禱和分辨。在沙漠耶穌
受到魔鬼的試探，耶穌所受的誘惑同樣是我

們經常所面對的 ‒ 權力、安全、容易得到的答
案。魔鬼就是要設法去使耶穌以相反祂被召
叫的方法去完成自己，成為一個俗世被尊重，
追求繁華富貴，一個虛假的自我。耶穌最後棄
絕了一個「假我」而選擇擁抱接納一個「真我」。

耶穌所認識的自我包括了痛苦和死亡的「真
我」，祂對「真我」完全承認和接納的一個自然
結果，並相信對使命的完成接納和對天父的
順服會產生良好的結果。

作者James認為尋找「真我」是一個漫長、艱辛、
持久、甚至困擾的旅程。這點我非常同意，最
近參加了一個九型人格工作坊，一向自認對
自己有不錯的認識，卻在導師的提點下，才猛
然發覺自己先選的自以為是的人格類型是錯
的，那種困惑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但經反省
後才發覺開始對自己有更深層次的了解，正
如該位導師所講，主耶穌就在我們的陰暗面
處靜候我們，邀請每人再次的皈依，與自己 的

「真我」修和，恢復被上主創造時的真正面貌。

總而言之，每個人的「真我」是天主獨特的創
造，成聖的方式是成為天主希望我們成為獨
特的我。這使每人的召叫有其獨特性及多元
性，多元發展是出自人性渴望的自然結果，這
些渴望引領我們每人以不同的方式去侍奉天
主。

朋友，你是否有膽量去踏出第一步去找尋這
個「真我」？你又會如何去看待及發展這個寶
貴的「真我」呢？

Becoming Who You Are (Insights on the True 
Self from Thomas Merton and Other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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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一片葉、一種姿態，萬般意境，我自小就
喜愛花花草草，猶記得小時候母親常常買薑花回
家擺放，雪雪白白的花瓣，清香撲鼻，最為喜歡，
雖然花期短暫，但無影響我們欣賞的雅興，當時
已感受花兒凋謝的傷感，可惜當年年紀小，不擅
表達情感。

我接觸花藝是先學習西式插花，西方花藝著重金
碧輝煌、璀璨奪目。後來學習日式草月流花道。 
參加香港的花展已好幾年，有一段時期在花展比
賽中好渴望奪獎，盼能得別人的認同，但事與願
違屢次失敗，越想贏，便會輸；關鍵自己有一顆執
著的心。真感謝逆境，因為只有當逆境來時才會
刺激我的思考，反省自己的不足，反思學習花藝
的初心。這幾年間組織了志同道合的義工朋友將
花藝分享到公教婚姻輔導會、法住文化書院、康
栢護老中心、香港復康力量、贖世主堂花藝社、學
校、戒毒所等等……與他們談談花，說說草，製作
花藝小品，與眾同樂，欣賞徐錦堯神父的座右銘

「肯定自己，欣賞別人，學習別人，豐富自己。」

心要寬，念要純，進而推進到社會，生命的秘密，
不在擁有，而在成長。在心無罣礙的心境下，真是
喜出望外，比賽獲勝。 一件作品，必須先感動自

一花 
一世界

一葉一花 
一世界

一葉一花 
靈修小品

文：羅轉花 （靈火福傳粵曲班）

己，並同時感動觀賞者，如只自己讚好，無非是自
以為是，徒顯虛無而已，不論是樹木或小花小草，
都會有正反二面及表裡之不同，就是要展現它的
生命力。

今天的我讓我知曉花開花謝都有一定的時間，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
時(訓道篇3:2)，世間無常，如「曇花一現」時間短
暫稍縱即逝，生命的寬度確實比長度重要。

羅轉花( Catherine) 是贖世主堂的教友，2018年由其堂區主任司鐸推薦到靈火福傳粵曲班
研習粵曲。 Catherine 是位充滿藝術氣質的女士，溫文好學和低調。原來她花藝了得，是花
藝導師及在香港花展中屢次獲獎。 2019的花展，Catherine 獲評為西方插花藝術組的冠軍。 
我們特邀Catherine 分享她與花藝在互動中的得著。   楊綺麗推介 （靈火福傳粵曲班導師）

一世界
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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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福音中，我們時常看到耶穌慈悲的面
容，例如在(若8:1-11)中，一位婦人正在犯姦淫
時被人捉住，當所有想定她罪的人，由老至幼
慚愧地一一離開，衹剩下她一人的時侯，耶穌
向那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
後，不要再犯罪了！」耶穌對我們罪人的那份
愛，已經超越了審判和懲罰，留下的祇有愛；在
愛中，審判和懲罰已經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
罪人的悔改，遠離罪惡，重新做人。

在蕩子回頭的故事中(路15：11-32)，仁慈的父親
每天都在盼望著兒子回頭改過，兒子的歸家，已
使父親高興得跑出來熱情地吻他，並為他宰牛
設宴慶祝。這位父親也並沒有對兒子苛責和嚴
懲，因為父親對失而復得的兒子的鍾愛，蓋過
了一切理性的、基於是非對錯的審判。

漫步人生路

慈悲慈悲慈悲
文：靜文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三錯：貪嘴，「不禁食 」
......人們指責耶穌所犯的第三個錯，「是為什麽耶
穌和他的門徒，在當若翰的門徒和法利塞人在禁食
的時候，不禁食。」
(谷2：18～22)

單看「為什麼......。」這一句(谷2：18）
自然會站在若翰和法利塞人這一邊了。按梅瑟的法
律去克己禁食，不應該嗎？難道當上耶穌的門徒後，
就不再需要禁食？但他們之前也不是跟隨梅瑟的
法律禁食嗎？

看，就是現今的教會也常常鼓勵教友們克己守齋
(禁食)；這對人清心寡慾，擺脫世俗羈絆，幫助很大
呢！撫心自問，我曾多少次找理由為自己開脫而不
去克己守齋！其中一個常用的正當理由是：我已60
多歲，得教會寬免，不用再守大小齋了。想起來，倒
感到有些不堪和慚愧。這個年頭60多歲，壯健得很
哪！守齋會捱不住或影響健康？

且看主耶穌如何解說：「伴郎豈能在新郎還與他們
一起的時候禁食？」(谷2：19）再參看福音註解便豁
然開朗了！相信耶穌是想藉此借題發揮，微言大義
罷了，因為祂是在宣示天國喜訊這新的心態和生活
方式；道成肉身，從天降下，為世人帶來喜訊，主耶
穌自喻新郎，把門徒喻作伴郎，在這天國臨現人間
的幸福喜樂日子裏，暫且寬免禁食，也不為過。當
農曆新年碰上了聖灰瞻禮，教會也不是體裇信衆，
豁免守齋？況且，福音裏也找不到其他章節，謂門
徒跟隨耶穌後便不需再禁食。事實上，主耶穌自己
是身體力行了克己禁食，看看他約旦河受洗後，受
聖神引領進了曠野，守嚴齋，禁食達四十天之久，專
注祈禱，已得佐證。( 瑪4：1～2）

在他們眼中，
耶穌的第四錯：不守安息日

「你看，他們為什麼作了安息日不許作的事？」(谷
2：23～28）

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印象中，我們這年代的人都
很服從權威，聽教、守法，所以，今日聽到法利塞人
向耶穌的門徒說：「他們為什麼做安息日不許做的
事？掐起麥穗來吃。 」我是很認同的，難道門徒是甚
麼特權人士，可以漠視律法？為什麼耶穌要「對著
幹」？

其實，細看耶穌的答話，祂不是不看重律法，只是
祂慈悲寬厚，指出法律不外乎人情，既有法律，便
即有破例之時，安息日本是為人而立，此番耶穌體
恤門徒難捱饑餓，掐起麥穗來吃，才不予責難。同
時，也藉此彰顯祂是安息日的主，有破例之權。看！
耶穌並不是不尊重安息日，只是更體恤世人而已。
也盼望世人不因此被寵壞啊！既然這樣，就讓我們
以愛還愛，心中有主，由祂作主，既守法規，更按祂
的教導，度愛主愛人的生活。

天主是愛(若一4：16) 。天主對我們罪人的慈悲
正是天主愛的體現。我們說要追隨天主的聖子
耶穌，要肖似祂，那麼我們就該懷有主耶穌的
愛，對人充滿慈悲的心。若要讓我們的近人感
受到我們內心這份基督的愛，必須仰賴上主的
扶持，幫助我們勇敢地摘下冷漠的面具，換上
溫良的面容；摘下高傲，換上和善的態度；摘下
變硬了的心，換上體恤憐憫人的心。常聽長輩
說：「這個人真好，好識關心人，好有人情味。」
希望我們都努力去做一個內心慈悲、充滿人情
味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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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2年推出靈火粵曲福傳
集（第四輯之捨得）後，這幾年

我們一直在思索下一集的歌集應是哪
種主題。等了六年，天主賜下靈感了。
就在2018年的10月，馬榮陞弟兄與本
人各人寫了一組歌詞，奇妙地將天主
創世贖世的事蹟連結起來成為一輯讚
歌。

馬榮陞弟兄按氣勢磅礴東海漁歌的音
調填了兩首歌：創世與救恩。這一組曲
中間的是原祖遺恨（調寄南音「客途秋
恨」），創作了把天主的大愛表露無遺
的讚頌組曲。現將創世讚的歌詞詳列
於下與讀者分享：

上主高智勘破混沌，萬有伊始，宇
宙、衆天皆主創造，渾然無盡美，創
造衆生，創造無盡美，創造衆生，天
主鍾愛大地。

上主噓氣吹遍大地，萬有開始，美
麗化工皆主創造，自然無限美，化
育衆生，化育無限美，灌澤衆生，恩
寵充滿大地。恩寵充滿大地。

諸天成就！光體成就！山川成就！
江海成就！衆生成就！化工成就！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完成了！亞肋路亞！

真美好！好好！化工奧妙！妙妙！
天主化工多美好，化育衆生多奧妙！
亞肋路亞！完成了！亞肋路亞！

本人所撰寫的是玫瑰奧蹟組曲，感念天主派遣聖子耶穌贖世之恩，
及聖母的謙遜服從。該組曲分別是歡喜、光明、痛苦及榮福讚歌，現
將其中的榮福讚歌的歌詞詳列於下，謹獻給讀者們閱覽：

自

「救恩神曲 」 「救恩神曲 」 
─ 靈火粵語福傳歌集（第五輯） 文： 楊綺麗 （監製）

錄音室度曲

蒙廣州的音樂名家趙仕強老師為我們的組曲做作
曲、音樂、唱腔設計（他亦是福音粵語曲藝劇《耶穌
傳》的音樂、唱腔設計），整個編寫樂章的風格已跳
出了粵曲小調的範疇，我們特聘專業唱家及演員
做主唱（王譯文、黎宛紅、莫華敏和林芯菱），像以
往的歌集在廣州中國唱片公司灌錄這第五輯福傳
歌集，並以著名專業的民樂及中樂樂隊伴奏，切願
這次的製作會帶給聽眾新的感受，並讓我們的新
風格得到愛曲者的欣賞。

我們的第五輯歌集「救恩神曲」將於本年5月底推
出面世，歡迎大家在靈火文化中心購買。祈願這歌
集能廣傳，讓歌聲所到之處帶來天主豐沛的祝福。

創世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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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福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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