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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八端真福八端真福八端真福八端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瑪竇福音裡談到的真福是八項對於有福的人的描述。路加福音列舉出四個被祝福的

人相對於四個有禍的人（路加 六 20-26）。福音裡這幾類的祝福和世俗的觀念相

反。瑪竇福音裡談到的真福是八項對於有福的人的描述。路加福音列舉出四個被祝

福的是貧窮、哀慟、飢餓和被迫害的人。世人認為富有、圓滿、被尊敬的人有福。

基督蔑視世俗的價值而推祟在多數人眼中完全荒謬的價值體系。 

 

在寫聖母經的反思時，我曽討論過聖經裡「蒙福」這個字。現在我重複一些我曾提

過的以當作真福八端的引言。 

 

「蒙福」這個字源於希臘文「makarios」，是聖經上很重要的字。它在新經裡用了

49 次，（瑪竇福音用了 13 次；路加福音用了 14 次）。最為人知的可能是真福八

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等等） 

 

這個在聖經上常用的字表達很重要的意念。它有什麼意思？ 

 

首先，這個字用來描寫被天主祝福的人，他們從天主得到了祝福。人不能自己擁有

祝福；是天主祝福人。真福清楚的說明天主賜福的不是財富、榮耀和權力，而是天

主特別賞賜恩寵給那些被遺棄、卑微和被虐待的人。天主降福卑微的人而不是有權

和條件好的人。 

 

第二，「祝福」這個字用來描寫天主的特性。聖詠集六十八 36「願天主受讚美！」

聖詠集七十二 18「願上主天主，以色列的天主享受讚頌。」在弟茂德前書一 11，

保祿稱呼全能者為「真福的天主。」新經也用「福」來描寫耶穌：「那是真福，唯

一全能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弟茂德前書六 15）因為信徒們在 「基督

內」，所以也被祝福。「有福」這個字用來指天主，也用來描寫擁有天主的福的人、

那些行為和生活像天主的人。 常常「祝福」(makarios) 被翻譯成「喜樂」。但是

喜樂在這裡並不貼切。喜樂是主觀的。同樣的東西不一定會讓每個人都喜樂。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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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對天國的子民做的是客觀的判斷。祂宣布的不是他們所感覺的，而是天主認為的。

有這些品質的人贏得祂的贊同，因為天主認為他們很好，所以被祝福。天主的祝福

比僅僅的「喜樂」更為寬闊而且極度重要。 

 

祝福這個字甚至被翻譯為「好運」或者「幸運」。可是天主的祝福不僅是有利的情

況，或者好運而已。被祝福（makarios) 相當於心中有天國。被祝福的人的滿足來

自天主，而非有利的情況。一個人雖然外在的條件不順利，還是可以被祝福，譬如

一個年輕人可能「不幸」早逝，可是仍然 被「祝福」升到天國與天主一起。 

 

••••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路加有一句相似但不同的措辭「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路 6:20)。 

 

在路加中耶穌好像說窮人已有足夠的功勞進入天國。瑪竇則要人「神貧」。 

 

為什麼耶穌稱讚貧窮是一種美德，是讓窮人贏得進入天國的條件？自然，我們不想

要做窮人，但我們需要有安全感。人們努力工作是為了獲得足夠去擁有房子、退休

的錢；足夠付孩子們的教育的錢。難道窮是德，積蓄足夠的財富是罪惡？ 

 

富和窮總是存在的。貧富是相對的說法。中等美國家庭用品（如冷氣机，汽車，手

機，各種食品）在有些窮的國家只有富人オ能得到。很難知道誰是真正的窮人。 

 

耶穌不是在創造一張收入和支出的圖表，祂只是在述說對生命和對天主的一種態度。

一個已有足夠的財富，或者專注於積聚更多財富的人，很容易傾向忘掉天主。天主

經中耶穌教導我們去祈求我們「日用的食糧」。當我們的冰箱和貯藏櫃已經有數週

的食物，或者食物存量短少時銀行裡有錢去買，祈求今日的食糧似乎是愚笨之舉。 

 

假如我們自我滿足，天主不會接近我們。假如我們不需要祂，假如我們相信自己很

堅強，能夠掌握和擔當自己的命運，天主不會接近我們。天主只會去接近一顆貧窮

的心。 

 

通常生活過得順利的人不祈禱。當危機來到，失業、生病、失去親人 ── ── ── ── 人會

突然轉向天主祈求。擁有世上每一件東西的人不在乎天主的國。一個滿足于世上的

物質快樂的人，天主不會進入他頑固的心。 

 

但是，窮的、破碎的、有需要的、被排斥的、在世上找不到安慰的、世上的喜樂不

屬于他們的人，他們將希望寄于天國。 

 

許多人看似富有，或者有足夠的財富，有時候也會在某些方面使他們感到貧乏。生

活在焦慮和消沉中的人是貧窮的，他們會向天主求助。孤獨的、被遺棄的、被人拒

絕的人在天主面前是窮的。我們生命中有負擔或困難的部分才是天主能進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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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神貧」？瑪竇福音中耶穌沒有說貧窮的人是有福的，而是指神貧的人。也

許瑪竇和路加說法不同並沒有差異。他們說的是同樣的事，那就是世上的價值觀和

天主的相反。世人重視的財富、權勢、美貌和健康不能讓人進入天國；天國是屬于

在世人眼中一無所有者的。 

 

誰是天主認為最高位的？迷失的靈魂、殘疾的、貧窮的、智弱的、不被接受的這些

是天主之國的幸運者。在天主的國裡，富有和有權勢者、美麗和圓滑伶巧者是失敗

者。假設天主和天堂是人類最終命運，為什麼我們要去追求世人眼中最高位的而在

天主眼中最低下的？ 

 

什麼是我們所謂的「神貧 」？許多人利用這個適當的措辭去沖淡真福的意思。他

們說：我不需要真的窮和依賴他人 , 只要我有與世俗不同價值的精神和想法。這

種解釋允許一個人擁有財富、權勢和自主，只要他的內心貧窮。他們也認為：飢餓

和無家可歸本身乏善可陳，這不對嗎？事實上許多窮人是由於他們缺乏責任感、懶

惰而變窮的，這不是他們自己的錯誤所致？ 

 

我相信耶穌並未沖淡祂那驚人的聲明。耶穌祂自己成為窮人。祂是永生的天主。祂

選擇成為我們人類，一樣的有疲乏、軟弱和疾病。不僅如此，他被社會逐出，赤身

露体，受盡折磨、羞辱而死。耶穌是最窮的一位。跟隨耶穌者應該像祂一樣地去追

求、背負自己的十字架。 

 

我們不該去判斷世上的窮人，但是我們應當承認耶穌在祂的國度裡給予他們的特殊

地位。路加福音中提到富翁和乞丐拉匝祿的比喻。富翁沒有注意到或幫助過拉匝祿，

死後進入地獄。拉匝祿卻因在世上受盡了苦，死後在天堂得到安慰。這只是一個比

喻並非真實的故事。但卻給我們上了一堂真正的課。在每一個天主教的葬禮中，遺

体被抬出教堂之前都會引用拉匝祿的故事。在古老拉丁讚美詩（聖歌）〝極樂世界〞

結尾有這樣的字句：「願天使引領你進入樂園，願殉道者在你抵達時迎接你，引你

到聖城耶路撒冷。願天使的歌唱迎接你和曾經窮苦的拉匝祿，願你們永遠安息。」

我們該求我們能享受到窮人拉匝祿的永久的命運。 

 

瑪竇用「精神」這措辭並未沖淡耶穌字句的意思，反而使它更加有力。耶穌說「神

貧」的人是有福的。這真令人驚奇！當然我們希求世上富裕的安樂和安全。貧窮跟

我們的天性衝突。但是精神生活貧窮，和天主不親，精神生活差勁、劣質，那是一

個可悲的情況，怎能稱為有福！ 

 

耶穌是在責備在天主面前認為自己精神生活夠好的態度，那些自己覺得夠資格得救

的人。這端真福肯定了最大和最有助的貧窮是當一個人覺悟得救是出于天主的慈悲，

並不是他或她的功勞。 

 

當我們審查我們的良心，我們知道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羞恥、自私的態度和自己的

軟弱。這樣我們才能一瞥真正的精神生活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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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人，有毒癮的人，那些由于選擇不當而破碎了自己的和他人的一生的人，知

道他們沒有權利進天國；他們唯一的希望是主的慈悲。另一方面，也有那些說「我

沒有犯多少錯，不像一般人那樣。我肯定天主會接受我」的人。這種苛刻判斷別人、

在天主面前傲慢的態度，是精神生活最可怕、最危險的心態。精神上富有的不需要

天主。他們相信因為自己做了好事，已經得救。因此，天主不會幫助他們。 

 

••••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人們衰慟是因為他們遭受了刻骨之喪失，通常是親愛的人死亡。當我們遇見有人因

為親愛的人死亡而哀慟，我們無助地看著他為了永遠再不回來的人哭泣、悲慟、甚

至哀號，我們感到同情。 

 

可是人們哀悼不只是因為死亡, 也由於其他的損失，特別是被愛人或朋友拒絕。離

婚、戀愛分手、反目絕交 ──────── 都是痛苦的經驗。父母因為兒女不打電話或者不

探望而悲傷；子女因為父母拖曳責任也會悲傷。 

 

一個人或窮或富都會悲傷因為沒有人能免於喪失。或許窮人因為衛生保健和生活方

式會早些死亡，但是富人一如窮人一樣會死。窮人和富人都知道被拒絕的滋味。當

生命所失難以承受時，富人和窮人一樣會自我了斷生命。 

 

為什麼耶穌讚賞哀慟？我們難道不應該避免失落和憂傷嗎？為什麼耶穌說生活中輸

的人能獲得有些祝福是贏家得不到的？在路加福音耶穌加強這一端的主題說；「你

們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耶穌似乎是說現在過著有特權、有健康、無憂無慮生活的人將來在天主的國內會悲

慟；而現在失落受損的人將會快樂。第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尼釆，是個憤世嫉俗的無 

神論者，他的理念影響了很多現代思想。他認為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是給無能、

懦弱和無用者的安慰。尼釆厭惡路加福音裡耶穌說的話。他說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是 

什麼？當然是說「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尼釆認為耶穌對無憂慮以及滿足的人的

警告是對人類自由和尊嚴的冒犯。難道人不應該想要沒有失落和不幸，而過著一個 

成功生活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嗎？ 

尼釆對現代思想的影響難以想像；他和基督形成鮮明的對比。尼釆代表現代人類的

基本觀點；而基督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野。 

 

尼釆說我們應當從生活中儘取所能。生命極其短暫, 我們很快就會離世。活著時就

要儘情歡樂。我們應嚐到各種樂趣，享受各種經驗，儘可能的開心。尼釆和耶穌一

致認為生命短暫；但是耶穌説這個世界只是暫時的，在未來每滴眼淚會被抹乾，被

壓迫、被遺忘和受苦的人都會得到安慰。 

 

耶穌告訴我們雖然活在今世但是要著眼於來世。尼釆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他告訴我

們要為今世而活，攫取現世的榮華，免得遲了讓疾病、不幸或死亡奪取了生命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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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耶穌的跟隨者不會認為人間的起落有絕對的重要性。一個人可能今天健康而明

日死去。或者今日健康而次日却又病且殘。對耶穌而言，我們最終的希望不是在現 

世的樂趣、歡笑和富有，而是在天國。耶穌告訴我們財富不應當在現世，而是在天

國，蠧魚和鐵銹不會摧毀。 

  

••••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或許這是所有真福中最傻的一端。溫良的人接受土地？我們都知道大膽的和冒險的

拿去一切。溫良的、膽小的、低下的一無所得，或者最多拿些有權勢者留下的殘餘。 

 

什麼是「溫良」？有一本字典說溫良是「用忍耐和沒有憤怒地去承受傷」。另一種

定義說一個溫良的人是「缺乏精神和勇氣，順從的，不用暴行和強力」。溫順比較

正面的說法「對別人仁慈，溫柔有耐心」。一般父母可能要他們的孩子仁慈和溫柔，

但他們絕不會願意他們的孩子去承受傷害或去順從他人。 

 

再者，溫良的人在世人眼中是失敗者。有主張和勢力者取得他們所要的。假如土地

或田地是獎品，溫良的人在這種挑戰和競爭中一定失敗。 

 

這一端真福在某種意識中是一种悲哀的說法。全部歷史中，只有強者和有權勢者發

動征服的戰爭。貧窮和溫良的人怕見軍隊燒毀農庄，濫殺無辜可憐的農夫。窮人不

要戰爭。富人和有權的決定要戰爭。窮人被迫去上陣打仗。窮人的田地被蹂躪房屋

被破壞。戰爭過了以後，一支軍隊強迫另一支軍隊屈服。戰士們回家。窮人再一次

去開墾土地。反常的說法，在有權勢的人打過他們挑起的戰爭後，溫良的人真的承

受了田地。 

 

耶穌是溫良的。祂忍受傷害，祂是暴力的犧牲者。縱然祂是一位有效能的醫師和領

袖，當衪被暴力恐嚇時，祂沒有保護衪自己。祂臨死還為殺衪的人祈求寬恕。衪非

常痛苦。祂真的被疼痛和弧獨毀滅。祂在十字架上大聲喊叫，「我的天主，我的天

主，為什麼你捨棄了我？」。但是就在極端的羞辱時祂仍然保持尊嚴、心靈的平安，

因為祂知道祂是在完成天父的意願。世上喜樂和真正的快樂不一樣。耶穌追求的是

來自天主的快樂而非來自世上權力的喜樂。根據創世紀，天主為祂所愛的亞當和夏

娃創造了地球。可惜因為他們的驕傲和權力的慾望，他們犯了罪，失去了土地，伊

甸園。這片土地，原意是為天主和祂的子民同盟的地點，變成了反叛和自私的地方。

這土地，地球，是天主給祂所愛的禮物。當人們背離天主，選擇仇恨高于愛, 天主

收回祂的禮物。所以最終的意識是，土地不屬於有權力的壓迫者，而是屬於愛和敬

畏天主的人。現在溫良的人沒有土地 ──── 只是現在而不是永遠。 

 

溫良的人在天主前是謙虛的。溫良的人不拿他或她要的，而是等待天主的賜予。當

耶穌說溫良的人將承受土地，祂是說那些服從天主者，等待天主者，他們寧願受苦

而不願做錯 ──────── 這些人將受天主的降福。那些不溫良的人拿去別人的利益。但

是溫良的人常常被別人拿走利益。溫良的人不傷害他人，甚至于當他們被害時。有

一顆潔淨的良心是一種極度的滿足。縱使他人都做了惡事，拒絕參加作惡的人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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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內在的平安。在天主永久裁判中，受不公平而痛苦的將在天國裡得勢，傷害他

人的人將失敗；而那些在權勢者手中受到苦難者將昌盛。 

 

4.4.4.4.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甘迺迪總統在 1963 年對愛爾蘭國會演說時說：「你看到了一  些事，你問為什麼；

可是當我夢想從未有的事，我問為什麼不呢？」總統是引用愛爾蘭作家蕭伯納所說

的句子。有善心的人看到世界上不對的事希望會好轉。我們看到成百上千敍利亞的

難民湧入歐洲 - 飢餓又恐懼 - 我們問為什麼邪惡的戰爭將他們逐出了家園；我們

看到街頭的遊民，有些精神有病，飢寒交迫，我們又問為什麼事情會成成這樣。 

 

就我個人而言，當我們看到年輕人做了錯誤的選擇去犯毒，對性愛不負責，只為享

樂，我們想知道為什麼他們輕易拋棄他們的前程。善良的人想看到的是和平、合作、

和有愛的世界；當我們看到戰爭、異議和自私，我們渴望事情會更好。 

 

如果我們忠於自己，我們也渴望自己有正義。我們知道自己會發怒的脾氣、我們的

詭計和我們的慾望，於是我們希望自己更為正義。我們憧憬一個正義的世界，我們

也希望自己更為良善。 

 

這端真福讚美善良人內心的不安，對於現狀的不滿意，以及不願安於謊言、背叛、

自私和貪婪的世界。那些飢渴慕義的人不原諒自己。他們不會安於自身的公義，而

悲歎世界的邪惡。事實上，飢渴慕義的人最渴望的是自身的公義然後是這個世界的

公義。 

 

跟隨耶穌者超越人間法律，只置信於天主的正義中。只有天主是正義的。所有人的

肉體都因罪惡而腐敗。讚頌這端真福的人期待天主的正義，並且確知世人的努力帶 

不來我們渴望世界上的正義和和平。我們信賴天主。在我們渴望這個世界和我們自

己能從自私變換成慈愛之時，我們等待著天主的慈悲和恩寵。我們不能依賴自己行 

的善事，而是依賴天主的愛。我們不因為自己的罪過而放棄自己或他人，可是我們

相信天主也期望正義並且計劃改造這個世界。    

    

5. 5. 5. 5. 憐憫憐憫憐憫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人的人是有福的人的人是有福的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因為他們因為他們因為他們要受要受要受要受憐憐憐憐憫憫憫憫    

    

方濟各教宗頒布通諭從 2015 年 12 日 8 日開始是天主教會的慈悲年。這一端真福和

教宗的心思以及他對今日世界的信息有直接關係。 

 

什麼是「慈悲」?  慈悲和寬免同意。這說法並不錯，但是不完全對。至少一個有

慈悲心的人，並不在乎反對他的人的攻擊；而是原諒，或讓他們去。因為天主是慈

悲的，我們衷心希望我們的罪不被責備，而是得到寬免。 

 

耶穌一再的說，我們對別人付出的慈悲和我們從天主受到的慈悲有一種關係。在天

主經中，我們祈禱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耶穌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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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祈禱文後，在瑪竇福音中加上「因為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

寬免你們的；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的，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耶穌

不能比這說得更清楚了。你若原諒別人，天主也將原諒你。你若不原諒別人，天主

也將不原諒你。你若慈悲，你將發現一位慈悲的天主。你若不慈悲，你將面對一位

沒有慈悲的天主。 

 

原諒很難，真的很難。當有人真的傷害我們，我們找許多的理由不放我們的傷害。

我們知道耶穌堅持跟隨衪的人要原諒。但我們對這神聖的要求，時常為自己找一個

辯解。常常我們看不清楚自己的罪，但我們一定記住我們從別人那裡受到的痛苦。 

 

我們真的相信原諒嗎？我們常常原諒自己違犯了天主的法律，自我解釋我們為什麼

做錯, 相信有一個犯罪的理由和辯解犯罪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原諒，因為我們覺

得自己沒有做錯。或者至少錯的不嚴重。我們只看到自己是別人作惡的犧牲者。看

不到自己的罪，卻清楚地看到別人的罪。這是和慈悲相背的。 

 

慈悲的世界是怎樣的？在一個慈悲的世界裡仍然有罪惡，因為人類總是軟弱和容易

陷于罪惡的。但是在慈悲的世界中，那種使過去的怨恨反復不滅的冷漠態度不會存

在。我們在新聞裡讀到，世界上有許多地方有無窮盡的循環侵犯，跟著是報復, 和

再報復。仇恨總是存在，一直持續下去。我腦海裡浮現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永

遠的戰爭。無論如何，這種報復的循環、持續的怨恨、和不休止的敵對也是家庭裡，

工作地方，鄰居間，甚至於教堂內的常態。 

 

慈悲不容易，去愛曾經傷害過你的人不容易。但是要贏得天主的慈悲，你一定要發

慈悲。天主知道對我們這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 

 

上次電子郵件裡我說過慈悲像似原諒。天主顯示慈悲、原諒我們。祂期待我們對別

人也發同樣的慈悲或寬恕。 

 

但是慈悲的意義更超過寬恕。天主教會教導我們必須要行慈悲，做肉身和精神的慈

悲工作。要得救必須做慈悲的工作。 

 

肉身方面的慈悲工作： 

 

1. 給飢餓的人食物 

2. 給口渴的人飲料 

3. 給赤身的人衣服 

4. 給無家可歸的人住宿 

5. 探望生病的人 

6. 探望監牢裡的犯人 

7. 埋葬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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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 這字是指 "和身體有關的" 。這和精神上的慈悲工作有差別。那是有關靈

魂或心靈方面的。肉身的慈悲工作是我們去做一些幫助一個人，他或她的身體生活

的事情。僅為人們祈禱或教育他們有關天主的事是不夠的；我們受命於天主要實實

在在地去幫助他們生活和物質的需要。 

 

我們常常聽到精神第一超過肉身。我們可能錯誤地相信，天主不關心世上人類的痛

苦，天主只關心我們是否能去天國。當然我們永遠的救贖是最重要的。但是天主愛

我們，祂知道我們在世上的需要。祂要我們在世上快樂。祂告訴跟隨祂的人去做任

何能減輕人間痛苦的事。 

 

肉身的慈悲工作項目直接來自耶穌。瑪竇 25 章中耶穌敘述我們每一個人將面對的

最後審判。耶穌說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君王（耶穌）面前。祂將他們分成兩邊，那

些做過慈悲工作的跟那些沒做的。耶穌也說，當我們給飢餓的人食物、給赤身的人

衣服、看望生病的人和做其他的善事；那都是為祂做的。耶穌在窮人和需要救濟的

苦難大眾中間。和一個受苦的人相遇，就是和耶穌衪自己相遇一樣。同樣地，如果

我們不幫助一個受苦的人，我們就沒有幫助耶穌。 

 

在聖經的訓諭裡，耶穌喬裝為窮人。許多古時候教會的傳說和聖人故事中，常提到

遇見和幫助一個窮人之後，發現那人就是耶穌。我們不能失去任何機會去幫助或安

慰有需要的人。 

 

看一下這個慈悲工作的項目。你做過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嗎？你向幫助窮人的機構

捐獻過嗎？你探訪過病人嗎？你花過時間去慰問痛失親朋的人嗎？你抽過空去安慰

哀傷和迷失的人嗎？你捐過血嗎？你有沒有去幫助新來的移民去適應美國的生活？

減輕受苦痛人的負擔有許多方法。我們用這些來發慈悲，天主肯定會慈悲對我們。 

 

耶穌的來臨是天主慈悲的表現。為了我們祂奉獻了自己的生命，當作慈悲的一種犧

牲。但祂也要求我們對別人也有慈悲。我們已經討論過肉身的慈悲工作，我們必須

為有需要的人做善事才會被天國接受。教會己經列出精神的慈悲工作項目。慈悲的

事不僅是對別人身體的需要，也要給他們精神上的福利。 

 

1. 教育無知的人； 

2. 輔導有疑問的人； 

3. 勸誡罪人； 

4. 隱忍冤屈； 

5. 要心甘情願地寬恕所受的不公平； 

6. 安慰悲傷的人； 

7. 為生者死者祈禱 

 

我們理解耶穌要我們去履行肉身的慈悲工作（給飢餓的人食物、給口渴的人飲料；

等等），因為衪在乎世上的人。祂要每個人都過有尊嚴的生活的必需物品。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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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僅是地上的受造物；天主已經給了我們永久的生命。我們同樣地有精神上的需

要。 

 

最後一項精神上的慈悲工作是祈禱。有時候我們對某人說，「我將為你祈禱」。這

好像我們在說，「我無能幫助你，所以我答應你空虛的祈禱」。但這並不是有信仰

的人的態度。我們人類是有限的。的確，有的時候我們無能力去幫助別人物質方面

的需求。但天主能做所有的。在天主前我們為別人祈禱是一種愛的行為。我們的信

仰教導我們，天主聽到我們的祈禱，衪會因此幫助他們。我們有一個神聖的責任去

為那些天主委託給我們的人祈禱。父母必須為孩子祈禱。孩子有責任為父母祈禱。

我們應當為我們的同事和我們教區的教友祈禱。假若我們不為別人祈禱，我們在天

主面前沒有盡責。 

 

去愛一個人，使他離開罪惡和迷惑而向善，是一種神聖的行為。幫助一個人去認識

天主而離開罪惡是我們為他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們有一項特殊的任務去引導年

青的人。用我們的言談、我們過有德行的生活做榜樣。去教導人們去做什麼是對的

事、去有勇氣對抗罪和錯是一件好事。沒有人真正想活在罪惡中、疏遠天主、傷害

別人。有時好像活在罪惡和迷惑的人需要獨處。當他們的錯誤被指出時，人們說

「不要批評」。真的，人不願意被批評。沒有人有權利去批評。沒有人願意離開天

主和人而生活。慈悲的行為是慢慢地，但明顯地幫助另一個人成為一個較好的人。

人們需要鼓勵去過好的生活。給人提供指導和鼓勵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們不可能長久生活在不被別人傷害的世界裡。因為別人殘酷的批評和行動

使我們深深地受到傷害。天主要求我們做的最難的事是寬恕，對苛刻的待遇不做粗

暴的回應。當我們是別人惡意的犧牲者時，也許最大的愛的行為是寬恕和承擔錯誤。 

 

耶穌要求我們關心在痛苦中的人。我們必須對有需要的人提供實際的幫助，尤其是

我們必須關懷那些人精神方面的一切；幫助人們去認識和愛天主是我們為他們能做

最偉大的事。 

 

教宗方濟各邀請教會慶祝慈悲禧年，這與數年前的信仰禧年相似。信仰禧年那年我

開始寫這些電子郵件。現在我以慈悲為中心，再為這真福寫些短函是很恰當的。 

 

傅天娜-克瓦爾斯卡 (Faustina Kowalska) 生於 1905 年，卒於 1938 年。她是一

位波蘭藉修女。她看到天主並且從祂那裡得到啟示。公元 2000 年她被榮列聖品。

當時的教宗，聖若望保祿，認為她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聖人之一；她的信息對當今

的世界很重要。 

 

傅天娜修女是一位出身貧窮人家的單純女孩。她感受到被召去加入一所修院。在修

院裡被派去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清掃和其他動手的工作。她最先向她的告解神師，

後來也向別人透露耶穌叫她去宣揚救主慈悲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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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慈悲有兩方面：耶穌給每一個人天主的慈悲而捨棄祂的生命，和天主要求我們

以慈悲待人。這和我們想到的真福是完全一致的。當我們對人慈悲時，我們也接受

天主的慈悲。 

 

為了幫助人們注意慈悲的觀念，傅天娜修女說耶穌要求為慈悲做兩次敬禮。復活瞻

禮後的主日為救主慈悲主日。每年在這個主日的福音裡我們讀到耶穌付與祂的門徒

們赦罪的權柄，因此建立了和好與告解的聖事。天主是如此的慈悲。祂指給了我們

一條明確的路，任何時候只要我們有需要，就可以去尋求原諒。為什麼人們不成群

去辦告解，接受慈悲和原諒？真是令人困惑！ 

 

傅天娜修女也始用救主慈悲串經。祈禱者用典型玫瑰唸珠的祈禱文，玫瑰唸珠上用

這些祈禱文： 

 

 「永生的天父，我將你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身體，血，靈和神性奉獻給

 你，為我們的罪和全世界的罪做補贖。 

 藉著衪的悲痛苦難，賜給我們和全世界慈悲。 

 神聖的天主，神聖的全能者，神聖的不朽者賜給我們和全世界慈悲。」 

 

這些祈禱文教授我們有關天主慈悲的真理。當我們請求救贖時，我們沒有自己的功

勞給予天主。我們自己所做的事不夠獲得進入天國。但是我們有那無限的和無價的 

────    耶穌基督的服從和苦難。因為天主的慈悲，我們用最驚人的禮物，耶穌的身體、

血、靈和神性，去接近天主。亳無值得獻給天主的我們確實有天主眼中最珍貴的。

我們可以奉獻耶穌給天主聖父，而得到絕對的原諒和慈悲的福份。天主的慈悲不僅

是只給你我，也給全世界。 

 

6.6.6.6. 心理潔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潔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潔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潔浄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對我個人而言，這端真福讓我很不安。事實上，它引起我些許哀傷，因為我不以為

自己有潔淨之心。相反的，我很複雜因為我追尋很多不屬於天主的東西，因為我沉

浸於世俗所關心和關注的事情。我不只為天主而活。我知道我不潔淨。我不總是誠

實的、不是只專注於天主、不總是貞潔、並非時時愛人的。我不能稱自己「心理潔

淨」。這意謂著我不能看見天主嗎？ 

 

心裡潔淨是得不到，不可能達到的嗎？若是如此，那麽看見天主，得救這件事是不

可能的嗎？ 

 

聖經上重要的佳音是天主不只是拯救完善沒有罪過和軟弱的人。耶穌說祂來是召喚

罪人不是召喚有義的人。耶穌以仁慈對待欺騙他人的稅吏，還有犯性罪的妓女, 可

是祂卻嚴厲地對待自以為無罪的宗教領袖。 

 

心理純浄不是那些沒有罪, 沒有任何可悔恨的人。相反的，耶穌要解救的是那些在

內心深處想要取悅於天主卻達不到目標的人。心理純浄的意思是真誠願望取悅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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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自己而活。它並非道德的完美無缺。 

 

為什麼心理潔浄的人祈禱？不是要從天主那裡要什麼，而是要取悅天主。為什麼心

理潔浄的人要行善事？不是為了上天堂，而是要告訴人天主的美好。心理潔浄的意 

思不是不犯錯，而是渴望取悅天主，即使我們知道永遠不可能完全合乎天主的正義。

心理潔淨的人專注於天主，而非於自己。心理潔浄的人不過度關切於自己是否犯 

罪，而是熱切於天主的光榮。 

 

心理潔浄的人並非完美。潔淨的人知道他或者她軟弱卻相信天主的完善。心理潔浄

不是關於完美，而是關於真誠取悅天主的願望。 

 

然而一個人若傾於犯罪和自私就不算是心理潔浄。心理潔浄的人至少想要做到誠實、

貞潔、愛人和寬恕、了解達不到目標是人之常情。心理漂淨不是要時時做到完美，

而是時時要取悅於上主。 

 

在舊約�，猶太人司祭走近祭祀台奉獻祭祀的動物以贖罪之前，一定要先沐浴浄身。

在新約希伯來書信裡作者說基督徒以前的司祭進入神殿一再的帶上犠牲先為自 己，

然後為人們的罪惡奉獻。希伯來書的作者還說這些用動物當祭祀完全沒有用，因為

這一切不能取消任何罪，沒有人因為殺了動物祭祀而能潔淨自己。 

 

在舊約裡，司祭清洗自己以求潔浄來接近天主。甚至在舊約裡，人除非洗乾淨了不

敢來到天主前。可是新約告訴人這些清潔儀式並不真的有用。 

 

誰的心理潔淨能接近天主，更別說看見天主？ 

 

我們不再殺戮動物祭祀天主來贏得恩寵。新約告訴我們用動物祭祠不真的會被赦罪。

那麼現今我們要怎麼找到潔浄，真正的潔淨？ 

 

當我聽到「潔淨」這個字，我想到美德、道德好的品性。性的純潔是我最先想到的

美德，除此之外，還有誠實、慷慨和其他善良人會做的好品德的事。心理潔浄是不

是另一種說法要我們必須真正的好才能看見天主？ 

 

問題是我們並不總是美好。事實上，我們愈接近天主，愈會妥協而且常常選擇自私。

許多人良知愚鈍，看不見自己的罪惡。但是一個與天主絕對美善協調的人知道他或

她自己離潔浄相距多遠。 

 

若望福音記載耶穌在最後晚餐替門徒洗腳。在被釘十字架的前一晚，耶穌要教導很

重要的事。所以祂洗腳，做一個奴隸做的事，來表達謙虛和服務的重要。 

 

耶穌對門徒解釋他洗腳：「你們因我對你們所講的話，已是清潔的了。」耶穌沒有

説你們照我的意志、服從我的命令、效法我。他説的是我們的潔浄是來自祂，不是

靠我們求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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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潔淨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罪。我們潔浄是因為我們接受基督的話。我們不是靠沒

有罪而得到潔淨，而是允許潔浄我們的基督來到我們心中。潔淨不是我們的成就，

而是基督在我們裏面作工。 

 

基督的犧牲死亡能潔淨我們，並且為我們贏得寬恕，但是只靠我們自己不能讓我們

適合天主。潔淨是恩賜，而非成就。 

 

里修的聖女德蘭，小白花，對我個人靈修之旅影響很大。她在 1897 年廿四歲時過

世。她在世時不為人知，然而她的作品一直影響許多人，包括我。小德蘭了解天 

主讓我們潔浄，不是我們努力求潔浄，然後為天主接受。小德蘭認為是天主的愛，

不是我們的善行，在世上或者在煉獄的受苦，讓我們準備好去天堂。 

 

小德蘭相信天主的愛是那麼熱烈、不可抗拒，在瞬間祂就能燒毀所有的罪惡，使不

潔的人潔浄。所有的靈魂需要做的只是接受祂的愛。在一封信裡，小德蘭説：「好

天主不需要許多年來完成祂在一個靈魂中愛的工作；從祂的心射出的一道光芒立刻

就能讓祂的花永遠開放。」 

 

天主聖心的一道光就能讓我們潔淨, 於是我們就可以永遠的看到天主。 

 

7.  7.  7.  7.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因為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因為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因為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    

    

人類生命開始就有戰爭。我記得有一次去訪問新幾內亞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裡常受

到森林深處的一支部落的攻擊。由於幾代仇恨的緣故，我訪問前不久有兩個少年在

一次晚上的襲擊中被殺死。這是一次小的戰爭。可悲的是戰爭常常是大規模的，涉

及成千上萬，甚至百萬的人民。 

 

常常由於經濟和政治的不同，國家的元首遣送年青的男女去打仗和死亡。更過份的

是婦女和孩子們被陷在敵對兩軍的交鋒中。戰爭意味著死亡、飢餓、梵燒房屋、和

破碎的生命。 

 

從來沒有在戰爭區內住過的我們是有福的。威廉·特庫賽·謝爾曼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一位美國內戰時北軍的將軍，於 1879 年 6 月 19 日，在密

西根軍事學院畢業生班上致辭說出這句有名的話，「今日有許多男孩視戰爭是一切

的光榮。但是，孩子們，這是地獄」。的確，戰爭是地獄。發動戰爭的人實在是和

地獄的權力是一夥的。 

 

我們為將軍們和英雄們建立雕像和紀念碑。我們是否尊重那些締造和平的人？我們

如何去達成和平？常常通往和平的路是通過勝利。我方贏而另一方敗了才會有和平。

謝爾曼將軍，最被人記得的是「謝爾曼向海上行軍(Sherman's March to the 

Sea)」。他率領軍隊蹂躪美國南部的鄉村，焚燒破壞。為辯解他的放肆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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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戰爭是殘酷的，試著去改正是無用的；越殘酷，越快結束」。我們贏時和

平即來到！ 

 

當人類傾向於打仗，我們如何能成為和平締造的人？也許你和我不能阻止我們的國

家去參戰。但在我們的家庭中、工作的地方、近鄰和教堂裡，我們能夠去促進和平。

下列的一些態度可能是在促進打鬥而非和平： 

 

• 總是堅持自己是對的，或者我行我素。 

• 持久怨恨和去報仇。 

• 拒絕寬恕。 

• 造謠言和使人去恨或不尊敬某人。 

• 對其他人種，宗教或種族的團體作負面的概論。 

 

我們可能無力去阻止軍隊屠殺。但是在我們居住的小世界中，我們有力量去促進和

解與和平。 

 

和平始於跟隨天主。假如一個人跟隨天主，那個人就沒有恨。天主是愛。一個有恨

的人違反天主。一個人在天主面前放下怨恨、己見、權力和偏見的時候，和平就開

始了。一個天主喜愛的人會去鬆懈緊張、解決爭論、促進寬恕和尊敬每一個人。這

就是締造和平。  

 

8. 8. 8. 8.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當人們為了我的原故侮辱你、迫害你和對你惡言毀謗，你是有福的。你要歡欣鼓舞，

在天國你會有很大的福報，因為在你之前的先知也這麼被迫害過。  

 

真福八端裡稱所謂「蒙福」的，一般人會認為是「詛咒」。當我們被迫害、被誤會、

被鄙視時，是真的被祝福了嗎？難道我們擁有好名聲和平靜的生活不是被祝福的嗎？ 

 

這端真福描述歷史上和現在的教會的情況。在耶穌去世後的幾個世紀，羅馬帝國嚴

厲的迫害教會。可是迫害不只是以前的事情，就在幾個星期前的復活節，一個恐怖 

炸彈份子攻擊了在巴基斯坦公園聚會的基督徒。在整個中東, 基督徒被殺害、騷擾

和被驅逐出家園。我們也知道中國的神父、主教和一般天主教徒因為不願意背叛他

們的信仰而經年的被囚禁在勞改營。就在美國，社會愈來愈非 議一些在婚姻、性

生活和墮胎這些方面忠於基督信仰的人。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人不贊同現代性生活

的道德標準對社會有最大褔利，反而遭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端真福對於幾世紀受迫害的教會是項安慰。在缺乏權勢和苦難之中，教會知道它

矗立在天國能破入人間的地方。騷擾和迫害信徒的強權不是未來，這些都將消失。

未來是天主的王國，在強權手中受苦的人會得到安慰。 

 

基督降福給為了正義而被迫害的人。人們有時因為他們的罪過或者愚蠢而受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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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也是因為受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天主定然站在受苦者的一邊，即使是他們自己 

惹的禍。但是那些拒絕與惡為伍的無辜受害者，會得到特別的降福。基督為了天主

的正義而受苦，祂的跟隨者可以期待相似的對待。 

 

人有許多需要，譬如食物、住所、溫暖和愛。但是受到他人的尊重是最強的需要。

我們聼說過有人因為犯的罪被揭發,而了結自己的生命。這些人寧願死也不願面對 

法律的訴訟和囚禁的屈辱。那些承受羞辱、虛假和醜惡的仇恨最是受苦。當他們在

天主的愛中抱著希望，不求人的贊同，就會被降福。一個人因為對天主不動搖的信 

念而能承受他人的排斥，確實會被賜福。世界會給予酬勞，也可以取回；世界會加

以身體和精神的痛苦。可是最終這個世界會過去。寄望給天主的人會得到現在和永 

遠的快樂。 

 

 

>> 返回美國費城華人天主教教堂網頁 -- http://www.holyredeemer.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