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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真福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我們要記著：真福就是基督自我的呈現」自畫像)  

� 耶穌怎樣活出憐憫，就是透過他一生日常生活對罪婦的憐憫和罪人的接納  

Merc復 」希伯來即：Hesed)一詞在聖經中具有很豐富的意義  

 

兩個基本意思 

1. 強調」例如盟約中的天主)對較弱一方，表示出對不忠信與罪惡的寬恕 例子：憐憫罪

婦」路 8：1-11) 

2. 表示對有需要和受苦的人的態度，就是做憐憫的工作  

例子：盧 2 章—波亞次對盧德的憐憫 

� 生納因城寡婦的兒子」路 7：11-17) 

主耶穌的生命能夠將這兩面憐憫照耀出來  

� 想像他怎樣展現天主對罪人的憐憫，以及他對一 受苦 有需要的人表示憐憫 」瑪

8:17)  

依 代3:4 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 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原意 —寬恕 赦免罪過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指出天主憐憫，因為他會赦罪  

路 令:3令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要憐憫如同天父  

� 因此，路 令:37 平衡回應 你們要赦免，也蒙赦免  

相信我們 知道，主耶穌因為對罪人憐憫，而被稱為法律  

� 這個貪吃嗜飲的人，是個稅吏，罪人的朋友 」路 7:34) 

耶穌回應正好讓我們看見他不在乎別人怎樣看 谷 2:17 我來不是為召義人，而是為召

罪人  

 

誰是罪人? 罪人 這個字有什麼意思？  

罪人按耶穌時 定義，犯罪的人」觸犯法律)，這也是一般定義  

� 從外表上對耶穌的指控，」因為這個人不善生產，並游手好閒) 

� 用今日的情況—即一位神父會接觸 爛仔 罪犯，甚至接受他們的邀請一同食飯，

過程中大家討論有關天主的事  

� 不過，法利塞人—他們對法律有自己一套的理解 

Reprobate — 就是不追隨他們的生活方式 

其實耶穌沒有否認罪及罪人的出現，亦沒有將匝凱對人的欺負和對婦女犯姦淫合理化  

� 事實上，在耶穌心中所有罪人 是患了病 」谷 2:17)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

有病的人 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因此，主耶穌所斥責的人是將自己視為

真正義人，亦同時將所有人定義為盜賊，不公義或犯姦淫」路 18:11)，再否認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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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可能  

至於在路加福音的 18:9 有關法利塞人 稅吏的比喻中，有釋經學者甚至認為 

主耶穌會鄙視這些排斥罪人的人  

 

天主在展示慈悲時感到喜樂 

� 主耶穌將他的行為合理化，原因是他指出天父就是這樣對待罪人 他更提醒我們，我

喜 仁愛勝過祭獻  

� 對於人為的憐憫可以說天主最突出的特質，並且一直到新約」詠 13令) 他的 慈永遠

常存  

  因此，要活出憐憫，首要條件要有天主肖像，肖似天主」創 1:2令) 

路 令:3令 憐憫如同天父 

正是最合適回應→ 肋未紀 19:2 你告訴以色列子民 會眾說 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

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  

最 人感到驚訝：天主憐憫」慈悲)→因慈悲，他經驗到喜樂 

路 1代:7 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指出天主在罪人悔改所獲得的喜樂比不需悔改的更大  

路 1代:9 →與我一同 樂 

路 1代:11-32 → 浪子比喻，喜樂大到變成慶典，甚至要 宴 

不只福音，舊約還有很多 

則 33:11 吾主上主的斷語──我決不喜歡惡人喪亡，但卻喜歡惡人歸 ，離開邪道，好能

生存  

米 7:18 那裏有神相似你，赦免罪惡，寬宥他的基業──遺民的過錯，不堅持憤怒於永遠，

反而喜愛 慈？  

有人會問為什麼，將一隻迷失了的羊，等同其他沒有遺失的羊；將一個罪人，等同其他沒

有犯錯的罪人  

詩人 Charles Pegu復 → being lost the sheep 」原因是天主怕永遠失去我們) 

 

這樣有關那九十九隻沒有迷失的羊和蕩子比喻中的長子，我們又會對他們說什麼？ 

讓我們回想爸爸對長子所說的： 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路

1代:31) 

長子的錯誤，在於以為常在爸爸跟前，和他一起，這樣他更應該比弟弟獲享更大的特權

如果他真的這樣想，他將自己與爸爸的關係降格為一份商業交易 我們也要留心，自己會

否有長子一樣的心態呢？ 

� 但實際上，天父大兒子」獨生子)主耶穌基督，衪卻為我們降生成人，衪同時是那位走 

到遠方找 小兒子 」即：墮落了的人性)，甚至帶 小兒子 回家，並為他準備 

新衣服和筵席，而這個宴會就是聖體聖事  

這樣也好像媽媽看見自己初生的子女第一次向自己笑而喜悅；同樣，天父也因為一個罪人

全心悔改而喜樂  



3 

 

我們慈悲」憐憫) →關於天主憐憫人的因果 

主耶穌說：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他叫我們憐憫別人時，如同頌唸天主經中所說: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  

因此他同時說: 寬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

的，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 」瑪 令:12,1代) 

以上言論 我們相信，天主對我們憐憫，就是我們憐憫別人的結果，亦同時 恩寵與善行

之間的關係完全改變  

 

福音中，不忠信僕人的比喻 」瑪 18:23-34)，正好用來說明寬恕者與被寬恕的人之間的關

係  

� 主人如何無條件 主動原諒欠他巨款的僕人  

� 主人因僕人對他的哀求而動了憐憫之心  

」但這個僕人卻為一百德納而不願意對他人展示憐憫) 

我們需要對人慈悲」憐憫)，否則天主對我們的憐憫也會失效和收回，就像這個不忠信僕人

的結果一樣  

天主給我們的恩寵永遠 是無條件送上，然後我們要有所回應，如以下書信： 如果有人

對某人有 麼怨恨的事，要彼 擔待，互相寬恕 就如主怎樣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寬恕人  」哥 3:13) 

如果天主對我們憐憫，你們對兄弟姊妹也要憐憫，因為主對於終審判曾提過： 因為對不

行憐憫的人，審判時也沒有憐憫 憐憫必得勝審判  」雅 2:13) 

 

經驗上主的慈悲 

天主的慈悲是一個 環的開始，當我們接受後就要對他人有所慈悲，然後我們亦經驗到這

份由天主而來的慈悲  

在耶路撒冷有個池，當第一個人在水動時下去，就能得痊癒 」若 代:2-9) 

事實上，這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因基督十字架上流出血和水，不只一個人而是所有接受

洗禮的人 得到治癒  

洗禮之後，這個具有奇蹟的池就是：修和聖事  

當我們不是以例行公事心態去辦修和，就會為我們有益處」因此我們能 辨事是非黑白) 

這份特別的恩寵不只為一個人，更是為整個團體  

當我們經驗到上主的慈悲，我們會重燃對主的愛火，並達致完滿希望 然而富於慈悲的

天主，因 他對我們的大愛，寬恕我們的過犯，死了的時候，准我們與基督一起生活

」弗 2: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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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富於慈悲  

→當我們經驗到天主慈悲後，我們就要將這份愛延伸到我們的弟兄姊妹  

阮文順樞機於 2000 年帶領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之神操中，曾提到 我夢想教會就是一道聖

門，經常打開，擁抱一 並充滿慈悲，明白病苦和受苦的人類，保護並安慰所有的人  

� 天主的教會就是 富於憐憫 富於慈悲 ，這就是指基督對罪人的態度  

� 教會不輕視罪惡的同時，亦絕不會疏遠罪人，甚至接近他們，他不會著眼他們 

做過什麼，而是著眼教會能為他們能做什麼」即給我們悔改的機會) 同時教會不是等 

罪人找他，而是主動去尋找他們  

耶穌甚至不惜以敵對的態度面對梅瑟的法律，當法律上有不合理時，甚至這些不人道的事

情上與宗教領袖爭執  

谷 2:27 安息日是為了人立的，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 

耶穌肯定並堅持無論什麼時候，法律條文 不只單看文字的意思  

耶穌行動，同樣可應用於今日教會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安樂死，離婚，墮胎  

耶穌一生，同樣具備慈悲心和慈悲的行動  

 

穿上…同情人的心」慈悲) 

每句真福的最後一個字， 打動我們的內心，並改變我們，使我們轉變和行動  

」哥 3:12-13)指出 為 ，你們該如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聖者，穿上憐憫的心腸 慈

謙卑 良善和含忍 如某人對某人有 麼怨恨的事，要彼 擔待，互相寬恕 就如主怎樣

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人  

聖奧思定說過： 我們是有限人類，易碎 軟弱的，帶著地上的身軀 ，因此不能夠對別人

提供很大的空間  

如果沒有實踐寬恕 憐憫，不論家庭，甚至其他團體，我們就會很難與他人和睦相處  

 

憐憫→由心而來」動心)，而被觸動，這情況正是天主解釋他的憐憫如何產生，就好像歐瑟

亞先知書所說： 厄弗辣因！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我怎能拋掉你？我怎能使你如同阿

德瑪，待你如同責波殷？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 已感動 歐 11:8  

 

綜合而言，希望我們對別人做錯的， 能加以憐憫和寬恕，而不是責斥對方，因為天主對

待我們正是如此慈悲和憐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