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港上主慈悲堂  

主题: 父亲的脆弱之心   2020 年 6 月份 

 

开始祷文: 慈爱的天父，感谢祢愿成为我们的父亲，特别是当我们非常需要帮助并向

祢寻求力量的时候。祢派遣了祢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展示通往祢的道路，

而我们也十分感谢祢以祢圣洁的恩典拯救了我们。当祢看着我们时，我们祈求祢保护

我们的父亲以及神父们，即我们灵性上的父亲。请引领并指引他们走向公义之路。即

使他们不是完美的，也求祢帮助我们以爱的目光支持他们。作为一个团体，请让我们

全心全意地去关注有需要的家庭，尤其是当一家之主缺乏能力履行职责的时候，让我

们把爱表现出来。我们也要记得那些父亲已不在身边的家庭，让我们把爱表现出来。

让我们也同样展示祢曾慷慨地向我们显示过的爱。当我们开始今天的集会时，我们向

祢寻求祢的指导与智慧。我们这样祈祷因主耶稣至高无上权威之名。阿门。 

 

如果要你来定义父亲的角色，那你的答案将会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听见人们说：

保护者、提供者、“呵护者”。最后一个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可能听说过在许多家庭

里，负责孩子纪律的都是母亲，而父亲则是扮演着疼爱孩子，宠爱孩子的角色。无论

如何，父亲的角色与家庭中的所有其他角色一样，都存在刻板印像。你可能还听说过

这样的故事：家庭里的男人似乎非常不负责任，他不支持他的另一半，或者，在家人

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家庭里的女人挺身而出，扮演

起父亲与母亲的双重角色。然而事实是，父亲并非完美无缺，而我们应该反思关于如

何理解他们。试问，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会怎么看待自己在家中的角色？ 

创世纪 18：19“何况我拣选了他，是要他训令自己的子孙和未来的家族，保持上主

的正道，实行公义正道，好使上主能实现他对亚巴郎所许的事。” 
 

 

 

 

 

 

 

 

 



省思： 

你如何看待父亲的角色？ 

1）你经历过什么而形成这种看法？ 

2）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会像你的父亲一样吗？ 

3）对于妻子，你是否会将丈夫与父亲做对比？ 

 

理想与现实 

我们生活在一个呈现对比的世界。我们对生活中环境的感知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我们对这些对比的重视程度—理想与现实。虽然我们都是优秀的基督徒，并且在生

活中努力维护正义，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人。就如当孩子们

批判他们的父亲、妻子批判自己丈夫作为父亲的角色，或教友们批判神父作为牧者

时，也都会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 

在父亲的角色中考虑这些对比。在你心中，评估一下你对父亲的看法所在： 

理想  

我的父亲保护我 

我的父亲提供我所需要的 

我的父亲是敬畏天主的人  

我的父亲是负责任的人 

我的父亲是有经济能力的 

我的父亲爱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愿意花时间跟我相处 

现实 

我的父亲偏袒母亲/别人 

我的父亲给的根本不足够 

我的父亲是位冷淡的信徒 

我的父亲是自私的（努力工作只为自己） 

我的父亲不曾有足够的钱来供养我们 

我的父亲不尊重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他朋友身上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虽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亲属于理想的类型，但事实并非如此。然而，这就是我们需

要寻求天主的原因。我们的父亲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天主才是我们的完美父亲。但是

当天主让你的父亲掌管你的家庭时，祂知道为让我们看到祂如一位完美的父亲，并与

我们世上的父亲结伴，让他一起与天主同行，使这种关系得以运转。当我们的父亲不

完美时，我们便有千载难逢的机会为祂祈祷。当我们体验了天主的爱之后，我们会看

到我们的父亲是如此脆弱，并且要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透过我们发现天主的爱。因

此，如果你的父亲在“现实”的列表中，请感谢耶稣并与他同行，开启一段走向耶稣

的旅程；如果你是一位妻子，并且感觉到丈夫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请感谢耶稣并

与他同行，开启一段走向耶稣的旅程。 

 

 



妻子/孩子向丈夫/父亲的回应清单（身为妻子和孩子） 

1：差，2：低于平均水平，3：中等，4：良好，5：非常好 

描述 评分 

丈夫表现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很有耐心  

我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他与天主有更密切的关系  

我放下自我，并尽我最大的努力与他合作，去帮助他改善他的缺点  

我避免在孩子面前批评他  

每一次发言前，我都会谨慎思考并选择对的话语  

当他做出对我和孩子不利的决定时，我不对他说伤人的话  

当我遇到难题时，我降服于主并耐心等祂  

我对那些与丈夫争吵的妇女富有同理心  

我总是关注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而不是试图改变他  

 

 

父亲/丈夫对家庭的回应清单（身为父亲） 

1：差，2：低于平均水平，3：中等，4：良好，5：非常好 

描述 评分 

当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我不满意时，我依旧以耐心的态度对待他们  

我每日祈祷，祈求主赐予我智慧  

我放下自我，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妻子和孩子们改善他们的缺点  

我避免在孩子面前批评我的妻子  

每一次发言前，我都会谨慎思考并选择对的话语  

当我的妻子做出对我不利的决定时，我不对她说伤人的话  

当我遇到难题时，我降服于主并耐心等待祂  

我同情那些与妻子以及家庭争吵的男人  

我总是关注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而不是试图改变我的妻子  

从以上清单中，你是否意识到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相处时俱有特定的规格？我们需要怎

么做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现在，请观看视频 —《祈祷的妻子》讲解者&作者：Stormie Ormarti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wiv1nF7Co  

 

 

 

 

 

about:blank


请写下你从视频中所收集到的 4 个最重要的观点： 

 

 

省思… 若要在家庭中更好地了解彼此，尤其是了解父亲，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消

除我们根据自己经验所形成对各个角色的刻板观念，并依靠天主来塑造真实的形象。

然而，这非易事。因此，最开始我们能做的就是虔诚地向天主祈祷，那就是以正确的

心态祈祷并用心聆听祂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接着，我们应努力舍弃自己的欲望并且在

我们的生活中奉行主的旨意。尽量在镜子面前问自己：“我该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期

望别人为我改变？“当我们正与自己的父亲或丈夫交谈时，反之亦然，我们应时常向

上主寻求恰当的字眼，以便我们得以运用适当的词语来沟通。经上记载：”温和的回

答，平息忿怒；激昂的言语，使人动怒。“箴言 15：1 

 

 

结束祷文：主耶稣基督，每当祢行奇迹时，祢都用了大量时间向

天父祈祷。主啊，我们渴望经过祢与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

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及生命。求祢让我们与圣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得以

聆听祂那正引领我们去奉行祢旨意的柔和之音。请你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地以内心的宽

容、口中的赞美词和充满爱的行为来爱护我们的父亲及神父。通过这些天主所启示给

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父亲将对祢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今往后，我们愿成为主爱

的工具。我们这样祈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堅強的膀臂 https://youtu.be/RJLfzMFL6Nk?list=RD3_FY2WR4FvI  

 

D                          G 

一閃一閃亮晶晶 粒粒都是你汗滴 

D             Bm              Em        A 

一閃一閃小星星 顆顆都是你愛心 

D                          G 

為我幸福去打拼 為我未來往前進 

D             Bm             Em      A     D 

用愛畫出夢藍圖 用心建立幸福家 

 

Bm            F#m       G                   A 

雖然沒有豪華房 但你為我遮風擋陽 

Bm            F#m       G                   A 

雖然沒有美衣裳 但你在有無限希望 

 

D   A/C# Bm                      Em            A 

天父賜你堅強的膀臂 保護我在你懷裡 

D   A/C#   Bm                    Em        A 

你教導我智慧和勇氣 讓我能獨自飛行 

D   A/C# Bm               G            A 

懇求天父保護你 賜你健康的身體 

D  A/C#   Bm              G     A    D 

我會用心照顧你 希望永遠陪伴你 

D  A/C#   Bm            G     A      D 

阿爸天父我願意 用我一生來愛你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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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Hymn: OUR FATHER (Don Moen) 
Song can be found 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_eFGIEbsM (with lyrics) 

 
 
Hear our prayer 
We are Your children 
And we've gathered here today, bless me 
We're gathered here to pray 
Hear our cry 
Lord, we need Your mercy 
And we need Your grace today, yes, we do 
Hear us as we pray 
Chorus: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Our Father, hear us from Heaven 
Forgive our sins we pray 
Hear our song 
As it rises to Heaven 
May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As the waters cover the seas 
See our hearts 
And remove anything 
That i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coming to You today 

 

Chorus: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Our Father, hear us from Heaven 
Forgive our sins we pray 
And though we are few 
We're surrounded by many 
Who have crossed that river before 
And this is the song we'll be singing 
forever 
Holy is the Lord 
Holy is the Lord 
Holy is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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