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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向萬聖節說不？ 
小丁 

 

如果一所公教學校，一方面開設宗教課，舉行早會，傳揚福音，

另一方面又慶祝萬聖節，那是自相矛盾的事。這就等於一方面

勸導學生守貞潔，另一方面又把色情刊物放在圖書室的書架上。

明智的老師決不會在陳述黑社會的惡行之後，接著又播放歌頌

黑社會的電影。正常的農夫決不會在田裡種菜，同時又任由家

畜隨意在田裡踐踏農作物。同樣，真正的公教學校也決不會舉

行慶祝萬聖節的活動。 

 

老師讓學生參加萬聖節的活動，就等於父親帶兒子到賭場去見

識。雖然兒子年紀尚小，不會馬上就下注，但參觀賭場這個行

動，卻使兒子清楚地意識到，原來到賭場賭博，就好像到海洋

公園裡去遊玩，或者到電影院看電影一樣，是一種正當的消閒

活動，只要有興趣，又付得起錢，就可以光顧了。長大後，當

他受到金錢誘惑時，賭場的情景就會馬上在腦海中出現，於是

他賭博的機會就會大於常人了。同樣，雖然學生參加了萬聖節

的活動後，品行不會馬上變差，但天主的仇敵藉此播下的莠子，

已經藏在他們心中，以後一有機會，就會萌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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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個道理最顯淺不過。為什麼孟母

要三遷呢？不是因為她深明此理嗎？如果孟母沒有三遷，孟子

就難以努力求學，結果他後來可能成了杵工，屠夫或者小販，

而不是「亞聖」了。同樣，如果我們不向萬聖節說不，學生就

難以皈依天主，不但現在得不到主所賞賜的喜樂與平安，將來

還可能會陷溺於迷信活動，為黑暗勢力所綑綁，或者變成一群

沒有人生目標，渾噩地度日的人。 

 

向萬聖節說不的理由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萬聖節呢？原因有四個。 

(一) 它否定天堂，歪曲聖人聖女的觀念。 

(二) 它美化地獄。 

(三) 它加強人對靈界的好奇。 

(四) 它忽視煉獄。 

 

萬聖節否定天堂，歪曲聖人聖女的觀念 

 

天主教的信仰，真的是個喜訊，因為它最核心的訊息就是：我

們不是孤兒！天上的大父樂意做我們慈愛的父親，只要我們願

意皈依，就可以成為祂心愛的兒女。由於祂是宇宙的君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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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身為祂子女的人，就是王子、公主。如果我們深信自己

具有這種尊貴的身份，那麼世間的一切痛苦挫折，別人的一切

歧視苛待，就不會輕易把我們內心深處的喜樂與平安奪去。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

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 3：16) 天父不僅願意在

這個世界上，與我們同在，並分享祂的喜樂與平安，祂還想我

們死後繼續活著，與祂相偕，享受祂所賜的喜樂與平安，直到

永遠。這種天主所賜，死後永遠與祂一起生活的幸福境界，就

是永生，就是天堂了。 

 

天堂的境界是極其美妙的。生前曾到過天堂的聖女傅天娜，在

日記上這樣寫道：「今天我曾在天堂......我現在明白聖保祿所說

的話了：『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

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依撒意亞先知以「盛宴」(依

25：6-8)，耶穌以「婚宴」(瑪 22：1-14；瑪 25：1-13) 和

「宴席」(路 14：16-24) 來比喻天堂。默示錄也以「羔羊 (耶

穌) 與他的新娘 (教會) 的婚宴」(默 19：7-9) 來形容天堂的福

樂。 

 

當我們知道天堂是自己的人生目標時，這個目標就會成為我們

自強不息，天天向上的動力。聖保祿以賽跑來比喻人生的旅程，

激勵他在患難中勇往直前，視死如歸的，就是天堂的榮冠。他

file:///C:/sbofm/temp/$3$2043


4 

 

這樣說：「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

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

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

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

人。」(弟後 4：6-8)  

 

聖女小德蘭從小就渴慕天堂。她說：「我自幼即有個願望，脫

離這個在黝暗中流放的生活……我終日憧憬著那比現實不知要美

好多少倍的世界……我覺著終有一天，那個更完美的國度會成為

我的居所。」【註 1】 

 

聖斯德望在殉道前，天主鼓勵他，使祂看見天堂的情景。他說：

「看，我見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宗 7：56) 當

右盜悔改時，主耶穌也用天堂的福樂來鼓勵他：「我實在告訴

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 23：43)  

 

其實不但右盜在十字架上受苦時需要寄望於天堂，甚至主耶穌

自己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也需要寄望於天堂。聖保祿說：「祂 

(耶穌) 為那擺在祂面前的歡樂，輕視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

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希 12：2) 既然主耶穌也需要天

堂的歡樂來鼓勵自己，何況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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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天堂的信仰，能使我們在逆境中，保持希望，堅持向善。

可是萬聖節呢？在它所展示的人生結局裡，天堂並不存在。它

所呈現的，只是一個醜陋、陰森、恐怖、黑暗、沒有希望的悲

慘世界，一點也不值得我們嚮往。在我們的公教信仰裡，天堂

上的聖人聖女是光明燦爛，美麗神聖，值得我們歌頌仿效的。

耶穌說：「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裡，發光如同太陽。」(瑪 13：

43) 但萬聖節的所謂「萬聖」，卻絕非聖人，而是惡形惡相，

令人避之則吉的邪魔、妖怪、巫婆、殭屍！ 

 

假如學生一年復一年地，受到萬聖節慶祝活動的荼毒，就會不

知不覺地接受了它所傳遞的末世觀，其後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

有的學生可能會這樣想：「如果不論生前做過什麼事，每人死

後的生活，都是如此悲慘、沉悶、可怖，那麼堅持在這個世界

上做個正人君子，還有什麼意思呢？」聖保祿對教友說：「你

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哥 3：2) 但受了萬

聖節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後，他們可能就只會思念地上的事，而

不會思念天上的事了。如果他們只思念地上的事，你就不能怪

他們年紀小小就只顧吃喝玩樂，放縱自己了。當然，不見得人

人都會恣情縱慾，一定仍會有許多學生努力求學，發奮向上，

但是鞭策他們努力發奮的動力是什麼呢？如果不是天堂，便很

有可能是世間轉瞬即逝的名譽、地位、財富和權力了。他們有

些將來會成為醫生，但可能不是個仁心仁術的，而是一個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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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手術，殘殺胎兒的醫生。他們有些將來會成為富商，但可

能不是個有良心的，而是一個不管市民死活的富商。他們有些

將來會成為高官，但可能不是個關心民間疾苦的，而是一個只

謀私利的高官。如果他們真的成了這樣的人，會有怎樣的結局

呢？聖保祿說：「他們的結局是喪亡，他們的天主是肚腹，以

羞辱為光榮，只思念地上的事。至於我們，我們的家鄉原是在

天上，我們等待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從那裡降來，他必要按

他能使一切屈服於自己的大能，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他

光榮的身體。」(斐 3：19-21) 

 

萬聖節美化地獄 

 

地獄是真正存在的。它極可怕，既是個「黑暗」(瑪 8：12) 的

地方，也是個「火窰」(瑪 13：42)。根據聖經記載，那裡有

「烈火與硫磺」在「燃燒」(默21：8)，「有哀號和切齒」(瑪8：

12)。惡人「的肉體必受火燒蟲蝕；哀痛哭泣，永不止息！」

(友 1 6：17)。「他們必要日夜受苦，至於無窮之世。」(默 20：

10) 

 

也許有些人會說：天主不是仁慈的嗎？既然天主是仁慈的，怎

可能有地獄的永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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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對這人說：地獄的存在，不但是聖經的訊息、教會的訓導，

而且也是聖母願意我們知道的事。1917 年聖母在葡國法蒂瑪 

(花地瑪) 顯現，曾讓三個牧童見過地獄的可怖情景。其中一個

名叫路濟亞的牧童後來憶述說：「聖母給我們看見一個似乎在

地下的大火海。被投於火中的有魔鬼和具有人形的靈魂，他們

像燒到透明的煤炭，又像全黑或發亮的青銅，在烈火中浮沉。

從他們內與濃煙一起冒出的火舌，不時把他們拋到空中；隨後，

他們又掉下來，像大火中的火花，沒有重量或平衡力，在痛苦

與失望的尖叫聲、呻吟聲中，散落在火海各處。」 

 

聖女傅天娜也見過地獄。她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有一位天

使把我帶到地獄裡的深坑裡去。那是一個受嚴刑的地方；巨大

寬廣得驚人！我見到有各種痛苦：構成地獄的第一種痛苦是失

去天主；第二種是良心永遠的譴責；第三種是境況永遠不會改

善；第四種是燒到靈魂深處但卻不會把它摧毀的火——這種痛

苦很可怕，因為那純粹是精神上的火，是由天主的義怒所點著

的；第五種痛苦是持續不斷的黑暗以及使人窒息的可怖臭味，

但雖然黑暗，魔鬼和受罰的靈魂卻彼此看得見，也看見別人和

自己的一切邪惡；第六種痛苦是要常在撒殫身旁；第七種痛苦

是可怕的失望、對天主的恨、污言穢語、詛咒、褻瀆天主的言

行。」(聖女傅天娜的日記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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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在地獄裡所受的，是不是只限於這七種痛苦呢？ 

不！傅天娜修女說：「每個靈魂要按生前犯罪的方式，受可怕

而難以形容的痛苦。有受刑的大洞和深洞，其中各有不同類型

的苦楚……讓罪人知道，他用什麼感官來犯罪，將來就永遠用那

些感官來受苦。」(聖女傅天娜的日記 741) 

 

認識地獄的真相，對我們是有益的。正是由於真有地獄，我們

才更能體會到天主的慈愛。為什麼天父要作出那麼大的犧牲，

竟賜下祂的獨生子？為什麼耶穌要貶抑自己，做一個弱小的嬰

兒，在貧寒的馬槽裡誕生，日後還要受盡凌辱痛苦，死在十字

架上呢？正是因為天主極不願意我們下地獄去受永罰！ 

 

正視地獄，有助我們修德成聖，因為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有下

地獄的危險時，他行善避惡的動機自然就會大大增強；當他知

道別人也有下地獄的危險時，他為罪人祈禱和做補贖的積極性，

也會大大增加。所以到過地獄的聖女傅天娜，以及在法蒂瑪見

過地獄的牧童方濟各和雅仙達，儘管當時恐懼萬分，如今都在

天堂上安享永福了【註 2】。 

 

反之，那不相信地獄存在的人，由於行善避惡的動機不強，犯

罪和下地獄的機會自然就會大增。怪不得聖女傅天娜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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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一件事，大多數在那裡 (地獄裡) 的靈魂，生前是不信有

地獄的。」(聖女傅天娜的日記 741) 

 

我退休以前，是個地理教師，每年都帶學生到野外考察。由於

我想他們欣賞到奇特而壯麗的景色，所以我選擇的路綫附近，

總有懸崖峭壁。不過，由於我事先一定告訴他們哪裡有懸崖峭

壁，並且要求他們在那些危險的地方時，必須絕對服從我的指

揮，不得胡亂奔跑，所以多年來，從沒出過亂子。這事令我想

起，在我們邁向天鄉的人生旅途上，同樣也有許多墮落的機會，

足以使我們陷入地獄。天主深知有這種危險，所以藉著聖經和

教會的訓導，告訴我們真有地獄，好使我們能加以防範。如果

做老師的，告訴學生真有地獄，並教導他們行善避惡，他就是

天主的好助手；如果在學生面前否定地獄，他就是魔鬼的幫兇。 

 

否定地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足以動搖天主教信仰的基礎，

使我們因缺乏恩寵而結不出聖德的果實來，還會使教會的發展

停滯不前，最後使我們死後墮入自己企圖否認的地獄中。為什

麼我這樣說呢？因為假如沒有地獄，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便是一件多餘的事。彌撒是十字架祭獻的重現，假如十字架的

祭獻是多餘的，那麼彌撒也沒有什麼意義了。假如彌撒沒有什

麼意義，那麼開彌撒的神父就是可有可無的了。假如神父是可

有可無的，那麼聖召荒的現象就會長期存在，教務就難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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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假如沒有地獄，傳揚福音，使人領洗入教，就不是當務

之急；嚮應法蒂瑪聖母的呼籲而為罪人代禱，勤行補贖，也不

是重要的事。如果我們認為地獄並不存在，自然不會孜孜行善，

努力躲避犯罪的機會，犯了大罪後也不會急於悔改，也不會領

修和聖事。當死亡突如其來時，便會陷入地獄的永火中。  

 

由此可見，天主教有關地獄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萬

聖節卻以一種狡猾的方式來否定地獄。本來，萬聖節那些可怖

的邪魔、妖怪、巫婆、殭屍，都是地獄的人物，是不能與天堂

上美麗善良的天使共存的。不過他們雖然有點兒嚇人，其實又

不算太可怕，因為都給人漫畫化了。這情況就像老鼠一樣。在

現實的世界裡，老鼠又髒又醜，是傳播疾病的媒介，但畫成了

漫畫，製成了卡通片之後，牠們 (例如米奇老鼠) 竟成了足智多

謀，善良可愛的寶貝，而捕鼠的貓，反而成了猙獰可惡的反派。

由於在萬聖節的慶祝活動中，邪魔、妖怪、巫婆、殭屍都成了

漫畫或卡通片中的有趣人物，所以學生不但不會認為他們過於

恐怖，反而覺得他們有點兒可愛。就這樣，萬聖節美化了地獄，

從而否定了天主教正確的地獄觀。 

 

當學生覺得地獄不太可怕時，地獄就不能阻止他們作惡了。他

們可能會這樣想：「那些魔鬼、殭屍看起來不是頗有趣嗎？就

算死後要跟他們永遠在一起，也不算太悽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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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加強人對靈界的好奇 

 

人對靈界的事物是好奇的，學生自然也不例外。跟學生閒談時，

他們常會問我：「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鬼？」在一所中學代課時，

中一的學生第一次見我，就要求我說鬼故事。還在我未允許之

前，就拉下窗簾，關掉光管，試圖營造出一種陰森恐怖，適合

講鬼故事的氣氛來。又曾有一個同事告訴我，她念中學的兒子

什麼課外書也不看，只看鬼故事。早一陣子，我要翻譯一篇有

關《哈利波特》的文章，便到全港最大的中央圖書館去找那套

書的中譯本來參考，豈料一本也找不著，因為全給小朋友借了。

後來我到一家大書局去，店員告訴我：那套書的中譯本沒有存

貨，因為都已經賣光了。我真想不到，以靈界事物為題材的

《哈利波特》，竟如此受人歡迎！還有，慶祝萬聖節的活動近

年在香港非常普遍，連內地的遊客也趨之若鷔。可怖的鬼怪、

殭屍、女巫、髑髏本是不祥之物，現在居然深受大眾歡迎。以

上的種種現象，都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包括學生在內，

對靈界都是好奇的。 

 

對靈界的好奇，是慶祝萬聖節的原因之一。不過，參加了萬聖

節的活動後，這種好奇心會不會因為得到滿足而減弱了呢？我

懷疑，這種對靈界的好奇心，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會加強了。

這好比閱讀色情刊物。如果有男生對性這回事感到好奇，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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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色情刊物給他看，他的好奇會不會就因此而滿足了？會，

他會得到片刻的滿足。不過，這是飲鴆止渴。過了不久，你就

會發現，他看了第一本後，跟著看第二本、第三本……之後還可

能會做出更過份，更可怕的事來。事實上，他對性的興趣，不

但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 

 

如果學生對靈界的興趣加強了，可能會有什麼後果呢？他可能

涉足於各種迷信活動之中，例如：玩碟仙、塔羅牌、占卜、求

簽、研究命理、掌相、風水，學習巫術、念咒語……記著：一切

迷信活動都是聖經所禁止的。「在你中間……不可容許人占卜、

算卦、行妖術或魔術；或念咒、問鬼、算命和求問死者；因為

凡做這些事的人，都是上主所憎惡的。」(申 18：10-12) 天主

教會對迷信行為也有很清晰的教導：「觀察星座、行占星術、

行手相術、解釋徵兆和命運、相信神視現象、求助靈媒、都是

有意掌握時間、歷史甚至人類，同時也希望為自己贏得神祕力

量的支持。這一切都違反我們對唯一天主應有的敬意、尊重和

敬畏之情。」(《天主教教理》2116) 要知道，天主不是一個暴

君，祂所制定的誡命不是用來限制我們的自由，不是用來難為

我們的。祂禁止我們做某些事，一定是因為這些事對我們有害！

試想想，如果你是有責任心的家長，會不禁止自己五歲的孩子

玩火嗎？會不禁止自己剛踏進青春期的女兒深夜與男孩子一起

吃喝玩樂，徹夜不歸嗎？會不禁止自己的兒子瀏覽色情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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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搏，吸毒或者加入黑社會嗎？天主之所以禁止我們從事迷信

活動，是因為這些活動都是與魔鬼接觸的渠道，而魔鬼來，

「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若 10：10)，拉我們下地獄。 

 

也許你會說：世間怎會有魔鬼呢？要知道：魔鬼的存在，是聖

經的重要訊息之一。聖伯多祿宗徒說：「你們要節制，要醒寤，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

人；」(伯前 5：8) 聖保祿宗徒說：「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裝，

為能抵抗魔鬼的陰謀，因為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

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裡

邪惡的鬼神。」(弗6：11-12) 要是魔鬼並不存在，這兩大宗徒

怎會這樣說呢？ 

 

此外，福音裡面也記載著許多耶穌驅魔的事跡。也許你會說：

在耶穌的時代，魔鬼的確非常猖獗，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

魔鬼早已消聲匿跡了。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我建議你看看王

敬弘神父所寫的《談鬼事，話靈修》，那裡記載著許多發生在

現代台灣的附魔現象，而不少附魔現象都是由迷信活動所導致

的。王敬弘神父指出：小時心靈受過嚴重創傷，或過份地欠缺

父愛和母愛的人「很容易被黑暗的勢力侵犯和壓制；特別是當

他們去作一些算命，排紫薇斗數，玩碟仙和錢仙等等迷信的時

候，簡直就是引狼入室……魔鬼一旦進入，非用特別的釋放祈禱，

file:///C:/sbofm/temp/$3$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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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容易把牠『送』出去；即使送得走，也要吃不少苦頭……一

切的算命方式，想用方法預知自己未來的命運，幾乎都是魔鬼

的陷阱。只要人去作它們，不論是認真也好，好奇也好，甚至

開玩笑也好，幾乎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縛和傷害。」【註3】 

 

魔鬼是真實存在的。如果沒有魔鬼，那麼耶穌對首任教宗聖伯

多祿所說的，豈不成了空話？「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

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瑪 16：

18) 「陰間的門」所指的就是地獄惡魔的勢力。 

 

不過，我也得指出：雖然地獄惡魔的勢力，決不能戰勝建立在

伯多祿 (以及歷代繼承他的職位的教宗) 這磐石上的教會，但牠

們的強大勢力，卻不容低估。耶穌單從瑪達肋納一個人身上就

趕走了七個魔鬼。(路 8：2)，又從革辣撒一個人身上趕出了一

大群自稱為「軍旅」的魔鬼。那群魔鬼出來之後，竟能附在二

千頭豬身上，使牠們違反求生的本能，發足狂奔，衝下山崖，

死在湖裡。 (谷 5：13) 你敢說魔鬼不厲害嗎？既然魔鬼那麼可

怕，我們豈可製造機會，讓學生去接觸那些惟恐世人不下地獄

的魔鬼呢？ 

 

萬聖節忽視煉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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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堂和地獄之外，原來死後還有一個叫做煉獄的境界。那

些死在天主友誼中的人，如果靈魂不是完全純潔無罪的，便要

在進入天堂的福樂之前，先在煉獄裡受暫罰，以煉淨自己的靈

魂。 

 

煉獄是真實存在的，當聖女傅天娜還是修會的望會生時，就曾

到過煉獄。有一天晚上，她看見自己的護守天使。護守天使命

令她跟隨他。轉瞬間，她發覺自己置身於一個煙霧瀰漫的火海 

(煉獄) 裡，那裡有許多受苦的靈魂熱切地在祈禱，但是他們都

不能自救，只有世人才能幫助他們。她問那些煉靈他們最大的

痛苦是什麼，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最難受的事是渴慕天主。

(聖女傅天娜的日記 20) 

 

渴慕天主而見不到天主，比世間的失戀與喪親之痛，其實悽慘

萬倍。這種失去天主的精神痛苦，既是惡人在地獄裡最重的懲

罰，也是煉靈在煉獄裡最大的折磨。由此看來，煉獄的痛苦與

地獄的相若，委實一點也不輕。 

 

下煉獄的人多不多呢？ 

聖詠的作者說：「上主，你若細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誰還能

站立得住？」(詠130：3) 由此可見，絕對清白無罪，在上主面

前站立得住的人，真的非常罕見。既然純潔無瑕的人是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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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下煉獄的人就一定會很多了。我們不少已亡的親友現在很

可能也在煉獄裡受苦。 

 

下了煉獄，要受苦多久呢？ 

答案是因人而異的。 

聖母在法蒂瑪第一次顯現時，路濟亞問聖母：「瑪利亞．達士．

尼衛士 (一個在不久前去世的女孩子，年約十六歲。) 已經進了

天國嗎？」 

聖母答道：「是的！已經在天國了。」 

路濟亞再問：「阿美利亞 (她也是一個在不久前去世的女孩子，

年約十八至二十歲。) 呢？」 

聖母答道：「她在煉獄裡，直至世界末日。」【註 4】 

 

由此可知，如果瑪利亞．達士．尼衛士要下煉獄的話，她留在

煉獄裡的時間較短；但如果沒有人為阿美利亞祈禱，做補贖，

為她獻彌撒的話，她就要留在煉獄裡很久，要等到世界末日才

能升上天堂。 

 

既然下煉獄的人那麼多，他們所受苦的是那麼重，而受苦的時

間又可能相當長，加上他們不能自救，只有我們世人才能救助

他們，如果我們本著愛德，「為他們奉獻祈禱，尤其是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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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他們行施捨、得大赦和做補贖」(《天主教教理簡編》211)，

好使他們早日升上天堂，這不是很美好的事嗎？ 

 

煉獄的道理，是天主教信仰寶庫裡的珍寶，是基督教的朋友所

沒有的。為什麼我說它是珍寶呢？因為它能促使我們以祈禱和

犧牲，去幫助在煉獄中已亡的兄弟姊妹，從而令我們所發揮的

愛心，超越這個世界的範圍。此外，煉獄的道理也提醒我們，

人生於世，務必生活聖潔，行為正直，因為生活如果不夠聖潔，

即使能逃過地獄的永罰，也逃不過煉獄的暫罰。 

 

可是，在慶祝萬聖節的活動中，煉靈的角色是不存在的，而這

些活動，還會妨礙學生接受煉獄的道理。於是他們就會好像其

他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一樣，把已故的可憐親友遺棄在煉獄裡，

完全不曉得怎樣去救助他們。 

 

如果不慶祝萬聖節，可以慶祝什麼？ 

 

如果不慶祝萬聖節，可以慶祝的節日，其實多得不可勝數。我

們可以慶祝和我們的天主直接有關的節日，例如：聖誕節、主

顯節、復活節、聖神降臨節、耶穌聖體聖血節、耶穌聖心節、

基督普世君王節等；也可以慶祝我們的母親瑪利亞的節日，例

如：聖母無玷始胎節、獻主節、聖母訪親節、聖母聖心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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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教會內有為數眾多的聖人聖女，幾乎天天都是他們的紀

念日。在這些日子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十一月一日的諸聖

瞻禮 (紀念天堂上一切聖人聖女的日子)，和十一月二日的悼亡

節 (紀念煉獄中所有煉靈的日子)。如果公教學校的老師都善用

這些機會，向學生介紹聖人的感人事蹟，鼓勵學生效法聖人的

芳表，邀請學生向聖人祈求，為煉靈代禱，或舉辦其他多姿多

彩的活動，讓信德的真光照亮他們的心靈，那麼，學生的精神

生活，會是多麼豐富、充實啊。 

 

 

【註1】聖女小德蘭著，張秀亞譯《回憶錄》台北：光啟出版社，

1986 年 14 版，271 頁。 

【註 2】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0 年把聖女傅天娜 (1905-

1938) 列入聖品，又把方濟各 (1908-1919) 和雅仙

達 (1910-1920) 列入真福品。 

【註 3】王敬弘《談鬼事，話靈修》台北：光啟文化事業，

2004 年初版，60 頁。 

【註4】尤珍尼奥．霍納沙利著，鄧青慈譯《訊息天外來》台北：

慈幼出版社，1987 年初版，31-3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