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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修會會長、學校校監、校長： 

教育日 (25-09-2022) 

『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善良。』(弟前 6:11b) 

[通告編號 2022-2023/CEO/ADMIN/003] 

 天主教香港教區將每年九月份第四主日定為「教育日」，目的是為使教育

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再次獲得肯定，並得以進一步提升。 

 今年教育日的主題「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善良」(弟前

6:11b)及有關參考資料，是取材自當天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感恩祭禮儀的三篇

「讀經」經文。 

 保祿教導弟茂德要追求六種德行，期盼弟茂德能夠讓天主之道在人世間扎根、

發芽、生長，終有一天，成為參天樹木。百年樹人不是易事，需要教師虔敬於自

身的信念，輔以堅忍的耐力，以善意去傳播來自天主的正義、信德和愛德。這正

是保祿交給弟茂德的使命，也是我們共同肩負引導教內外弟兄姊妹的使命。 

 讓我們懷著虔敬受教的心，聆聽和實踐聖保祿宗徒給我們的訓誨，聖化自

己，同時成為他人於追尋信仰路上的同行者，甚至是「梅瑟與先知」（資料第 22段）。 

 謹隨函附上有關主題的文章及信友禱文，供各校參考。 

 祈請校監、校長於教育日前後舉行的校內集會或早禱，將教育日的訊息傳

達給教師、學生和家長。 謝謝合作，祝主祐！ 

 

          主內  

  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龔廣培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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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教育日 
(九月第四主日  2022 年 9 月 25 日) 

『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善良。』 （弟前 6:11b）  

1. 按照教會的傳統，《弟茂德前書》是保祿寫給自己的學生弟茂德的書信，教

導他如何在教會團體內，做一位好牧者。在這背景下，保祿不僅是信仰的

傳播者，同時也是一位老師。在此意義下，「老師」不僅是服務於學校的教

師，亦包括在教會內服務於信仰的導師。 

信仰的導師   

2. 老師要做的是什麼？韓愈在《師說》一文裡，認為老師的第一個要務，就是

「傳道」，這也符合保祿對弟茂德的說話，「要奮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

要爭取永生：你正是為此而蒙召，並為此在許多證人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

言。」(弟前 6: 12)1 保祿所囑咐弟茂德的，就是把天主的道理，傳授給他，也

期盼他能夠把這個叫人得救的福音，傳給其他人。  

3. 我們能夠當老師嗎？按照耶穌基督在升天前給予門徒的任務：「你們往普天

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 16: 15)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任務，就

是把天主之道，傳給其他人。雖然真正的導師只有一個，就是耶穌基督，但

每一個基督徒都已領受基督的教導，同時有責任把這教導傳下去，如同保祿

付託給弟茂德那樣，這就是基督徒應擔當作老師的意義了。 

4. 初期教會已經意識到，在福傳的使命裡，老師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保祿談到

教會內的職務時這樣說：「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

知，第三是教師。」(格前 12: 28) 教師在職務的排序上，僅次於宗徒與先知，

可見傳道的重要，同時也能夠提醒我們：在領受基督後，我們都是一個傳道

的教師。 

傳道的內容  

5. 那麼，如何做老師呢？保祿提醒弟茂德要追求六種德行。所謂德行，就是美

德的習慣。德行的展現由兩部分構成，分別是「知」與「行」，即認知與實

踐兩個幅度。美德的培育是建基於「核心價值」，人必須對這些價值有所理

解，明白其含意；不過，單是明白瞭解並不完全，因為德行更加是指一種堅

持不懈的良好習慣，人必須透過實踐，把德行銘刻在自己的生活裡，讓它在

自己的一言一行裡活現與彰顯，這才是有真正的德行。 

6. 故此，作為老師，既需要明白這些德行的含意，要把它們實踐出來，並同時

教導他人。正如耶穌開始他的傳道使命時，不僅在宣講中告訴世人「你們悔

改吧! 因為天國臨近了」(瑪 4: 17)，更持續地廣施關懷，施行奇蹟，用行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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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世人，祂就是天國。故此，我們要傳道，更要踐道。 

7. 全港公教學校的辦學理念，都包含著五個核心價值：追求真理、秉持公

義、力行仁愛、珍惜生命、守護家庭。這五個核心價值，與保祿邀請弟茂

德追求的六個德行，部分是相同的，部分是相關的，而我們亦邀請每一個

基督徒，在他的生命裡，做一個好導師，為其他人帶來這些天主教信仰的

重要價值。 

價值的重要 

8. 近年成為世俗文化主流的漫威電影(Marvel Movies)，其中一齣電影《復仇者

聯盟 3：無限之戰》 (Avengers: Infinity War) 的劇情，值得我們反思價值的

重要性。在該齣電影裡，壞蛋魁隆 (Thanos) 認定宇宙的毀滅是由於人類衍

生太多的緣故，他因此追尋無限手套 (Infinity Gauntlet)，因為這手套在鑲滿

了六顆無限寶石 (Infinity Gems) 後，能夠滿足擁有者一個無限願望，結果魁

隆在集合六顆寶石後，許下願望，讓整個宇宙裡的一半人類死去。 

9. 電影於 2018 年上映，當時引起的爭論是：魁隆的做法，是對，還是不對？

為了拯救整體，而要殺掉一半人，竟然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課題，這正正

顯示出正確價值的重要和迫切。社會的進步帶來思想的多變與多元，如果

我們不能抓住正確價值的重點，往往就會讓「偽價值」取代基督的真理，

甚至讓人習非成是。 

10. 保祿在邀請弟茂德追求這六種德行前，要求弟茂德「你要躲避這些事」(弟前

6: 11a)。「這些事」是指世俗的價值；而能夠毀滅一半人類的無限手套，要鑲

嵌的六顆寶石，各有自己的特性：靈魂（Soul）、時間(Time)、空間(Space)、

心靈(Mind)、現實(Reality)及力量(Power)，雖有「靈魂」和「心靈」之名，但

兩者都是指一種超能力，而非我們所說的靈性。 

11. 六顆寶石所指向的，都是在現實世界科技帶來的超強力量，而把六顆寶石鑲

嵌到手套上，就象徵人能夠一手掌握超人的力量，這就是今天的世俗精神；

因為任何世俗的誘惑都像亞當禁果那樣既好吃又好看，總有其看似合理的吸

引原因。亞毛斯先知警誡「放蕩不羈者的狂歡」將會完結（亞 6:7）2，就如同

電影裡放縱欲念的人類因為無視別人的福祉，結果招來了災難性的無限手套

之誘惑一樣。魁隆也許是關心宇宙的存亡，惟即使正確的目標亦不能將邪惡

的手段合理化，況且他在基本抉擇上優先選擇了自我，用自己的標準來決定

世界應該如何，結果就是為世界帶來莫大的損傷。 

12. 在《弟茂德前書》裡，保祿要弟茂德躲避的是財富的誘惑(參弟前 6:1-10)，這

是初期教會的生活實況；到了今天，要躲避的，不僅是金錢，更是一種過度

相信現實生活、過度相信科技、過度相信自己的世俗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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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正如今天福音裡的富翁，他擁有財富，度自己的好日子，不理會貧病的拉匝

祿，從狹義的現實生活規範來說，他是沒有責任，這讓人想起加音回應天主

的話：「我不知道，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創 4: 9) 今天社會的問題，

正是一股極度自我、務實的價值，已經在人的心中扎根。正因如此，保祿提

出的六項德行，更值得我們反思。 

德行與信仰  

14. 正義是指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虔敬是指極其誠意的尊敬；信德是指全心全

意的相信；愛德是指人對他人一份極其真摯的感情；堅忍讓人願意為達到高

尚的目標，忍受各種磨鍊與困難；善良是保持內心的善意，願意善待他人。

這六項都是美好的德行，但是，在欠缺天主為核心時，它們都有可能被扭曲，

錯誤地運用。 

15. 人際間真正的正義建立於「天主的肖像」，我們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不在

於賢愚貴賤，而在於每一個人身上都能看到天主的樣子。公平並不是如同魁

隆的做法：致命願望發動後，誰會死，誰會不死，是隨機的，所以「公平」。

這種正義觀沒有看到人的尊貴，因為忘記了人是來自天主的創造，生命的主

權全屬於天主。 

16. 虔敬的最終對象就是天主，因為天主自己就是真理，如果誠意的尊敬朝向一

個錯誤的對象，這個虔敬會為人帶來錯誤的方向，甚至遠離天主。拯救宇宙

是良好的意願，但錯誤的方向帶來的只有不可挽回的惡果。的確，對天主全

心全意的虔敬是人高尚的品德，人必須能夠相信，才能走近天主，因而認識

和實踐天主的聖意，並「以愛德行事」（迦 5:6），親近他人。 

17. 愛德同樣是公教學校五大核心價值之一，它與信德一樣，屬於超性德行，意

即人必須在天主的恩寵下，才能夠真正地實踐這些德行，如同上一段所言，

唯有真的認出天主是真理，人的信德才能夠圓滿發揮，不然就會是偏信了。

同樣地，人能夠圓滿地愛人，「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

大的愛情了」(若 15: 13)，這要出於天主，而非人性的本能 (參《天主教教理》

1825 條)。 

18. 堅忍的根源也是來自天主，保祿這樣說：「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

生望德」(羅 5:3b-4)，人能夠堅忍，在於盼望於天主，相信再大的困難與苦難，

背後都有天主的善意等待自己。在耶穌的行事裡，他屢屢動了憐憫之心，如

為群眾增餅(瑪 14: 14)、復活寡婦的獨生子(路 7: 13)、憐憫淫婦(若 8: 1-11)等，正

是出於耶穌的善良。耶穌的善良得以圓滿地表達出來，正因為他是天主子。 

19. 保祿邀請弟茂德追求這六種德行，在自己的生命裡，早已經實踐。保祿向外

邦人傳教，不受選民的排外思想所限，是正義的表現；他的「受難清單」，

盡顯他傳教的堅忍；他力圖走到當時人心目中的「地極」來傳教，正由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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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信靠天主，以及他對世人的大愛。由於善良與虔敬，他曾在格林多教會

裡受辱，但他沒有放棄這個團體，正在於他虔敬的信德，以及為別人犧牲的

愛德。 

靈性的老師  

20. 如果說六種德行代表天主，六顆寶石代表世俗，在天主與世俗之間，就是福

音裡分隔富翁與拉匝祿之間那「巨大的深淵」(路 16: 26)3了。眷顧世事的富翁

無法走近拉匝祿，因為他在塵世生活只顧自己的人生態度，令他與天國之間，

有一道鴻溝。鴻溝不是來自外在，而是來自他的內心。 

21. 在價值混亂的今天，錯誤的思想、說辭、觀點，在不知不覺間潛進人的思想

裡，引導人走向深淵，離開天主。當富翁陷入永罰的終局時，他為自己的親

人而心焦，希望亞巴郎能派人「從死者中復活」，讓親人得以知道，不要眷

戀世俗，要心向天主(參路 16: 27-31)4。 

22. 亞巴郎的回應值得每一個基督徒謹記：「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

了。」(路 16: 29)5 這裡的「梅瑟及先知」，正是舊約時代教導以色列子民，引

導他們走向天主的人。原來現今人能否找到天主，抓住基督，關鍵之處，正

是在於這些靈性的老師，把天國的喜訊告訴他們。 

23. 誰人是今天世人的靈性老師？正是那些相信「從死者中復活」的人，就是每

一個領受入門聖事的基督徒，就是你和我。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亦已

與祂一起復活。因為我們的認知與實踐，今天，我們也要擔當梅瑟與先知的

角色，做一個傳道的人，成為其他人信仰生活上的老師。 

24. 保祿把天主聖言傳授予弟茂德，開展了信仰的傳遞，而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

中，今天的每一個基督徒，同樣是學生，也同樣是老師。今天反思保祿邀請

弟茂德追求的六種德行，同樣也是邀請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實踐、傳播天主

的道，讓耶穌基督的言行，傳到地極，讓每一個人成為祂的學生，同時也樂

意成為其他人的老師。 

老師的信仰使命  

25. 每一個基督徒固然是傳道之人，學校裡的老師就更應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

擔當傳揚福音的先知。願每一位公教老師，都能夠領受保祿的教導，在自己

的生命裡追求他提及的六種德行。願每一位老師，都能將這些德行以言以行

傳給學生，如同保祿傳授給弟茂德那樣，在年代傳承裡，改變這個迷醉於自

我的俗世，讓天國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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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日 2022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九月第四主日） 

『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善良。』(弟前 6:11b) 

 

信友禱文 (參考) 

 

1. 請為普世教會及香港教會祈禱。求聖神光照和引領我們的牧者，在面對教會

內外的困境時，能忠貞地緊隨教會元首──主基督的訓誨，見證真理，力行

公義，實踐仁愛，廣施憐憫，締造和平。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2.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求主賜予社會領袖、決策者和市民大眾，來自聖神的豐

厚恩典，有尊重和服膺真理的胸襟、辨別是非善惡的智慧、廣闊縱深的視野

與識見、珍惜多元聲音及賦權合作的共融精神。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3. 請為天主教學校祈禱。求主祝福公教學校的校園文化，讓校園的團體生活能

引領師生與基督相遇，幫助學校成員過著虔敬端莊的生活，並能淨化心靈，

發揮潛能，追尋生命意義。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4. 請為教育工作者祈禱。求主親自陪伴並賜予他們智慧與聰敏、動力與愛心、

忍耐與剛毅，每天聆聽默想聖言，使能認識真理，常懷希望，並緊守專業以

應對各種新挑戰。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5. 請為學生祈禱。求主開啟他們的明悟，釐清價值觀，強化是非感，使他們在

福音的光照下智慧日增，抗拒誘惑，擇善棄惡，培養德行，熱愛生命，充實

自己，服務他人，貢獻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6. 請為家庭祈禱。求主臨在每一個家庭，使各成員都能以愛德、忍耐、體察、

寬恕和犧牲，彼此擔待。求主祝福父母，使能以個人的芳表善行培育子女，

誘導子女畢生追尋和實踐基督所啟示的真理。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