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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萬事萬物中尋見上帝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所屬的教區委員會曾就教友的

關注和需要進行一項調查。調查的目標是想找出教友有甚麼

需要未得到照顧，以期改善現有的堂區組織和服務。當時有

位女士用了一句說話作出回應：「我已經八十六歲了，我的

意見算不得甚麼。」

這句說話蘊含了多個問題：

•	長者遭受邊緣化；

•	造成這問題的態度已在長者內心生根；

•	長者沒有發聲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

•	這些情況是在堂區的處境中發生。

我開始問以下問題：

•	年長人士可以在哪裏找到關乎屬靈生命的指引？

•	基督教靈修提供了甚麼，足以抗衡俗世對於衰老、

能力減退和死亡等問題的論述？

•	是否有人會告訴一位八十六歲的老人家，她的意見

是值得重視的？

隨着我自己踏入晚年，我逐漸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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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此書的由來

我從前任職律師和法官，當我從這個滿有意義的火線退

下來，頓時發現自己的存在變得隱形。我曾在一間處理訴訟

的律師事務所擔任合夥人，因為當時女性在法律界仍屬少

數，我的存在當然明顯易見。及至當上了法官，我更是備受

尊敬，有時與我交手的律師甚至對我過分崇敬。突然有一個

星期一早上，我發現當天沒有約會（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碰

到的）—沒有人在等着我；沒有人再撥我一直沒有公開登

記的電話號碼。我是家中的獨生女，又沒有結婚，當然不能

夠以「多花一點時間跟家人一起」作為藉口而輕易找到一個

避難所。我不得不面對以下問題：現在我究竟是誰？

1962年，哈佛大學法律學院有四百六十八名畢業生，當

中女生有十六人，我是其中之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哈佛

是最遲開始錄取女生的一間主要法學院。在六十年代初期，

仍有些教授嘮嘮叨叨，解釋為甚麼錄取女生是一件壞事。他

們最常提出的理由，是我們佔用了應該留給男生的學位，因

為教授認為男生才會「學以致用」。（其實我們這畢業班的

十六位女生中，後來有三位當上法官、四位當上法律系教

授。）還有一些老教授投訴，錄取女生之後，害得他們要改

變語言，不能再說髒話。我需要堅強的自我意識，方能在這

種環境下立足。對於「我是誰」這個問題，答案非常明顯。

我清楚我的身分是律師，而且是個知道怎樣在一個競爭激

烈、甚至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爭取成就的人。畢業後，挑戰更

大，因為在 1964年公民權利法案頒布之前，禁止性別歧視的

法例並不存在，而有關法例要再等十年才被廣泛執行。我能

夠堅持下去，是因為我真心相信這是我的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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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中，我常常覺得自己雙腳分別踏

足於兩個世界。我一方面在一個不近人情的世俗環境下工

作，與我共事的人跟我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同時，我積極參

與堂區和合一運動的活動，但這些有信仰的人卻對我的專業

生涯或所受到的特殊壓力毫不知情。在我踏入四十歲時，我

便開始尋索一種方法去整合這兩種生活方式。當時，我的靈

修導師建議我學習做「依納爵的神操」，於是我按「日常生

活退省」（Retreat in Daily Life，又稱為根據《神操》凡例十九

進行的退省）的方式開始。在一連八個月的時間，我每星期

見我的靈修導師，並在其指引下，按着依納爵所訂的架構奉

行一系列的祈禱操練（當中包括以經文祈禱和書寫靈修札

記）。過程中，我學到怎樣做決定和跟着經文去祈禱（本書

有兩個篇章詳細介紹這兩種操練）。同時我更加認識自己的

召命。我的導師要我用一句話來總結我的神操經驗，我這樣

回答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加二 20）

一切事也發生在上帝的時間內。在我完成神操幾個月

後，我身兼合夥人的律師事務所因兩位主要的合夥人意見不

合而解散，結果我被迫「縮減規模」（downsizing，當時我還

未認識這個詞彙）。到底我是誰？雖然我已經不再是律師事

務所的合夥人，但我仍視自己是一位律師，並且是一個懂得

怎樣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爭取成功的人。於是我學以致用，

在整個過程中，讓祈禱引導自己做決定。我決定開設自家的

律師事務所。我認為獨自經營的模式可以給我更好的機會去

整合我身處的兩個世界。舉例說，我較從前有更多機會接

受義務性質的工作。其中一項是以較低廉的收費甚至不收分

文，充當一個非牟利組織的法律代表，而這做法在我先前的



熟齡恩典：當迎接上帝仍要給我的使命

10

機構根本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享有一份自由去另創新猷。

這自由也帶來新的挑戰。我需要花大量時間去建立新的客

源和管理辦公室，因而犧牲了一些實質賺錢的工作。不是每個

客戶都會準時付款，但無論如何我也得應付租金、祕書薪金以

及其他必需的辦公室開支。這個情況在今時今日就有所不同，

有些大律師公會提供了有關企畫以及其他資源，以協助律師處

理這些事務，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沒有這些支援，讓我不得

不自己去摸索。當時我要選擇怎樣分配金錢和時間。這過程教

我學會為擁有這些資源而感恩，懂得一切都是從上帝而來的禮

物，因此我要帶着愛和服事的精神善加利用。

往後的五年，是我稱之為「曠野的日子」：我成為了美

國裁判法院的法官。這是個完全嶄新的經驗。起初我遇到一

位資深法官，他教曉了我一個同樣適用於生活和法庭的道

理。他說：「對於林林總總的不公義情況，你也許不能夠改

變你所見到的。你所能做到的，就是為你面前的每一件案件

爭取公義。」如今，這智慧之言似乎也延伸到屬靈生命中：

我們可以做的，是活在當下，並在當中尋找上帝的恩典。

在退休後，我再遇到這個問題：「現在我到底是誰？」聖

靈開始引導我找到答案。

我有一個鄰居是依納爵平信徒義工團（Ignatian Lay 

Volunteer Corps，這是當時的名稱）的成員。這組織的成員都

是退休人士，他們是按着依納爵靈修（Ignatian spirituality）的

精神服事窮人。1我寄出了申請，但想到每年要有十個月的時

間、每周做兩天的義工便有所猶豫。當時母親已經九十歲，

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一所護理院住，我要花許多時

間處理她的事情。於是我擱下了申請，留待日後再算。一年

半之後，正是家母離世幾星期後，我接到來自紐約的地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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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人來電，她說她正在整理一些舊資料，想知道我是否仍有

興趣申請。我說我有興趣，並要求新的申請資料。但當時我

在忙別的事情，又把申請的事宜擱下了。怎料她再次致電給

我！我嘗試易地而處，便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氣，因為我知道

自己沒有勇氣這樣做。現在我明白了，當我沒有回應聖靈的

微聲時，聖靈會提高聲量，說得大聲一點！

2000年九月，我加入了依納爵義工團，獲派到曼克頓

東部下城區的卡布里尼移民服務中心（Cabrini Immigrant Ser-

vices），這個新組織剛需要教授英語的義工。2雖然我並沒有

正式的資歷擔任此職，但似乎是合適人選。主管是一位實事

求是的女士，她着重義工的人格和承擔多於正式的資歷。我

努力鑽研，並得到多位富經驗老師的幫助，於是開始教授中

級班英語，大部分學生都是中國人。

我的第一批學生教曉我怎樣做老師。我認識他們的需

要，然後設法應付他們這些需要。這批學生也教曉我很多關

於終身學習的道理。學習第二種語言的能力在過了童年後便

大大下降，成年學生的確需要下許多苦工。在我任教的日子

中，有些學生年紀比我大，他們正是年長人士也可以獲取成

就的鐵證。

我的故事還未結束。在上帝的恩典下，我這教授英語的

服事持續了十六年，然後又花了很長的時間分辨上帝的心

意，最後我在八十歲時開始作靈修導師（spiritual director）這

門新的事奉。為了接受裝備，我花了三個暑期在克瑞頓大學

（Creighton University）屬下的神學研究院上課；在來自世界各

地不同宗派的同學中，我是最年長的學生。起初我以為畢業

後便會服事與我年紀相若的人，特別是其他的依納爵義工。

可是，當我開始實習（在第二年與第三年夏季之間必修的實



熟齡恩典：當迎接上帝仍要給我的使命

12

習），我的四個受導者竟是二十歲出頭的年青人。這經歷令我

想起猶太人一句諺語：人在謀事，上帝在笑。3當時我擔心，

這些千禧代的人普遍被視為注意力短暫，也許會有一、兩個

中途放棄，害我滿足不到實習的要求。最後令我喜出望外（更

是如釋重負）的，是他們堅守承諾，完成了全程九個月的指

導，而我亦深深體會到聖靈怎樣同時感動導師和受導者。

當我從依納爵靈修的角度去反省這些經驗，我對年長基

督徒的召命這個課題有了全新的看法。

對於我們這些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出生的人來

說，召命的意義非常狹窄：一個人「蒙召」，意思指那個人

會成為神父或修女，他們蒙召將一生奉獻給主。今天，我們

對於怎樣活出福音，以及怎樣分享這好信息的見解大為擴

闊了。聖靈已把生命氣息吹進各式各樣的召命模式，創意

無限。一些較為人熟悉的組織，包括耶穌會義工團（Jesuit 

Volunteer Corps），他們邀請剛畢業的大學生花一年時間住在

羣體中，期間從事全時間的義務工作 4；慈悲女修會（Sisters 

of Mercy）也有類似的計畫（名為慈悲會協作者，Mercy 

Associates）5；溫立光（Jean Vanier）創立的方舟之家（L’Arche 

Communities），其義工會花一、兩年的時間與有發展殘障的

人士（developmentally disabled）一同生活 6；而我所屬的依納

爵義工團，成員每年由九月到翌年六月，每周有兩天的時間

參與服務。許多這類組織都會邀請平信徒參與，在他們人生

旅途中撥出某個時段，奉獻自己的時間和恩賜，與同伴一起

禱告，並服事有需要的人。

在依納爵義工團的經驗讓我明白，我們這些從全時間受

薪工作退下來的人已經進入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我們帶

着獨特的恩賜，回應新的召命。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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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會去做義務工作，但所有人都能夠經歷這個人生階段所

獨有的恩典。依納爵靈修，尤其是這本書所討論和反省的某

些祈禱方式，可幫助我們迎接這些恩典。

從多方面來看，年長者在靈性上的需要是遭受忽略的。

許多堂區都為兒童、年青人和家庭提供不同的活動，但他們

並沒有特別照顧長者的需要。長者在教會內唯一的活動，只

限於跟會眾一起參與各種聖禮。我在寫這書的過程中訪問了

一位女士，她慨歎堂區曾舉行一個關注長者需要的運動，但

他們不但得不到屬靈上的支持，反而換來更多的舟車勞頓。

本書以下幾章會從屬靈角度探討我們在老化過程中所遇到的

過渡問題：退休、空巢、照顧他人和不同形式的失去。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或機會

去做義務工作，但所有人都能夠經

歷這個人生階段所獨有的恩典。依

納爵靈修，尤其是這本書所討論和

反省的某些祈禱方式，可幫助我們

迎接這些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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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故事：此書適合你嗎？

美國在 1935年通過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國會把正常退休年齡定為六十五歲。因為當時的人均壽命比

較短，六十五歲已視為老人。但今天的情況肯定不同，因為

人的壽命比以前長，美國的長者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愈來愈

大。我所得到最新的統計數字如下：在 2014年，六十五歲以

上的人約有 4620萬（佔總人口 14.5%），八十五歲以上的人

約有 620萬，而一百歲或以上的超過 72000人。7然而，我們

的社會只注視年青人，遠遠未追得上新的局面。針對長者的

電視廣告往往讓人覺得，大部分長者都是這樣打發時間：見

醫生，偶爾去打理花草樹木，帶狗兒外出散步，或滔滔不絕

地講述他們的戒煙經驗。我們可不是這樣啊！

這本書是為那些「邁向老年」的人而寫的。不過我不會

以年齡去界定「邁向老年」。其實每一個人自誕生那天，已

開始踏上這條路。許多人在八、九十歲依然過着積極和有建

樹的生活；有些人卻在五十幾歲已覺得自己年華老去。我也

不覺得「年長市民」是一個恰當的稱號，這個名詞到處可

見，但總蘊含着一種輕視的俯就。我所遇見跟我一樣遇到身

分危機的人，涵蓋了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士：新退休者（包

括自願與非自願的）、正考慮是否要退休的、經歷空巢的父

母、因健康危機或失去摯愛而突然意識到死亡威脅的人，以

及任何意識到所餘年日少過已渡過的歲月的人。假如你認同

以上任何一項，就請你繼續讀下去吧！

這本書是為基督徒（不單是天主教徒）而寫的，尤其是

那些追求成長，希望透過發掘在人生較後階段的獨特恩典，

更加能夠以上帝為中心而活的人。書中的理念是建基於羅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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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Loyola）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豐富屬靈傳統。這個屬靈生

命的進路對某些讀者是熟悉的，但對其他人卻是陌生的。以

下是依納爵靈修的簡介，希望有助這兩類讀者認識本書所依

據的基礎。

依納爵靈修簡介

生於羅耀拉城堡的依納爵（1491-1556）來自西班牙帝

國的一個貴族世家，幼承庭訓，準備過宮廷的生活。他曾從

戎，年青時躊躇滿志，憧憬其身分所賦予的種種榮華享樂。

宗教一直對他無關痛癢，直至三十歲時他在一場戰役中嚴重

受傷。在痛苦而漫長的康復期間，他只能閱讀聖人的傳記和

一本與基督生平相關的書。他邊讀邊開始對自己的感受作反

思：究竟甚麼令他感到平安？甚麼令他枯燥愁煩？這些默想

遂引領他進深探究屬靈生命，最後教他找到了自己的身分和

召命：作一位屬靈導師，最後更成為耶穌會的創辦人。

依納爵最為人認識的，是其著作《神操》。該書原本的

用意是供人在為期三十天的退省環境中經歷密集的祈禱、默

想和安靜。對耶穌會士來說，這只是一個慣常的操練。但對

於那些未能從日常事務中長時間抽身出來的人，依納爵建議

一些彈性的做法，而當中最為人熟悉的，就是「日常生活退

省」（也稱為按《神操》凡例十九進行的退省），讓人在一

段長時間投入固定的祈禱。依納爵也在《神操》的凡例中建

議，當為那些因年紀或其他障礙而未能進行整個退省的人提

供一個簡化的版本。8今天，許多靈修導師會以不同的形式應

用《神操》的主要原則，例如提供八天的指導退省；堂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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