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穌復活之後在海邊顯現

給門徒，耶穌三次問伯

多祿愛不愛祂？我默觀伯多祿。今

天觸感我的情感是「自卑」和「悔

疚」。

1）伯多祿三次背主之後得到耶穌

一個眼神的寬恕，內心悔疚不已。

耶穌復活之後顯現給門徒，一定

讓伯多祿發現自己更多，在回顧

耶穌三年來的教導中，明白更多耶穌啟示自己的

真理。或者伯多祿越明白耶穌，內心出現的「自卑」

和「悔疚」也許越強烈，尤其他身為這個小團體的

領袖，他覺得有一份欠缺，總之就是和耶穌的關係

沒有以前那麼的親密。

2）復活的耶穌一定明白伯多祿的心情，祂「三次問

伯多祿愛不愛祂」就是要加強伯多祿的信心。耶穌

對他的愛不變，也要求伯多祿對祂的愛不變，忠實

跟隨祂，領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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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默觀自己。寬恕別人難，不斷

寬恕人更難；接受他人的寬恕也

難，真心接受他人的寬恕也許更

難。「難」的意思是關係破裂之後，

彼此的感情很難恢復以前那份親

密感。我回顧一下自己犯錯的經

驗，自己犯錯之後那種心態，縱使

被他人寬恕，被天主寬恕，內心那

份「自卑」和「悔疚」似乎仍然會影

響情感的發揮，比較難恢復昔日那份親密感。耶

穌對伯多祿三次重覆的呼喚和提問，就是要醫

治他和堅強他。

我不怕對耶穌提出重複的祈求，我更加渴望耶

穌不斷對我的呼喚，我知道耶穌在意我和祂的

關係、在意我們之間親密感。主耶穌感謝祢。祢

的愛可以溶化一切。主，讓我忠實跟隨祢，將我

領受祢的愛也輻射開去，從生活上的小事開始，

讓更多人感受到天父的大愛。

跟隨我吧！（若21:19)

自卑和悔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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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音樂劇，

恩保德神父分享：「眼淚」
靈火記者報導及節錄恩保德神父的分享

大家利瑪竇音樂劇，有沒有流淚呢？很多年前我

看過一本書，是一本自傳，它講了一件事情讓我

檢討自己。這本書的作者說：「我年青的時候訓

練自己怎樣要控制自己的感覺、我的感受，不要

讓自己的感受那麼激烈。我控制得成功，我可以

控制我的感覺、感受，但是他說：「我很後悔做

了這些事情，這影響了我的一生，現在我學很多

東西，我的IQ很高，但是我沒有什麼感受，沒有什

麼感覺，我的生命缺乏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各位朋友，我很想和大家坦白分享，我也很相似

這個人。我年青的時候、驕傲的時候，我覺得應

該控制自己，不要被感覺控制自己，我記得以往

我看見一些很特別的東西、未見過的事情，我要

控制那種新鮮感、各種各樣的感覺，那份驚奇感

也要控制。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也後悔自己做

了這些事，浪費了很多自己的精力，浪費了。今年

我85歲，我仍然覺得自己缺乏感覺、感受，我內

在很多感覺，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我的眼淚到了

我的眼裏面，但是出不到來。我聽到利瑪竇說：

「利瑪竇離開家庭去讀書的時候說要做神父，

他甚至離開意大利沒有和他父親說聲再見。」我

也很相似利瑪竇。

這個音樂劇為我非常之接近，我離開意大利的

時候，我不單止不通知父母親，我有一個很慘的

經驗，我離開家裏那天早上，我的母親很反對我

離開意大利，她不反對我做神父，但是她反對我

離開意大利。她挑戰我，當我要離開，她很有計

劃，站在我的面前，在門口開門，然後她在門口

暈倒地上，但是她暈低得很準確，整個門口被堵

住，好像向我說，如果你要離開，你就要跨過我

的身體。我跨過了，我是這樣的離開意大利。以

後15年，我和媽媽沒有溝通，但是我媽媽是我最

好的老師，甚至現在，在我的分享中，我時常提

及我媽媽，大家聽我的故事很多是我從媽媽和

我相處之中拿出來的。我媽媽不懂簽名，連自己

的名字也不懂寫，但是她的智慧來自上天，是

天主給她的恩賜，不是因為讀書，我時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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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給我一個不識字的媽媽，媽媽沒有讀過《聖

經》、《福音》，在家中我沒有見過《福音》、《聖

經》，因為我媽媽不懂讀，但是我媽媽是我的

《聖經》，這個人是我的《福音》，我在她身上

學《聖經》，不是在修院上堂學那些解釋。

今晚我想講「眼淚」，媽媽教我「眼淚」的意思。

她知道我是一個反叛的人，香港一個學生逃學

兩三日已經大件事，但是我逃學一年，我媽媽是

很慘的，她要捉我，要帶我返學，每日她帶我到

學校的門口一放手，這個兒子好像猴子一樣走

去不見了，直到夜晚返屋企。第二天早上又再重

覆，過了兩個月，她說：「你不喜歡返學，算了。」

她不是嬲，也不是打我，她講一句說話讓我永遠

會記得：「好，你記住，你越頑皮、越不聽話，我

越會愛你。」這麼多飽讀詩書的人，這麼多讀那

些教仔女課程的人，我都沒有聽過這個字，但是

我媽媽，我越不聽話，她越愛我。當時我覺得：

「Very Good，好了，我繼續做我自己喜歡的

事，你儘管愛我就可以。」但是現在我非常明

白，她講的這句說：「媽媽的眼淚是子女長大的

肥料，有味的，是肥料，必須的，有用的。」

真的，所以我明白「眼淚」是不便宜的。這不是

我眼淺的一回事，不是這樣簡單，媽媽的眼淚很

珍貴的。為什麼呢？因為充滿愛，這樣它變成我

的肥料，我想我有機會長大，沒有這個肥料，即

是我媽媽的眼淚，就沒有恩保德這個人。

利瑪竇有沒有眼淚？「有」。他是一個很聰明的

人，當他在葡萄牙等船的時候，當時船還沒有

到，在這段時間，他學了葡萄文，很流利的葡萄

文，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利瑪竇在中國

要付出很多東西，要「流淚」。我要多謝他們，我

每晚溫習利瑪竇，我看了很多書，但是我籌備這

個劇不是靠看書的，是活的利瑪竇，學習利瑪竇

在痛苦之中、在困難之中、在眼淚之中付出他對

中國的愛。

所以利瑪竇的「眼涙」是新中國誕生的肥料，我

在福音中每次看到耶穌的朋友拉匝祿死了，而耶

穌流淚了，我最喜歡這一句，天主也學習怎樣

「流淚」，如果耶穌不是從天上下來這個世界

上，他也沒有經歷過這種「眼淚」。

我見到有些觀眾看這齣音樂劇有「眼淚」，「眼

淚」如果有愛在其中，可以救人，但是如果「眼

淚」是扭計的「眼淚」，如果那些小孩子要多一

個玩具，要這樣要那樣……，這些「眼淚」不是

我所提的「眼淚」。這些是需要控制的，但是

如果「眼淚」有愛，這是十分厲害的，這個力

量很大。

各位我不敢恭祝大家繼續哭，但是我恭祝大家

繼續做你所愛的人、你的子女、你的朋友他們長

大的肥料，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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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靈火文化與香港教區祈禱宗會合辦的波蘭/

亞西西/羅馬十六天朝聖之旅，於本年6月16日

起程。隨團神師是祈禱宗會的總神師包天浩神

父（聖言會會士）。

朝聖團在波蘭停留了五天，先後參觀了不少的

朝聖及觀光熱門地點，如 The Black Madonn, 

John Paul’s II Sanctuary, Divine Mercy 

Sanctuary, Sanctuary in Kalwaria, the 

Passion Chapel,  Kalwaria Zebrzydowska 的 

Bernardine修道院建築群、聖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的家/博物館和受洗的教堂；華沙的蕭邦紀念

館、華沙猶太區、The Old Town、參觀克拉科

夫內的聖堂、集市廣場、Wieliczka鹽礦等。波

蘭的風土人情、美麗景色及宗教氣氛，令朝聖

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八天，朝聖團從波蘭回到羅馬。參觀了著名

的墓督徒地下墓穴，得到當地服務了數十年的

鍾神父的熱情招待及介紹墓穴的掌故。第九天

早上，齊集從香港飛來的四位團友（包括筆者

和麥秋導演）一齊出發前往特爾尼，參觀聖方

濟各所經過的地方、聖十字架教堂、聖達米亞

諾Sacred Hill ‒ Sacro Turgurio。在亞西西住

了兩晚，其間參觀了La Verna著名的地方（聖

方濟各出生地 ‒ 翁布里亞村）、St. Francis 

Major 和 Minor Basilica 與 St. Clare Basilica。

兩位聖人的事蹟及神貧精神都讓我們深有感

受，特別是一尊站立的聖方濟各像，常有一隻

純白色的鴿子伏在聖像的手上，這景象正好表

達了聖方濟各愛好和平及與萬物生靈友好的象

徵。

最後一站，返回羅馬。第一天早上參觀了Santa 

Maria Maggiore Basilica 並在那裡舉行感恩祭 。

下午，朝聖團去了參觀梵蒂岡聖伯多祿墓地（在

聖伯多祿大殿正祭台下）。第二天6月28日清晨，

我們從酒店取過早餐包便立刻趕赴聖伯多祿大

殿廣場，邊吃早餐邊排隊等候入場往聖保祿大

堂（St Paul’s Hall），當日約有 6000 位普世的

祈禱宗會成員被邀與教宗方濟各會面，慶祝祈

禱宗會成立175周年。我們在早上七時許排隊等

候入場，早上八時半過安檢，各國的代表隊持著

國旗及會徽魚貫入場，好不壯觀。在St. Paul’s 

Hall 內，早上十時半節目正式開始，羅馬的總神

師 Fr. Fernos 向大家致詞，有幾位來自中南美

及台灣的祈禱宗會代表，上台分享他們推動教

宗的祈禱網絡”Click to pray” 工作，亦有非洲的

會員表演歌舞。我們引頸盼望到中午十二時，教

宗在全場歡呼聲中到場。教宗歡迎我們到來，用

意大利文致詞訓勉大家，跟著到台下與各地神

師握手。由於我們在神師組之後第一行，非常

幸運有兩個外籍小女孩大聲叫「Papa,Papa」，

吸引教宗過來我們這邊，大家都儘量伸手與教

宗握手，我們有幾位團友都摸到教宗的手，開

心到不得了。大家都說，雖然萬水千山來到見

教宗，真是值得。 

上午與教宗會面結束後，下午大家遊覽了梵蒂

岡博物館，晚上七時半到拉特朗大殿參加祈禱

宗會慶祝耶穌聖心慶節，由耶穌會的總會長Fr. 

Arturo Sosa主禮，Fr. Fernos 襄禮。全球祈禱

宗會的代表在羅馬一起慶祝主保「耶穌聖心」

的慶典，相信是 175年來第一次。緊接第二天 6

月29日上午，筆者跟隨香港的總神師包神父參

加祈禱宗會神師大會。在小休的時候，筆者送

出了20多個《耶穌傳》的禮袋給不同國家的祈

禱宗會神師，他們喜聞香港的祈禱宗會會員有

份製作了這一齣福傳音樂劇，看了枱墊上印的

劇照，都露出非常欣賞的表情。

這是我們最後兩天在羅馬的特別安排，會見教

宗是我們這一趟朝聖之旅的高峰， 隨後在祈禱

宗會大會中，順利的向20多個分散在五大洲不

同國家的祈禱宗會神師推介我們剛在六月上演

的史詩式的粵語曲藝劇《耶穌傳》。期待將來

可藉著祈禱宗會的網絡，將《耶穌傳》帶到不

同的國家演出，介紹這香港特有的中西文化結

合的藝術結晶。願天主悅納我們的祈禱和藝術

福傳工作！

波蘭。亞西西。羅馬朝聖之旅
文： 楊綺麗　相片： 朝聖團團員

羅馬： 祈禱宗會大會合照

更多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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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是我們這一趟朝聖之旅的高峰， 隨後在祈禱

宗會大會中，順利的向20多個分散在五大洲不

同國家的祈禱宗會神師推介我們剛在六月上演

的史詩式的粵語曲藝劇《耶穌傳》。期待將來

可藉著祈禱宗會的網絡，將《耶穌傳》帶到不

同的國家演出，介紹這香港特有的中西文化結

合的藝術結晶。願天主悅納我們的祈禱和藝術

福傳工作！
羅馬： 筆者（Lucia) 與
羅馬總神師合照

羅馬： 拉特朗大殿祈禱宗會慶祝耶穌聖心慶節

羅馬： 教宗與會員握手

羅馬：聖保祿堂內歡迎教宗進場

羅馬： 團員與鍾神父合影
於基督徒墓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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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靈火記者

祝賀張默石神父 88 歲
生辰快樂，主恩滿溢！

張 家獨子全獻身
默 應聖召成修生
石 懷謙卑晉鐸職
神 聖使命傳福音
父 愛微笑情意真
八 方信眾感動深
十 載精研神哲學
八 旬修得智慧根
歲 月厚賜信望愛
生 辰添福享天恩
日 夕祈求為眾生
頌 謝恩主獻愛心

H a p p y   B i r t h d a y !
Annie  2019.6.26.

以一曲 [ 仙樂飄飄處處聞 ] 的Do-re-mi 歌調

填了一首歌，送給我最敬愛的張默石神父，

願他七月搬到筲箕灣會院後，

更平安、健康及更多恩寵！

默默一生奉獻主

神父自幼離鄉别井，
立志追隨主基督，  
慈幼會是他的家，   
託付聖母瑪利亞，  
效法會祖鮑思高，  
多年往羅馬深造， 
得神哲學博士學位，
一心一意依靠天主聖神！

神父追隨主耶穌，  
聖神愛火充滿他，  
以謙卑慈愛的心， 
覆手醫治靠神恩，  
他為病患者求特恩， 
幫助貧窮者重生，  
宣揚福音救靈魂， 
心中不斷呼求天主聖神！

神父卑微如小孩子，
懷着純真的愛心，   
孝愛聖母大聖若瑟，
朝拜聖體謝主恩，  
充满智慧研聖經，  
策劃世界各地朝聖，
虔敬頌唸玫瑰經，   
天天祈求不斷依靠聖母！

神父喜樂常帶微笑，
盡心帶領婢女會，  
他為忠僕會立功， 
服務香港與台灣，  
以神哲學教導修生，
心常念中國教會， 
資助教友傳福音， 
懇求聖母進教之佑代禱！

我 最 敬 愛 的 張 神 父，平 安！

Annie 填詞   2018.3.22.

為張默石神父慶祝生日
第三分會

為張默石神父慶祝生日
第三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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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張默石神父，聖母進教者之佑

會第三分會，榮幸地與你共度一段非常喜

樂及成長的時光。你是我們的神師、也是

我們的典範，我們從你身上，學習到對主耶

穌的虔敬、服從和神貧精神。

　　另一方面，我們與你相處的時候，完全

感受不到隔膜，我們尊重你、愛護你；我們

同時也喜歡逗你笑、逗你開心！張默石神

父是我們心目中一個溫良和善的神師。 第三分會    袁小玉

種種在我們生命裡、生活中的點滴，難以忘

懷！

　　6 月份是張神父的 88 歲生日，也是他

踏入退休的日子，我們送上無限的祝福：

祝福他在聖母媽媽的護祐及懷抱下，每天

健康、喜樂、平安地生活！

感謝天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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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天堂与地狱 文：如珍

　　剛在6月中與乃國、Rosana和我妹妹到波蘭的華

沙(Warsaw)、克 利科夫(Krakow)和捷克的布拉格

(Prague)、契斯基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旅行。波

蘭和捷克都是天主教國家，所以今次的旅程也算是「朝

聖之旅」。我們在華沙和克利科夫的旅遊點都屬於舊城

區，大部份聖堂都很有歷史價值，又大又宏偉，而且聖

堂數目多不勝數，就如香港的便利店一樣，「梗有一間

喺左近」。

　　每當我們走得累了，只要進入任何一間聖堂都可以

坐下休息，無須付入場費。天父就是這樣愛我們，知道

我們的需要。天主的聖殿歡迎任何人來訪，不論宗教、

不論種族、不論身份、不論性別，是天主教獨有的。

　　如果是第一次到訪該聖堂，還可以向天父許三個願

望。我在不同的聖堂、聖殿都許了同樣的三個願望，我

這樣囉囉唆唆，不知道天主是否會答允呢？我們到訪其

中兩間聖堂期間，剛巧遇上他們朝拜聖體。禮儀在這麼

莊嚴、宏偉的聖堂及歌聲中進行，我特別受到觸動。雖

然我們只逗留很短時間，但「皇皇聖體」的歌聲不斷在

我腦海中反覆地重播，彷彿自己被「聖化」了。

　　走在捷克的布拉格，就像是回到中古世

紀一樣，美麗又浪漫，到處充滿驚奇，而聖

維塔大教堂(St. Vitus's Cathedral)就很令人

讚歎。這是一座哥德式雙塔教堂，高聳的頂

端是特別的鋸齒形拱頂。教堂內有挑高的拱

型天花，給人神聖、莊嚴、華麗、祥和、寧靜

的 感 覺。猛 烈 的 陽 光

透過色彩鮮豔彩繪的

玻璃窗，訴說著不同的

《聖經》故事。教堂內

到 處 都 是 聖 像，彷 彿

有無數天使、聖人包圍

著我，守護著我，我是

多麼的平安，連許願也

忘記了。這是天堂！

　　在克利科夫三天中，我們安排了一天到奧斯威

辛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參觀，這是納粹德

國在波蘭興建的最大規模的集中營，估計大約超過 

110萬人在這裡被殺害，超過九成受害者是猶太人，

有「死亡工廠」之稱。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去參觀，有

專人為我們講解當時的情況，親眼看到受害者的個

人照片、被囚禁的房間、三層木製碌架床、麻布製

成的被、馬桶，心裡已經十分難過。後來再見到一

大堆被沒收的眼鏡、皮箱、皮鞋、義肢，還有被削下

的大束頭髮堆成山，我心寒了。最震撼是來到毒氣

室，看見牆壁上仍留有被殺害者當時痛苦地想向上

爬離開的抓痕，和隔離房間的燒屍爐，我的心真的

很痛！我不禁問天父：為何他們要受到如此迫害和

痛苦？這是地獄！

　　在這次旅程中，我走過了天堂，亦走過了地獄。

在人生的旅程中出現過無數次的悲歡離合，除了快

樂的事，不幸、傷心的事、天災人禍亦常出現，甚至

近月發生遍地開花的政治抗爭、衝擊和暴行。為何

天父容許這些不幸的事情發生？為何祂不發奇蹟去

阻止？難道天父聽不到我們的聲音？還是天父不答

允我們的禱聲？

　　李海龍神父曾經這樣講過，因為「這裡不是天

堂！」天父要我們在現世旅途中受考驗、磨練，給予

我們自由去選擇自己的人生，找出各自通往天國的

道路。我們每日都面對不同的選擇和挑戰，我們是

如何判斷對與錯？那一條才是正確的路？

　　耶穌說：「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

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天父要我們承行祂的旨示，

祂的旨意就是「愛」。我們要愛主、愛人，如同天父

愛我們一樣。李神父經常提醒我們天主經的禱文：

「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天主

邀請我們作祂的子女，我們稱祂為父，彼此間的關

係是如此的親密。李神父也經常教導我們，要「為

主而做、為主而活」。如果我們是因著愛天主而做，

我們就是承行天主的旨意。

「愛」就是通往天國的道路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

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

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永存不朽，

現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

（格 13:4-7, 8, 13）

　　就讓我們由愛自己身邊的近人開始，包括家人、

同事、鄰居、朋友，甚至嘗試去愛您不喜歡的人。雖

然我現在未能完全做到，但我會嘗試每天愛您多

一些。李神父講過，我們要儲蓄「愛的功勞」，就好

像儲積分一樣，得分愈多，入天國機會愈大呵！願

與大家一齊努力，來日在天國相聚。

St. Vitus's Cathedral是哥德式雙塔教堂，
頂端是特別的鋸齒形

挑高的拱型天花 色彩鮮豔彩繪的玻璃窗 到處都是聖像



09

　　剛在6月中與乃國、Rosana和我妹妹到波蘭的華

沙(Warsaw)、克 利科夫(Krakow)和捷克的布拉格

(Prague)、契斯基庫倫洛夫(Cesky Krumlov)旅行。波

蘭和捷克都是天主教國家，所以今次的旅程也算是「朝

聖之旅」。我們在華沙和克利科夫的旅遊點都屬於舊城

區，大部份聖堂都很有歷史價值，又大又宏偉，而且聖

堂數目多不勝數，就如香港的便利店一樣，「梗有一間

喺左近」。

　　每當我們走得累了，只要進入任何一間聖堂都可以

坐下休息，無須付入場費。天父就是這樣愛我們，知道

我們的需要。天主的聖殿歡迎任何人來訪，不論宗教、

不論種族、不論身份、不論性別，是天主教獨有的。

　　如果是第一次到訪該聖堂，還可以向天父許三個願

望。我在不同的聖堂、聖殿都許了同樣的三個願望，我

這樣囉囉唆唆，不知道天主是否會答允呢？我們到訪其

中兩間聖堂期間，剛巧遇上他們朝拜聖體。禮儀在這麼

莊嚴、宏偉的聖堂及歌聲中進行，我特別受到觸動。雖

然我們只逗留很短時間，但「皇皇聖體」的歌聲不斷在

我腦海中反覆地重播，彷彿自己被「聖化」了。

　　走在捷克的布拉格，就像是回到中古世

紀一樣，美麗又浪漫，到處充滿驚奇，而聖

維塔大教堂(St. Vitus's Cathedral)就很令人

讚歎。這是一座哥德式雙塔教堂，高聳的頂

端是特別的鋸齒形拱頂。教堂內有挑高的拱

型天花，給人神聖、莊嚴、華麗、祥和、寧靜

的 感 覺。猛 烈 的 陽 光

透過色彩鮮豔彩繪的

玻璃窗，訴說著不同的

《聖經》故事。教堂內

到 處 都 是 聖 像，彷 彿

有無數天使、聖人包圍

著我，守護著我，我是

多麼的平安，連許願也

忘記了。這是天堂！

　　在克利科夫三天中，我們安排了一天到奧斯威

辛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參觀，這是納粹德

國在波蘭興建的最大規模的集中營，估計大約超過 

110萬人在這裡被殺害，超過九成受害者是猶太人，

有「死亡工廠」之稱。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去參觀，有

專人為我們講解當時的情況，親眼看到受害者的個

人照片、被囚禁的房間、三層木製碌架床、麻布製

成的被、馬桶，心裡已經十分難過。後來再見到一

大堆被沒收的眼鏡、皮箱、皮鞋、義肢，還有被削下

的大束頭髮堆成山，我心寒了。最震撼是來到毒氣

室，看見牆壁上仍留有被殺害者當時痛苦地想向上

爬離開的抓痕，和隔離房間的燒屍爐，我的心真的

很痛！我不禁問天父：為何他們要受到如此迫害和

痛苦？這是地獄！

　　在這次旅程中，我走過了天堂，亦走過了地獄。

在人生的旅程中出現過無數次的悲歡離合，除了快

樂的事，不幸、傷心的事、天災人禍亦常出現，甚至

近月發生遍地開花的政治抗爭、衝擊和暴行。為何

天父容許這些不幸的事情發生？為何祂不發奇蹟去

阻止？難道天父聽不到我們的聲音？還是天父不答

允我們的禱聲？

　　李海龍神父曾經這樣講過，因為「這裡不是天

堂！」天父要我們在現世旅途中受考驗、磨練，給予

我們自由去選擇自己的人生，找出各自通往天國的

道路。我們每日都面對不同的選擇和挑戰，我們是

如何判斷對與錯？那一條才是正確的路？

　　耶穌說：「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

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天父要我們承行祂的旨示，

祂的旨意就是「愛」。我們要愛主、愛人，如同天父

愛我們一樣。李神父經常提醒我們天主經的禱文：

「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天主

邀請我們作祂的子女，我們稱祂為父，彼此間的關

係是如此的親密。李神父也經常教導我們，要「為

主而做、為主而活」。如果我們是因著愛天主而做，

我們就是承行天主的旨意。

「愛」就是通往天國的道路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

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

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永存不朽，

現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

（格 13:4-7, 8, 13）

　　就讓我們由愛自己身邊的近人開始，包括家人、

同事、鄰居、朋友，甚至嘗試去愛您不喜歡的人。雖

然我現在未能完全做到，但我會嘗試每天愛您多

一些。李神父講過，我們要儲蓄「愛的功勞」，就好

像儲積分一樣，得分愈多，入天國機會愈大呵！願

與大家一齊努力，來日在天國相聚。

大批的猶太人被納粹德軍用火車送到比克瑙
「滅絕營」，他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大屠殺

集中營對其收容人以種族、宗教、性別、年齡、技能等資料作為篩
選，然後送他們去剃頭髮、消毒、拍照建立檔案，及刺上編號藉

大部分老弱婦孺被判斷為沒有價值的人，大屠殺後期，
老弱婦孺一到此處很快就被送往毒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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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因由(摘自：創1～3章)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跟著，天主按

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亞當、厄娃)，

祝福他們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天

主把人安置在伊甸樂園，裏面生出各種好看好吃

的果樹，生命樹和知善惡樹在園中央，……天主

給人下令：「樂園中各樹上的果子都可吃，只有知

善惡樹的果子不可吃，因為那一天吃了，必定要

死。」
　　在天主所造的野獸中，蛇是最狡猾的。……

蛇引誘女人說:「你們(若吃了知善惡樹的果子)決

不會死！……吃了這果子，你們的眼就會開了，將

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女人抗拒不了誘惑，遂

摘下一顆吃了，又給了她的男人一果，他也吃了。

天主呼喚亞當，因為他們躲藏了，說：「莫非你吃

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亞當：「是你給作伴的那

個女人給我，我才吃了。」厄娃：「是蛇哄騙了我

才吃了。」

※ ※ ※ ※※ ※ ※ ※※ ※ ※ ※※ ※ ※※※※

　　每當反思原祖違命，冒犯天主，惹來禍害，累

及後代蒼生，深感惋惜。伊甸園中其實有着各種

好看好吃的果樹，原祖本不愁吃喝！天主只給了

個溫和警示，不准吃「知善惡樹」的果子，祂毋須

解釋理由，作為天主的受造物，「人」應該服從、

聽命、信任便是。可是，……卻經不起「蛇」的誘

惑，試圖增加智慧，如天主一般，因而違背了天主

的命。犯罪後未坦然認錯，卻諉過他人，亞當推

詩白:都說世上千般好   怎見人間萬樣哀
尋根探解伊甸結   慈心再許救恩來

人間有怨，災劫無端，
哀我苦思無緒，嗟嘆度日如年，
今日揭開聖經書卷，探索浮生事，
孰知當年先祖，快樂度日在伊甸。
得天父疼惜與共愛憐，人欣羡，
更得天賜權位，掌管大地家園。
當日理治輿方，償素願，
豈料貪心違命，聽信撒旦讒聲。
看那夕陽照着，嗰棵仙果樹，
癡信樹果瓊漿，嚼過便位與天齊。
耳畔聽得天主呼聲，問因何作孽。
先祖羞漸畏罪，愧對上天。
唉，背命犯禁，惹得神惱怒，
斯人憔悴，痛別美好家園。
正係舊夢徘徊猶有悔，
死亡、痛苦闖進人間，
愁緒哀傷成困局，
操勞幹活，真係苦對誰言呀！苦對誰言！

朗白：
人呀，難道就此沉淪，萬劫不復嗎？

～新亞當、新厄娃～
《原祖遺恨》填詞反思

～新亞當、新厄娃～
《原祖遺恨》填詞反思 文：馬榮陞

『原祖遺恨』           
調寄：客途秋恨
填詞：馬榮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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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娃身上，厄娃推在蛇身上。這便成「原罪」，
由此，死亡、痛苦便闖進人間。

　　(在這裏適宜作補充說明；《創2》是創世紀

有別於《創1》的另一創造記述，是按《雅威傳述

(Yahwist)》這一傳承寫成，作者經由生活體驗中，

知道天主的美善和大能，但人却時常違反祂的誡

命，不遵行祂的旨意，但上主決不殺害仇敵，祂的

仁慈比祂的公義更為奧妙。雅威傳述的作者並非

在寫只發生一次的「原祖違命」，更好說，他是在

描寫整個人類的經驗。(參閱：信仰旅程第一冊 

pp6～15））

*天主的處罰與預許
天主按罪過和原因先懲罰了蛇、然後是厄娃，最

後是亞當。但天主的仁慈遠超過祂的公義，天主

預許「把仇恨放在蛇(魔鬼)與厄娃，……女人的

後裔要踏碎蛇的頭顱，蛇要傷害她的腳跟。」這可

稱為「原始的福音」。天主預許救恩；「新厄娃」

(女人的後裔，即聖母瑪利亞)及拯救世人於罪惡

和死亡中的「新亞當」(即耶穌基督)將會出現。(參

閱《創3》註釋2&3)

※ ※ ※ ※※ ※ ※ ※※ ※ ※ ※※ ※ ※※※※

*新厄娃～瑪利亞對聖言的回應
(第二世紀起，教父即稱瑪利亞為「新厄娃」)
～ 在 預 報 基 督 誕 生 的 記 載 中 ～
天使加俾額爾：「……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

他起名耶穌，……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瑪利亞：「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使：「聖神要臨於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

者，將被稱為天主的兒子。」

瑪利亞：「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

罷！」（路1：28～38）

～聖母瑪利亞一生對天主聖言的態度是：「把這

一切事默存在自己的心中，反覆思想。」(路2：19）

*「 新亞當」～耶穌基督(參閱：（羅5：12～15）
～耶穌禁食三退魔鬼誘惑
    ……人生活不只靠餅、...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

主、……不可試探上主。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後，

就離開了耶穌。(路4：1～13）
    
～在山園祈禱中
   ……耶穌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他的

汗如血珠滴在地上：「 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

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

成就罷！」(路22：42～44）

～在十字架上捨身時
   ……耶穌斷氣時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

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路23：46）

事實上，終耶穌一生，他都在承行天父的旨意，完

全聽命、服從，且聽命至死！

※ ※ ※ ※※ ※ ※ ※※ ※ ※ ※※ ※ ※※※※

讓我們一起沉思默想，對照新舊亞當、厄娃，在

回應天主聖言上的區別，他們作出完全迥異的抉

擇，然後再貼在自己身上。那「我」此生將作何抉

擇？...不要怕，縱使在信仰成長路上，多次跌倒，

作了錯誤的抉擇，棄了善，選了惡，只要肯不斷悔

改皈依，信靠主賜恩寵和救贖，儘能愛主愛人，

善度此生，來日安抵天鄉！



歸航 文：寧

漫步人生路

　　上午參與主日感恩祭後，習慣了步行約半

小時的路途回家，途中欣賞沿岸海濱景色，看

著船隻揚帆出海，一副乘風破浪的氣勢，勇往

地向著前方的目標邁進。到了黃昏時分，我在

海濱緩步跑的時候，看見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在

夕陽餘暉的影照下，船隻踏上歸航，緩緩地向著

回家的方向駛去。看著這些情景，讓我有感好

像是人生一場。年青時充滿著活力和勇毅，向

著人生目標而努力，並期待著各種挑戰和經

驗，盡量爭取機會去嘗試、享受不同的人生

體驗。在現階段我也算過了人生的上半場，

就好像是船隻歸航一樣，人生的下半場已徐徐

地開展了。

　　下半埸的歲月或許會不知不覺間匆匆而過，

當人生到了終結或是世界到了末日的時候，按

經上說每個人都要面對主的審判。「當人子在

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那時，他

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

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

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

羊在左邊。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

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罷！承受自創世以來，給

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

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

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

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

我。」(瑪25:31-36) 

　　我反問自己到了面對天主審判的時候，能

否充滿信心地向天父說我曾按著主的旨意向世

上弱小者做了愛德工作呢？做了多少呢？足夠

嗎？有沒有人需要我的協助時，我卻忽略了他

們或視而不見呢？這些問題的確讓我不停地反

思自己過去的思言行為。在家庭裡，在工作環境

中，在鄰舍間，在教會內，在社區中，我有否按

照主的旨意為最小的兄弟姊妹提供協助呢？或

許有時我會受到不同的誘惑―驕傲、自私、貪

婪…..而與身邊的人發生衝突或不愉快的經歷，

令關係變得不和諧。對了，在當下的日子，祈求

天父寬恕我的無知與懦弱，讓我時刻銘記祢對

我的愛和包容，增強我的信德，讓我能在日常

生活中為身邊的人帶來喜樂與平安，正如祢的

天國來臨時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