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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旬期講座及活動-增加了 5 ㈪ 8 ㈰的講座聚會，和環保訊息。請細心閱讀，歡迎回應及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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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鄭生來@facebook)

「親切溫柔的言語，能使友㆟增多，並能感化仇㆟；
同情的話，能使友好的往來敦厚。」
（德 6:5） （單年㈦週㈤ 2011 年 02 ㈪ 25 ㈰）

德訓篇是從實際㆟生經驗所累積的智慧，可給我們認
識㆝主。認識㆝主，亦可以㈿助我們意會實質的經驗
內可得到的智慧。

可能需要提防，不懂怎樣應付他們，就不必㉂找麻煩，
亦可考慮少接觸：
「你當遠離你的仇㆟，慎重對待你的朋友。」
（德 6:13）

㊜當的言語，可使㆟願意做我們的朋友，可化解仇恨，
加深友好的關係：
「親切溫柔的言語，能使友㆟增多，並能感化仇㆟；
同情的話，能使友好的往來敦厚。」
（德 6:5）

但作為基督徒，或任何成長成熟的㆟，我們不必仇視
我們的仇㆟，更不必詛咒他們，反而㈻習㈷福他們，
為他們祈禱。這樣，我們會避免陷入彼此仇視所產生
的仇恨和不快的灰暗心境之內。我們㈻習願意㈷福我
們的仇㆟，會使我們更深度珍惜好友：
「忠實的朋友，是穩固的保障；誰尋得了他，就是尋
得了寶藏。忠實的朋友，是無價之寶，他的高貴無法
衡量：㈮銀也比不㆖他忠實的美好。忠實的朋友，是
生命和不死的妙藥；惟㈲敬畏㆖主的㆟，才能尋得。」
（德 6:）

親切溫柔的態度與說話，再加㆖從心底發出的感同身
受，會建立深厚的關係。
然而建立深厚的關係需要時間，而能彼此說心底話，
能從心底彼此多些了解、懂得彼此砥礪的諍友，未必
多：
「與你要好的㆟應多，然而作你參謀的，只千㆗取㆒。」
（德 6:6）
我們亦不必苛求，要看㆟緣。㈲些朋友未必㈲意與㉂
己深交，㈲些未必懂得深交，㈲些未必願意㈲任何付
出，所以我們要㈻習看清楚，而不必向不㊜合的㆟作
出不必要的要求：
「如要交友，先要考驗，不要立刻信任他。因為㈲的
㆟，只是㆒時的朋友；在你困難的㈰子，就不見了。
㈲的朋友，㆒旦變成仇㆟，就把你爭執的事和仇恨，
洩露出來，為凌辱你。㈲的㆟是酒肉朋友，在你困難
的㈰子，就不見了。你幸福的時候，他和你同心，對
你的僕婢，也任意使喚；若你遭了難，他就翻臉攻擊
你，迴避你。但對於良好的友誼，你應恆㆒不變。」
（德
6:7-12）
我們㆒旦㈲幸能找到好友，建立起深厚的關係，經得
起考驗的關係，我們就要珍惜：
「但對於良好的友誼，你應恆㆒不變。」
（德 6:12）

懂得敬畏㆝主的㆟，是㈲智慧的㆟，他們更懂得結交
忠實的好友，因為他們亦會㈻會尊重㆝主，㈻會與朋
友彼此尊重和珍惜：
「敬畏㆖主的㆟，才㈲真正的友誼，因為他怎樣，他
的朋友也怎樣。」
（德 6:）
敬畏㆝主的㆟，會認識㆝主的忠誠，㈻習㆝主的忠誠，
變為忠實的㆟，可與他㆟建立起忠誠和㈲深度的彼此
尊重的關係。忠誠和懂得尊重他㆟的㆟，同樣亦能建
立這種關係。
篤信㆝主的㆟，知道聖神亦會㈿助他㆟，使他們能同
樣建立起深度的友誼。㆝主在祂的創造之初，早就放
了這能力和需要的潛質在每個㆟的心靈內，待時機得
以發揮。基督徒與他㆟㆒樣，需要經過同樣的過程，
發揮同樣的潛質。所以基督徒亦會知道，㈷福仇㆟，
為他們祈禱，是值得做的好事：
「親切溫柔的言語，能使友㆟增多，並能感化仇㆟；同情
的話，能使友好的往來敦厚。」
（德 6:5）

我們結交朋友要㈻習好好㆞珍惜和溝通；對於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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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訊息
㈳會、經濟、㆟梁志雲
㆖星期㈥到理大

是重視物品而忽視㆟類，是㆒種缺乏同情心的罪

聽了潘毅博士主持的

惡。同樣的道理，只追求㉁閒可說是對㆟類生存

2011 ㈳會經濟公共論

的基本真理的嚴重誤解。工作及㉁閒本質㆖是相

壇，題目是「㈳會經濟

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否則工作的愉悅及㉁閒的滿

是甚麼？」
，講者是許

足都將受到破壞。

寶強博士。以我的理

3)

佛教經濟㈻不只以尊重和非暴力的態度

解，許寶強博士認為在經濟這個㈴詞㆖其實無需

來對待㆒切㈲知覺的生物，還㈵別強調要以同樣

加㆖㈳會，經濟本身就在㈳會之內。而㈳會經濟

的態度來對待樹㈭。而簡樸與非暴力是緊密相連

支持者努力做的如㈳會㈽業、㈳會貨幣等等，只

的。以㊜當的方式使用㈾源來滿足其需求的㆟，

不過是杯㈬車薪，改變不了㈳會。倒不如在政治

㆒定是比高度使用㈾源的㆟更容易免於互相殘

㆖努力，令㈳會作出改變，令所㈲㈽業都成為㈳

殺。同樣㆞，生活在高度㉂足的㆞區的㆟，不會

會㈽業。

像依靠全球貿易系統維生的㆟㆒樣容易㆞介入大

許寶強博士的論述令我想起被稱為「永續發

規模的暴力。因此，從佛教經濟㈻的觀點來說，

展的先知」的德裔英國經濟㈻者舒馬赫（E. F.

最理性的經濟生活方式就是以當㆞㈾源來滿足當

Schumacher）的㈹表作「佛教經濟㈻」
（Buddhist

㆞的需求。

Economics）。

4)

佛教經濟㈻認為非再生㈾源只能在絕對

舒馬赫早年是無神論者，後來成為馬克斯主

必要時才使用，而且，要以極其審慎的態度去保

義的追隨者。在緬甸的工作令他㈲機會深入了解

存它們。輕率及揮霍㆞使用非再生㈾源是㆒種暴

佛教信仰，並㊢出讓西方㈻者耳目㆒新的「佛教

力行為。

經濟㈻」
。後來，他的信仰踏㆖歸途，回歸基督。

舒馬赫說：從事佛教經濟㈻研究，即使對那

佛教經濟㈻的㈵點及與現㈹經濟㈻的區別㈲

些相信經濟成長遠比任何㊪教或靈性價值更為重

以㆘幾點：

要的㆟而言，也極具參考價值。因為它並不是在

1)

現㈹經濟㈻以每年物質消費量來測量生

「現㈹的增長」和「傳統的停滯」之間做選擇，

活㈬平。佛教經濟㈻却認為消費僅僅是令㆟類達

而是㆒個尋找正確發展的途徑。在唯物論的漫不

㉃幸福的手段，而目標是以最小的消費量去達㉃

經心及傳統論的靜如止㈬之間，找出「㆗道」
（the

㆟類最大的幸福。

Middle Way）。簡單㆞說，就是要追求「正業」

2)

佛教經濟㈻對於工作的功能，㉃少㈲㆔

（Right Livelihood）。

個方面的看法：提供發揮個㆟才能的機會；藉由

「佛教經濟㈻」㆒文收錄在很多書籍內，其

與別㆟共同工作而去除㉂我執着；為生存帶來所

㆗包括舒馬赫 1973 出版，極具影響力的㆒書《小

需的物品或服務。如果㆒份工作使工㆟覺得沒㈲

即是美》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意義、枯燥、丟臉，或精神受折磨，明顯該工作

People Mattered）。

到 2050 年，地球可能會變成面目全非，因人口的增加（從現有的 70 億人口到 90 億人）
、環境的
破壞和資源的不足。Our planet could be 'unrecognizable' by the year 2050,du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present 7 billion to 9billi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ack of resources.
連結網頁：http://news.yahoo.com/s/afp/20110220/ts_alt_afp/scienceuspopulationfood

以下是美國使用的加工肉，作為麥樂雞(McNuggets)的肉，請參考！The photo below shows the processed
meat used to make McNuggets in the USA!
連結網頁：http://www.vegsource.com/news/2010/10/this-is-what-chicken-mcnuggets-looks-like----seriously.html

不能容許電子垃圾毒害㆟體和大㆞ We cannot allow electronic waste to poison the human body and the earth
連結網頁：http://www.greenpeace.org/hk/news/stories/toxics/2008/06/e-waste-sh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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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 5 ㈪ 8 ㈰的講座聚會

㆕旬期證書】

多
謝您的支援!
多謝您的支援!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歡迎您給我們意見
聯絡我們： 信仰探討㆗心 Centre for the Re-search of Faith
㆝主教綠識傳㆟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香港㈨龍牛池灣銀池徑 4 號 2 樓 4, Ngan Chi Path, 1/F., Ngauchiwan, Kowloon, H.K.
電話(Tel)： 852-2327-0724 傳真(Fax)：852-2324-9048
網址：www.greenmessengers.org
Facebook : 1)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主教綠識傳㆟)
2) 鄭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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