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1.天主聖三——聖三情	

聖福若瑟普通話慕道班2013



聖福若瑟



⼤大綱	


• 1.序⾔言：⼀一個多情的民族	

• 2.天⽗父情：我要回家	

• 3.聖⼦子情：尋尋覓覓	

• 4.社會和家庭的創造與再創造



•「我們只有⼀一個天主，就是聖⽗父，
萬物都出於祂⽽而存在；也只有⼀一
個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藉
祂⽽而存在；也只有⼀一個聖神，萬
物都在祂內⽽而存在」。（格前8
：6）



⼀一個多情的民族

1.序⾔言：



臘⽉月⼆二⼗十：辦年貨



正⽉月初⼀一：探祖親



•過年前：	

•⼜又要過年了，來請祖輩們回家團圓
啊，保佑⼦子孫們平平安安，健健康
康。然後，⽼老⽼老少少的男⼈人們恭恭
敬敬地在前⾯面帶路，領著祖輩們的
魂靈回了家。家裡掛好了族譜，上
⾯面寫著已經去世的家族的親⼈人們的
名字，供奉在正北⽅方向，擺上各種
⽠瓜果、點⼼心等，請祖先們享⽤用。



•鞭炮	

•新⾐衣	

•牲、果	

•族譜	

•⾹香、煙	

•聖⽔水、聖⺟母像

祖先



•打聲招呼，來看你了	

•靜坐、跪著	

•哭上幾聲、喊叫兩句、不知
所謂的呢喃	


•祈禱祝福、抱怨幾句	

•幾杯酒	

•點⼼心	

•聖⽔水、聖⺟母像 親⼈人



•過年後：	

•⽼老⼈人都會念念有詞：好了，年過完
了，好飯也吃了，紙錢也給你們了，
快回去吧，保佑孩⼦子們好好地。放
完鞭炮，把祖先們的魂靈送上⼀一程，
⼀一直送到村外才回來。



我要回家

2.天⽗父情：



這個多情的民族，這個讓⼈人感動
的民族，不僅對去世的祖輩們恭
恭敬敬，⽽而且⾮非常珍視與現世親

⼈人們的團聚。

http://www.sanwen8.cn/zhuanti/130_Index.html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唐·李 ⽩白  《靜夜思》）	


•越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人的回
家之情越深，越是圓⽉月佳節，
渴望⼈人團圓的⼼心就越強烈。回家



回家過年videos



•⼀一份鄉愁	

•過年了！回家了！團
圓了！



•過年了！回家了！團圓了！	

•爺爺不在了，奶奶⾛走了	

•我要回家，才能⾒見到



迷茫中人渴望的是清醒，分離中人
擁有的是期待，期待雨後的彩虹，
期待愛人的回來，期待遙遠的朦朧
；這份迷茫和期待在那位一生漂泊
的蘇軾身上展現：



•他迷茫，所以他：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他期待，所以他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他彷徨，所以他：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他期待，所以他 	


•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鬆岡



•無論如何，他渴望有朝⼀一⽇日：	

•再能夠真實地看到：	

•小軒窗，正梳妝！ 

•⽽而今現在只能：	

•小軒窗，正梳妝！相顾无言，惟有
泪千行。 

•只能： 夜來幽夢忽還鄉



⼈人⽣生就如旅客，沒有⼀一家
客棧會讓你安⼼心的，除⾮非

回到家鄉！	




三位一體的天主，在起初就在這個
民族的心臟內，放置了一份“鄉
愁”、一份回家、一份團圓！因為
聖父，就是家，就是根源，祂是一
切的開始，所有的源頭，萬物都要
歸於祂，眾口都要頌揚祂，萬民都
要朝拜祂!



這份回家的鄉愁是一份恩寵，就如
同天主放在亞巴郎、依撒格、雅各
伯和若瑟心中的那份回家的鄉愁一
樣。祂引領他們離開家，歷經艱辛，
排除萬難，尋找另外一個家，一個
安息之所；除非他們找到這個家，
否則他們永遠不會安息。這份鄉愁
在華夏大地上，如夜晚的寒星，如
無眠的彎月，如東流的春水……



尋尋覓覓

3.聖⼦子情：



•這是中國⼈人的尋覓路，這是炎⿈黃
⼦子孫的漫⾧長途！⼀一個⼥女⼦子⼀一⽣生的
寫照，可以映出，那正是：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
戚戚。『聲聲慢』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
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
下眉頭，卻上心頭 『一剪梅』



•⼀一個⼥女⼦子，那個年代，幾度⾵風⾬雨，
歷經滄桑，她沒有放棄她的理想，
沒有放棄她回家的希望。雖然她
回家的路上。	


•“⼈人道⼭山⾧長⽔水⼜又斷，瀟瀟微⾬雨聞
孤館。『蝶戀花』



!

•雖然她的歌聲中總是：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聲
聲慢』 

•但是她卻為後⼈人留下了她的執著，
她的勇敢和她對於“蒼天”的希望
；和回家的執著



•這份尋覓就如同主耶穌所
⿎鼓勵我們的：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
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
開。因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
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
開』（路11:9-10）



•雖然，我們的祖先們，
所尋覓的是世界上的
事物，所執著的也是
今⽣生情愛，但他們所
留下的就是	


•這個民族精神⾵風韻，這個民
族⽣生命的脊樑！

財富



我們不知道為甚麼天主讓中國人的
尋覓之路如此漫長，為甚麼讓中國
人的信仰之路曲折蒼涼？從老子的
無為到孔孟的仁（人）愛，從帝王
的宏圖到霸主的霸業，從文人的理
想到墨客的揣摩，從百姓的爐灶到
孩子們手中玩耍的泥巴，都在為我
們講述著一個個尋覓的故事。

尋尋覓覓



尋覓的對象不同，付出的辛苦各異，
但是都是尋覓；追求方式不同，經
歷的坎坷有別，但是都是追求；渴
望的深度不同，表達的樣式不一，
但都是渴望。 

尋尋覓覓



這就是中國人的尋覓，尋覓是因為
還沒有找著；沒有找著是因為還有
點迷茫，有時找到了反而更加迷茫
；迷茫是因為事實超越了想象，想
象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
甚麼？甚麼是人生的方向，甚麼是
滿足人心靈的寶藏，甚麼東西可以
讓尋覓不倦的中國人安詳？ 

尋尋覓覓



•2013年前	

•⼀一個深夜，⼀一聲嬰兒的哭泣，划
破了漆⿊黑的⾧長夜 	


•這聲哭泣聲回答了猶太⼈人的問題，
安慰了以⾊色列的傷悲，	

•治癒了亞巴郎⼦子孫孤獨的尋覓！ 	


•這個嬰兒就是耶穌，就是震動整
個宇宙的耶穌！



祂就是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
若瑟和梅瑟所侍奉和期待的天主，
祂就是善良虔誠的以色列老百姓所
信賴的真神！祂就是真神，祂就是
天主向亞巴郎所許的諾言，祂就是
猶大的雄獅，達味之子，那棵苗芽！

! 千年尋覓



•亞巴郎的期待：百歲⽼老⼈人	

•以撒格弱弱的盼望	

•雅各伯，與天掙命	

•奴隸、囚徒永不再來的若瑟	

•抗爭、拓荒的梅瑟找到了康莊⼤大道

他已來到



這位嬰兒就是我們今天所慶祝的，
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聖子，祂是
聖父的完美肖像，祂是聖父所生，
而非聖父所造的唯一獨子，祂是人
類回歸父家的唯一橋梁，祂是安慰
我們孤獨的愛人，祂是醫治我們破
碎的良醫，祂是拯救整個人類的唯
一救主。

以民救主



祂不只是以色列的天主，也是中國人
的天主；祂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安慰，
也是華夏子孫的撫慰；祂不只是帶領
著亞巴郎，也啓迪著中國人的古聖先
賢；祂的真美善不只是在以色列人民
的生命中，也隱藏在多愁善感的中華
兒女們的心靈里，不過這份真美善需
要被以色列的啓示之光去點燃。

中國救星



諸位以色列人！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
主，我們祖先的天主，光榮了自己的僕人耶穌
……天主卻從死者中復活了他，我們就是這事
的見證人。因我們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強壯
了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即由他而來的
信德，在你們眾人面前賜這人完全好了。天主
先給你們興起他的僕人，派他來祝福你們，使
你們個個歸依，脫離你們的邪惡。這耶穌就是
為你們‘匠人所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
角基石。’除他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
賴以得救的。 （宗 3：12-26）

伯多祿宣告：



中國人對於耶穌的信仰之路漫長而艱辛，我們
不知道天主的計劃和安排：從中國鼎盛時期的
唐代，耶穌已經踏入華夏大地，雖然只是曇花
一現，但是仍然銘刻在國人的生命深處，雖然
那初次的碰撞，沒有留下多少火花，但仍然令
這個禮儀之邦有點震撼。又有誰明白上天的計
劃，與耶穌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遇之間竟然橫跨
六七百年，真不明白為甚麼天主讓中國人如此
地忍耐和等待？第二次雖然來得火熱，好像有
點根基，但是又是一次荏苒，好像天上的流星
一般。

中國⼈人何其艱難的尋覓之路



為甚麼主耶穌走進這個泱泱大國的
步伐如此漫長和艱難？看看菲律賓，
再看看新大陸，更顯得天主在中國
的計劃高深莫測。難道中國人不需
要？難道中國人難熏陶？難道中國
人的骨頭裡暗藏著刺客和刀光？ 

我⼀一直再納悶：



中國人和猶太人真有點類似之處，猶太人等待
耶穌之路不是同樣的滄桑、悲壯和淒涼嗎？天
主對猶太人的計劃不是更加奧妙難測嗎？天主
對猶太人的考驗豈不是更加步步驚心，輾轉反
側！從亞巴郎到梅瑟，從達味王到流亡，從絕
望到曙光，以色列的歷史豈不是就是中國人的
啓迪，以色列的信仰難道不是給華人的力量。
我們相信，無論多麼艱難險阻，劍雨刀光，都
不能阻止耶穌踏入中國大地的腳步，越是黑暗
越是光明，越是難走越是久遠，越是緩慢越是
穩健。主耶穌的話就是中國人的鼓勵、安慰和
希望： 

其實：



經上曾這樣記載：默西亞必須受苦，
第三天要從死者中復活；並且必須
從耶路撒冷開始，因他的名向萬邦
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你們就是
這些事的見證人。看，我要把我父
所恩許的，遣發到你們身上；至於
你們，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
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 

路 24：46-49



我來安慰

4.聖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