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厄則克耳先知書 34:15-17

「我要親自牧放我的羊，親自使他們
臥下——吾主上主的斷語——失落的，
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
的，我要包紮；病弱的，我要療養；
肥胖和強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
義牧放他們。」



在動盪中反省個人生命的意義

葉慶華神父



宗教的貢獻
� 宗教提出一個整體地看人與世界的觀點

� 科學沒這功能

� 祝福和天國都是基督信仰整體地看人生的觀點

� 人和世界整體都是天主所祝福的，人在世界的
理想就在於實現天國。

� 人生命的盡頭，世界的盡頭，就是天國的圓滿
實現，是終極的永恆的幸福，是基督再來所以
要完成的事。



宗教的貢獻

� 聖經的啟示：給我們提供一種對生命整體
的看法，整體的意義。

� 有一種整體的視野，才能論述生命的意義，
找到自己今天應走的方向。

� 問題是我們能否在啟示中找到共鳴。



祝福
�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
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
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
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
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
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
1:27-28)

� 造了一男一女，且在造他們的那一天，祝福了他
們，稱他們為「人」。(創5:2)

� 人被天主創造，被稱為「人」，被天主祝福，是
在同一句話中陳述的。這是對人整體的看法。



祝福
� 人最獨特之處，在於能意
識自己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一個「我」。

� 每一個「我」，每一個
「你」都是獨特的

� 當我們籠統地談論人性時，不能忽視「每一個」
的考慮。

� 天主所給予的祝福亦是各有不同的。這祝福不
離人所生活的世界：家庭，社會，文化等。

� 每個獨特的「我」，獨特地反映父母的容貌，
亦獨特地展現天主的容貌。



天主是誰？

� 天主是創造我，並將我帶來此世者。

� 我與天主的關係，我怎樣談「愛天主」，
離不開自己的實在的遭遇和生活狀況。

� 但我知道我在此世的生命是短暫的，脆弱
的，充斥著危機的，天主給我的祝福怎樣
理解？



我們自己也祝福別人

� 生日：祝你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 結婚：祝你倆白頭到老

� 人間的祝福包含「永遠」的意向。來自永生的
天主的祝願，當然是永遠的祝福。

� 人心底對永遠的祝福的渴望，不受生命的短暫
與無常所影響。

� 為什麼？是天真的幻想？還是反映著人性深處
的奧秘？



聖經中被特別祝福的人
� 亞巴郎

上主對亞巴郎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
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為
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
個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
你的人；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

亞巴郎遂照上主的吩
咐起了身，羅特也同
他一起走了。亞巴郎
離開哈蘭時，已七十
五歲。(創12：1-4）



聖經中被特別祝福的人
� 亞巴郎

這些事以後，有上主的話在神視中對
亞巴郎說：「亞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
的盾牌；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

亞巴郎說：「我主上主！你能給我什麼？我一直沒
有兒子；繼承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厄里厄則爾。」亞
巴郎又說：「你既沒有賜給我後裔，那麼只有一個家僕
來作我的承繼人。」

有上主的話答覆他說：「這人決不會是你的承繼人，
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的承繼人。」

上主遂領他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
你能夠數清嗎？」繼而對他說：「你的後裔也將這樣。」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
上主又對他說：「我是上主，我從加色丁人的烏爾

領你出來，是為將這地賜給你作為產業。」 (創15：1-7）



聖經中被特別祝福的人
�若瑟和瑪利亞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
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
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
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
她。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
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
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
惡中拯救出來。」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
說的話：「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
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若瑟從睡夢中醒來，
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
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瑪1:18-25）



聖經中被特別祝福的人
� 被祝福的人都不是什麼都不用做，坐著享福

「歎世界」的。

� 他們都要面對看不清的前路和世界的種種危機。

� 他們都在信賴服從天主的前提下，發揮智慧，

作出抉擇，以行動克服困難。

� 祝福總是在危機中的祝福，總要求人信賴天主，

虛心留意天主的召喚，留意在自己獨特的處境

的可能性，在愛德的考慮下，發揮創造力。

� 這就體現了天主的肖像，祝福就在於此。



我的一生是祝福？
抑或是「命運安排」？



天國是耶穌的宣講的核心

� 耶穌所行的奇蹟皆指向天國，是顯示天國
來臨的標記：所以「少」，所以「奇」。

� 耶穌在那裡，天國就在那裡。

� 所以耶穌對他身邊的人說：「天主的國就
在你們中間。」（路17：21）

� 為什麼驅魔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參
閱谷1：21-28；路4：31-44，對照路4：
16-21）



路4:31-44

耶穌下到加里肋亞的葛法翁城，就在安息日教訓人。
人都十分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具有一種權威。
在會堂裏有一個附着邪魔惡鬼的人，他大聲喊叫說：
「啊！納匝肋人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來毀
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誰：是天主的聖者。」

耶穌叱責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去！」魔
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間，便從他身上出去了，絲毫沒
有傷害他。遂有一種驚駭籠罩了眾人，他們彼此談論
說：「這是什麼事？他用權柄和能力命令邪魔，而他
們竟出去了！」他的名聲便傳遍了附近各地。

他從會堂裏出來，進了西滿的家。西滿的岳母正發高
熱，他們為她祈求耶穌。耶穌就走到她身邊，叱退熱
症，熱症就離開了她；她立刻起來服事他們。



日落後，眾人把所有患各種病症的，都領到他跟前，
他就把手覆在每一個人身上，治好了他們。又有些
從許多人身上出來的魔鬼吶喊說：「你是天主子！」

他便叱責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
默西亞。

天一亮，耶穌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群眾就尋找他，
一直來到他那裏，挽留他不要離開他們。他卻向他
們說：「我也必須向別的城傳報天主國的喜訊，因

為我被派遣，正是為了這事。」他就常在猶太的各
會堂中宣講。(路4:31-44)



路4：16-21

他來到了納匝肋，自己曾受教養的地方；按他
的習慣，就在安息日那天進了會堂，並站起來
要誦讀。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
他遂展開書卷，找到了一處，上邊寫說：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
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
上主恩慈之年。』他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侍役，
就坐下了。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着他。

他便開始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
經，今天應驗了。」



天國的比喻
� 塔冷通的比喻（瑪25：14-30）

「天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
產托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
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那領了五個
『塔冷通』的，立刻去用來營業，另外賺了五個。同樣，那
領了兩個的，也賺了另外兩個。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去
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

過了多時，僕人的主人回來了，便與他們算賬。那領了
五個『塔冷通』的上前來，呈上另外五個『塔冷通』說：主
啊！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五個『塔
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
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



天國的比喻
� 塔冷通的比喻（瑪25：14-30）

隨後，那領了一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我原知道
你是個刻薄的人，在你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你沒有散布的地
方聚斂。因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
你的仍還給你。主人回答說：可惡懶惰的僕人！你既知道：我在
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那麼，你就該把
我的銀子，交給錢莊裏的人，待我回來時，把我連本帶利取回。
所以，你們把這個『塔冷通』從他手中奪過來，給那有了十個
『塔冷通』的，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奪去。至於這無用的僕人，你們把他
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裏必有哀號和切齒。」

那領了兩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
你曾交給我兩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兩個『塔冷
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
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



天國的比喻
� 天國婚宴的「禮服」（瑪22：11-13）

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在那裏有一個
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你怎
麼到這裏來，不穿婚宴禮服？那人默然無語。

國王遂對僕役說：你們捆起他的腳和手來，把
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



天國的比喻
� 僱工人的比喻（瑪20：1-6）

「天國好像一個家主，清晨出
去為自己的葡萄園僱工人。他與工
人議定一天一個『德納』，就派他
們到葡萄園裏去了。

約在第三時辰，又出去，看見
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閒立着，就對他

們說：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裏去罷！凡照公義該給的，
我必給你們。他們就去了。

約在第六和第九時辰，他又出去，也照樣作了。

約在十一時辰，他又出去，看見還有些人站在那裏，
就對他們說：為什麼你們站在這裏整天閒着？」



天國的比喻
� 僱工人的比喻（瑪20：1-15）

他們對他說：因為沒有人僱我們。
他給他們說：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裏
去罷！到了晚上，葡萄園的主人對他
的管事人說：你叫工人來，分給他們

工資，由最後的開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約在第十一時辰
來的人，每人領了一個『德納』。最先僱的前來，心想自
己必會多領；但他們也只領了一個『德納』。他們一領了，
就抱怨家主，說：這些最後僱的人，不過工作了一個時辰，
而你竟把他們與我們這整天受苦受熱的同等看待。

他答覆其中的一個說：朋友！我並沒有虧負你，你不
是和我議定了一個『德納』嗎？拿你的走罷！我願意給最
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難道不許我拿我所有的財物，行我
所願意的嗎？或是因為我好，你就眼紅嗎？這樣，最後的，
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會成為最後的。」



奇蹟與天國

� 奇蹟中，入由缺陷的人生得到圓滿的人生。

� 每個人的缺陷都不一樣，所以有各種奇蹟，
每個對天國圓滿生命的渴求不一樣，天主
有不同的行動。



天國既是恩典也是要求

� 天國最終的完成在天主自己，在基督再來
之時。耶穌表明天父好想將天國賜給我們
（路12：32-46）。

� 但天主要我們參與，參與就在行動中（天
國的比喻常談到工人或僕人），而能夠在
行動中參與天國的建造已經是莫大的祝福
（所以主人不用向僕人言謝。參閱路17：
5-10）。

� 我們須醒寤把握時機。



天國既是恩典也是要求

� 現今的世界仍是憂患涕泣之谷。

� 耶穌說：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要
求），一切自會加給你們（恩典）。（瑪6：
25-33）

� 因此，天國的實現並非一個完全靠天主從
外加給我們，改變我們的狀況，

� 而是有我們的投入和參與的，是由我們裏
面出發的轉變。



我今天怎樣投入天國的建設？
怎樣辨別天國的徵狀？

� 先按真福八端方向修養內心之氣質態度。

� 耶穌在那裡，天國就在那裡：

（1）耶穌常在祈禱中與天父一起：傾訴，聆聽。

福音留意到耶穌離開眾人甚至離開門徒而
祈禱（谷1：35；路6：12；谷14：32-42）。

我知道的是人的事，還是天主的事？（依
55：6-9；瑪16：21-23）

若沒有與天父的深切契合，怎樣領略天國
的意義和自己在當中的參與呢！



（2）耶穌在受苦的人當中。在瑪25：31-46，耶穌

甚至將自己等同貧病和被邊緣化的人。

（3）耶穌在罪人當中，展示天主的愛和包容，亦

叫我們寬恕得罪我們的人。

（4）耶穌在十字架上。同耶穌一起被釘，快要死

去的一個盜賊求耶穌記念他，耶穌對他說：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23：

43）。失去一切，在苦難中，在死亡邊緣呼

求耶穌的人，已與耶穌一同在樂園裡。

我今天怎樣投入天國的建設？
怎樣辨別天國的徵狀？



� 耶穌是天主降生成人，他所教、所做、所經歷
的種種，尤其他的死而復活，啓示了天國，啓
示了天主要擁抱世上一切的決心：上天的不離
下地的；人在一切黑暗中要見到光明。

� 天國的實現，既靠我們又不靠我們，到最後是
基督再來要完成的事。這就是基督徒的希望。

� 然而，天國那不靠我們的一面，時時挑戰著我
們想控制將來的意欲。我有沒有因眼前的困擾，
因眼前未能改變的事情而失去信心？

� 在我們對未來的憧憬中，有沒有留空間給天主
那超乎我們智慧的想法？



�我有沒有因愛與別人比較，或被心中所
追求的事所阻擋，忽視了天主對自己獨
特的恩典和獨特的召叫？

�每個人的祝福，每個人對天國理想的追
隨，都總在特定的生活處境，歷史時空
之中。

�別人的好，別人的壞，始終是別人的事，
「我」怎樣面對天主？醒寤！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
我躺在青綠的草場。【答】

領：他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還使我的心靈得
到舒暢。他為了自己的名號，領我踏上了
正義的坦途。【答】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領：在我對頭面前，你為我擺設了筵席；在我
的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答】

領：在我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
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裡，直至悠遠的時日。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