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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港天主教學校 

 

 

敬愛的校監、校長： 
 
 

教育日 (27-09-2020) 

「主！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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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個人和社會整體的重要性再次獲得確認，並得以提升。 

 今年教育日的主題是「主！快來！」。  主耶穌曾囑咐：「記住！我快要來。

我隨身帶著報酬，要按照各人的行為還報各人。」(默 22:12)  我們都是耶穌基督

的追隨者，無論時局如何多變，皆應忠實遵循祂的教導。 

 讓我們以聖經中上主的話語去反思社會現況，並祈求聖神帶領，推動我們懷

著感恩、善意和勇氣，在價值混亂和資訊真偽難分的俗世，能堅定信念，緊守

崗位，常存盼望基督君王那滿載仁愛、忠信、正義與和平的國度光榮地來臨。 

 謹隨函附上有關資料供各校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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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劉超賢 

 

 

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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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教育日 

(第四主日  2020年 9月 27日) 

『主！快來』 

 

危機與困局 

 自去年中起，香港的社會抗爭事件迭起，帶來社會動盪。《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港區國安法及九月初的立法會選舉延後等所產生的政治矛盾，引發警民衝突，出

現過不少的暴力場面。社會、無數團體甚至家庭因不同政見被嚴重撕裂。加上今

年初起，新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本港確診個案超過五千宗，死亡個案超過 103宗，

學校曾停課多月，食肆等間歇停市，企業與商舖業務停滯，僱員失業或開工不足，

民生大受打擊，學生無法正常學習，全社會都遭受重創。近月於國際層面大國之

間更在科技、醫療、貿易、金融、軍事、外交等多方面角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與科技發達城市，難免會受影響。而近日社會實施全民抗疫檢測，引發對健

康碼與社會信用體系等新事物的議論，令人深感共識難求，社會邁向修和的道路

仍然遙遠。 

 近半年來，學校教師忙於應對新的教學模式和活動的重新安排，同學亦適應

著非一般的學習生活。課室教學改為虛擬課堂，師生的臉孔都只在熒幕出現，教

師未必能即時察覺學生對講授內容的掌握。學生可能似明非明，師生要適應課業

交收與批改的方式，學生可能擔心功課追趕不上，且整天擠困在家而苦惱不堪，

甚或憂心父母的就業機會受疫情影響，開學的額外開支更令家庭經濟百上加斤。 

 更令人慨歎的是，社會充塞著不同的訊息，所報導的「事實」時有扭曲渲染，

隱瞞誤導，嘩眾獻媚，糢糊失焦，令人覺得無奈可惜。這一切導至真偽混淆，黑

白顛倒，是非不辨，公義不彰。最令基督徒憂心的是，科技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

將來會否發展至為了保障公私利益或令管治穩固，而熱衷於追求掌握甚或監控他

人的思言行為，而可能不自覺地踐踏了人的自由意志與人性尊嚴，和天主在人身

上神聖肖像之面容，握殺那源自造物主尋真求愛的美善，及受理智所啟發的智慧。 

 這些個人、家庭、社會的困境與危機，令不少人感到沮喪與失望。但社會上

就是有人堅持，不會失去希望！教會這個謙虛和善的基督徒群體，恆久仰望死而

復活的基督――因祂再來時，就將是人性最終的救贖。這個謙和的小群體效法著

早期教會的信眾，於困迫中堅抱歡欣的希望，吶喊著： 

『主！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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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寵湧現 

 歷史告訴我們，宗徒及第一代基督信徒在耶路撒冷被猶太宗教領袖壓迫，卻

驅使基督的福音廣傳，並建立信眾團體於猶大、撒瑪黎雅、凱撒勒雅、大馬士革、

塞浦路斯、安提約基雅等較遠的地區。可見莫大的恩寵由逆境湧出。 

 早期的基督徒亦因拒絕宣認統治者羅馬帝國的凱撒是神而受迫害，他們堅信

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是唯一永生天主之子。他們信守聖潔、仁愛、和平與公義，

拒絕進競技場觀看戰犯與奴隸肉搏至死，又出於仁愛無條件釋放自己的奴隸。當

時的教父批評羅馬人生活奢華逸樂，使當權者感到很大的威脅。基督徒因此遭到

約歷三百年的殘酷殺害，受政權的排擠而無法擔任官職，被禁公開集會，只能轉

入地下墓穴，生活於漫長的黑暗中。 

 但這些基督徒堅信主耶穌基督要再來的許諾，他們身處逆境中卻仍然常懷希

望，期待祂將「帶著威能莫大光榮乘雲降來」（路 21:27），並憶及祂的叮囑：「記住！

我快要來……要按照各人的行為還報各人」（默 22:12）。他們每逢會面就以『主！快

來』互相問候，延續並強化在困苦中迫切尋求力量的呼聲，以及在信德中對公義

與和平的盼望，彼此鼓勵。基督信仰最終於公元 313年獲羅馬帝國給予合法地位，

並廣傳至今。 

『主！快來！』 

 

強化望德 

 當人處於順境，尤其處於物質豐裕，經濟與科技發展先進，崇尚利用數據掌

管操控及自動化運作，沉醉於似虛還實的世代，就會「宴飲沉醉」於權力、財富

與利益，或只顧忙於俗世「人生的掛慮」（路 21:34），因而窒息了對人文價值及人性

真善美的追求。基督徒在順境中亦可能忘記基督教導的生活態度，對天主冷漠忽

視，「…… 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時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洪水來了，把他

們都捲了去；人子的來臨，也必要這樣。」（瑪 24:38-39）對基督隨時再臨毫無意識或

熱忱，遑論「醒寤祈禱」。這就好比未有自制能力的孩童，在父母外出應酬的週末

晚上，放肆地縱情於電子遊戲或網上影片，又怎會渴望父母盡早回來，督促自己

用心溫習求進呢！ 

 上主要通過困境與危機，使我們重新尋覓人生的終極意義，懂得渴求高尚的

價值，並使信德堅強。「因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

望德不叫人蒙羞……。」（羅 5:3-5）在嚴峻的逆境中，人才會矢志堅定追求可貴的信

念，基督徒於俗世中才會猛然覺察自己心靈深處實在渴求那「正義常住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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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伯後 3:13）。世事萬變，且極度喧鬧荒謬，卻促使我們真正渴想基督和平

君王的再來。就如學生長久缺乏群體共處的學習氛圍，外在督促相對減弱，過後

才驚覺學習成效不彰，會影響學業前途，那時才開始渴望正常的學校生活早日重

臨，繼續與良師益友結伴成長，並肩學習。 

 逆境可能是面紗下化了妝的祝福，我們應為此而感恩。 

『主！快來！』 

 

悔改‧醒寤  【連繫主日讀經】 

 我們既渴望和平君王與新天新地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便不能只空想或空談，

卻應有悔改和相稱的行為。福音中（常年期第廿六主日）耶穌講了一個比喻（瑪 21:28-32），

一名兒子虛應父親指令，卻全無實質行動，但另一名兒子原先不願，其後卻聽令

踐行父親旨意；耶穌藉此指斥當時的司祭長及民間長老，未有信從洗者若翰的教

導而及時悔悟，故稅吏和娼妓也先於他們進入天國。 

 言行一致是誠信之道；聽其言、觀其行乃閱人之本。培育學生或子女的品格

如是；人際間或國際的關係亦如是；人神交往更該如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悔

悟和相稱的行為，何堪呼求『主！快來』，更無法在主再來臨時「能立於人子之前」

（路 21:36）。 

 耶穌講完二子的比喻後，隨即講了園主與婚宴的比喻，分別清楚表明所有人

須有誠意與善行，即園戶應按時繳納出產和客人應穿禮服赴婚宴，才配得上迎接

基督的再臨及天國的實現。 

 聖經多番提示我們要懷著正心誠意悔悟，明白痛苦往往是人類自己的罪過所

招致，應如聖詠（詠 25:4-9）的作者哀求天主寬赦和助佑。我們要信賴天主賞善罰惡

的公義，也要讚美天主使惡人歸化的仁慈（則 18:25-28）；不應將自已認為應得的一份

「把持不捨」，卻應效法基督的襟懷，於主前「空虛」「貶抑」自己（斐 2:6-11）；更應

「同氣相愛」，「不從私見，不求虛榮，存心謙下」，「不單顧及自己的事，也顧及

別人的事」（斐 2:1-5）。 

 讓我們在呼求『主！快來』並期待新天新地的同時，從個人（學生）或群體生

活上的毛病開始反省，誠意正心地悔悟： 

 為未惜天恩及在群體事務上的怠惰；（學生：為遲交、欠交、抄襲功課） 

 為輕待別人的心思和努力；（學生：為無視父母師長勸導） 

 為對人或對事，惡意批評或抱怨；（學生：為與同學結怨） 

 為曾於言行上對他人造成身心的傷害；（學生：為說他人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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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固執橫蠻的態度，未能尊重異見；（學生：為與人吵架） 

 為曾追求權勢財富，罔顧他人的尊嚴；（學生：為糾黨欺凌同學） 

 為有需要給真理、公義、愛與和平作證時，表現不冷不熱的態度；（學生：

為學習時得過且過） 

 為對天國臨現抱持可有可無、事不關已的態度；（學生：為漫無目標地度

日） 

 為…… 讓我們深刻反思，誠意悔過，並全心皈依。 

『主！快來！』 

 

堅定信念  

有基督徒哲學家形容絕望是靈魂搜索的過程。舊約記載的約伯在遭到連串

打擊後，他與友人辯論及與天主對話時，將自己靈魂的每寸心田徹底翻轉，最終

才能在同一心田重新孕育出更深厚的信德。當基督徒瀕臨絕境，便更須謙虛承認

天主的全能與祂無窮的上智，並將自己全然委託於祂公義仁慈的照顧。 

 這就如六年多前抱著「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的信念，以客觀

持平報導為宗旨的報章前總編輯及資深傳媒人，在無任何私人恩怨下，被凶徒殘

暴襲擊至重傷。他和家人仍抱持無比堅強的信念，相信一切掌握在主手中，萬事

的發生有主的意思。當他們仍在苦痛中，即以「萬事互相效力」（羅 8:28「基督教譯本」）

勉勵每個人緊守崗位、善盡個人職務。 

 「……你們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難中，仍保持了堅忍和信德。」（得後 1:4）。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希 11:1）我們憂心社會未來的

變化，會否令昔日的光彩暗淡，甚或消失；惟基督徒卻堅信，就如耶穌能使拉匝

祿復生，現時的苦楚即使如墳墓裡般黑暗，亦可視之為新生命誕生前的陣痛，仍

會滿懷期盼地耐心等待。（若 16:21） 

『主！快來！』 

 

主快來了！該做甚麼？ 

 社會的政情會受到國內外及國際間角力的變化所影響，疫情的打擊亦會起伏

不定，故社會情況複雜多變。但我們堅信，基督君王那滿載仁愛、忠信、正義、

和平的新天新地，終有一天會降臨（詠 85:11）。此時此刻，我們不會消極地守株待兔，

而應堅守信念等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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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是基督信徒此刻的要務！天主的選民在舊約時代，經歷漫長的流浪與等

待，是為煉淨他們成為有堅固信仰的民族，這是開展救贖計劃中重要的一環。選

民更要認清他們的上主，因為祂不單只是「細察罪辜」，亦是給予「仁慈和慷慨救

援」的天主（詠 130:3,7）。 

 如果某人某事的來臨對我們很有意義，我們自然就會為此妥善做好準備。聖

經怎樣教導我們等待上主呢？天主所著意的不單是祂到來的一刻，我們要像醒著

提燈備油的明智童女，開門迎接祂；主更看重祂仍未來臨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

就是要我們做那忠信聰明的僕人，好好管理主人托付的家僕，按時配給他們食糧，

主人回來時就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財產。（瑪 24:45-47） 

 因此，我們現時必須緊守上主托付給各人的崗位，抱誠守真，認真滿全各人

應履行的個人及社會責任，嚴格遵行社會上不同業界固有且行之有效的專業道德

操守，以善盡其對社會的專業責任，不論是公務人員、新聞、醫護、法律、教育、

社工、會計金融、文化藝術、資訊科技、工程等界別……。而基督信徒更應認真

學習教會累積了多個世紀的寶庫――教會的社會訓導原則與內容，重視其在應用於

社會倫理時的先知角色或警世作用，以其精神作為社會參與時的導航與參照。 

 至於我們在教育界的公教老師、校長，要持守真理，講真話，秉持對主、對

人的公義，對貧窮弱小者尤要力行仁愛，尊重、守護並熱愛生命，維護家庭的地

位與功能，促進人類與大自然融和等原則和核心價值；還要按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滿全對教育專業、學生、同事、僱主、家長及公眾的義務。做學生的，我們就要

專注於學業，認真學習，同時就當下發生在本地及全球的事情，作全面的認知，

並反思其與自己的關係。 

 上主是人類歷史的主宰，我們雖然處身於不斷變幻的世局中，但對社會過去

數十年的人與事，我們心存感恩並要好好珍惜，並見證過去幾代人畢生奮鬥的經

歷，為本港社會建構了精神和物質文明，孕育了它作為國際都會的面貌和必要特

質。同時，我們對社會的未來亦負起責任和有所期盼，謹望我們的莘莘學子，能

善用天主給與每人的恩賜，包括無價的生命、珍貴的時間和學習機會、以及關懷

備至的家人和師友，裝備好自己，日後成為上主的工具，建造一個合乎天主旨意，

文明而滿載公義與關愛的社會，為香港譜寫出歷史新一頁。 

 此外，我們也須聆聽那些接觸所及而陷於絕望的人，尤其是正處於沮喪、憂

慮、怨憤的人，體會他們的創傷，彼此交流觀點和感受，擴闊視野，盡量陪伴並

與他們同行，分享個人在磨練中轉化的經驗，帶給心靈受創的人希望，並與信徒

組成「醒寤而常存盼望」的團體彼此規勸與鼓勵――「穿上信德和愛德作甲，戴上

得救的望德作盔，…… 勸戒閑蕩的，寬慰怯懦的，扶持軟弱的，容忍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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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惡報惡…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得前 5:8,14-18） 

『主！快來！』 

 

 

主快來了！ 該抱何態度？ 

 因著我們對富於公義的上主全心信靠，就算身處更黑暗的陰霾困難中，我們

仍懷著歡欣的心。「我在靜待那困難的日子，因為那日子必要臨於進攻我們的民

族身上。縱然無花果樹不發芽，葡萄樹不結實，橄欖樹一無所產，麥田不出產食

糧，羊棧內沒有羊，牛欄中沒有牛，我仍然喜樂於上主，歡欣於我的救主天主。

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哈 3:16-19） 

 「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禱上，要恆心（羅 12:12）」因為「天

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獲得益處…」（羅 8:28）。 

 願我們堅守信念等待主，懷著勇氣、喜樂、忍耐、善意、憐憫，流露我們心

中作為上主肖像的美善，並認出別人身上的基督，共同燃點希望，佇候光明。 

 

讓我們滿懷感恩與期盼，與眾弟兄姊妹在心中放聲向主呼喊： 
 

『主！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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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日 

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主！快來！」 

 

信友禱文  (僅供參考) 

 

1. 請為教會祈禱。求主以真理之光引領教會，在面對各種社會上的不義、迫害

和困難時，仍能堅守聖經及社會訓導，常懷盼望，力行公義，實踐仁愛，締

造和平，見証信仰。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2. 請為一切有權位的人、包括本地的政府官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祈禱。求主

賜予他們智慧、廣闊的視野、寬仁謙厚的胸襟，使他們能尊重、欣賞不同辦

學團體的理念和精神，使雙方在辦教育的工作上合作無間。 

 

3. 請為天主教學校祈禱。求主祝福她的校園生活，能展現基督的道路、真理與

生命，優化心靈、傳揚福音，幫助學生尋找生命意義、跟隨基督、發揮潛

能、過虔敬、端莊和正直的生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4. 請為教育工作者祈禱。求主使他們充滿聖神，賜與他們智慧、動力、愛心和

忍耐，常懷信心與希望，陪伴學生成長，協助他們面對價值混亂、是非糢

糊、對前景感到焦慮、迷惘與失望的處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5. 請為家庭祈禱。求主臨在每一個家庭，使各成員都能以愛、忍耐、體察、寬

恕和犧牲，彼此擔待。求主特別祝福父母，使他們能以芳表善行培育子女，

並教導他們畢生追尋基督所啟示的真理。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6. 請為學生祈禱。求主護祐他們，開啟他們的明悟，使他們能在福音的光照

下，智慧日增，抗拒生活中各種罪惡的誘惑，能擇善棄惡，熱愛及珍惜生

命，不斷充實裝備自己，他日貢獻服務他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