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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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窦福音里谈到的真福是八项对於有福的人的描述。路加福音列举出四个被祝福的人相对

於四个有祸的人（路加 六 20-26）。福音里这几类的祝福和世俗的观念相反。玛窦福音里

谈到的真福是八项对於有福的人的描述。路加福音列举出四个被祝福的是贫穷、哀恸、饥

饿和被迫害的人。世人认为富有、圆满、被尊敬的人有福。基督蔑视世俗的价值而推祟在

多数人眼中完全荒谬的价值体系。 

在写圣母经的反思时，我曽讨论过圣经里「蒙福」这个字。现在我重複一些我曾提过的以

当作真福八端的引言。 

「蒙福」这个字源於希腊文「makarios」，是圣经上很重要的字。它在新经里用了 49 次，

（玛窦福音用了 13 次；路加福音用了 14 次）。最为人知的可能是真福八端（神贫的人是

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等等） 

 

这个在圣经上常用的字表达很重要的意念。它有什麽意思？ 

首先，这个字用来描写被天主祝福的人，他们从天主得到了祝福。人不能自己拥有祝福；

是天主祝福人。真福清楚的说明天主赐福的不是财富、荣耀和权力，而是天主特别赏赐恩

宠给那些被遗弃、卑微和被虐待的人。天主降福卑微的人而不是有权和条件好的人。 

第二，「祝福」这个字用来描写天主的特性。圣咏集六十八 36「愿天主受讚美！」圣咏集

七十二 18「愿上主天主，以色列的天主享受讚颂。」在弟茂德前书一 11，保禄称呼全能

者为「真福的天主。」新经也用「福」来描写耶稣：「那是真福，唯一全能者，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弟茂德前书六 15）因为信徒们在 「基督内」，所以也被祝福。「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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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用来指天主，也用来描写拥有天主的福的人、那些行为和生活像天主的人。 常常

「祝福」(makarios) 被翻译成「喜乐」。但是喜乐在这里并不贴切。喜乐是主观的。同样

的东西不一定会让每个人都喜乐。而耶稣对天国的子民做的是客观的判断。祂宣布的不是

他们所感觉的，而是天主认为的。有这些品质的人赢得祂的赞同，因为天主认为他们很好，

所以被祝福。天主的祝福比仅仅的「喜乐」更为宽阔而且极度重要。 

祝福这个字甚至被翻译为「好运」或者「幸运」。可是天主的祝福不仅是有利的情况，或

者好运而已。被祝福（makarios) 相当於心中有天国。被祝福的人的满足来自天主，而非有

利的情况。一个人虽然外在的条件不顺利，还是可以被祝福，譬如一个年轻人可能「不幸」

早逝，可是仍然 被「祝福」升到天国与天主一起。 

 

•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路加有一句相似但不同的措辞「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路

6:20)。 

在路加中耶稣好像说穷人已有足够的功劳进入天国。玛窦则要人「神贫」。 

为什麽耶稣称讚贫穷是一种美德，是让穷人赢得进入天国的条件？自然，我们不想要做穷

人，但我们需要有安全感。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获得足够去拥有房子、退休的钱；足够付

孩子们的教育的钱。难道穷是德，积蓄足够的财富是罪恶？ 

富和穷总是存在的。贫富是相对的说法。中等美国家庭用品（如冷气机，汽车，手机，各

种食品）在有些穷的国家只有富人オ能得到。很难知道谁是真正的穷人。 

耶稣不是在创造一张收入和支出的图表，祂只是在述说对生命和对天主的一种态度。一个

已有足够的财富，或者专注於积聚更多财富的人，很容易倾向忘掉天主。天主经中耶稣教

导我们去祈求我们「日用的食粮」。当我们的冰箱和贮藏柜已经有数週的食物，或者食物

存量短少时银行里有钱去买，祈求今日的食粮似乎是愚笨之举。 

假如我们自我满足，天主不会接近我们。假如我们不需要祂，假如我们相信自己很坚强，

能够掌握和担当自己的命运，天主不会接近我们。天主只会去接近一颗贫穷的心。 

通常生活过得顺利的人不祈祷。当危机来到，失业、生病、失去亲人 ── 人会突然转向

天主祈求。拥有世上每一件东西的人不在乎天主的国。一个满足于世上的物质快乐的人，

天主不会进入他顽固的心。 

但是，穷的、破碎的、有需要的、被排斥的、在世上找不到安慰的、世上的喜乐不属于他

们的人，他们将希望寄于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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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看似富有，或者有足够的财富，有时候也会在某些方面使他们感到贫乏。生活在焦

虑和消沉中的人是贫穷的，他们会向天主求助。孤独的、被遗弃的、被人拒绝的人在天主

面前是穷的。我们生命中有负担或困难的部分才是天主能进入的地方。 

什麽是「神贫」？玛窦福音中耶稣没有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而是指神贫的人。也许玛窦

和路加说法不同并没有差异。他们说的是同样的事，那就是世上的价值观和天主的相反。

世人重视的财富、权势、美貌和健康不能让人进入天国；天国是属于在世人眼中一无所有

者的。 

谁是天主认为最高位的？迷失的灵魂、残疾的、贫穷的、智弱的、不被接受的这些是天主

之国的幸运者。在天主的国里，富有和有权势者、美丽和圆滑伶巧者是失败者。假设天主

和天堂是人类最终命运，为什麽我们要去追求世人眼中最高位的而在天主眼中最低下的？ 

什麽是我们所谓的「神贫 」？许多人利用这个适当的措辞去冲淡真福的意思。他们说：我

不需要真的穷和依赖他人 , 只要我有与世俗不同价值的精神和想法。这种解释允许一个人

拥有财富、权势和自主，只要他的内心贫穷。他们也认为：饥饿和无家可归本身乏善可陈，

这不对吗？事实上许多穷人是由於他们缺乏责任感、懒惰而变穷的，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误所致？ 

 

我相信耶稣并未冲淡祂那惊人的声明。耶稣祂自己成为穷人。祂是永生的天主。祂选择成

为我们人类，一样的有疲乏、软弱和疾病。不仅如此，他被社会逐出，赤身露体，受尽折

磨、羞辱而死。耶稣是最穷的一位。跟随耶稣者应该像祂一样地去追求、背负自己的十字

架。 

我们不该去判断世上的穷人，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耶稣在祂的国度里给予他们的特殊地位。

路加福音中提到富翁和乞丐拉匝禄的比喻。富翁没有注意到或帮助过拉匝禄，死後进入地

狱。拉匝禄却因在世上受尽了苦，死後在天堂得到安慰。这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实的故事。

但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真正的课。在每一个天主教的葬礼中，遗体被抬出教堂之前都会引用

拉匝禄的故事。在古老拉丁讚美诗（圣歌）〝极乐世界〞结尾有这样的字句：「愿天使引

领你进入乐园，愿殉道者在你抵达时迎接你，引你到圣城耶路撒冷。愿天使的歌唱迎接你

和曾经穷苦的拉匝禄，愿你们永远安息。」我们该求我们能享受到穷人拉匝禄的永久的命

运。 

玛窦用「精神」这措辞并未冲淡耶稣字句的意思，反而使它更加有力。耶稣说「神贫」的

人是有福的。这真令人惊奇！当然我们希求世上富裕的安乐和安全。贫穷跟我们的天性衝

突。但是精神生活贫穷，和天主不亲，精神生活差劲、劣质，那是一个可悲的情况，怎能

称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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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在责备在天主面前认为自己精神生活够好的态度，那些自己觉得够资格得救的人。

这端真福肯定了最大和最有助的贫穷是当一个人觉悟得救是出于天主的慈悲，并不是他或

她的功劳。 

当我们审查我们的良心，我们知道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羞耻、自私的态度和自己的软弱。

这样我们才能一瞥真正的精神生活的贫穷。 

贫穷的人，有毒瘾的人，那些由于选择不当而破碎了自己的和他人的一生的人，知道他们

没有权利进天国；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主的慈悲。另一方面，也有那些说「我没有犯多少错，

不像一般人那样。我肯定天主会接受我」的人。这种苛刻判断别人、在天主面前傲慢的态

度，是精神生活最可怕、最危险的心态。精神上富有的不需要天主。他们相信因为自己做

了好事，已经得救。因此，天主不会帮助他们。 

• 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因为他们要受安因为他们要受安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慰慰慰 

人们衰恸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刻骨之丧失，通常是亲爱的人死亡。当我们遇见有人因为亲爱

的人死亡而哀恸，我们无助地看著他为了永远再不回来的人哭泣、悲恸、甚至哀号，我们

感到同情。 

可是人们哀悼不只是因为死亡, 也由於其他的损失，特别是被爱人或朋友拒绝。离婚、恋

爱分手、反目绝交 ── 都是痛苦的经验。父母因为儿女不打电话或者不探望而悲伤；子

女因为父母拖曳责任也会悲伤。 

一个人或穷或富都会悲伤因为没有人能免於丧失。或许穷人因为卫生保健和生活方式会早

些死亡，但是富人一如穷人一样会死。穷人和富人都知道被拒绝的滋味。当生命所失难以

承受时，富人和穷人一样会自我了断生命。 

为什麽耶稣讚赏哀恸？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失落和忧伤吗？为什麽耶稣说生活中输的人能

获得有些祝福是赢家得不到的？在路加福音耶稣加强这一端的主题说；「你们现今欢笑的

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耶稣似乎是说现在过著有特权、有健康、无忧无虑生活的人将来在天主的国内会悲恸；而

现在失落受损的人将会快乐。第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釆，是个愤世嫉俗的无 神论者，他的

理念影响了很多现代思想。他认为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是给无能、懦弱和无用者的安慰。

尼釆厌恶路加福音里耶稣说的话。他说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是 什麽？当然是说「现今欢笑的

是有祸的。」尼釆认为耶稣对无忧虑以及满足的人的警告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难

道人不应该想要没有失落和不幸，而过著一个 成功生活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吗？ 

尼釆对现代思想的影响难以想像；他和基督形成鲜明的对比。尼釆代表现代人类的基本观

点；而基督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 

尼釆说我们应当从生活中儘取所能。生命极其短暂, 我们很快就会离世。活著时就要儘情

欢乐。我们应嚐到各种乐趣，享受各种经验，儘可能的开心。尼釆和耶稣一致认为生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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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但是耶稣説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在未来每滴眼泪会被抹乾，被压迫、被遗忘和受苦

的人都会得到安慰。 

耶稣告诉我们虽然活在今世但是要著眼於来世。尼釆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告诉我们要为

今世而活，攫取现世的荣华，免得迟了让疾病、不幸或死亡夺取了生命的乐 趣。耶稣的跟

随者不会认为人间的起落有绝对的重要性。一个人可能今天健康而明日死去。或者今日健

康而次日却又病且残。对耶稣而言，我们最终的希望不是在现 世的乐趣、欢笑和富有，而

是在天国。耶稣告诉我们财富不应当在现世，而是在天国，蠧鱼和铁銹不会摧毁。  

•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或许这是所有真福中最傻的一端。温良的人接受土地？我们都知道大胆的和冒险的拿去一

切。温良的、胆小的、低下的一无所得，或者最多拿些有权势者留下的残馀。 

什麽是「温良」？有一本字典说温良是「用忍耐和没有愤怒地去承受伤」。另一种定义说

一个温良的人是「缺乏精神和勇气，顺从的，不用暴行和强力」。温顺比较正面的说法

「对别人仁慈，温柔有耐心」。一般父母可能要他们的孩子仁慈和温柔，但他们绝不会愿

意他们的孩子去承受伤害或去顺从他人。 

再者，温良的人在世人眼中是失败者。有主张和势力者取得他们所要的。假如土地或田地

是奖品，温良的人在这种挑战和竞争中一定失败。 

这一端真福在某种意识中是一种悲哀的说法。全部历史中，只有强者和有权势者发动征服

的战争。贫穷和温良的人怕见军队烧毁农庄，滥杀无辜可怜的农夫。穷人不要战争。富人

和有权的决定要战争。穷人被迫去上阵打仗。穷人的田地被蹂躏房屋被破坏。战争过了以

後，一支军队强迫另一支军队屈服。战士们回家。穷人再一次去开垦土地。反常的说法，

在有权势的人打过他们挑起的战争後，温良的人真的承受了田地。 

耶稣是温良的。祂忍受伤害，祂是暴力的牺牲者。纵然祂是一位有效能的医师和领袖，当

衪被暴力恐吓时，祂没有保护衪自己。祂临死还为杀衪的人祈求宽恕。衪非常痛苦。祂真

的被疼痛和弧独毁灭。祂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麽你捨弃了

我？」。但是就在极端的羞辱时祂仍然保持尊严、心灵的平安，因为祂知道祂是在完成天

父的意愿。世上喜乐和真正的快乐不一样。耶稣追求的是来自天主的快乐而非来自世上权

力的喜乐。根据创世纪，天主为祂所爱的亚当和夏娃创造了地球。可惜因为他们的骄傲和

权力的慾望，他们犯了罪，失去了土地，伊甸园。这片土地，原意是为天主和祂的子民同

盟的地点，变成了反叛和自私的地方。这土地，地球，是天主给祂所爱的礼物。当人们背

离天主，选择仇恨高于爱, 天主收回祂的礼物。所以最终的意识是，土地不属於有权力的

压迫者，而是属於爱和敬畏天主的人。现在温良的人没有土地 ─ 只是现在而不是永远。 

温良的人在天主前是谦虚的。温良的人不拿他或她要的，而是等待天主的赐予。当耶稣说

温良的人将承受土地，祂是说那些服从天主者，等待天主者，他们宁愿受苦而不愿做错 ─

─ 这些人将受天主的降福。那些不温良的人拿去别人的利益。但是温良的人常常被别人拿



 

Copyright © 2016 Philadelphia Holy Redeemer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and School 

 

走利益。温良的人不伤害他人，甚至于当他们被害时。有一颗洁净的良心是一种极度的满

足。纵使他人都做了恶事，拒绝参加作恶的人会有一种内在的平安。在天主永久裁判中，

受不公平而痛苦的将在天国里得势，伤害他人的人将失败；而那些在权势者手中受到苦难

者将昌盛。 

 

• 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 

甘迺迪总统在 1963 年对爱尔兰国会演说时说：「你看到了一  些事，你问为什麽；可是当

我梦想从未有的事，我问为什麽不呢？」总统是引用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所说的句子。有善

心的人看到世界上不对的事希望会好转。我们看到成百上千敍利亚的难民湧入欧洲 - 饥饿

又恐惧 - 我们问为什麽邪恶的战争将他们逐出了家园；我们看到街头的遊民，有些精神有

病，饥寒交迫，我们又问为什麽事情会成成这样。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做了错误的选择去犯毒，对性爱不负责，只为享乐，我

们想知道为什麽他们轻易抛弃他们的前程。善良的人想看到的是和平、合作、和有爱的世

界；当我们看到战争、异议和自私，我们渴望事情会更好。 

如果我们忠於自己，我们也渴望自己有正义。我们知道自己会发怒的脾气、我们的诡计和

我们的慾望，於是我们希望自己更为正义。我们憧憬一个正义的世界，我们也希望自己更

为良善。 

这端真福讚美善良人内心的不安，对於现状的不满意，以及不愿安於谎言、背叛、自私和

贪婪的世界。那些饥渴慕义的人不原谅自己。他们不会安於自身的公义，而悲歎世界的邪

恶。事实上，饥渴慕义的人最渴望的是自身的公义然後是这个世界的公义。 

跟随耶稣者超越人间法律，只置信於天主的正义中。只有天主是正义的。所有人的肉体都

因罪恶而腐败。讚颂这端真福的人期待天主的正义，并且确知世人的努力带 不来我们渴望

世界上的正义和和平。我们信赖天主。在我们渴望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能从自私变换成慈

爱之时，我们等待著天主的慈悲和恩宠。我们不能依赖自己行 的善事，而是依赖天主的爱。

我们不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放弃自己或他人，可是我们相信天主也期望正义并且计划改造这

个世界。 

•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方济各教宗颁布通谕从 2015 年 12 日 8 日开始是天主教会的慈悲年。这一端真福和教宗的

心思以及他对今日世界的信息有直接关係。 

什麽是「慈悲」?  慈悲和宽免同意。这说法并不错，但是不完全对。至少一个有慈悲心的

人，并不在乎反对他的人的攻击；而是原谅，或让他们去。因为天主是慈悲的，我们衷心

希望我们的罪不被责备，而是得到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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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一再的说，我们对别人付出的慈悲和我们从天主受到的慈悲有一种关係。在天主经中，

我们祈祷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耶稣给我们这祈祷文後，在

玛窦福音中加上「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

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耶稣不能比这说得更清楚了。你若原

谅别人，天主也将原谅你。你若不原谅别人，天主也将不原谅你。你若慈悲，你将发现一

位慈悲的天主。你若不慈悲，你将面对一位没有慈悲的天主。 

原谅很难，真的很难。当有人真的伤害我们，我们找许多的理由不放我们的伤害。我们知

道耶稣坚持跟随衪的人要原谅。但我们对这神圣的要求，时常为自己找一个辩解。常常我

们看不清楚自己的罪，但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从别人那里受到的痛苦。 

我们真的相信原谅吗？我们常常原谅自己违犯了天主的法律，自我解释我们为什麽做错, 

相信有一个犯罪的理由和辩解犯罪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原谅，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做

错。或者至少错的不严重。我们只看到自己是别人作恶的牺牲者。看不到自己的罪，却清

楚地看到别人的罪。这是和慈悲相背的。 

慈悲的世界是怎样的？在一个慈悲的世界里仍然有罪恶，因为人类总是软弱和容易陷于罪

恶的。但是在慈悲的世界中，那种使过去的怨恨反复不灭的冷漠态度不会存在。我们在新

闻里读到，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有无穷尽的循环侵犯，跟著是报复, 和再报复。仇恨总是存

在，一直持续下去。我脑海里浮现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永远的战争。无论如何，这种

报复的循环、持续的怨恨、和不休止的敌对也是家庭里，工作地方，邻居间，甚至於教堂

内的常态。 

慈悲不容易，去爱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不容易。但是要赢得天主的慈悲，你一定要发慈悲。

天主知道对我们这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 

上次电子邮件里我说过慈悲像似原谅。天主显示慈悲、原谅我们。祂期待我们对别人也发

同样的慈悲或宽恕。 

但是慈悲的意义更超过宽恕。天主教会教导我们必须要行慈悲，做肉身和精神的慈悲工作。

要得救必须做慈悲的工作。 

肉身方面的慈悲工作： 

1. 给饥饿的人食物 

2. 给口渴的人饮料 

3. 给赤身的人衣服 

4. 给无家可归的人住宿 

5. 探望生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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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探望监牢里的犯人 

7. 埋葬死去的人 

"肉身" 这字是指 "和身体有关的" 。这和精神上的慈悲工作有差别。那是有关灵魂或心灵

方面的。肉身的慈悲工作是我们去做一些帮助一个人，他或她的身体生活的事情。仅为人

们祈祷或教育他们有关天主的事是不够的；我们受命於天主要实实在在地去帮助他们生活

和物质的需要。 

我们常常听到精神第一超过肉身。我们可能错误地相信，天主不关心世上人类的痛苦，天

主只关心我们是否能去天国。当然我们永远的救赎是最重要的。但是天主爱我们，祂知道

我们在世上的需要。祂要我们在世上快乐。祂告诉跟随祂的人去做任何能减轻人间痛苦的

事。 

肉身的慈悲工作项目直接来自耶稣。玛窦 25 章中耶稣叙述我们每一个人将面对的最後审

判。耶稣说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君王（耶稣）面前。祂将他们分成两边，那些做过慈悲工

作的跟那些没做的。耶稣也说，当我们给饥饿的人食物、给赤身的人衣服、看望生病的人

和做其他的善事；那都是为祂做的。耶稣在穷人和需要救济的苦难大众中间。和一个受苦

的人相遇，就是和耶稣衪自己相遇一样。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帮助一个受苦的人，我们就

没有帮助耶稣。 

在圣经的训谕里，耶稣乔装为穷人。许多古时候教会的传说和圣人故事中，常提到遇见和

帮助一个穷人之後，发现那人就是耶稣。我们不能失去任何机会去帮助或安慰有需要的人。 

看一下这个慈悲工作的项目。你做过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吗？你向帮助穷人的机构捐献过

吗？你探访过病人吗？你花过时间去慰问痛失亲朋的人吗？你抽过空去安慰哀伤和迷失的

人吗？你捐过血吗？你有没有去帮助新来的移民去适应美国的生活？减轻受苦痛人的负担

有许多方法。我们用这些来发慈悲，天主肯定会慈悲对我们。 

耶稣的来临是天主慈悲的表现。为了我们祂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当作慈悲的一种牺牲。但

祂也要求我们对别人也有慈悲。我们已经讨论过肉身的慈悲工作，我们必须为有需要的人

做善事才会被天国接受。教会己经列出精神的慈悲工作项目。慈悲的事不仅是对别人身体

的需要，也要给他们精神上的福利。 

1. 教育无知的人； 

2. 辅导有疑问的人； 

3. 劝诫罪人； 

4. 隐忍冤屈； 

5. 要心甘情愿地宽恕所受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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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慰悲伤的人； 

7. 为生者死者祈祷 

 

我们理解耶稣要我们去履行肉身的慈悲工作（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口渴的人饮料；等等），

因为衪在乎世上的人。祂要每个人都过有尊严的生活的必需物品。但是我们不仅是地上的

受造物；天主已经给了我们永久的生命。我们同样地有精神上的需要。 

最後一项精神上的慈悲工作是祈祷。有时候我们对某人说，「我将为你祈祷」。这好像我

们在说，「我无能帮助你，所以我答应你空虚的祈祷」。但这并不是有信仰的人的态度。

我们人类是有限的。的确，有的时候我们无能力去帮助别人物质方面的需求。但天主能做

所有的。在天主前我们为别人祈祷是一种爱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天主听到我们

的祈祷，衪会因此帮助他们。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去为那些天主委託给我们的人祈祷。

父母必须为孩子祈祷。孩子有责任为父母祈祷。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同事和我们教区的教友

祈祷。假若我们不为别人祈祷，我们在天主面前没有尽责。 

去爱一个人，使他离开罪恶和迷惑而向善，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帮助一个人去认识天主而

离开罪恶是我们为他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们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去引导年青的人。用我

们的言谈、我们过有德行的生活做榜样。去教导人们去做什麽是对的事、去有勇气对抗罪

和错是一件好事。没有人真正想活在罪恶中、疏远天主、伤害别人。有时好像活在罪恶和

迷惑的人需要独处。当他们的错误被指出时，人们说「不要批评」。真的，人不愿意被批

评。没有人有权利去批评。没有人愿意离开天主和人而生活。慈悲的行为是慢慢地，但明

显地帮助另一个人成为一个较好的人。人们需要鼓励去过好的生活。给人提供指导和鼓励

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们不可能长久生活在不被别人伤害的世界里。因为别人残酷的批评和行动使我们

深深地受到伤害。天主要求我们做的最难的事是宽恕，对苛刻的待遇不做粗暴的回应。当

我们是别人恶意的牺牲者时，也许最大的爱的行为是宽恕和承担错误。 

耶稣要求我们关心在痛苦中的人。我们必须对有需要的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尤其是我们必

须关怀那些人精神方面的一切；帮助人们去认识和爱天主是我们为他们能做最伟大的事。 

教宗方济各邀请教会庆祝慈悲禧年，这与数年前的信仰禧年相似。信仰禧年那年我开始写

这些电子邮件。现在我以慈悲为中心，再为这真福写些短函是很恰当的。 

傅天娜-克瓦尔斯卡 (Faustina Kowalska) 生於 1905 年，卒於 1938 年。她是一位波兰藉修女。

她看到天主并且从祂那里得到启示。公元 2000 年她被荣列圣品。当时的教宗，圣若望保

禄，认为她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圣人之一；她的信息对当今的世界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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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天娜修女是一位出身贫穷人家的单纯女孩。她感受到被召去加入一所修院。在修院里被

派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清扫和其他动手的工作。她最先向她的告解神师，後来也向别人

透露耶稣叫她去宣扬救主慈悲的敬礼。 

救主慈悲有两方面：耶稣给每一个人天主的慈悲而捨弃祂的生命，和天主要求我们以慈悲

待人。这和我们想到的真福是完全一致的。当我们对人慈悲时，我们也接受天主的慈悲。 

为了帮助人们注意慈悲的观念，傅天娜修女说耶稣要求为慈悲做两次敬礼。复活瞻礼後的

主日为救主慈悲主日。每年在这个主日的福音里我们读到耶稣付与祂的门徒们赦罪的权柄，

因此建立了和好与告解的圣事。天主是如此的慈悲。祂指给了我们一条明确的路，任何时

只要我们有需要，就可以去寻求原谅。为什麽人们不成群去办告解，接受慈悲和原谅？真

是令人困惑！ 

傅天娜修女也始用救主慈悲串经。祈祷者用典型玫瑰唸珠的祈祷文，玫瑰唸珠上用这些祈

祷文： 

 「永生的天父，我将你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血，灵和神性奉献给

 你，为我们的罪和全世界的罪做补赎。 

 藉著衪的悲痛苦难，赐给我们和全世界慈悲。 

 神圣的天主，神圣的全能者，神圣的不朽者赐给我们和全世界慈悲。」 

这些祈祷文教授我们有关天主慈悲的真理。当我们请求救赎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功劳给予

天主。我们自己所做的事不够获得进入天国。但是我们有那无限的和无价的 ─ 耶稣基督

的服从和苦难。因为天主的慈悲，我们用最惊人的礼物，耶稣的身体、血、灵和神性，去

接近天主。亳无值得献给天主的我们确实有天主眼中最珍贵的。我们可以奉献耶稣给天主

圣父，而得到绝对的原谅和慈悲的福份。天主的慈悲不仅是只给你我，也给全世界。 

• 心理洁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洁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洁浄的人是有福的心理洁浄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对我个人而言，这端真福让我很不安。事实上，它引起我些许哀伤，因为我不以为自己有

洁净之心。相反的，我很複杂因为我追寻很多不属於天主的东西，因为我沉浸於世俗所关

心和关注的事情。我不只为天主而活。我知道我不洁净。我不总是诚实的、不是只专注於

天主、不总是贞洁、并非时时爱人的。我不能称自己「心理洁净」。这意谓著我不能看见

天主吗？ 

心里洁净是得不到，不可能达到的吗？若是如此，那麽看见天主，得救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吗？ 

圣经上重要的佳音是天主不只是拯救完善没有罪过和软弱的人。耶稣说祂来是召唤罪人不

是召唤有义的人。耶稣以仁慈对待欺骗他人的税吏，还有犯性罪的妓女, 可是祂却严厉地

对待自以为无罪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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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纯浄不是那些没有罪, 没有任何可悔恨的人。相反的，耶稣要解救的是那些在内心深

处想要取悦於天主却达不到目标的人。心理纯浄的意思是真诚愿望取悦天主，不是为自己

而活。它并非道德的完美无缺。 

为什麽心理洁浄的人祈祷？不是要从天主那里要什麽，而是要取悦天主。为什麽心理洁浄

的人要行善事？不是为了上天堂，而是要告诉人天主的美好。心理洁浄的意 思不是不犯错，

而是渴望取悦天主，即使我们知道永远不可能完全合乎天主的正义。心理洁净的人专注於

天主，而非於自己。心理洁浄的人不过度关切於自己是否犯 罪，而是热切於天主的光荣。 

 

心理洁浄的人并非完美。洁净的人知道他或者她软弱却相信天主的完善。心理洁浄不是关

於完美，而是关於真诚取悦天主的愿望。 

然而一个人若倾於犯罪和自私就不算是心理洁浄。心理洁浄的人至少想要做到诚实、贞洁、

爱人和宽恕、了解达不到目标是人之常情。心理漂净不是要时时做到完美，而是时时要取

悦於上主。 

在旧约�，犹太人司祭走近祭祀台奉献祭祀的动物以赎罪之前，一定要先沐浴浄身。在新

约希伯来书信里作者说基督徒以前的司祭进入神殿一再的带上犠牲先为自 己，然後为人们

的罪恶奉献。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说这些用动物当祭祀完全没有用，因为这一切不能取消任

何罪，没有人因为杀了动物祭祀而能洁净自己。 

在旧约里，司祭清洗自己以求洁浄来接近天主。甚至在旧约里，人除非洗乾净了不敢来到

天主前。可是新约告诉人这些清洁仪式并不真的有用。 

谁的心理洁净能接近天主，更别说看见天主？ 

我们不再杀戮动物祭祀天主来赢得恩宠。新约告诉我们用动物祭祠不真的会被赦罪。那麽

现今我们要怎麽找到洁浄，真正的洁净？ 

当我听到「洁净」这个字，我想到美德、道德好的品性。性的纯洁是我最先想到的美德，

除此之外，还有诚实、慷慨和其他善良人会做的好品德的事。心理洁浄是不是另一种说法

要我们必须真正的好才能看见天主？ 

问题是我们并不总是美好。事实上，我们愈接近天主，愈会妥协而且常常选择自私。许多

人良知愚钝，看不见自己的罪恶。但是一个与天主绝对美善协调的人知道他或她自己离洁

浄相距多远。 

若望福音记载耶稣在最後晚餐替门徒洗脚。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耶稣要教导很重要的

事。所以祂洗脚，做一个奴隶做的事，来表达谦虚和服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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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门徒解释他洗脚：「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耶稣没有説你们

照我的意志、服从我的命令、效法我。他説的是我们的洁浄是来自祂，不是靠我们求好的

努力。 

我们洁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们洁浄是因为我们接受基督的话。我们不是靠没有罪而

得到洁净，而是允许洁浄我们的基督来到我们心中。洁净不是我们的成就，而是基督在我

们裏面作工。 

基督的牺牲死亡能洁净我们，并且为我们赢得宽恕，但是只靠我们自己不能让我们适合天

主。洁净是恩赐，而非成就。 

 

里修的圣女德兰，小白花，对我个人灵修之旅影响很大。她在 1897 年廿四岁时过世。她

在世时不为人知，然而她的作品一直影响许多人，包括我。小德兰了解天 主让我们洁浄，

不是我们努力求洁浄，然後为天主接受。小德兰认为是天主的爱，不是我们的善行，在世

上或者在炼狱的受苦，让我们準备好去天堂。 

小德兰相信天主的爱是那麽热烈、不可抗拒，在瞬间祂就能烧毁所有的罪恶，使不洁的人

洁浄。所有的灵魂需要做的只是接受祂的爱。在一封信里，小德兰説：「好天主不需要许

多年来完成祂在一个灵魂中爱的工作；从祂的心射出的一道光芒立刻就能让祂的花永远开

放。」 

天主圣心的一道光就能让我们洁净, 於是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看到天主。 

•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被称为天主的子女因为他们将被称为天主的子女因为他们将被称为天主的子女因为他们将被称为天主的子女 

人类生命开始就有战争。我记得有一次去访问新几内亚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常受到森林

深处的一支部落的攻击。由於几代仇恨的缘故，我访问前不久有两个少年在一次晚上的袭

击中被杀死。这是一次小的战争。可悲的是战争常常是大规模的，涉及成千上万，甚至百

万的人民。 

常常由於经济和政治的不同，国家的元首遣送年青的男女去打仗和死亡。更过份的是妇女

和孩子们被陷在敌对两军的交锋中。战争意味著死亡、饥饿、梵烧房屋、和破碎的生命。 

从来没有在战争区内住过的我们是有福的。威廉·特库赛·谢尔曼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一位美国内战时北军的将军，於 1879 年 6 月 19 日，在密西根军事学院毕业生

班上致辞说出这句有名的话，「今日有许多男孩视战争是一切的光荣。但是，孩子们，这

是地狱」。的确，战争是地狱。发动战争的人实在是和地狱的权力是一夥的。 

我们为将军们和英雄们建立雕像和纪念碑。我们是否尊重那些缔造和平的人？我们如何去

达成和平？常常通往和平的路是通过胜利。我方赢而另一方败了才会有和平。谢尔曼将军，

最被人记得的是「谢尔曼向海上行军(Sherman's March to the Sea)」。他率领军队蹂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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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乡村，焚烧破坏。为辩解他的放肆性的破坏，他说，「战争是残酷的，试著去改正

是无用的；越残酷，越快结束」。我们赢时和平即来到！ 

当人类倾向於打仗，我们如何能成为和平缔造的人？也许你和我不能阻止我们的国家去参

战。但在我们的家庭中、工作的地方、近邻和教堂里，我们能够去促进和平。下列的一些

态度可能是在促进打鬥而非和平： 

• 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或者我行我素。 

• 持久怨恨和去报仇。 

• 拒绝宽恕。 

• 造谣言和使人去恨或不尊敬某人。 

• 对其他人种，宗教或种族的团体作负面的概论。 

我们可能无力去阻止军队屠杀。但是在我们居住的小世界中，我们有力量去促进和解与和

平。 

和平始於跟随天主。假如一个人跟随天主，那个人就没有恨。天主是爱。一个有恨的人违

反天主。一个人在天主面前放下怨恨、己见、权力和偏见的时候，和平就开始了。一个天

主喜爱的人会去松懈紧张、解决争论、促进宽恕和尊敬每一个人。这就是缔造和平。 

•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人们为了我的原故侮辱你、迫害你和对你恶言毁谤，你是有福的。你要欢欣鼓舞，在天

国你会有很大的福报，因为在你之前的先知也这麽被迫害过。  

真福八端里称所谓「蒙福」的，一般人会认为是「诅咒」。当我们被迫害、被误会、被鄙

视时，是真的被祝福了吗？难道我们拥有好名声和平静的生活不是被祝福的吗？ 

这端真福描述历史上和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在耶稣去世後的几个世纪，罗马帝国严厉的迫

害教会。可是迫害不只是以前的事情，就在几个星期前的复活节，一个恐怖 炸弹份子攻击

了在巴基斯坦公园聚会的基督徒。在整个中东, 基督徒被杀害、骚扰和被驱逐出家园。我

们也知道中国的神父、主教和一般天主教徒因为不愿意背叛他们的信仰而经年的被囚禁在

劳改营。就在美国，社会愈来愈非 议一些在婚姻、性生活和堕胎这些方面忠於基督信仰的

人。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不赞同现代性生活的道德标準对社会有最大褔利，反而遭受到

法律的制裁。 

这端真福对於几世纪受迫害的教会是项安慰。在缺乏权势和苦难之中，教会知道它矗立在

天国能破入人间的地方。骚扰和迫害信徒的强权不是未来，这些都将消失。未来是天主的

王国，在强权手中受苦的人会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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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降福给为了正义而被迫害的人。人们有时因为他们的罪过或者愚蠢而受苦。人受苦也

是因为受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天主定然站在受苦者的一边，即使是他们自己 惹的祸。但是

那些拒绝与恶为伍的无辜受害者，会得到特别的降福。基督为了天主的正义而受苦，祂的

跟随者可以期待相似的对待。 

人有许多需要，譬如食物、住所、温暖和爱。但是受到他人的尊重是最强的需要。我们聼

说过有人因为犯的罪被揭发,而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宁愿死也不愿面对 法律的诉讼和

囚禁的屈辱。那些承受羞辱、虚假和醜恶的仇恨最是受苦。当他们在天主的爱中抱著希望，

不求人的赞同，就会被降福。一个人因为对天主不动摇的信 念而能承受他人的排斥，确实

会被赐福。世界会给予酬劳，也可以取回；世界会加以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可是最终这个

世界会过去。寄望给天主的人会得到现在和永 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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