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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宗方濟各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發表首道通諭《信

仰之光》（Lumen Fidei），以配合「信德年」本篤十六世出

任教宗時的牧民指引。教宗方濟各指信仰是引導人類的光，

啟發基督徒社會的行動和對天主的奉獻。通諭引言指出：基

督徒要重新認識「信仰之光」，堅強自己的信德，好能照耀

全人類；更藉著紀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揭幕五十周年舉

行「信德年」的機會，加深個人對信仰的視野，從而宣認信

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信仰之光」光照人，使人透過「信

仰之光」發現「天主的愛」是每位基督徒反省的核心思想。

教會是產生信德，使人度信仰經驗的地方。信德使我們向天

主的愛開放，改變我們看事情的方式，因為愛本身就有「光」，

即使現代的人不認為「愛」與「真理」有關，只將愛放置在

情感的框框裏，卻忘記了「愛與真理」在實質是不能分離的。

我們可以在當今的世界舞台上，看到一個生活出「愛與真理」

合一的人：—— 

在他的生命中，發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可愛的笑容中，笑出了「信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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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真摯的擁抱中，抱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謙卑的為人洗脚中，洗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對貧苦大眾的關愛中，現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那孩童的赤子心中，亮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親吻窮人的一刻中，吻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那超越自私與寬宏的心胸中，露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那慈悲——助人離苦得樂的面容中，射出了「信仰

之光」 

在他那默然的寬恕中，燃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生活福音的喜樂中，活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對信仰的守護中，守出了「信仰之光」 

在他為世界帶來和解，為教友帶來希望的生命中，帶出

了「信仰之光」 

………「他」…究竟是誰？—— 

「他」就是我們可敬可愛的「方濟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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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信仰之光」閃閃創新 

 

真光在黑暗中照耀 

使天地人都變得光明 

賦予生命 …… 且照亮生命之路 

可惜 

人為了自我的創新 

不願接受真光的照耀 

自陷於黑暗 

不願尋找真理 

使真光漸漸地虛弱下來 

…… 揭開了人間的悲劇 …… 

人陷入模糊之境 

不能辨別是非善惡 

不能確定生命的目標方向 

此刻 …… 

當務之急是要恢復信仰的光明 

不可讓信仰的光芒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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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光」獨有的特性就是 …… 

     能夠照亮人的整體生命能力 

透射黑暗 …… 在黑暗照耀 

喚醒人心 

超越自我 

引人進入光與光相通的共融和合 

如但丁的《神曲》所言 

「一點火花 

變成了光茫四射的火焰 

在人（我）的心中 

變成閃閃發光的天空星辰」 

原來 …… 

「信仰之光」能成為照亮我們 

   生命道路的明星 

強化人的信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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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在愛內信從」（若一 4:16） 

教宗以亞巴郎為典範，指出信德就是聆聽天主聖言，蒙召走

出孤立的自我，邁向新生命，對未來作出「愛的許諾」。1 

 

1. 回顧聖經中有信德的人  

信德為人開闢道路 

並作出見證 

我們可由亞巴郎的信德 

到依撒格 …… 雅各伯的信德 

看到了天主的召叫和許諾 

天主的召叫使人作出信德的回應 

人在回應中要有忠信的心 

因為「天主的忠信」在實踐上 

── 實現天主對人的「愛的許諾」 

「天主在創世之前 …… 

就注定我們成為祂的子女」（弗 1:4-5） 

實在是銘刻於心中旳召叫 

叫人向前走 

                                                      
1 參閱 《公教報》2014 年 5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第 3665 期 普世教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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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遠足的朝聖之旅 

於是 …… 信德是生命的恩賜 

恩賜中有一道光明的真光 

照耀人的生命路 

在照耀中 

信德也是一個邀請 

邀請人向光明開放 

猶似基督顯聖容般 

揭示美麗而神聖的面容 

使人與天主相遇 

一個愛的歸依和信從 

意味著 …… 全心信賴仁慈的愛 

永遠的接納和寬恕 

支配著人心 …… 心靈的轉化 

不斷的歸向主 

找到一條安全的路 

 

 

 



默觀「信仰之光」的神韻 

 

9 

2. 信德是天主的一份白白的恩賜 

提升我們的生命質素 

信德要求人生活出謙遜和信賴 

在救恩史中 

開拓了天人相遇的光明道路 

奧斯定確定：基督的信德是信德的圓滿 

滿全了聖祖們因信德而得救的工程 

基督徒的信德是以基督為中心 

我們在信德中充滿喜樂 

宣認基督是主 

基督是永恒的聖言 

基督是愛的彰顯 

我們在愛內默思基督的死亡 

基督的死亡顯示了祂大公無私的愛 

使基督徒毫無疑問地全心信賴基督 

更信賴基督在愛中的復活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你們的信仰便是假的 

你們還是在罪惡中」（格前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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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苦難、死亡、復活是愛的真正流露 

為人開啟新的空間—— 

一個合一的空間 

使人成為一個新人 

提升人成為天主的子女 

人可大聲並喜樂地稱天主為父，喊叫： 

「阿爸，父呀！」 

實在是多麼幸福！ 

我們可因著愛與基督結合 

終生跟隨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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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要信從耶穌 

因著愛 …… 我們能與基督結合 

並且願意一生忠實地跟隨基督 

信德告訴我 ── 

因信得救 

我肯定的了解：信德的生活 

使我成為天主子女的生活 

做一個在天主內的義人 

義人因信德而生活 

使我在遵守誡命上 

能實踐善行 

叫我在愛中與基督永不分離 

反之…… 如果我不信的話 

我也不會因愛而生活 

自然也不接受救恩 

為基督徒來說 

我們深信：「得救是由於恩寵 

藉著信德 …… 是天主的恩惠。」（弗 2:8） 

我們必須在愛中徹底的開放自己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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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必然會在我們內改變更新我們 

務使我們能夠與基督結合 

提升我們人：「我生活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 2:20） 

基督散發愛的光明 

照耀我心我靈 

將愛傾注在我們心中 

使我們成為一個身體 

互相尊重 

互相擁抱 

互相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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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你們不信，你們就不會明白」 

（依 7:9） 

教宗在通諭中談到信仰與愛──信仰要求人開放心靈接受天主

的愛；信仰也能夠與科學、不同宗教、無信仰者等任何範疇

作交談。2 

 

1. 不信就不明白，也便不存立 

因為天主是值得信賴的 

使我們明白 ── 

「對真理的認識」是信仰的中心 

真理幫助人尋找安全 

要求人在愛和真理的認識中 

開放自己 

聆聽和注視永恒的聖言 

以信賴尋求天主 

 猶如聖奧斯定所說 

 「我在你內 …… 

 在你的真理內 

                                                      
2 參閱 《公教報》2014 年 5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第 3665 期 普世教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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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穏穩固堅強」（懺悔錄十一） 

 人要明白 …… 也要知道 

 若沒有真理 

 人不能存立 …… 不能前行 

 因為在歷史長流的忠實存在中 

 天主的可信真理是人在時空中合一的能力 

 使人走向安全 …… 走向幸福 

 藉著真光的光照 

 使人認識真理 

 以貫通信德 

 信德便給予一道新光 

 照亮人心 …… 以明白天主的旨意 

 好能靜觀生命之道的方向 

 了悟未來 

 成就「愛的盟約」和「愛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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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仰的獨特認識 

── 愛與真理的認識 

 在信德的要求中 

 基督徒必須如聖保祿所說： 

 「心裏相信 …… 口裏承認 ……」（羅 10:10） 

 心是人的生命樞紐中心 

 人要從「心」展示自己對「自然、社會、人」 

     的開放 

 就是揭開人身心靈的整體整合 

 從心裏向愛和真理開放 

 這份「信德」肯定了 ── 

    「凡相信的人，不至於蒙羞！」（羅 10:11） 

 信德向愛開放時 

 肯定愛本身就是一道光明 

 使心靈存有明德 

 使身體存有新眼 

 便能看清楚事實 

 因為天主的愛  從人的內心改變自己 

 現代人將愛與真理分開實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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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錯誤 

 天主偉大無私的愛是永恒不變的 

 真理也是永恒不變的 

 當愛建基在真理上時 

人才能超越時空而恒久生活 

 人沒有愛便不能生存 

真理亦被遺忘 

 若沒有真理 

愛便不能給人穩固的關係 

 人也不能作生命的超越 

    亦不能建設生命 

不能結出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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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坦然的愛能展開生命的內涵 

在展開中 …… 人的明德自然流出 

光照生命 ── 

「自己的生命，社會的生命，自然的生命」 

「信德」必須向所愛的人開放 

就是走出自我  邁向他人 

融入社會  與自然通一  

建立關係 —— 

由你我他互聯的關係 

走向你我他合一的關係 

使這關係在真理的路上發展 

因為真理使「愛」更穩定 

可以超越自我 …… 甚至超越社會 

   超越自然 

我們知道「愛需要真理，真理需要愛」 

真理與愛的合一就是生命的光源 

信德就是幫助人走向光源 

因為信德源於天主「愛的盟約」 

在歷史中光照生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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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一個民族的路 

   更光照受造世界的全部過程 

人在被光照的一刻 

能正視光源的愛 

人心中的愛在真理的引導下 

能與天主心連心地相合為一 

人便可以默觀天主 

了悟忠信天主的許諾 

一個偉大的「愛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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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仰生命的成長 

 在於了悟天主的愛  與主的相遇 

信德使人明瞭：天主願意與人訂立 

  愛的盟約 

人能否「聽」到這的訊息呢？ 

「聆聽」幫助人在信德上跟隨  主的道路   

走在光明中 

人在光明中默觀天主愛的降生 

也默觀人生的苦與樂 

就是默觀整體的恩寵生命 

結合在「愛的盟約」中：—— 

聽主聖言 

觀主聖容 

信德就是服從 

順從主聖言以明辨善牧的聲音 

觀主聖容以察看善牧的善行 

聽到了耶穌的話，就跟隨了祂（若 1:37） 

看到了耶穌所行的事，就信從了（若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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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後，就相信了（若 20:8） 

「信仰之光」就是聖言之光，也是聖容之光 

幫助人在「聽」與「看」中領悟真理 

真理是耶穌的「光明生活」 

人因著「信德」，在啟示的真理中 

—— 與基督相遇 

—— 默觀基督的生活 

—— 感受基督的臨在 

通過基督降生的愛和十字架上的愛 

人的心被基督的愛所觸動 

「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 

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若一 1:1） 

改變了我們的心 

醫治了我們的病 

寬赦了我們的罪 

賜給了我們恩寵 

聖奧斯定稱之為；「以心觸摸就是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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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的信仰宣揚天主愛的真理 

助人從心靈上向愛開放 

天主的愛引導人走向光明 

  邀請人生活愛 

激發人渴望真理 

尋覓信仰的愛與理性的真理對話 

使人發現在愛內有一道光明的事實 

── 信仰之光照耀我們的人際關係  

   使之合符基督的愛 

猶如聖奧斯定「光照說」的肯定—— 

當我們明白天主是光時 

我們的存在便有一個新的方向 

能明辨善惡 

幫助我們抉擇善 

歸向善 

  



默觀「信仰之光」的神韻 

 

22 

6. 原來：天主臨在人生命的歷史中 

    與人交融 

    與人一同生活 

    在歷史的道路上陪伴人 

 人若能與天主相遇 

 便不會缺少光明和注視 

 人在天主的注視和光照下 

 融合了聖言的相互性 

    聖容的自由空間 

 變成聖言之光和聖容之光 

 變成生命的召叫 

 召叫人開放自己給愛和真理 

 確定信仰在於尊重人的成長   不傲慢 

 真理使信徒謙遜  

 助人擁抱真理 …… 擁有真理 …… 

 信德之光合符愛的真理 

 超越物質 

 助人尋找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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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聖言的光  照亮人生的道路 

 幫助人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天主 

 信德就是中悅天主橋樑 

 導引人保持純樸的心靈 

 在生活中 …… 與天主相遇 

 猶似東方三賢由一顆明星引導 

 長途跋涉 …… 找到了救世主 —— 君王 

 作出愛的奉獻 

 以純樸的心靈向「愛」開放 

 讓主親臨心中 

 成全心靈相通的喜悅與平安 

 獲得生命的整合、光照和淨化 

 看到天主的慈悲與憐憫 

 聽到天主在靜寂心底的召喚 ——  

 愛情無偽的吶喊 

 是一份貫通心靈的邀請 

 好能深入光明中 

 使我作出與主共融的永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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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被天主謙遜的愛所「觸動」 

 自然地 …… 我從內心顯發信德 

 默然地走進生命的活水泉內 

 在聖言光照下 …… 不斷地汲取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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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傳授我所接受的。」（格前 15:3） 

教宗提到教會的聖事是傳遞信仰的「特殊途徑」，以聖洗和

聖體聖事為重要；信經、天主經等有助人與天主建立交談的

關係。3 

 

1. 聖保祿強調： 

「我當日把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是：基督照經上記

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 ……」（格前 15：3-4）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 夜吟應覺夜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為探看 
4
   （李商隱 《無題》） 

                                                      
3  參閱 《公教報》2014 年 5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第 3665 期 普世教會版 

4  李商隱的心靈世界   見黃麗紋著：「詩中之執—─蠟炬成灰的執著」

life.fhl.net/Literature/culture/peotry/poetry01.htm 

「 歷經六個朝代的更迭，目睹政治鬥爭的殘酷，處於複雜的現實環境中，便縱有百般委屈，也

無從申訴！於是李商隱便將那豐富的情感藉由詩中宣洩出來，但有時礙於殘酷的現實，無法明述，

只能透過高度的文字駕馭能力，隱晦於作品之中，而具有駢文基礎的他，用典就是一個寫作技巧，

不僅可以達到暗喻的目的，甚至也能凸顯出文學造詣的深度。  

 由於境遇的坎坷，在李商隱的生命中很少有順利的時刻，因此他所運用的意象多具殘缺之美，

而在早期的作品中，亦常表達出對家國的關懷和無奈，懷才不遇的情懷也時而可見。對愛情的執

著，更令許多有情人聞之淚下。與夫人王氏鶼鰈情深，奈何因官職的不斷變遷，無法常相廝守，

相思之苦，溢於言表，而對愛情的態度，無題詩當中的一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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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打開自己的心 

向天主的愛開放 

聆聽天主的聲音 

接受天主的光照 

將天主的恩寵收納心中 

強化自己的信德 

了悟：「我信了，所以我說。」（格後 4:13） 

藉此反照天主的光榮 

使我們 —— 基督徒的面容如同鏡子 

反映基督光明的聖容 

猶似復活的蠟燭照亮基督徒 

分享基督之光 

通過燭火相傳的燃點 

                                                                                                                                                        

便可以看出他的生死執著，致死不悔的忠貞。  

 而無題詩更是李商隱作品中的一大特色，藉由無題詩的寄託和朦朧多變，寓意深遠地表現出他

那隱逸的藝術風格。在李商隱的諸多作品中，也常運用神話典故，正面或反諷地將時空交錯，藉

古喻今，使得詩的取材和內容，更加豐富、細膩。」  

「重情重義，對愛執著，敏感細膩，可說是李商隱個性的最佳寫照，在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中，總

有外人所無法完全解讀出的悲涼與無奈，詩人的千言萬語，盡隱藏於那嘔心瀝血的作品之中。  

刻骨銘心的相思，無法割捨的情愛，卻因著「生離死別」更加難捨難分，甚至難以置信愛妻的永

別。殘敗的暮春景象，增添了作者心中的哀愁。至於對妻子的思念，是至死才能完結的，而失去

所愛的煎熬悲泣，就如同蠟炬成灰方能罷休一般。現實的殘酷，使得李商隱多麼不願意面對，甚

至設想愛妻只是和以往一樣，獨居異地罷了，更希望藉由青鳥殷勤的探望，來傳達他對妻子的關

懷和生死相許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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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的光芒觸照人人的心 

—— 基督徒在他們的貧窮中 

    埋下了一顆如細小芥子般的種子 

    長起來 …… 變成了大樹 

    使世界充滿果實 

 光與光的相融是一體的關係 

人與人的相融也是「一體之仁」的關係 

使我們在愛中相遇 

當我們認識和意識到「愛的關係」的密切時 

我們便與基督相互融合不分 

超越歷史的時空  走向合一 

教會在信仰上便成為融合的母親 

——使個別的我 

在教會的信仰一體之仁中 

成就了「在基督內」合為一體的「我們」 

一體之仁的愛  在信徒的內心深處 

提升人心作出「我信」的抉擇 

成就一體之仁的神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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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幫助「我們」—— 教會開放自己 

反映出天主之愛的開放 

使「我們」——「你、我、他」的一體關係 

建構愛的共融而成為一個大家庭 

以豐富人人的生命 

在共融中信主的人永不孤獨 

誠如教父戴都良深刻的肯定 

「慕道者藉洗禮重生之後 

被邀請 …… 迎接入慈母教會的家中 

與兄弟姊妺相遇而一起生活 

一齊舉起雙手  向父誦念『我們的天父』 

成全自己屬於一個新家庭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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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仰的傳遞基於信仰的遺產 

在傳遞上 …… 人可不斷地深化信仰 

透過深化信仰 

基督徒要見證所信的 

同時也要傳遞信仰的新光 

以光照人心，觸動人靈 

在教會內信仰的遺產就是聖事 

藉著聖事通傳降生的紀念 

      救贖的紀念 

      復活的紀念 

這是生命的喚醒 

使可見的事物化作奔向永恒的 —— 

祝福 

基督徒在超越事物上，向永恒開放 

我們通過聖洗聖事的傳遞 

宣認信仰 …… 是一個歸根的行動 

「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 

與祂（基督）同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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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 

從死者中復活了 

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 6:4） 

這是一個新的生活 …… 新的義子身份 …… 

水的淨化重生了人的生命 

徹底地改變了人的生命 

常向著基督的共融生命開放 

透過教會 —— 盤石和活水 

鞏固信德和淨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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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聖體聖事中 

基督徒透過生命的信仰食糧 

與基督深深的相遇 

基督真實地臨在人心中 

此刻展現了 ——  

○1   歷史的核心 

    是死亡與復活的紀念 

     是奧蹟的實現 

    分享生命的圓滿 

    展望未來 …… 直到永恒 

○2  將可見的世界導引到無形世界的核心 

    是深層的轉化 

    餅酒變成基督的體血  

    愛的逾越 

    引導萬物奔向  在天主內永恒的圓滿 

使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與生活的天主的一體共融 

基督徒同心地宣認「信經」——「信德」 

確認在天主愛的擁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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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生命的聖化   分享偉大的共融 

在真理的自由中顯示信仰的新生命 

能與生活的天主共融 

齊心地在「主禱文」中  分享基督靈性的經驗 

在義子靈修上 

基督徒能以基督的眼睛觀看 

基督徒借助基督 —— 光明的光明 

認識天主 …… 接近天主 

在十誡靈修上 

基督徒因與生活的天主相遇 

能在信賴中開放自己給真理的光照 

可與天主對話 …… 更讓天主仁慈的擁抱 

基督徒便能從心所欲地  知天旨  順天意  而不踰矩 

十誡便轉為感恩之路 —— 愛的回應之路 

十誡便成為一道新光，照亮人心 

信仰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與所愛的寵召相稱 

大家要在愛德中彼此擔待 

盡力以和平的聯繫  保持心神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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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只有一個身體、一個聖神 …… 一個信德」（弗 4:1-5） 

就是要求基督徒在真理和愛中達到 

   ——生命的合一和思想的統一 

合一的觀念強調只有一個信仰 

在信仰的唯一性和完整性上 

真理與愛是不可分離的 

真理肯定信仰的唯一性 

真愛肯定信仰的完整性 

由一個真主賜給人救恩 

救恩是由一個教會所承傳下來的 

在承傳中確定教會只有一個身體 

一個心神 …… 一個主 …… 是建基在磐石上的 

成就教會的共融一體 

基督徒要精心護守健全的道理（弟後 1:14） 

       要盡心保管信德的寶庫（弟前:20） 

為的是：確保信仰是唯一性的真理 

              完整性的真愛 

如此  信仰才能淨化人心而心心無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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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滙人心而心心相印 

更在信德之心下  照顧整個宇宙及整個歷史 

不但揭示了：在教會內至一、至聖、至公的信仰 

更確定了由宗徒傳承下來的恩賜 

以肯定教會「完整性地宣講天主的計劃」（宗 20:27） 

猶如在聖言中湧出的活水 

將天主的計劃透過教會的訓導 

完全的傳遞給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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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天主已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希 11：16） 

教宗強調：信仰不僅是為永生作準備，也幫助建設社會，

好使我們走向希望——：「信仰不是沒有勇氣的人的避難

所，而是生命的拓展。」5 

 

1.  信仰需要有可信性和堅固的基礎 

可信性是對天主的信賴 

天主在啟示中確定了信仰的動力 

產生愛的光芒 

幫助人建造信賴之城 

猶似諾厄建造方舟一樣 

亦如亞巴郎在信德的感召下 

期待基礎堅固的城（希 11:9-10） 

因此 …… 人要了悟信德與愛德的相連 

「信仰之光」服務正義、權力與和平 

「信賴之愛」使人類保持真正的合一 

                                                      
5  參閱 《公教報》2014 年 5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第 3665 期 普世教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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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合一」基於和睦相處與喜樂相伴 

以信仰之光幫助人建設社會  

謀求公益和福利 …… 實行正義（希 11:33） 

使社會充滿希望 

奔向未來 …… 永恒 

將人的信德放在愛德中 

毋忘天主是愛 ——  

父親的愛常是祝福 

務使男女相合為一  以組織家庭 

成就美麗的婚姻 

確立在愛的願意中 

成就愛的盟約和愛的分享 

再由愛的延續上 

看到愛的相伴 …… 展現信仰的承諾 

  —— 與基督的相遇 

      讓基督的愛捕捉人心 

在愛的感召下 …… 人要忠信於主  與主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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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的信仰立基於真理與愛的光照 

家庭中一體之仁能深化信仰 

當人能在家庭中領會與深化信仰後 

「信仰之光」便可以光照社會 

天主會祝福所有的人 

讓人人能聽到喜訊 —— 福音 

讓人人能看到主聖容 —— 生命尊嚴 

這份祝福  在歷史上存在了衝突 

因為人要開放自己  也要捨棄一切 

才能聽到福音 …… 看到生命尊嚴 

反之便是幻想、欺騙 …… 

基督徒要清晰地了解 —— 

信德核心是「天主之愛」 

在愛中創世 

在愛中贖世 

天主實際地關心和救贖人 

耶穌基督按照天主救恩的計劃 

降生在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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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苦難、死亡和復活改寫了人的生命 

是寬恕  是除免世罪 

可惜 …… 人缺少辦別標準的能力 

於是 …… 人在宇宙中失去地位 

          人在自然中迷失方向 

          人放棄倫理的責任心 

因此 …… 天主立定了「規律」 

教導和勉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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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仰使人走向共融 

在與天主相遇下 …… 人便能心連心 

如鏈環相扣而不分離 

使我們明白團結可以消除對立 

可以超越對立 

在真理和真愛中奔向永恒 

…… 就在這一剎那間 …… 

信仰在真理之光和仁愛之光的照耀下 

使人走在歷史中 …… 富有創造力 

藉此  堅強人的心志 

有能力在痛苦中振作 

「我病苦萬分，但仍然保持信賴」（詠 116:10） 

「或生或死都是屬於主。」（羅 14:8） 

我們在基督內  將痛苦變成愛的行動和力量 

常懷信賴心  將自己交托給主 

天主絕不會放棄我們 

反使我們在痛苦中  強化我們的信德和愛德 

願意放下一切  跟隨主  奔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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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吧！」（若 1:39） 

愛的召喚 …… 基督在十字架忍受了痛苦 

以愛的目光注視我們 …… 邀請我們 

—— 走出自己，放下一切，離開本家 …… 

       作決定性的投奔 

我們因著信德 

在痛苦的歷程中  呈現了一絲新光 —— 

「信仰之光」…… 打破黑暗 

就在破滅的黑暗中  領我們上路 

痛苦便成了一個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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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主不斷提醒人心 …… 喚醒人的意識 

使人不致絕望 

却能伴隨希望 

—— 即使我們現世的居所倒塌了 

       我們還有一座永恒的居所 

       非人手所造 

       永遠在天上的寓所（格後 5:1） 

人要緊記：到生命最後的一刻 

「眾人都應出現在基督的審判台前 

為使各人藉他肉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 

領取相當的報應。」（格後 5:10） 

可見 …… 信德與愛德與望德在基督內成為一體 ……

共融合一 

導引我們走向真實的未來 

…… 走向永恒的真善美聖 

是真理與仁愛的報應 

也是生命至善至誠的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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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信仰之光」最後要基督徒反思：—— 

「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

完成的 是有福的。」（路 1:45） 

教宗邀請整個教會瞻仰信德楷模：瑪利亞。藉此教導人以

耶穌的眼光看待一切。6 

 

這話相應於「撒種比喻」的結語 

「那在『好地』裏的 

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傾聽』的人 

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 

以堅忍結出果實。」（路 8:15） 

相應的內容在於 —— 

「信了」和「傾聽」 

「話」的完成和「話」的保存 

「有福」和「結出果實」 

這便是「信德」的描述和實效 

瑪利亞聽了  也信了  便將「話」——「聖言」 

                                                      
6  參閱 《公教報》2014 年 5 月 18 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 第 3665 期 普世教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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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存心中反覆思索 

將「聖言」孕育在生命中 

在信德的心田中產生了喜樂 

結出了果實 

充滿喜樂 

讓耶穌基督改變和淨化自己的生命 

實現了與基督的合一 

使耶穌降生在人世間 

給世界帶來一道新光和一個新開始 

瑪利亞看到了新光 —— 星光 

更默然的凝視十字架上的基督 

救贖的愛展現復活的逾越 

藉著聖神的恩賜點燃了人心的  

  ——「信仰之光」  

 提升人成為義子 

因此 …… 我誠心誠意的懇求 —— 

母親，請扶助我們的信德吧！ 

請開我們的心耳  使我們聆聽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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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使我們認出天主的聲音和召叫 

請激發我們的願望  好能跟隨基督 

     走出我們的故鄉 

     信賴基督的許諾 

請幫助我們與主相遇 

在主的愛內被碰觸 

     在愛的觸動中 

     跨越痛苦與十字架 

     在我們的信仰上 

     播種復活的喜樂 

我們的母親   幸有你的臨在 

我們永不會孤獨 

教導我們以基督的眼睛觀看 

使基督成為我們路途上的光明 

——點燃「信仰之光」—— 

「信仰之光」在我們心內逐漸增長 

直到「無夜之日」的基督之愛 

充塞人心 …… 充塞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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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信仰之光」的存照 

 

從「信仰之光」說起 … … 

基督徒要有明智的心 

好能分辨善惡好壞 

基督徒要有仁愛的心 

好能活出生命的慈悲喜捨 

事事都要具有勇敢心 

不怕面對困難與挑戰 

確立「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精神 

使生命不致失去正確的方向 

肯定自己的身份 

       認清自己是基督的傳人 

       在基督的召喚中 

       充滿著莫大的希望 

       奉獻愛的服務 

開放自己的心靈 

——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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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所有的人 

讓天主的恩寵充盈我心我靈 

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給在我們中間的小兄弟姐妹一杯涼水 

天主也給予祝福 

人要相信天主透過聖事 

— — 養活我心我靈 

        給人更新的機會 

        堅強自我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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