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禱禱文：「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

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瑪 7：7-8)。」  

 

   (C2)    「哀慟」的人，要受安慰。 

 
「哀慟」是天國子民特有的生命質素。為什麼人會「哀慟」？聖經是指當人意識到自己所犯

的罪傷害了別人，繼而產生出難堪、羞愧的悲傷之情；除此之外，聖經亦記載了一些人物，

他們會為到別人的罪過而感哀慟。(閱路 22：60-62；雅 4：8-9；則 9：4；格後 12:21；格

前 5:2；詠 119:136；厄上 10:1- 6) 

 

以下有幾篇經文，說明哀慟的人的性情和人如何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 伯多祿的哀慟 

在最後晚餐後，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谷 14：27-31 主耶穌「對門

徒說 ：你們都要跌倒，因為有記載說：『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我復活後，要

在你們以先，到加里肋亞去。」伯多祿對他說：「即便眾人都要跌倒，我卻不然。」耶穌就

向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這一夜裏，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伯多

祿更加激烈地說：「即便我該同你一起死，我也決不會不認你。」眾人也都這樣說了(谷

14：27-31)。」。後來，主耶穌果然被補，還被帶去大司祭那裏受審。而往後的事情

的發展，就正如主耶穌所預言一樣，就是伯多祿因害怕自己被牽連，在雞叫二遍以

前，真的三次否認主。讓我們重温一些片段：「約隔一個時辰，又有一個人肯定說：

「這個人，確是同他一起的，因為他是加里肋亞人。」伯多祿說：「你這個人!我不懂你說

的。 」他還說話的時候，雞便叫了。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伯多祿就想起主對他說的

話來：「今天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伯多祿一到外面，就悽慘地哭起來了(路 22：

59-62)。」 。伯多祿為什麼那麼悽慘地哭起來呢？答案明顯有兩個：1) 當伯多祿突

然發現自己的本相原來是這樣怕死、無用時，他接受不了自己。他當初因為不認識自

己，還在主面前誇口自己的忠貞；他頓時覺得自己愚昧至極, 於是便羞愧和哀痛起

來；2) 當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時，他意識到自己在主危難時背棄祂，祂必定很

傷心和失望，想到這裏，他覺得十分對不起主，便悽慘地哭起來了。不過，主耶穌後

來怎樣安慰伯多祿的哀傷？ 

谷 16：1,5-7「安息日一過，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默買了香料，要

去傅抹耶穌。 …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衣，就非常驚恐。那少

年人向她們說：「不要驚惶! 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

不在這裏了；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 但是你們去，告訴他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他在你們以先

往加里肋亞去，在那裏你們要看見他，就如他所告訴你們的。」為什麼主耶穌要藉天使，

告知祂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主耶穌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亞去，在那裏你們要看見他？

為什麼要刻意提及伯多祿的名字？若主耶穌刻意不提及他的名字，他裏面的羞愧和內

疚會使他不敢再面對主，他會選擇逃避主，甚至離羣。因此，主耶穌是藉天使的話鼓

勵和安慰他，使他知道主從没有怪責他，不但仍接納他為自己的門徒，還想在加里肋

亞見到他。 



(伯多祿)到此時，他的內心對天主的感激之情、再造之恩，是無法形容的；人無以為

報，唯有用餘下的生命，任主差遣，報答主恩。還有，這樣的人不會隨便指控或挑剔

別人的罪，真正的謙遜亦由然而生。  

• 悔改的罪婦 (路 7：36-39，48-50) 

「那時，有個婦人，是城中的罪人，她一聽說耶穌在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就帶著一玉

瓶香液，來站在衪背後，靠近衪的腳哭開了，用眼淚滴濕了衪的腳，用自己的頭髮擦

乾，又熱切地口親衪的腳，以後抹上香液。那請耶穌的法利塞人見了，就心裏想：”

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這個摸他的人是誰，是怎樣的女人：是一個罪婦。”    … 耶

穌遂對婦人說：”妳的罪得了赦免。”   同席的人心中想道：”這人是誰? 他竟然赦免罪

過!” 耶穌對婦人說：”你的信德救了妳，平安回去吧(路 7：36-39，48-50)!” 」 

婦人在整個過程裏，未發一言，不過她的行為，如：站在主的背後，靠近他的

腳哭開了，用眼淚滴濕了祂的腳，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熱切地口親祂的腳，

以後抹上香液等，都清楚表明了她當時的內心狀況。 

 

i) 她承認自己是罪人； 

ii) 她因罪感覺羞愧和卑微。 

iii) 她需要主耶穌的憐憫和赦免，雖不敢開口，但主是知道的(48節) ； 

iv) 她除了愛慕主耶穌，還相信祂必再赦免她，所以她膽敢闖入法利塞人家

中唐突地騷擾在作客的主耶穌。最後，她的哀慟和對主的愛，使她獲得

主的赦罪、安慰和稱讚(48-50)。 

 

• 羅特的哀慟  (伯後 2：6-8) 

「又降罰了索多瑪和哈摩辣城，使之化為灰燼，至於毀滅，以作後世作惡者的鑑戒， 

只救出了那因不法之徒的放蕩生活而悲傷的義人羅特－ 因為這義人住在他們中，他

正直的靈魂，天天因所見所聞的不法行為，感到苦惱－－ 。」 

天主應許會安慰他們；這安慰不單只在現世，還存在於永恆。默示錄有這樣的啟示：「我聽

見由 寶座那裏有一巨大聲音說：「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他

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天主；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

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 21：3-4)。 」  

❖ 你曾經驗因你無心的過錯，傷害了人或使人難堪，而自覺羞愧而哀慟？還

是當你與人有嫌隙時，你甚少覺得自己有錯？若我們願意成為一個哀慟的

人，我們必須多安靜在天主前, 祈禱求祂開啟我們心靈的眼睛，讓我們能

看見自己內心的真相！ 
 

 

 

 

 



        (C3)  「温良」的人，要承受土地。 
 

温良，有謙遜之意，是天國子民特有的生命質素。他們並不是在外表上温婉柔弱，而是擁有

一份在天主內，久經訓練而達致的成熟的良善。他們與人相處時，願意凡事都忍讓、不計

較、甚至吃虧，不是因為他們怕事和懦弱，而是要學習天主的温良。 

 

以下有幾篇經文，說明温良的人的性情和人如何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 感恩主的温良。 

鐸 3:2-5 「不要辱罵，不要爭吵，但要謙讓，對眾人表示極其溫和，因為我們從前

也是昏愚的，悖逆的，迷途的，受各種貪慾和逸樂所奴役，在邪惡和嫉妒中度日，自

己是可憎惡的，又彼此仇恨。 但當我們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衪對人的慈愛出現

時， 衪救了我們，並不是由於我們本著義德所立的功勞，而是出於衪的憐憫，藉著

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 」 温良/謙和的人不輕易與人相爭，

更不辱罵人，在不違反真理的原則下，他們不堅持己見。這不是因為他們怕事

或懦弱，只是他們意識到昔日天主是以温良和慈愛來寬待他們，最終使他們得

救。因此，他們便甘心樂意以天主對他們的温良來温良待人。即這些人的温良

是出於對主的感恩，以愛還愛。 

• 為別人的救恩而温良。 

 

弟後 2:23-26「至於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辯論，務要躲避，因為你知道論只會產生爭

吵。主的僕人不應當爭吵，但要和氣對待眾人，善於教導；凡事忍耐，以温和開導反

抗的人，或許天主會賜給他們悔改而認識真理，使這些被魔鬼活捉去順從他心意的人

，能覺悟過來，擺脫魔鬼的羅網。」這裏說出謙和的人在面對反抗他的人時，不

但不以惡對惡，反能克制自己的怒氣，以善勝惡。其目的是什麼？目的是為了

使別人得救恩！所以這類的人表面看來似乎是軟弱和可欺負的，但他們的內心

其實已被天主鍛鍊成為强大和寬容的。這即是說：愈温良的人是愈能夠適當地

控制自已的情緒和脾氣。(閱伯前 3：15-16) 

• 以柔心順服聖言。 

雅 1：21「因此，你們要脫去一切不潔和種種惡習，而以柔順之心，接受那種在你們

心裏，而能救你們靈魂的聖言。」 温良的人因為擁有了一顆柔順的心，便容易

接受聖言的管教。人若缺乏受教的柔心，人如何能被聖言塑造像主的模樣？ 

當然，天主絕不讓他們白白吃虧，所以恩賜他們「承受土地」。而「土地」在舊約是指天主

賜給百姓安居的流奶蜜地 (出 3:17；申 1:25) ，在新約是指天國/新天新地。(閱詠 37 註 2) 

 

❖ 對你而言「天上的流奶蜜地」有多真實？你對這片「流奶蜜地」有多嚮

往？ 你是否願意恒常學習：1) 克制自己的怒氣，以善勝惡？ 2) 不與人

計較，甘願吃虧？ 3) 棄絕自我去服從聖神？若大家都願意學習的話，教

會怎會不合一、不發光去照耀世界呢？讓我們把心願在祈禱中呈獻給上主

吧，主必垂聽！ 



               (C4) 「饑渴慕義」的人，要得飽飫。 

 

「饑渴慕義」是天國子民的特有的生命質素。首先，什麼是「義」？「義」即是公平和正

義；這不但是天主的屬性，更是天主自己(伯後 3：13) ，所以，愛慕公義其實即是愛慕天

主，渴望與祂建立一份親密的關係。 

 

至於「饑渴慕義」的「饑渴」是指人的心靈愛慕天主的公義，其程度就好像人處於饑餓和口

渴的狀態，要竭盡全力去找尋食物和水源，來解決饑渴帶來的痛苦和不安。當然，饑渴是一

個健康的人才會有的正常需要，而且當人愈茁壯成長，其胃口亦隨之變得愈大。這即是說：

「饑渴慕義」的人的內心，對天主的公義有强烈的渴求，便推動人竭盡全力尋求它，來慰解

心中的盼望之情。同樣，健康的心靈才會產生這份渴求，並且隨著人的靈命愈來愈成熟，人

追求公義的心亦愈來愈迫切和火熱。而這份迫切和火熱的情緒不單只蘊藏在人的內心，還會

强而有力地推動人在生活各環境中，追求實踐和彰顯它。 

 

以下有幾篇經文，說明饑渴慕義的人的性情和人如何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 藉著義行，才成為義人。 

 

若一 3：7 「孩子們，萬不要讓人迷惑你們！那行正義的，就是正義的人，正如那一

位是正義的一樣。」 

 

• 知罪認罪，方可成義。 

 

路 18：9-14 「耶穌也向幾個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的人，設了這個比喻：「有

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裏這

樣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個稅

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

目望天都不敢，祇是捶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 我告訴你們: 這人

下去，到他家裏，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

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 」 人承認和面對自己的罪過，是一件公義的事，因為

公義的人絕不能顛倒是非，說錯為對。經文中的稅吏便是因知罪而認罪，便獲

天主的赦免，成為義人。反之，自以為義的法利塞人因不承認自己任何過錯，

便不求寬恕，結果他所有的罪便被保留下來，成為不義了。 

 

• 因信成義。 
 

羅 3：22-26  人藉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德，天主便使人成義。不過，聖雅各伯提

醒我們：没有行為的信德是無用的(雅 2：19-20) ，因為「那行正義的，就是正

義的人，正如那一位是正義的一樣 (若一 3：7)。」 

 

人既然如此熱切地渴求天主的公義，天主必使他們如願以償，便應許把公義充充滿滿傾注在

他們的生命中(路 11：9-13) 。 

 

❖ 你對公義有多愛慕？你是否願意為追求公義而付出代價嗎？天主應許追求

公義的人求義得義，光榮地進入羔羊的婚宴裏，你相信嗎？ 



默 19：7-9 「讓我們歡樂鼓舞，將光榮歸於他罷！因為羔羊的婚期來近了，他

的新娘也準備好了； 天主又賞賜她穿上了華麗而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

徒們的義行 。」有位天使給我說：「你寫下：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

的！」他又給我說：「這都是天主真實的話。」 讓我們把心願在祈禱中呈獻

給上主吧，主必垂聽！ 

 

 

C5) 「憐憫人」的人，要受憐憫。 
 

憐憫人的人的內心是充滿了對弱小和受苦的人的憐愛。他們因為與受苦的人感同身受，便願

意盡己之力去幫助他們脫離苦況，例如：他們會賙濟給缺乏的人(路 10:37) 、扶助病弱和體

諒犯罪的惡人和願意寬恕别人虧欠自己的罪債 (瑪 18:32-34) 。簡言之，憐憫人的人是懷

著天主的慈懷，擁抱眾生。 

 

以下有幾篇經文，說明憐憫人的人的性情和人如何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 賙濟窮人。 

 

宗 9：36 「在約培有個女門徒，名叫塔彼達，希臘文叫作多爾卡，她多行善事，廣

施賙濟…。」 。「賙濟」在希臘原文裏是「憐憫」這字。 

宗 10：2-4 「在凱撒勒雅有一個人，名叫科爾乃略， 是所謂意大利營的百夫長。他

同他的全家，是虔誠而敬畏天主的人，對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禱。」 。好

施在希臘原文裏就是「憐憫」這字。 

 

• 照顧病患和逆境的人 

 

路 10：25-37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遇强盜的受傷者)那裏，一看見就動

了憐憫的心，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把他到帶客店裏，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 

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那強

盜的者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

做吧!」。 憐憫人的人對遭遇不幸和病患者感同身受，便會竭盡全力為他人解

困。 

 

• 免人的罪債。 
 

瑪 18：21-35 「那時，伯多祿前來對耶穌說：「主啊! 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該

寬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嗎?」耶穌對他說：「我不對你說： 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

七次。為此天國好比一個君王，要同他的僕人算賬。他開始算賬的時候， 給他送來

一個欠他一萬「塔冷通」的，因他沒有可還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兒

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變賣來還債。那僕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說：主啊! 容忍我

吧! 一切我都要還給你。那僕人的主人就動心把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那僕

人正出去時，遇見一個欠他一百「德納」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嚨說：還

你欠的債! 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說：容忍我吧! 我必還給你。可是他不願意，且

把他下在監裏，直到他還清了欠債。 他的同伴看見所發生的事，非常悲憤，遂去把



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把那僕人叫來，對他說：惡僕! 因為你哀求了

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他

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給刑役，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裏寬恕

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慷慨寛免別人虧欠自己的罪債。 

 

憐憫人的人以慈懷來擁抱眾生，像天主擁抱眾生一樣，因此，天主必在將來審判的時候，必

以憐憫對待這些人。主耶穌曾說：「…對不行憐憫的人，審判時也沒有憐憫；憐憫必得勝審判(雅

2：13)。」，因為天主「喜歡仁愛(憐憫)勝過祭獻(瑪 9：13b) 。 」。 

 

❖ 你是否渴望天主的憐憫臨於你？你是否也應該積極去學習做一個憐憫人的

人？讓我們把心願在祈禱中呈獻給上主吧，主必垂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