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哀慟>  麥英健神父 

 

 最近一次為別人的事情傷心難過是什麼時候？ 

 

故事 享：身體最重要的部位 

 

強仔清楚記得 從前媽媽經常問他 身體最重要的部位是什麼 許多年來 他一直

為自 所想的是 確答案  

 

當他讀幼稚園時 他向媽媽說： 認為對人類而言 聲音很重要 因 耳朵最重要

媽媽回答說： 不對 世界有許多人是聾子 但是他們仍繼續生活 去  

 

幾年 媽媽再次問強仔同一問題 由於被問過 因 他就更仔細地思考 這次強仔

回答說： 視覺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所 應 是 們的眼睛 媽媽看看他說： 你學的

很快 但還是不對 因為有許多人是瞎子 但他們依然活得開心  

 

轉眼間 強仔 中學畢業 不幸地他的爸爸剛因病去世 他們一家人都很傷心 亦忙

為爸爸 行葬禮 當他們向爸爸最 告別時 媽媽看 他說： 你現在知道身體最重要

的部位嗎？ 強仔被嚇呆了 想不到媽媽在這時候還問他這個問題 因為他心裡一直認為

這只是他們之間的遊戲  

 

當媽媽看到他一臉迷惑 流 淚水對他說： 人生最重要的部位是肩膀 是因為它

可 讓你心愛的人 在他們最軟弱和傷心時給予依靠  

 

媽媽剛說完這番 就 頭靠在強仔的肩膀 而且語重心長地說： 貝  

每個人在一生中 都總會有些時候需要一個可靠 哭泣的肩膀 只是希望當你有需要

時 有一個這樣的好朋 讓你靠在他 她的肩膀  

 

透過 的故事 讓 們知道除了身體 個器 都非常重要外 還有最重要的是對別

人的痛 能感同身受  

 

 真福 並非一些 經過時的法 條文 而是歷久常 的啟示和提醒  

 哀慟 為喜樂 痛 之間一份 的關係  

 

哀慟 憐憫 

 路加福音 相反方式說明你們現今是有福的 因為將要歡樂  

 其他真福 (例:神貧—天國是他們的)→ 現在 將來的情況連繫在一起  

 

 為哀慟→集中於情緒層面(哭泣→歡笑/歡笑→哭泣) 

 路加福音版本更對痛 喜樂帶來革命性發展  



 

教 俗世看痛 ：視喜樂 痛 兩者 不可 開  

一般人將喜樂痛 拆開 這樣枉費心機 只會 喜樂變 痛  

 

喜樂的本質→ 短暫 產生疲倦乏味  

 

不當的喜樂 是一種欺騙的 因為當向對方承諾一些不可能的事 因而 人空手 

而回  

 

聖經 →提出人在起初有自由  

當這份自由違背天主的法 即亞當 厄娃 了禁果 因 天主容許痛 死亡

這是他們需要承諾→ 因為這個 擇→人 人之間關係破壞了  

→ 但基督 生打破這個情況 希 12:21  

因為基督的喜樂 是在十 架 展示 因 衪被釘 就是為 們犧牲  

 

基督復活 

→帶來 的快樂  

→不需痛 因 →隨之而來 果 例如：父子見子女長大 人 完 使命的喜 

樂  

 

笑→哭 哭→笑 

哀慟不只將這些次序調轉→基督更為 們帶來永恆的喜樂 

 

“Blessed”–有福的含義 一般人的看法是有福氣 喜樂 

    不只感 快樂 如：人的 奮 無憂無慮 而是完整延續整個人  

 

眼淚 痛 稱是福 因為能夠 人變得 熟 更有深度 更為可信 有同理心 

 

福音並沒有否定人的喜樂 只是責備一些人只顧自 喜樂 而不理會他人的痛  

 

 但從聖經中的真福 發現笑聲 喜樂卻不同  

 目標： 人歡笑 為一 人的喜樂來源  

 

電影： 一個美麗傳說 主角為了 兒子不怕身處集中營 因 用不同方式為兒子

帶來快樂  

基督同樣為 們帶來快樂 不只是對將來的盼望  

(現在哭泣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將要歡笑) 

 

 

 



天主在哪裡呢? 

 

教父 靈修學者指出哭(眼淚) 表為罪而內疚痛哭 至於今日的靈修學者 卻認為痛 的

人 感到自 對世界 生 因而想起天 家鄉  

 

聖經中的人物為什麼而哭? 

1. 悔改 

 罪婦人 (路 7:36-50, 7:44-47) 

      伯多祿在 次不認主 感到內疚 

2. 為哭泣的人而哭泣 (羅 12:5)  

 撒慕爾為撒烏耳流淚 (撒 15:11) 

   摩爾德開 艾 德爾的哀慟是出自 義和 理 (艾 1-8 章) 

  為他人的傷心而傷心 (耶穌為拉匝祿的死落淚： 11:32-38) 

3. 為流亡外地痛哭→ 民流放巴比倫 (聖詠 42:10 , 路 19:41-49) 

 

讓 主的司祭為他人的痛 而落淚 

 

  �流淚 們對他人產生真 的同情  

 

�同時引發 們就自 的過失而為對方帶來的傷害而落淚 例子：厄則克耳

知書 9:2,4 普世教會也為自 的錯誤 傷害了基督奧體 傷害了最小弟兄落

淚  

 

 因 教會都需要 天主 他人進行修和 人 主 人 人  岳 2:15-17  

 

 榮休教 本篤十 世對主教講 時指出 這次的傷口的確很深 們的當務之

急是要重建別人對教會的信心 只有這樣 教會才能再次發展 長得更健康

甚至能夠見證基督在十 架 的權能  

 

 因 面對受 的人 們不能置之不理 要關心他們  

 

 這 是法利塞人 主耶穌的 別 法利塞人只 眼於別人的不是並加 批評

而主耶穌卻 慈悲的目 注視他們 並且願意給他們悔改的機會  

 

 

 



最好的落淚 

 

- 作為基督徒 們有沒有為他人身處的痛 而流淚 為他們所受的傷而悲哀 最 

深的情感—喜樂 就是喜極而泣  

 

聖神也能夠在 們內心深處觸動 們 使 們因感動而流淚  

→當在恩 中 們會因為自 所獲得的一 幸福而感動  

 

聖奧 定的 懺悔錄  

→他說：祢愛 有多深 的慈父 衪不憐惜地交出自 的獨生子 送 給  

們這些罪人  

 

- Sai t Sy ea 曾說過： 為自 罪而痛哭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 進入他們

內 改變他 由痛 變為甘怡  

 

課堂回顧： 

 

 你可曾為別人的痛 而落淚呢？你有沒有嘗試關心這些受 中的弟兄姊妹？ 

 你認識聖經人物落淚的原因嗎？能否 例說明呢？ 

 經過 哀慟 這個課題 你對信仰又有沒有一些 的體會和得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