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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神父的話：
“基督徒生活中的誘惑問題”

歐瑪竇神父
介紹
最近有一些教友請我幫忙解釋兩個基本
的信仰概念，就是:『痛苦和受苦』和『誘惑』。
這兩個主題顯然都被誤解了，我們許多教友
都無法理解它們是如何能與天主對人類的愛
相關的。
既然許多人都對這些問題感興趣，所以
我決定給堂區教友寫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
將討論『誘惑』問題，而第二篇將解釋『痛
苦和受苦』的問題。
當討論到撒旦
的行事作為時，許
多心靈作者都會集
中在兩方面：1）超
級的撒旦活動，包
括各種惡意的騷亂
例如惡魔引起的各
種外在的痛苦；走
火入魔(邪魔附身)，
抑鬱，鬼迷心竅，
惡魔的侵擾和屈從
於惡魔等；2）一般的撒旦活動，一言以蔽之，
就是誘惑。
本文章非常簡要地介紹第二類，即撒旦
在他的 『一般』 活動中的運作, 即誘惑。
1.甚麼是『誘惑』?
正如我們在《教理問答》中所讀到的『誘
惑是一種吸引力』無論是從自己的外在還是
內在，都可以讓行為違背正義理性和天主的
誡命。耶穌在世上生活時也受到誘惑，受到
考驗，顯示了他與魔鬼之間的對抗，以及藉
拯救工程，他戰勝了撒旦（天主教教理問答
CCC 538）。

教理問答還教導所謂的七罪宗：驕傲，
貪饕，嫉妒，憤怒，迷色，吝嗇，懶惰/怠惰
期
是所有誘惑的根源。 這些惡行以自我實現、
自有力量和自我提升的幻想取代了為善（天
主）的理想。 有些誘惑似乎是無傷的，而另
一些誘惑則確實桲常理的。 所有的誘惑都應
該憑藉著天主的恩典去抵擋，否則他們會導
致犯罪，然後伴隨著罪帶來的痛苦。
2.我們的三個心靈上的敵人
我們有三個心靈上的敵人：1）肉體；2）
世界；3）魔鬼。肉體通常被稱為『色慾』，
就是在我們內心深處有犯罪的傾向。世界和
魔鬼對我們來說是外在的，但也是對我們真
實和持久的幸福，有著非常強大的威脅。在
這裡，讓我們談談每一個。
2.1.肉體 (色慾)
我們根據使徒
和福音傳道者聖若
望的第一封書信
(若一 2:16) 中， (+
大約 西元 100 年 )
的著名章節, 對肉
體做了描述：

原來世界上的一切，肉體的貪慾，眼目
的貪慾和人生的驕奢，都不是出於父，而是
出於世界。
因此，我們稱之為肉體的這種心靈上的
敵人，可以進一步分為：a）肉體的貪慾，是
一種肉體感官享受的過度熱愛；b）眼睛的貪
慾，就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以及對地球物質的
過度熱愛；c）人生的驕奢，就是過度的自戀，
伴隨著虛榮心。
2.2.世界
所謂的世界「不是指地球上的所有人類，
其中有已被召選的靈魂也有無宗教信仰的人；

本堂彌撒時間：
主日：上午 8:30
平日：上午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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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那些反對耶穌基督，並且願為三倍情慾
所奴隸的人的總和。」就是等同於無宗教信
仰，冷漠的，頑固的罪人，以及那些有信教
甚至忠實履行教義但卻陷入道德敗壞的困境
中的人。
2.3.魔鬼
魔鬼是撒
旦和墮落天使
的代表。 魔鬼
嫉妒亞當和厄
娃所體驗到的
滿足感，因此引
誘他們犯罪。自
從他在伊甸園獲得成功以來，魔鬼繼續努力
對付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其可怕的目
標是讓所有的人類遠離他們深愛的造物主。

必須做的事來征服誘惑：1）防止誘惑; 2.）與
之對抗; .）勝利後感謝天主，並在跌倒後迅速
起來。
4.1.需要警覺和祈禱以防止誘惑。關於警
覺, 我們堅決認為: 我們必須避免將自己置
於不必要地誘惑與放縱中, 以及避免讓自己
暴露在引人犯罪的人、地、物和事件的恐怖
之中。當在警覺中加入祈禱時，套用坦奎雷
神父的話，我們就變得『無敵的』了， 天主
在乎我們的成功，就因為祂，魔鬼才攻擊我
們，天主會在我們身上破壞魔鬼的工作。”

4.2.抵抗誘惑是必不可少的。嚴重的誘惑
必須勇敢地面對: A) 迅速，毫不猶豫地；B)
積極，有決心和力
量；C) 堅忍不拔，
不屈不撓；D) 謙
3.一般的撒旦活動 – 誘惑
遜， 可以 "獲得恩
誘惑來自肉體，世界和魔鬼。 誘惑是我 典, 而恩典給了我
們心靈上的敵人對邪惡的索求。天主允許我 們勝利。
們受試探，以便我們能夠進入天堂，但祂並
4.3.誘惑被征
沒有直接引誘我們。 誘惑是淨化的手段和心 服表示受祝福的
靈進步的工具。 通過試探，我們能在天主的 人必須感謝全能的天主，因為祂才得以征服。
愛中謙卑成長。
罪惡投降就是邀請悔改的罪人「在天主面前
有些人經常受到強烈的誘惑，而另一些 真誠地謙卑自己，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做任何
人則較少受到的誘惑，且沒有被強烈的煽動。 好事，相信天主，更加謹慎，真心實踐懺悔。
（西元 354-430 年）偉大的希波聖奧斯定 如此已修復的過錯不會成為完美的障礙。＂
是教會主教也被稱為恩寵博士，他教導說，
沒有真正的必要, 我們不會輕率地陷入
在每種誘惑中，有三個截然不同但相關的階 誘惑；然而，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其實當天
段：
3.1.建議：這是對一些邪惡的建議；
3.2.樂趣：它發生在朝著建議的邪惡移動
之後，有一些隨之而來的喜悅;
3.3.同意：當你志在享受快樂, 心甘情願
地享受它和屈服于它。只有同意，罪才會發
生。
4.我們對誘惑的回應
當我們克服誘惑時，我們的靈魂得到了
極大的救助。 當誘惑被避開時，結果就是一
個了不起的勝利。 坦奎雷神父理出三項我們

主允許我們被誘惑時，就可能在心靈上有了
驚人的進步。
5.關於誘惑的知識：總結
a)誘惑是一種吸引力，無論是來自自己外
在還是來自內在，都可以讓行為違背正義理
性和天主的誡命
（天主教教理問答 CCC 538）
。
b)七罪宗：驕傲，貪饕，嫉妒，憤怒，迷
色，吝嗇，懶惰/怠惰是所有誘惑的根源。
c)人類從來沒有完全擺脫過誘惑......但是
憑著耐心和真正的謙卑，我們變得比任何敵
人都強大（教宗本篤十六世）。

新竹市耶穌聖心堂堂訊
d)戰勝敵人所需的耐心和謙卑，來自每天
跟隨基督，並學習在祂內建立我們的生活而
不是在他之外。“（教宗本篤十六世）。
e)得勝世界的勝利武器就是我們的信德
（若望一書 5：4）。當我們跌倒時，從信德
再次開始。
f)信仰的恩賜是充滿活力的。它引導我們
進入天主戰勝誘惑和罪惡的勝利。
g)相信天主的反面就是驕傲, 因為驕傲
的人認為一切都取決於他, 就好像天主在他
的生命中不存在一樣。面對誘惑，依靠自己
是愚蠢的。
h)誘惑使我們封閉，剝奪了前進的能力，
關閉了每一個視野，這樣則導致我們犯罪（教
宗方濟各）。
i)基督總是願意教導我們如何擺脫誘惑。
耶穌是偉大的，因為他不僅帶我們遠離誘惑，
而且給了我們更多的信心（教宗方濟各）。.
j)如果我們的信仰變得冷淡而毫無氣色，
天主可以讓我們跌倒。 天主不想要邪惡，但
可能會想要它的後果，因為邪惡的後果賦予
了恩典和對悔改的呼召（塔德烏·達克扎爾神
父）。
k)「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普通人所能
受的試探，天主是忠信的，祂絕不許你們受
那超過你們能力的試探。天主如加給人試探，
也必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夠承擔！」（格
前 10:13）。
l)當我們透過和好聖事強化我們對天主
的愛的關係時，我們心靈上的武裝得以加強，
以抵抗來自世界，肉體和魔鬼的不斷的試探。
結論：
撒旦確實是以誘惑的方式活躍在我們的
世界中但是當我們每天祈禱，領受聖事時（特
別是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正當和經常地
做善事和克己的行為，善用聖母媽媽以及天
使和聖人的轉求，避免靠近罪惡的場合，讓
我們加添寵愛，並克服來自肉體，世界和魔
鬼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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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快樂的結果使三位一體更添光
輝，並加快我們沿著充滿挑戰的道路前進，
並在天堂作為幸福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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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靈修分享園地：
期
~~聖母神慰會 會慶彌撒~~

張德蘭
2019 年 6 月 22
日新竹市耶穌聖心堂
早上 10：00 慶祝聖母
神慰會慶彌撒恭請新
竹教區李克勉主教主
禮、11 位神父共祭。
彌撒中主教說：
聖母神慰會來台灣五
年、在我們西門街兩
年，感謝他們為新竹
教區奉獻服務。
接著由歐瑪竇神父帶領三位神父重發誓
願。
而後全體誦唸「神慰之母祈禱文」：
天主、你經由童貞瑪利亞將真正的安慰耶穌基督賜予你的子民、求你使我們敬禮神
慰之母時、能夠和她一起、在救贖的工程中
與你合作。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們的主、
天主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
阿們！

本堂彌撒時間：
主日：上午 8:30
平日：上午 6:30

本堂每週星期五明供聖體：
自早上 7:00 至 晚上 8:00 請教友自動來朝拜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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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喜愛的聖歌，尤其是『看不見的手』這
小編 一首聖歌。每次都讓我們姐妹都感動淚流，
20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例假日， 一直到現在只要想到親愛的父親，我一定想
聽到這首歌。
由本堂聖詠團、福傳組及活動組等一群熱心
我永遠記得，父親殯葬彌撒當天，遇到
教友，聚集在新竹市十八尖山的幸福亭詠唱 賀博颱風，那時狂風爆雨造成鐵公路全都停
聖歌，這是多年來本堂第一次走出戶外，向 駛。我心裡想著，天主！你開什麼玩笑？怎
教外人士傳播福音，並在現場介紹本堂慕道 麼辦呢？父親
班課程，招募望教友參加。
人生的畢業典
當天天氣晴朗，但是有點悶熱，教友們 禮一定很冷清，
卻能信靠主耶穌的力量，詠唱著一首首的聖 但是；真不可思
歌。
議！就在彌撒前
感 謝 天 親朋好友、教友、
主！有些教外 聖詠團及修女們都來了！當聖詠團用美妙的
朋 友 接 收到 歌聲高唱『看不見的手』，感動全場，爸爸！
我 們 歌 聲的 您已安息主懷！雖然再也看不見你那雙粗糙
感動，表示今 的手，可是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爸爸以後
年 本 堂 慕道 天堂再相見了。
班開課時，要
來參加認識天主。也非常感謝這次參與活動 ※幽默小品：
的兄姊們。謝謝您們！辛苦了！天主保佑！

~~戶外福傳活動紀實~~

~~兩億三千萬~~

摘自網路

~~那雙看不見的手~~

一位少婦不幸意外喪夫，悲痛不已。
告別式進行時，她的閨密悄聲問她說：
感謝天主我敬愛的父親在 10 年前領洗，
「你老公給妳留下多少家產啊？」
成為天主的兒女，對一位老人家來說，要接
少婦哭著說：「兩億三千萬！」
受信仰確實不容易。但是；由於天主巧妙的
閨密大驚，
為她慶幸：
「哇塞！
這麼多啊！
」
化工，在父親還未領洗前，每當主日彌撒結
少婦哀怨地說：「兩億是：追憶、回憶。
束我們回家後，我和妹妹會在家裡吟唱聖歌，
三千萬是：千萬照顧好小孩。千萬照顧好公
每一首都深深吸引著父親，感動他的心靈。
婆。還有千萬別改嫁！」
因此他毅然決然要求慕道，父親相信了天主。
經由許春興神父領洗，追隨了主耶穌基督，
※編輯報告：
事就這樣成了！
本堂訊同時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網站刊登。
我敬愛的父親於 2014 年 7 月 7 日蒙主恩
歡迎上網閱覽。sacheartsj.catholic.org.tw
召，他雖然很平安的離開我們，但是我們家
「教友靈修分享園地」歡迎教友每月 20 日前
人心中總是萬分的不捨！因為再也摸不到他
踴躍投稿。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來稿請交
的雙手，父親平凡的走過他的一生，雖然沒
張代強（8765go@pchome.com.tw）。
有豐功偉業，但是他非常重視教育，我和妹
或可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 facebook(本堂臉書)
妹都從事教育工作，也算是完成他的願望。
以及
教會是溫馨的大家庭，父親離世的那一
Line ID：5678gogo 投稿。
天，加爾默羅教友每天前來頌念玫瑰經，唱

鄧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