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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新希望《展望２０１９》

Emerald Siu
過了聖誕節，不到一星期，又是元旦：就是新一年的開始。中國人有一句說
話：「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形容的就是新一年開始，萬物都彷彿煥然一新
的境象。
我從小時候便喜歡每年為自己定立一個新一年的目標。這個習慣讓我能夠反省
一下自己過去一年做得不足的地方，繼而定立新的目標，讓自己能夠有個方向

而努力，也可以算是一個正面的希望和動力。而自從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之後，這個習慣也自然地承傳下去了。
其實，除了我們日常生活上的「反省」和「更新」，在信仰上，我認為也應該每年起碼作一個「在心靈上的洗
禮」——就是我們的修和聖事。
我們在領受聖洗聖事或堅振聖事時，經文一般都有這一節：

＂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 格後５：１７
是的，我們透過聖洗和堅振，藉基督的恩寵，潔淨了一切罪惡，成為新造的人。然而，我們在人生悠悠歲月中，
的確很容易就會軟弱跌倒，甚至因為世上的榮華富貴而迷失，背棄天主和基督的教導。
就好像一個銅像金器，在經歷了空氣氧化，塵埃封蓋，慢慢變色，甚至變質，光芒不再。而聖洗和堅振聖事，就
好像一次徹底的「清洗」，讓我們這些屬於天主的珍寶可以亮澤如新。不過，聖洗一生人一般只有一個，自此之
後，難道我們就不會被氧化和封塵了嗎？
就是因為我們仍然會被「塵世」上的一切誘惑所影響，所以我們才更需要透過其他的聖事來時刻「清洗」和「潔
淨」自己的靈魂，讓自己可以為天主發亮發光。
雖然，我們每周參與 的感恩聖祭當中也包含了悔罪的意義。然而，就好像金銅器的比喻，感恩聖祭就像對我們每
天的「拭擦」，讓我們潔麗。但修和聖事卻是仍然不可缺少的「翻新」，讓我們可以重新發出光芒，能夠彰顯天
主的榮耀！
教宗方濟各在將臨期第二主日的講道中也提醒普世教會信眾，應該反省自己罪的「根本」，並全心明認和懺悔。
然後邀請主基督進入我們的這個根本，讓祂以公義的作工去重塑、興旺和更新我們，並使我們有勇力以真正的信
心從新出發。
今年我在將臨期準備修和聖事的當中，除了省察自己這一年得罪天主的過犯，反而更加著重自己的立志和補贖，
思索自己如何能夠真正改變轉化：讓自己不再重犯錯誤，並懷著信心和動力和天主修好。
在新的一年開始，也正值我們團體在討論如何進步和改變之際，但願天主保守我們團體的共融，和各人與天主關
係的興旺，好使我們團體能夠為光榮祂而發光發亮！

主佑！

＂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
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麼是成全的事。＂～羅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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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雄光

效法聖母媽媽 - 將基督帶到生活中

路加福音【一章39- 41節】聖母訪親中，聖史路加這樣記載: 「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
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了匝加利亞的家，就給依撒伯爾請安。 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
胎兒就在她的腹中歡躍。」
在這次聖經分享中組長問道: 「為何瑪利亞要急速往山區去？」
有組員說: 「因為聖母知道她的表姊依撒伯爾年老懷孕，盡快去照顧她，表現愛的行動。」
組長問:「還有呢？」
有位資深的教友說: 「因為聖母從天使口中知到了天主降生成人的喜訊，滿 懷高興、急不及待的要告
訴別人；加上依撒伯爾也蒙受主恩，也是上主的又一偉大奇跡。」
組長道: 「那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有否聽了福音後 “急速＂ 的在生活中傳播喜訊呢？」
我也反問自己: 我能做得到嗎？如何將信仰帶到生活中？我的心內是否有一種催迫感叫我將福音的喜
訊傳揚給我的親人、朋友、不認識的人、甚至不喜歡的人呢？
聖芳濟提醒我們「將祈禱帶進生活中」。聖保祿也在格林多前書﹝第9 章﹞説: 「若不傳福音，我就
有禍了。」有了主與我們同在，便有勇氣實行基督的邀請。
有位教友也說: 「其實依撒伯爾也同樣得到聖神的光照，使她年老生子。她不是如聖母般的童貞受
孕，懷着的是基督的前驅--約翰洗者。但她不會因輩份比瑪利亞高而嫉妒她，更不會問天主為甚麼不
揀選她為主的母親，相反，她卻欣賞上主給與每人不同的恩寵，滿心喜悅地稱讚瑪利亞是有福的。」
是的，有主與我們同在，便有勇氣將驕傲的自我放下，不會和別人比較，不會互相排斥、不會各執一
詞。相反，我們更懂得欣賞不同性格、技能，甚而比我們更有實力的人。這樣，無論工作、家庭、社
區或宗教團體都是個快樂共融的社群。
可是，我的好友卻時常拒絕到教會的邀請，他說：「你們教徒的理想真是太完美了，你們真能實踐耶
穌的教導嗎？」這問題真使我汗顏，愧稱自己為基督徒!
主，請再給我勇氣面對自己的不足，給我能力從軟弱中站起來。我要效法聖母媽媽的謙卑，有一顆迫
切的心將主帶給人們，不斷地和聖母一起詠唱讚主曲:「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
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
聖母是基督徒的完美典範，我要勉力的在生活中特別學習聖母的謙遜、順命、相信、關懷。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在新的一年中，你們又有新年大計嗎？面對天主的召叫，我們又如何回應？在
此，祝願各位
主寵日隆、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福音的喜樂: 聖神與教會 (六)

David Yuen

如果你們履行我的法令，遵守我的命令，一一依照執行，我必按時給你們降下雨露，地必供給出
產，田野的樹木必結出果實。你們打禾必打到收葡萄的時期，收葡萄必收到播種的時期；你們必有
食糧吃飽，在境內安居樂業。我必賜國內太平，你們睡下，沒有人驚擾；我必使境內的猛獸消滅，
刀劍也不侵入你們境內。 (肋26:3-6)
你們應建築房屋居往，種植田園，吃田園的出產；自己娶妻，生養兒女，也給自己的子女娶妻擇
夫，生養兒女；在那裡繁殖，不要減少。在我令你們流徙所到的城裡，你們應尋求當地的平安，為
當地祈禱上主，因為你們的幸福是有賴於當地的安寧。 (耶29:5-7)
兩段聖經內容何其相似。上段肋未紀，天主的話語，經梅瑟傳達到準備進入福地前的以民，給人帶
來幸福和希望，但話語中的警告是絕不能忽視，因聽命與祝福是互為因果的。而下段耶助米亞先知
的勸告，卻是發生在以民被充軍到巴比倫之時，同樣意思的天主話語，已經歷戰亂殺戮、聖殿被
毀、亡國充軍、…的洗禮，忠告現在帶有濃厚的審判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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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在流奶流蜜的福地上未曾學會的「天主話語」，現今要在敵人的刀劍、木棒和鞭刺下去重新學習。
為滿足自己的慾求，以民要有「王」來治理他們 …。（撒上8: 6） 誰會想到最後來到的這個「王」竟
是消滅他們的國、霸佔他們的產業、拆毀他們聖殿的仇敵呢？現在還要加多一課：「尋求當地的平安，
為當地祈禱上主。」要給亡我家、滅我國的仇人求平安？這命令實在太豈有此理、太殘忍了吧！
「他們做的，無非是拋棄我而去事奉“別的神＂」(撒上8: 8)

佛家常說：萬物由心造，可知一切 「偶

像、邪神」皆源自人「心」的妄想 。有什麼比人的“自我＂更狂妄自大？更自以為是的呢？以民巴比倫
之囚：一方面他們要重新學習聽命和順服；另一方面他們要在嚴苛的條件下再次參悟「懂感恩，施仁
愛，行公義」的天主生命模式。如此看來，外邦流徙的困局，是天主重新訓練他們成為「萬民之模範」
的利器，以民要重拾「被召的使命」－－ 帶領全人類回歸天主。他們要在無望，但不絕望的境況中仰望
上主，然後安息於主懷。與他們昔日埃及為奴的祖先相比，今日的為奴者，對天主的認識已有不同的體
驗，如果肯聽命和順服，足夠他們在流徙之地得到平安，且有餘力為當地求平安。立約之民的「成
長」，在學會放下「自我」之前，總是帶著淚和血。身為新約之民的我們，能否跨越同一的考驗與命
運？
「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瑪17:4) 面對耶穌大博爾山顯露的光榮，伯多祿希望永遠停留此光境中，
不用再離開。可是門徒未曾明白，主顯聖容的目的，是在預備他們將要面臨自己的失敗和痛苦。「失望
而不絕望」是門徒信仰「成長」必須經歷的步驟。基督的復活，聖神的降臨－－使門徒的生命從破碎得
以重建及重生－－直至他們完全順服於聖神內，開始在聖神帶領下重新認識主基督的身份，並對祂的話
語和教導作出全面的反芻，他們都要得力於同一的「耶穌之神」，浴火重生的新人要由破碎、失敗、脫
變中站立起來，成為頂天立地的天主代表――萬民之模範。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教會是新以色列民的代
表；我們領受同一的使命－－帶領萬民回歸天父。

「梵二」被稱為聖神內更新的教會，用意是要媲美第一次發生在宗徒時代的聖神降臨。教宗 若望廿三
帶領全球信眾在梵二開幕禱詞中說：「…全能偉大的生命之源，我們的天父，求你再度施展你的奇能於
今日，給予我們一個新的五旬節…」。
由13世紀開始，要求教會改革的呼聲，因遲遲未被重視，當權者只懂用打壓屈從的方法令異己者禁聲，
至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於1517年無可避免地爆發了，跟著捲席而來的新教改革運動不斷漫延歐洲大
陸，教會分裂已無可挽回，其後而來的30年宗教戰爭，帶來死傷無數，不但不能改變任何事實，更為後
世人唾棄基督宗教留下不可磨滅的傷口。面對內外非常的壓力，教會在1545年舉行了脫利騰大公會議。
總體來說，此會議為教會建築起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對內加強信眾的控制，對外則排除一切異己。心
身皆疲的教會，面對世界愈來愈多的輕視挑釁，現今真想關起門戶，只求成聖自己算了。但她有這樣的
自說自話的權力嗎？
1958年10月，一位78歲高齡，不甚有知名度的樞機繼承了伯多祿聖座，取名「若望廿三」，這位曾給人
認為只屬「過渡性」的教宗，在位不到三個月，在不與任何人商量情況下，運用了他的特權，宣布要舉
行大公會議，他的舉措震動整個教會。4年後，1962年10月，他在全球2540位主教、宗主教、修會院長陪
同下，揭開了「梵二」的序幕，打破了教會歷屆最多主教參加大公會議的記錄，亦震撼整個世界，令人
刮目相看，給人寄以無限的希望。有人問教宗是什麼原因促使他要召開大公會議，他說：是聖神的感
召。好一位充滿聖神的上主僕人。 兄弟姊妹們，看，天主又在說話行動了， 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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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Sunday 10:45am

牧民助理 Pastoral Assistant

註：團體小巴於上午十時半於Box Hill My Chemist
門外開出，並於中午十二時半返回

Sister Bernadette Cheng

星期一、二、四、五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鄭嫄修女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 Friday 9:45am
星期二彌撒後有朝拜聖體。

（03）9836 0220

Adoration after Tuesday Mass

會長 President
Johnny Yu 余雄光

修和聖事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第一至第三主日上午十時十五分

副會長 Vice-President

1st to 3rd Sunday 15am

Louis Cheuk 卓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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