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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聖家節 彌撒主題 相信天主必帶來救恩 
一、引言： 

1. 字義： 
對父母的愛：孝與敬；來自於敬畏上主。 
家庭生活：先奉獻給天主，然後穿上憐憫的心腸。 
天主和人們的愛：寬恕與愛德的效果是平安。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相信天主，奉獻自己。 
愛德：要我做什麼穿上憐憫的心腸(愛與服從)。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信友生活是天主所揀選、所愛的。 

3. 過程： 
孝敬父母：敬畏上主的果實。 
敬畏上主：遵行祂的道路，真是有福。 
充滿智慧：耶穌漸漸長大。 
家庭生活：愛與服從。 

4. 結論：孝敬父母真是有福充滿智慧愛與服從。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徳三：3~7,14~17 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 
b. 詠一廿七：1~5 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c. 路二：22~40 孩子漸漸長大，充滿智慧。 
d. 哥三：12~21 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2. 讀經一：徳三：3~7,14~17 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 

背景：兒女應孝敬父母──依靠天主與不依靠天主的結局；進修謙德戒除好奇心。  

a. 孝敬父母：上主願意：父親受兒女的尊敬確定母親對子女的權利孝敬

父親的：必能補贖罪過且能戒避罪惡在祈禱之日，必蒙應允孝敬母親的：
就如積蓄珍寶的人。 

b. 人：孝敬父親：必在子女身上：獲得喜樂當他祈禱時必蒙垂允必享長壽

聽從上主：必使母親得到安慰。 

c. 我兒：對父親：年老了，當扶助有生之日，不要使他憂傷智力衰退了，

要對他有耐心你：不要因你年富力強，就藐視他對父親所施的憐憫，不會
被遺忘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過，復興你的家庭對母親：容忍過失，必蒙賞
報天主必依公義，建立你的家庭在你困難之日，天主要紀念你，消滅你的罪
過，有如晴天融化冰霜。 

d. 結論：應敬畏天主、孝敬父母。 

3. 聖詠：詠一廿七：1~5 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a. 有福的：人：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的道路你：能吃雙手勤勞的

果實萬事亨通。 

b. 幸福：妻子：在你內室像結實纍纍的葡萄樹兒女：圍繞著餐桌好像

橄欖樹的嫩枝。 

c. 好福氣：敬畏上主的人願天主：從熙雍降福你使你終生得享耶路撒冷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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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論：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4. 福音：路二：22~40 孩子漸漸長大，充滿智慧 

背景：受割損與獻於聖殿──耶穌誕生在白冷；耶穌初次顯示天主性 

a. 獻於聖殿：按梅瑟法律：一滿了他們取潔的日期便帶著孩子耶穌上耶路

撒冷去獻給上主上主的法律所記載的：『凡開胎首生的男性，應祝聖於上
主。』法律所吩咐的：獻上祭物一對斑鳩或兩隻鶵鴿。 

b. 西默盎：進入聖殿：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正義虔誠，期待以色列的安慰

而且聖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聖神啟示：自己在未看見上主的受傅者以前，決
見不到死亡。他因聖神的感動，進了聖殿；那時，抱著嬰孩耶穌的父母正進來，
要按著法律的慣例為衪行禮讚頌、祝福：西默盎就雙臂接過衪來，讚美天主
說：「主啊! 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 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
援，即你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為作啟示異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榮耀。」
西默盎祝福了他們，又向衪的母親瑪利亞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
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至於妳，要有一把利劍刺透妳
的心靈──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 

c. 亞納：身份：是一位女先知，是阿協爾支派法奴耳的女兒，已上了年紀
她出閣後，與丈夫同居了七年，以後就守寡，直到八十四歲她的作為：齋戒
祈禱晝夜事奉天主總不離開聖殿正在那時刻：她也前來稱謝天主並向一
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論這孩子。 

d. 聖家回納匝肋：耶穌的父母：他們按著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使返

回了加里肋亞，他們的本城納匝肋耶穌：孩子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
天主的恩寵常在衪身上。 

e. 結論：耶穌的家庭生活，首先被獻於聖殿，然後漸漸長大，充滿智慧。 

5. 讀經二：哥三：12~21 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背景：信友生活的理想與實踐、家庭的職責──惟在基督內方可得救；祈禱與為人 

a. 信友生活：是聖者：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穿上憐憫的心腸、仁慈、謙

卑、良善、含忍對人：..怨恨的事..擔待，互相寬恕…..愛德..是全德的聯繫
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感恩：蒙召存於一個身體內讓基督的話充分地
存在你們內..彼此教導規勸以聖詠、詩詞和屬神的歌曲…歌頌天主…因耶穌的名
而作，藉祂感謝天主聖父。 

b. 家庭職責：夫妻：作妻子的，應該服從丈夫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不

要苦待他們父子：作子女的，應該事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作
父母的，不要激怒你們的子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c. 結論：基督徒家庭生活，奉獻自己(給天主)、穿上憐憫的心腸..藉著愛與服從。 

6. 故事： 兩個有關孝順的故事 幸福家庭必備的五基本因素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 

是我的福氣 

7. 結論： 
a. 相信天主必帶來救贖：孝敬父母真是有福充滿智慧愛與服從。 

b. 釋義：相信天主會帶來救贖，因它要求我們敬畏天主並孝敬父母；敬畏天主就

是要誠心誠意遵守祂的道路；這樣會帶來福氣；耶穌的家庭生活首先是被獻於聖
殿(接受西默盎的讚頌祝福和亞納的講論)，然後回到納匝肋，漸漸長大，充滿智
慧與恩寵；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要求我們穿上憐憫的心腸過服從與愛的生活。 

c. 結論：相信天主就是穿上憐憫的心腸..過著奉獻給天主的愛與服從的生活，這樣

的生活會帶來天主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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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有關孝順的故事 
有這樣一個兒子，他是個大款(有錢人)，母親老了，牙齒全壞掉了，於是他開車帶著母親

去鑲牙，一進牙科診所，醫生開始推銷他們的假牙，可母親卻要了最便宜的那種。醫生不甘就

此罷休，他一邊看著大款兒子，一邊耐心地給他們比較好牙與差牙的本質不同。 

可是令醫生非常失望的是，這個看是大款的兒子卻無動於衷，只顧着自己打電話抽雪茄，

根本就不理會他。 

醫生拗不過母親，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時，母親顫顫悠悠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布包，一層

一層打開，拿出錢交了押金，一週後再準備來鑲牙。 

兩人走後，診所裡的人就開始大罵這個大款兒子，說他衣冠楚楚，吸的是上等的雪茄，可

卻不捨得花錢給母親鑲一副好牙。 

正當他們義憤填膺時，不想大款兒子又回來了，他說：“醫生，麻煩您給我母親鑲最好的

烤瓷牙，費用我來出，多少錢都無所謂。 

不過您千萬不要告訴她實情，我母親是個非常節儉的人，我不想讓她不高興。 

 －－－－－－－－－－－－－－－－－－－－－－－－－－－－－－－－－－－－－－－－ 

 

我上床的時候是晚上 11 點，窗戶外面下着小雪。 

  我縮到被子裡面，拿起鬧鐘，發現鬧鐘停了，我忘買電池了。天這麼冷，我不願意再起來。 

  我就給媽媽打了個長途電話：「媽，我鬧鐘沒電池了，明天還要去公司開會，要趕早，你

六點的時候給我個電話叫我起床吧。」 

   媽媽在那頭的聲音有點啞，可能已經睡了，她說：「好，乖。」 

   電話響的時候我在做一個美夢，外面的天黑黑的。 

   媽媽在那邊說：「小桔你快起床，今天要開會的。」 

   我抬手看錶，才五點四十。我不耐煩地叫起來，「我不是叫你六點嗎？我還想多睡一會兒

呢，被你攪了！」 

   媽媽在那頭突然不說話了，我掛了電話。 

起來梳洗好，出門。天氣真冷啊，漫天的雪，天地間茫茫一片。公車站台上我不停地跺着

腳。 

周圍黑漆漆的，我旁邊卻站着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我聽著老先生對老太太說：「你看你一晚都沒有睡好，早幾個小時就開始催? 你要在等這麼

久。」 

  是啊，第一趟班車還要五分鐘才來呢。終於車來了，我上車。開車的是一位很年輕的小夥

子，他等我上車之後就轟轟地把車開走了。 

  我說：「喂，司機，下面還有兩位老人呢，天氣這麼冷，人家等了很久，你怎麼不等他們

上車就開車？」 

那個小夥子很神氣地說：「沒關係的，那是我爸爸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開公共交通車，

他們來看我的！」 

我突然就哭了——我看到爸爸發來的短消息：「女兒，媽媽說，是她不好，她一直沒有睡

好，很早就醒了，擔心你會遲到。」 

   忽然想起一句猶太人諺語：「父親給兒子東西的時候，兒子笑了； 兒子給父親東西的時候，

父親哭了。」 

  看過後，記得做一個孝順的子女。這一輩子，能讓你欠太多的，而且不求回報的只有父母，

不要抱怨父母的嘮叨…… 多多體諒他們、感恩他們、關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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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必備的五個基本要素 
一、溝通 

獅子和老虎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爭，到了最後，兩敗俱傷。要斷氣的時候對老虎說：

“如果不是你非要搶我的地盤，我們也不會弄成現在這樣。” 

老虎吃驚地說：“我從未想過要搶你的地盤，我一直以為是你要侵略我！” 

    觀點：相互溝通是維繫家庭幸福的一個關鍵要素。有什麼話不要憋在肚子里，多同家裡人

交流，也讓家裡人多了解自己，這樣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誤會和矛盾。 

  

二、信任 
兩隻鳥在一起生活，雄鳥採集了滿滿一巢果仁讓雌鳥保存，由於天氣乾燥，果仁脫水變小，

一巢果仁看上去只剩下原來的一半。 

雄鳥以為是雌鳥偷吃了，就把它啄死了，過了幾天，下了幾場雨後，空氣濕潤了，果仁又

漲成滿滿的一巢。 

這時雄鳥十分後悔地說：“是我錯怪了雌鳥！” 

    觀點：家庭成員之間要相互信任，很多幸福的家庭就毀於懷疑和猜忌。所以，對家人要保

持信任，不要讓猜疑毀了家庭的幸福。 

  

三、慎重 
兩隻烏鴉在樹上對罵起來，它們越罵越凶，越吵越激動，最後一隻烏鴉隨手撿起一樣東西

向另一隻烏鴉打去。 

那東西擊中另一隻烏鴉后碎裂開來，這時丟東西的烏鴉才發現，自己打出去的東西原來是

自己一隻尚未孵化好的蛋。 

    觀點：在家裡，遇到事情要冷靜對待，尤其是遇到問題和矛盾時，要保持理智，不可衝動，

衝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最後受損失的還是整個家庭。 

  

四、換位 
小羊請小狗吃飯，它準備了一桌鮮嫩的青草，結果小狗勉強吃了兩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過了幾天，小狗請小羊吃飯，小狗想：我不能像小羊那樣小氣，我一定要用最豐盛的宴席

來招待小羊。於是小狗準備了一桌上好的排骨，結果小羊一口也吃不下去。 

    觀點：有時候，已之所欲，也勿施於人。凡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家人，遇到問題的

時候多進行一下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想想，這樣，你會更好地理解家人。 

  

五、快樂 
小豬開始學做蛋糕，但它做出的蛋糕總是不好吃。它問公雞師傅，公雞想想，問它做蛋糕

的原料是什麼。小豬說，為了怕浪費，它做蛋糕用的全是一些快要壞了的雞蛋，公雞對小豬說：

“記住，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蛋糕。” 

    觀點：是的，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蛋糕，同樣，只有用快樂的心情才能構建幸福

的家庭。 

所以，進家門之前，請把在外面的煩惱通通拋掉，帶一張笑臉回家。如果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能

這樣做，那麼這個家一定會成為一個最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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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是講理的地方 
一份不在婚禮上的家長致詞  

 

萍兒：  

爸媽聽到你要結婚喜訊，真為你高興，遠隔千里，我們不能參加你的婚禮，不能在婚禮上

獻上我們的家長致辭，這是我們內心的一點遺憾．但你是我們的女兒，相信你能理解爸媽的一

份感受． 那天放下電話，我和你媽沈默了良久－－我們的孩子怎麼一下子就長大了？ 

後來，你媽對著鏡子淡淡地說：你看，我的白頭髮又多了，萍兒也該結婚了．我數著你媽

的白髮，那些白髮竟像許多往事，一件一件浮上心頭．你媽提醒我：還是給女兒寫一封信吧！

就算是我們送你的一份新婚禮物。 

萍兒，我們只是天底下最平凡的父母，我們的孩子也只是天底下最平凡的女兒，我們不奢

求太多，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踏上婚姻之路，走向人生之旅後，能滿懷感恩，一路平安在這裏，

給你一個我們的生活體會．先要告訴你：『家不是一個講理的地方』，這句話聽起來，很沒有道

理，但千真萬確，這句話是真理，是至理，是多少夫婦，多少家庭（包括我們家）用多少歲月，

多少辛酸，多少愛恨，多少是非，多少對錯，在糾纏不清難解難分的混亂中，梳理出來的一個

最後結論。 

當夫婦之間開始據理力爭時，家裏便開始布上陰影，兩人都會不自覺地各抱一堆面目全非

的歪理，敵視對方，傷害對方，最後只能兩敗俱傷，難以收拾。 

多少夫妻，為了表面的一個〔理〕，落得負心無情。他們不知道，家不是講理的地方，不

是算帳的地方。那麼，何為〔家〕，家是什麼地方？ 

萍兒，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也像許多夫妻那樣，為一點小事爭鬧不休。

那一年為了你小叔的調動問題，我和你媽大吵了一場，甚至鬧到要離婚的地步。只是在那個時

代我們還缺乏勇氣，直到有一天，一位老戰友在他孩子的婚禮上說：「希望你白頭偕老，相愛

永遠」時，愛這簡短的字，像春雷響在我心裏。 

是的，家不是講理的地方，家該是講愛的地方。愛一時很容易，愛一生一世卻不容易，這

裏面有許多妙處需要我們去總結和體會。其次我們要告訴你：婚姻是個空盒子，你必須往裏面

放東西，才能取回你要的東西；你放的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很多人結婚時，對婚姻有許多期盼，期盼從中可以得到富貴，藉慰，愛情，寧靜，快樂，

健康，其實婚姻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個空盒子。 

走到一起的兩個人，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去給，去愛，彼此侍奉，彼此讚賞，日後，那

個空盒子才會日漸豐富起來。 

空盒子最先該放的應該是〔思念〕，思念是一種使我們刻骨銘心的東西。它是兩個人有了

肯定，有了情感，然後進而關懷，進而疼愛的一種情緒。〔思念〕是疲憊時通向家裏的一條小

路，是寒冷冬夜裏的一股暖意，是匆忙推開家門後撲面而來家飯香……。 

空盒子裏還要放進〔藝術〕，婚姻生活中的藝術。在婚姻生活中，需要講藝術的地方無處

不在，生氣有藝術，吵架有藝術。 

有一對夫婦含辛茹苦養育了五個孩子，其中之艱難，只有他們自己能體會。一天，夫妻為

了孩子的一件小事吵起來，越吵越厲害，眼看不可收拾了，妻子突然說：等一下，我要去生孩

子了。這句話，就是吵架的藝術。 

婚姻的盒子裏，除了放〔思念〕和〔藝術〕外，還有許多東西，都可以放進去，這有待於

你們自己去填補。 

寫到這裏想到一位作家說過的一句話『你們生養他，教育他，你們的責任已盡，而你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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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好的禮物，是一對翅膀』。 

萍兒，這封信，就是爸媽送給你的結婚禮物，我們希望你帶著我們的祝福，快樂的飛翔！  

爸爸，媽媽  

 

後記： 
愛一個人…… 

要了解，也要開解；要道歉，也要道謝；要認錯，也要改錯； 

要體貼，也要體諒；是接受，而不是忍受；是寬容，而不是縱容； 

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問，而不是質問；是傾訴，而不是控訴； 

是難忘，而不是遺忘；是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 

是為對方默默祈求，而不是向對方諸多要求； 

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費；可以隨時牽手，但不要隨便分手。 

 

 

是我的福氣 
摘自國語日報                        

 

鵑鵑原本在美國工作，公司給她的待遇很好，再加上單身，生活過得很逍遙。前一陣子她

住在臺灣的母親罹患腦瘤，開刀後復原得很慢。鵑鵑立刻請調回臺，找了間公寓，把母親接到

身邊就近照顧。 

鵑鵑不是家中的獨生女，上有大姐，下有弟弟，但是只有她放棄原本的生活，承擔服侍母

親的責任。她大姐偶爾給她一筆錢，當作是孝親費，此外很少露面，更別談關心自己母親的現

況，好像出點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把母親推給妹妹。 

我們這些鵑鵑的朋友看不過去，紛紛提醒她要找大姐和弟弟談清楚母親的事。鵑鵑保持她

一貫的優雅從容，靜靜的說：「照顧媽媽是我的福氣。」原本為她打抱不平的我們，聽了這句

話，頓時沉默起來。難怪從來不曾聽她抱怨，自認享有「福氣」的人，怎麼會向人訴苦呢？ 

她總是耐著性子尋找適合母親的飲食配方和復健機構，珍惜與母親相處的時光，鵑鵑忙著

張羅都來不及了，哪有閒功夫喊累叫煩哪！在鵑鵑細心打點下，病情不大樂觀的母親，身體竟

一天天好起來，母親想要康復的意願也啟動了，甚至會離開臥房到屋外走走。原本令人覺得沉

重的擔子，因為鵑鵑懂得惜福，居然化作豐盛的禮物。 

現在，鵑鵑成了大家的強心劑，每當我們遇到困難，或者受了委屈，習慣性的退縮、放棄、

抱怨或指責別人時，總會想起她的話。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開始流行一種句型：「能多做一

點是我的福氣。」「孩子不聽話，耐著性子引導他是我的福氣。」「擠公車沒位子坐是我的福氣。」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多少帶著點自我解嘲的意味，有時也是開玩笑，但不知不覺中，我

們看待周遭人事物的態度有了明顯變化，原來好福氣也是會傳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