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中海（一）：
「身為天主孩子的第一個祈禱」
當我們深刻意識到自己是天主的兒女時，能改變一切，正如聖施禮華意外地發
現這個「新地中海」時，改變了他的生命。
「我的子女們，現在正是時候，要越來越深入這世上的『默觀道路』了！」1 主業團
監督用這一句話，給我們指出現世的優先重點之一。今天，一如既往，基督徒的使徒
工作是「我們內心生活的滿溢。」2 首先，這意味著與他人溝通交流基督徒的生活，
即共享我們的生活。其次，如果我們要將信仰帶給世界，我們自己首先需要深刻的理
解並實踐它。簡而言之，正如聖施禮華所說：這是「加深認識天主聖愛的良機，好使
我們能夠藉著自己的言行，把天主的愛顯示給他人。」3
這種「深入」信仰的努力具有特殊的印記。關鍵不在於從我們已知的進入未知的領
域。相反的，意思是要我們更深入的去了解似乎是顯而易見、自己已熟知的、經常聽
到的東西，好能從中有所「發現」，因而領悟到新的力量和深度。聖施禮華將這種經歷
稱之為發現「新地中海」，這種「新地中海」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我們眼前展開。例
如，在《鍊爐》中，他說：「我們必須堅持內修生活，正如堅持人性的愛一樣。你必須
經常默想相同的主題，持續下去，直到你發現一個『新地中海』。你驚訝地問：『我從
前怎麼沒有清楚的看到這一點？』只因為我們有時好像是水流過石頭的表面一樣，一
滴也沒有吸收。因此，如果我們想吸收天主的祝福，就必須再三重溫相同的事物 ─
因為它們每次都是不同的。」4
「再三重溫相同的事物，」以便發現其中內含的所有財富，從而發現「它們每次都是
不同的！」這就是我們受召去度默觀生活的道路。這意味著探討海洋中的深闊，乍看
之下，乏善可陳、了無新意，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景觀。羅馬人稱地中海為
「我們的海洋」Mare nostrum：因它是眾所周知，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聖施禮
華談到要去發現新的地中海（譯註：即華文之所謂的「新大陸」），因為當我們深入自
己認為熟悉的海域時，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望無際、令人讚嘆的水平視野。於是，讓
我們與聖女加大利納一同向至聖聖三傾訴：「祢就像深海一般；我越進入祢，就發現越
多，而我發現越多，就更尋求祢。」5
這些發現是天主在祂願意的時刻，以祂的方式發出來的光照。如果，我們勤奮的去尋
求和沉思，也可準備自己的靈魂去接受天主這光照。「就像一個一直在黑暗中的人，突
然間用他的肉眼看到太陽，因而清楚地看到他從未見過的事物。同樣，領受聖神之人
的靈魂也得到光照。」6
在這一系列的新文章中，我們將介紹聖施禮華在他的內修生活中，所發現的一些「新

地中海」，以便與他一起更深入地「進入深邃的天主聖愛。」
阿爸，父啊！
在初期的基督徒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便是他們能以受鍾愛之子女的身分稱呼
天主為父。耶穌本人曾教導他們：「你們應當這樣祈禱：我們在天的父！願你的名被尊
為聖，……」（瑪 6：9）。祂將自己以天父疼愛之子的身分，呈現給猶太人，並教導門
徒以同樣的方式行事。宗徒們曾經聽到祂用希伯來人子女呼叫自己父親的名稱來稱呼
天主。在領受聖神之後，他們也開始使用該稱呼。對以色列人的虔敬方式而言，這是
一個嶄新的稱呼，但是聖保祿卻認為這其實是每個人都熟悉的一件事：「其實你們所領
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
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羅
8：15-16）
。
那信念使他們充滿信心，並賦予他們意想不到的勇氣：「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
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羅 8:17）耶穌不僅是天父的獨生子，而且還
是眾多弟兄中的長子。
（參羅 8：29；哥 1：15）於是，基督帶給他們的新生命，被視
為天主鍾愛子女的生命。這既不是理論，也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讓他們充滿喜樂的
事實。我們在宗徒聖若望第一封書信裡，可看到洋溢著歡樂的反映：「請看父賜給我們
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一 3：1）。
我們基督徒從小就知道天主的父性、祂對我們每人獨一無二和百般溫柔的愛情。儘管
如此，我們仍然被召要用個人生動的方式去發現這份愛，從而改變我們與天主的關
係。這樣一來，平靜與信賴的地中海就在我們眼前呈現了，讓我們人生的視野，能更
深入其中、無窮無盡。對於聖施禮華來說，是個意外的發現，突然為他掀開了一張隱
藏在他很熟悉的東西中的全貌。
這是發生在 1931 年秋天，正如他多年之後的回憶：「我可以仔細地述說，發生在哪
裡、在哪時，我第一次身為天主兒子時的祈禱。早在我童年就已學會稱呼天父，一如
『天父經』教導的。但是，真正感受到、看到、驚訝於天主渴望我們成為祂的孩
子……是在大街上、在電車上。歷經了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我不知道。我禁不住
得大聲驚呼：『阿爸，父啊！』」7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聖施禮華反覆思考那件不尋常的事。譬如，一年後，在避靜時
他寫下：「第一天。天主是我的父親。我決不離開這思念。」8 他一整天都在深思天主
的父性！儘管沉思的時間那麼漫長，我們起初可能會感到驚訝，但實際上，充分表現
出那份神聖父子情義的孝愛經驗，深深地紮根他的心中。我們也應該在祈禱中，及每
次轉向天主時，首先要培養一個信賴的交託，和感恩的態度。如果，我們想要與天主

建立一份關係，我們需要再次親自去發現祂確確實實渴望成為我們的父親。
誰是我的天主？
也許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像聖施禮華一樣，也學過天主是我們的父親。可是，在我們
能把自己是天主子女的事實視為一個根本的道理、生活的整體之前，我們很可能還有
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如何促使這個新發現的到來呢？
首先，要真正發現天主的父性，我們經常需要恢復祂的真實形象。對我而言，天主是
誰？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天主是實施法律者，祂威脅要去懲罰不遵守法律的
人。有人期望祂的旨意能承行，並在遇到不服從的情況時，會激怒祂；簡而言之，我
們只是不願順服師傅的下屬。在其他情況下（對某些基督徒也是如此），基本上天主被
視為是我們必須表現良好的原因。祂被認為是我們需要努力實現、「應該」追求的，但
實際上，「不想」追求的目標。然而，天主「不是一個殘酷的暴君，也並非是一個頑固
和不解人意的判官；相反的，祂是我們的父親。祂向我們提起我們的私心小器、我們
的罪惡和過錯，祂所以這樣對待我們，是為了解放我們，賜給我們祂應諾的友誼和愛
情。」9
有時，在許多情況下，父親的身分引起質疑，使人難以理解「天主是愛」。（若一 4：
8）我們與朋友或同事交談時，也許會看清這一點；他們的父親並沒能在他們身上帶來
美好的回憶，因而天主身為父親的事實，也不會特別吸引他們。因此，在與他們談論
信仰時，最好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生活中缺乏父愛的痛楚，顯示出他們對父愛的渴求，
是多麼深遠的銘刻在他們內心：一位可走在他們前面的父親，並呼喚他們。他們能藉
由和一位朋友或神父親近的關係，幫助他們去發現：「上天下地的所有父親都是由天父
而得名。」（弗 3:15）；並體驗到每人心中懷有溫柔的「成為『保護者』的聖召。」10
在父親或母親身上表達自己「已為人父母」，或有一天想要成為父母。這樣，他們就可
以繼續在他們的靈魂深處發現天主的真實面貌，去過我們－祂的孩子－被召喚的生活
方式，同時我們知道祂以無限的愛情關注我們。父親愛他的孩子，不是因為他所「做
的」事情，或是為結果，而僅只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孩子。」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過個
好生活，並嘗試從每個孩子身上激發最大的善，但他始終知道孩子在自己眼中是個無
價珍寶。
這可幫助我們記住一點，尤其是當我們在某事上失敗時，或是當自己的生活與世俗公
認的「模式」之間有落差、導致我們自尊心低落時。「我們的屬靈身份才是我們真正的
『身分』：我們一直都是天主疼愛的孩子。因此，你們可以看清，如不接受自我、生活
得憂鬱寡歡、看法負面消極，意味著不認識自己最深層的身份。就像天主想要凝視
我，我卻故意走開，破壞祂對我的夢想。天主依我們的原貌愛我們，不會因我們的罪
過、錯誤或過失讓祂改變主意。」11

意識到天主是我們的父親，還包括讓我們自己被祂視為「鍾愛的孩子」。然後，我們才
領悟到，自己的「價值」並不取決於我們擁有的才能，或我們所做的事、我們的成
功，而是取決於創造了我們的聖愛，「因為他於創世以前，」（弗 1：4）就「夢想」並
肯定了我們。鑑於在現世中有時存在對天主的冷漠，本篤十六世從他上任之初，就回
想起「我們不是進化的偶然和毫無意義的產物。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主思想的結晶。每
個人都被天主意願，每個人都被祂所愛，每個人都是必要的。」12 這個想法真的影響
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嗎？
天主兒女信賴的希望
聖施禮華經常提醒主業團的信友們，「我們靈修生活的基礎是我們神聖父子情義的感
受。」13 他將其「與那根把一條美妙的珍珠項鍊串在一起的線相提並論。神聖的父子
情義是把所有美德聯繫在一起的那根線，因為它們是天主兒女的美德。」14 因此，是
非常重要的，我們請求天主為我們打開這個「新地中海」─維持並塑造我們全部的靈
修生活。天父義子女的「線繩」使我們「每天充滿盼望地操練託付一切給天主旨意的
態度。」15 這態度在孩童身上可以發現，尤其是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因此，在聖施禮
華的生活和著作中，神聖父子情義經常會與神嬰小道緊密地連在一起。當孩子在學習
騎自行車時，經常摔倒，但是他都覺得無所謂，只要他看到爸爸在旁邊，一定會鼓勵
他重試。那就是他「希望的交付」的意思。「爸爸說我可以……那麼就讓我再來一次
吧！」
意識到我們是天主的兒女，即給了我們執行我主賦予我們的使命所需的安全感。我們
感覺好像那個父親對孩子說：「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工作罷！」（瑪 21:28）。也
許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感到憂慮，立刻想像出各種可能的困難。但是，我們馬上就
認出是天父對我們極大信心的表現，並且期待著我們能做到。像基督一樣，我們學會
把自己捨棄在天父的手中，發自我們靈魂的深處告訴祂：「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
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谷 14:36）。聖施禮華一生以基督的形象教導我們要如此為
之：「多年來我堅信要在快樂現實中獲得支持，不論處境如何，雖有少許改變我都這樣
祈禱：『主，你放我在這裡，交託我辦這辦那，我完全信靠你，我知你是我的父親。我
知道小孩對父母絕對地信任。』」16
我們不能否認會有困難。但是我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無所不能的父親都
會陪伴著我們；祂在我們身邊、關照我們。祂在做我們正試著在做的事，因為到頭來
那是祂的工作。祂可能會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做，但是會更有效果。「只要你已經真正
委身信賴天主，便馬上會明白怎樣萬事隨遇而安。如果你的事業，沒有取得預期的結
果，甚至在你用盡了一切必要的方法的情況下，你也不會喪失你的平安。因為你的事
業，畢竟會按照天主安排的光景成就的。」17

「加強我們的『神聖父子情義』的感受」我們注意到，聖施禮華並沒有將「神聖的父
子關係」作為主業團精神的基礎，而是明指我們神聖父子之情的「感受」。「做為」天
主的兒女還不夠；我們需要「意識」到自己是天主的兒女，以致我們的生命深具有這
份「感受」。在我們心中深信不疑的確定性才是最堅固的基礎。那麼，我們神聖的父子
情義的真理就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為加強這份「感受」，我們的思想和內心最好能更深入地進入該現實。首先，「用我們
的思想」，在祈禱中，仔細默想聖經中有關天主的父性、我們人性的父子關係，以及身
為天主孩子生活的一些章節。在這裡，我們可以從聖施禮華諸多的著作中汲取很多啟
示，明白成為天主的子女的意涵，18 或來自其他聖人和基督宗教作家的反思。19
憑著「我們的心」，我們可以信任天父，在祂的聖愛中捨棄自己，從而更深入地了解我
們是神的孩子。我們可以試圖了解祂對我們的愛情，來激發我們的孝愛、信賴，無論
有無言語。這樣做的方法之一是以簡短的訴求或願望向祂求助。聖施禮華建議：「你要
每天多次在心裡喚祂『父親』，告訴祂：你愛祂、仰慕祂、因自己是祂的兒女而驕傲、
強壯。」20 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些簡短的祈禱，幫助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天主子女的安全
感，來面對每天，或發感恩、懺悔和希望的祈禱。方濟各教宗向年輕人建議的祈禱
詞：「主，感謝祢愛我；我確定祢愛我；幫助我愛上自己的生活！不是愛上自己的過錯
－需要糾正，而是因為生活本身是件偉大的禮物，是愛與被愛的時刻。」21
回到父親的家
家庭被描述為「我們回去的地方，」我們在那裡尋求庇護和休息。正如聖若望保祿二
世喜歡說的，家是「愛與生命的庇護所」。22 在那裡，我們再次找到了賦予我們生命
意義和價值的聖愛，因為它是家庭的源頭。
同樣，在感到疲憊、受到虐待或感到受傷……以及在我們冒犯了祂時，感知到我們是
天主的孩子，使我們滿懷信任地回到祂身邊。重新返回父親身邊是另一種生活上「希
望的交付」。我們應該經常默想一個有兩個兒子的父親的寓言，聖路加向我們講述了這
個寓言。（參路 15：11-32）「天主正在耐心地等候我們，像比喻中的慈父一樣，伸開雙
臂，雖然我們是不敢當的。無論我們是否犯了滔天大罪，那並不要緊。就如浪蕩子一
般，只要我們敞開心扉，思念父親的家園，即使我們對祂的回應非常冷淡，天主會賜
給我們恩惠，稱作祂的子女－真正的子女，帶給我們無比的驚愕與歡樂。」23
也許那個兒子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給父親造成的折磨；他最懷念的是他在父親家裡的
生活方式。（參路 15：17-19）他出發回家的想法是降格成為另一個僕人。儘管如此，
他的父親還是款待了他－出去見他，擁抱了他，並用親吻接納他！－令他記起自己最
深的身份：他是他的兒子。父親立刻下令將兒子的衣服、涼鞋和戒指歸還給他，父愛

的種種跡象，即便他的惡劣行為再多，也無法抹滅。「多少也使父親受到牽連。可是，
做錯事的畢竟是自己的兒子，這個關係不能因任何行為而遭改變或破壞。」24
即使有時我們可能將天主視為一位我們是其僕人的主人，還是一位冷血的法官，但祂
仍然忠信於祂為人父的聖愛。在我們跌倒後，嘗試著去接近祂，總是真正去發現祂的
絕好機會。也揭示給我們自己的身份。不僅只是祂已經決定愛我們的這個事實（因為
祂願意），而是由於透過恩寵，我們真的是天主的兒女。我們是天主的兒女：沒有任何
人或事可以奪走我們的尊嚴。甚至連我們自己也都不能。因此，當我們看到自己軟弱
的現實，以及我們明知故犯罪惡的現實時，我們絕不應失去希望。正如聖施禮華所
說：「但其實不然，最後抉擇的一句說話是來自天主自己的，而這句話就是祂的救贖和
仁慈的愛，亦即是使我們成為祂的義子的定論。」25
被愛佔據
神聖父子情義的「感受」改變了一切，正如這改變了聖施禮華的一生，因為他意外地
發現了這個「新地中海」。當我們以走在我們前面、等待著我們的聖愛為核心，而不是
建基於自我的進步或改善的決心上，內修生活會有多麼的不同！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所
作所為放在首位，那麼我們幾乎就讓靈修生活圍繞著自己個人的進步打轉。從長遠來
看，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冒著可能把天主之愛遺忘在我們靈魂角落的危險，而且會導致
灰心喪志，因為我們是孤軍奮鬥，抵抗失敗。
但是，當我們把一切都集中在天主的作為上，讓自己被祂愛著，每天歡迎祂的救贖
時，我們的奮鬥即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格調。如果我們勝利，感激和讚美就會自然而
然從我們內心湧現出來。如果我們遭受到失敗的痛苦，我們可信賴的回到天父身邊，
請求寬恕，並讓祂擁抱自己。因此，我們了解到：「神聖父子情義不是一個有其行動的
特殊德行，而是美德主體的恆常狀態。我們所有的行動，在操練我們所有的德行的當
下，都能夠且應該是在操練我們的神聖父子情義。」26
對於一個每天都在迎接天主聖愛的人而言，被擊敗是不存在的。甚至罪惡也能成為一
個機會，讓我們牢記自己的孩童身份，並回到天父那裡，祂堅持前來招呼我們，說
著：「兒子，我的兒子！」就像聖施禮華一樣，這份認知將使我們重獲力量再次跟隨我
主。「我很肯定地說，藉著恩寵的光明和助佑，你和我可以看清一切：應該焚燒的，我
們會把它燒盡；應該根除的，我們會把它連根拔除；應該捨棄的，我們會把它完全拋
棄。」27
但我們這樣做，不要感到焦慮或沮喪，要展現出基督徒生活的理想，但不與完美主義
混淆。28 然後，我們把生活的核心聚焦在天主對我們的愛上，只顧著去愛。我們將像
小小孩一樣，只要他們發現了一些父親的愛，就尋找各式各樣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感激

之情，以他們所能夠表達的或多或少的愛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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