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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了 

有時 

感恩就是這麼簡單 

感恩有陽光 

感恩有日落 

感恩能在公園裡靜靜地散步 

感恩見到途上遇到的人們 

在咖啡室，在商場內 

 

聽到空氣中流動的歌聲 

聽到心內跳躍的喜樂 

只單單因為 

我活著 

知道我就是我 

 

當人活在淺灘上 

生命就顯得永不足夠 

生命只有在「足夠有餘」下 

才被發現 

才會是豐盈的福佑 

只要人潛入生命的深處 

這深處好像沒有地底 

真的不能摸到地底 

 

因為地底根本不存在 

 

有時真的慶幸能感恩 

 

因著靈魂的一聲輕喚 

因著詩詞歌賦、書本文字 

因著美善、友誼和愛情 

因著寧靜和聲音 

 

人永不能為正在開展的奥秘 

或連綿不斷的驚喜 

說「足夠了」 

有時或許可說「謝謝你」  

惟活在每一刻的恩賜中 

在這盡力中，我們可說 

「足夠了」  

這是感恩 

這是對愛的回應 

譯自 Enough”-  Khoi Doan Nguyen, 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 in  

Everyday Life (Coventry Press:  

Australia 2019) 

譯者： Catherin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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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大火，COVID 19，相同與相異？ 李世元 

 

森林大火與 COVID 19 相同的，就是它們都是大災難。  

 

大火帶走了數以百萬公頃的森林，數以萬計的野生動物和牲畜，及以數千間莊園和

房屋的損失，並且奪去了 89條人命。 

 

COVID 19 就更厲害，這樣微小的病毒，直至今日為止，全球有百多個國家受影

響，六十三萬多人染病，二萬九千多宗死亡個案。構成重大的經濟打擊，失業率倍

增，人流差不多完全停頓，而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何時會停止和變種的後果。 

 

它們的相異之處就是： 

在森林大火的災情中，所收到的捐贈物資之量是遠超過所需，各方及各國的幫忙，

洋溢著守望相助，互愛互助的精神。 

相反地在 COVID 19出現以後，大家都但求自保安全，出現物資搶購，以致物資驟

然短缺，連在超市的必需品都搶購一空。有些商家更加乘機加價，謀取暴利。在股

市中，翻起巨浪，有人跌下深淵，有人卻趁機發財。就算在抗疫的過程中，各國領

袖都互相嚴厲批評，互相埋怨，亂指槍頭。充份反映出一個自我中心，只求自保，

不理他人死活，沒有愛的世界。 

 

但在萬般的傷痛之中，這兩個大災難卻讓我們察覺一些正面的訊息。 

1）人類應該利用更多的資源去努力實行環保及森林管理。 

2）由於各國忙於抗疫，戰爭也突然停頓下來，由此證明在人類生存中，戰爭並不 

是需要的，亦不應該是大前題。單是用於戰備中的資源，已足以改善無數人的 

民生。 

3）透過抗疫的工作，資源明顯短缺，全球各國了解到應該共同救災，彼此互相補 

足及守望相助。 

4）由於旅遊限制，外出的禁令，工廠停工，環境污染明顯減少，讓大自然也能有 

一個喘息的機會。 

5） 各行各業經濟下挫，加上滯留家中，使我們能有時間再聚焦於基本所需，返樸 

歸真。 

6） 對於新出的禁制令，嚴正執行，這挑戰着個人自由的觀念，要求我們重新執著 

顧及他人，團體及國家的精神。 

 

總括來說，人類應該停止紛爭，互相幫助，保護環境，共同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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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地愛我的主     Emerald Siu 

感謝天主，2020年的四旬期一開始，透過不同的默想練習，又讓我在靈性上有不少的體會和啟

示！特別是在如何「愛」的這一個迷思中，我好像又有一份新的領悟。 

一直以來，我可能只是覺得去「愛」就是要做對的事情和做好的事情。就好像在作為父母的身份

上，就是盡量去照顧她們生活上一切衣食住行的需要，以及教導她們何謂黑白對錯，養育她們成

為一個「有用」的人。只要做到了，我認為就已經是「愛」了她們。 

又或者在與天主的信仰上，過去三數年，我認為自己一直努力地去「愛」天主：因為我每個主日

都一定參與彌撒，盡量每天讀經祈禱，又參與不少團體的侍奉工作，還有修讀一些與信仰有關的

課程等等。。。 

在生命中的各個角色和身份，我自問是一個克盡己職的人。一直盡力地做好每個位置的「責

任」。可以說只是用了天主賦予的能力，在大部份「不痛不癢」的情況下，完成了一些「工

作」。而如果這些角色需要有選擇，有次序之分，我大概也會以生活的需要為先，往往會把天主

的事稍為「緩一緩」。 

我並不是說盡責去完成這些「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說天主不悅納我的「努力」和不理解我的處

境。但這個四旬期，我更深的反省自己，在對天主的愛上，我到底有多「盡力」了？ 

例如反省自己，每一次祈禱痛悔自己的軟弱犯罪，祈求天主寬恕給力量之後，我到底會用多少

「己力」去改過呢？又或者，在作為母親又或公司職員的角色中，我往往都會竭盡所能，任何要

求在所不辭，但回到教會的工作上和去認識天主要付出的時間上，我是否又能夠做到毫不吝嗇，

毫無顧慮呢？ 

主耶穌基督已經身體力行告訴我們，「愛」不是做了甚麼「工作」，抑或盡了甚麼「責任」，而

是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到底能夠拿出幾多「心」和「力」呢？當我們盡心，我們會有身同感受之

苦；當我們盡力，我們也應該有筋疲力竭之痛。每年四旬期，主基督的十架苦路，正正就是給我

們最切實的一個模範去學習應該如何去「愛」。。 

我有的時候會問，信仰不是要讓我們得到快樂的嗎？為何總是要「痛」要「苦」呢？但其實我們

追隨基督，被堅實應許而得到的是「平安」 —— 就是一份無論何時何地，經歷甚麼風風雨雨，

都能在內心感到一無所懼的那份實在感！我們透過世俗上獲得的，無論是工作上的，家庭照顧上

的滿足，一切都是暫時的歡愉快感，大部分都是短暫和容易被忘記的。唯獨只有是天主所賜，帶

有平安的、實在的喜樂，才是屬於永恆的幸福！ 

所以，在經歷了這個四旬期反省之後，我提醒自己，不論行事或行善，也不論道謝或道歉，總要

問問自己，我是否有盡心盡力？當自己感到這些時候，有一份不自在，不自然，或是有點吃力，

有點不舒暢的時候，大概我就真的是盡好一點心力了！ 

「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路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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