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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6期 電子報 主曆 2014 年 4 月 24 日 

 《主日福音釋義》  復活期 第二主日 

 《閱讀經典》      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一章 

 《聖經靈修》      教會的命根－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三） 

 《馨香花語》      主題：復活節 

 《聖人傳記》      4月 28日聖葛利農蒙福 

 《思高動態》      2013年 12月份思高中心捐款徵信 

                  2014年 01月份思高中心捐款徵信 

 
新專欄介紹 

有新的專欄誕生囉！平常，您是用甚麼方法親近天主、讚美天主呢？用祈

禱、用讀經，還是用歌聲、用繪畫？有沒有想過，用天主所創造的世界上最美的

東西：花兒，也可以與天主談心？海倫姊妹用她巧妙的手藝，在每次插花中注入

對天主滿滿的愛情，藉著花藝，訴說聖神的觸動；藉著花語，撰寫內心的悸動。

新專欄將不定期刊登，雖然簡短，但盼您細細品味。 

 

課程公告 

※《羅馬書》聖經講座/ 林思川神父導讀 

時間：5月13日（週二晚上 7:30~9:00） 

地點：思高讀經推廣中心（台北市昆明街96巷8號3樓） 

費用：自由奉獻 

電話：2370-8790 

 

※《慕道班》 

時間：週二下午 3:00~4:00 

地點：思高讀經推廣中心（台北市昆明街96巷8號4樓） 

講師：伍定中 

 

網站連結 

※思高中心課程總覽（請點選）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ccreadbible/Statement%20of%20Donation/20135e74-63506b3e5fb54fe1/201312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ccreadbible/Statement%20of%20Donation/20145e74-63506b3e5fb54fe1/201401
http://ccreadbible.info/biblecl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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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中心捐款徵信（請點選） 

※中文聖地網站  

※思高文物中心  

※思高臉書專頁  

 

 
復活期第二主日 

林思川神父執筆 

耶穌站在他們中間 

【福 音：若二十 19-31 】 

19（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著，

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 說了這話，便把手和肋膀指

給他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

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

們領受聖神罷！23 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

24 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25 別的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

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26 八

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裏，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

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27 然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

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

的人。」28 多默回答說：「我主！我天主！」29 耶穌對他說：「因為你看見了我，

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30   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

多其他的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31   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

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ccreadbible/Statement%20of%20Donation
http://holyland.ccreadbible.org/
http://www.gabrielmedium.com/
https://www.facebook.com/ccread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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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分析】 
若望福音二十章一共報導了三個耶穌復活後顯現的故事。第一次是復活的主

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一個人（若二十 1-18），這是復活主日的福音內容。這個

主日是復活期第二主日，福音選自若二十 19-31，內容可分為三段：耶穌第二次

顯現、耶穌第三次顯現和若望福音的結束語。 

復活主全新的存在方式 
若二十 19-23 敘述耶穌復活後第二次顯現的情景。時間是復活當日晚上，地

點在一間門戶緊閉的房屋內。緊閉的門戶一方面顯出門徒們的恐懼害怕，另一方

面則顯示出主復活後的存在方式是全新的、不受任何時空限制的存在。 

復活的基督就是歷史中的耶穌 
復活的主首先祝福門徒們「平安」，這個平安的祝福不再只是猶太人慣用的

問候語而已，更具有去除一切恐懼與害怕的救援功效。復活的基督向門徒們顯露

手和肋膀的傷痕，表示祂正是那位曾經和他們一起生活過的師傅；復活的基督和

歷史中的耶穌是同一位。門徒們因看見主而歡喜，先前的懼怕也隨之消失，耶穌

在晚餐廳的許諾：「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若十四

18）在此便已兌現。 

派遣使命 
 復活的主藉著顯現，給予門徒們一個使命，這個使命讓門徒們分享祂得自於

父的派遣。耶穌不僅派遣他們去繼續執行自己的使命，也給予他們完成使命的能

力。藉著噓氣，他們領受了聖神的恩賜，在聖神的帶領下，他們要去使一切人得

到罪赦而和天主和好。 

復活的主身上的傷痕，治癒了門徒們的懷疑與不安。門徒們得到與耶穌受自

父一樣的派遣，並充滿聖神的德能，使他們的宣講和耶穌的教導有相同的重要

性。透過罪惡的赦免，他們完成耶穌的使命，使人出死入生與天父和好。  

眼見為憑？ 
 若二十 24-29 描述耶穌的第三次顯現，基本上是前一段顯現故事的延伸。多

默的情況代表了日後所有的基督徒的處境。歷史上無數的人、包含我們現今生活

的人，大多和多默一樣，強調「眼見為憑」；但信仰出於報道，信仰的基礎是來

自於宗徒們的見証。 

多默的信仰宣示 
 多默不相信宗徒們的話，而強調必須親眼看見、親手觸摸耶穌的傷痕才相

信；在他的要求中，我們經驗到耶穌真的曾經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八天後再

次顯現時，允許多默進行他所要求的驗証，然而，聖經經文並沒有明說，多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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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的接受了耶穌的邀請，用手探觸祂的傷痕。吾人在經文中看到的是，多默決

定性的宣誓了信仰「我主，我天主！」這個信仰宣示具有多重意義： 

1. 多默的信仰表白也正是福音作者的寫作目的，他要引領一切讀者到達這

個目的：和多默一起明認耶穌基督為主。 

2. 多默的信仰宣誓是一種決定性的信仰。宗徒們在耶穌還在世上生活時無

法達到如此圓滿的地步。斐理伯在晚餐廳中的祈求：「主！把父顯示給

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若十四 8）便顯示出宗徒們尚未真正認識

耶穌。 

3. 這個信仰宣誓也和福音的序言前後呼應。整本福音是由一首讚美天主聖

言的詩歌開始，聖言從起初就和天主在一起，如今在多默的宣信中，我

們發現聖言就是耶穌基督，祂也就是真天主。 

4. 多默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形式表達信仰：「我主，我天主！」這樣的表達

顯示出在信仰的終極處，畢竟是一個個人性的抉擇。信仰必須自己負

責，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委託他人。這情形當然也許諾了每個人都

可以和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神秘的信仰經驗並非某些人的特權，而是

每個認真尋找天主的人都可達到的境界。 

「信仰」與「看見」 
面對多默的宣信，耶穌的回應一方面責斥了這種對於「證據」的要求，但更

重要的是給那些向天主聖言開放的人許諾真福。後世之人不必為了沒見過歷史中

的耶穌而沮喪，因為透過他人的宣講和信仰見證，人人都可以達於天主，而「天

人合一」就是生命的終極目標，是最大的幸福。 

福音的結語 
 若二十 30-31 是福音書的結語（第二十一章是所謂的若望團體編輯補充加入

的故事）。作者說明只能記下耶穌生命中極少的事例，但這一切應該足以使人相

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也可以使人發現基督徒的本質，就是得到與耶穌共融

的生命。 

 

 

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 
文：聖文德 

譯：韓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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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請點閱） 

曠野中微賤者的沉思 

一章 上升至天主的階段： 

由天主的痕跡：實有瞻仰天主 

1 「凡仰望你救助，並於此涕泣之谷存心上升至上主所安排的處所者是有福

的。」（詠八三 6）由於真福無非在於享有至高的美善，而至高的美善則凌駕乎

我們之上，故除非躍登──並非肉體的躍登而是心神的躍登──於自己之上者，

無從享有真福。但除非有高於我們的德能來提舉我們，我們便不可能躍登於我們

之上。除非有天主的神佑，不拘我們在內心裡做出如何的佈置，一律無補於事。

而天主的神佑則賜予謙虛及熱誠的祈禱者，亦即在此涕泣之谷，以熱切的祈禱呼

求祂的人。所以祈禱是心靈向上之母及原始。因此狄阿尼削其意在訓示我們如何

抵達出神境界的「論奧秘神學」一書內，先討論祈禱神工。所以我們要祈求上主

我們的天主說：「上主，求你引領我走上你的途徑；求你使我進入你的真理；求

你使我心歡躍，以敬畏你的聖名。」（詠八五 11） 

2 靠了這樣的祈禱我們取得照耀而得悉上達於天主的階段。由於依照我們的

生活情形，宇宙萬象構成我們上達於天主的一架雲梯；同時某些事物是天主的痕

跡，另一些事物則是天主的肖像；有些是有形的，有些則是精神的；有有始有終

的；因而有些是屬於我們內部的，另一些則是屬於我們身外的。故為使我們抵達

絕對精神的、永遠的、高出於我們之上的第一原始，我們必須通過有形體的、暫

時的和我們神外的祂的痕跡；而這便是「走上天主的途徑」。我們亦須進入我們

的心靈，它是天主的肖像，是有始無終的、精神的及在我們內部的；而這便是「進

入天主的真理」。我們還須上升至永遠的、純精神的和凌駕乎我們之上的天主，

瞻仰第一原始；而這便是「歡躍於認識天主及敬畏其威嚴」。 

（未完待續）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95b18b807d935178/itiner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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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命根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三） 

林思川 

三、  啟示憲章的形成 

上面簡要敘述的內容，正是影響梵二會議的教長們最主要的歷史以及神學脈

絡。這些問題或現象相當複雜，許多教會教長及神學家在這些論題上都立場鮮

明，而且往往相互對立，導致啟示憲章形成過程相當長久，由第一會期便開始討

論，及至最後一會期才正式通過並公佈。整個過程討論極為激烈，而且一開始就

高潮迭起，成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梵二會議的第一會期，就於 1962 年 11 月 14 日開始討論由籌備小組所準備

的草案：「論啟示淵源憲章」（Constitutio de fontibus Revelationis）。這個草案遭致

嚴厲的批評，當時來自 Lille 的 Liénart 樞機相當率直地說：「我不喜歡這個草案」

（Hoc schema mihi non placet）！絕大多數的教長也和他一樣，對草案提出嚴厲

的批評，紛紛要求廢棄此草案；當然也有不少人採取相反的立場。 

1962 年 11 月 20 日討論結束，大會對草案進行投票，決定是否要廢棄草案。

結果贊成票 1368 張，反對票 822 張，廢票 19 張。贊成廢棄此草案的票數雖然很

高，但卻仍以少許差距而達不到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數票，因此按大會規章，此草

案沒有被廢棄，問題似乎顯得更為棘手，難以處理。 

然而，當天夜裡，當時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當機立斷，決定用自己的特權介

入這個困局，他要求大會廢棄原有草案，另組一個委員會重新撰寫草案，並且選

派雙方意見的代表人物（Ottaviani 和 Bea 樞機）領導這個臨時組成的委員會。一

位基督教的大會觀察員對教宗的舉動大為讚賞，甚至說：他開始相信教宗的「不

可錯誤性」了。 

新的委員會於是展開了為時極長的努力，經歷了一連串的高峰與低潮，產生

了為數極多的、且不同形式的草案。在最後一次會期間，1965 年 9 月 22 定名為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草案終於被大會接受，經過更進一步的修改潤飾之後，

於 1965 年 10 月 20 日表決，結果以 2344 票贊成，6 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並於

同年 11 月 18 日公佈。 

瞭解啟示憲章曲折的整個形成過程，人們便不會驚訝這個憲章中部分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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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妥協成果」。經文中許多內容相當模稜兩可，或者說教會對某些爭論保

持「開放」的態度而不做出定斷，其中大多是與教義相關的問題，例如：「啟示

的本質」，以及我們前面已提過的有關「聖經與傳統間的關係」，或「聖經與教會

訓導權的關係」等課題。 

但是，啟示憲章關於教會的自我意識、聖經對教會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聖經

詮釋等課題所做的肯定，則是積極而明確的，並對教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未完待續） 

 

 

文∕圖：海倫 

主題：復活節 

素材：百合花 

花語：盛開的百合，像六片翅膀的天使，仰望復活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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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聖葛利農蒙福（St. Louis Mary Grignion of Montfort） 

選自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人傳記》一書 

上智之座會會祖，主曆一七一六年 

路易瑪利亞葛利農蒙福原籍法國，主曆一六七三年誕生，家境貧寒，自幼在

萊納耶穌會學校讀書。年二十歲，棄俗修道，赴巴黎攻讀神學。葛利農蒙福在修

院的時期，常給貧童講解要理，成績奇佳。主曆一七零零年晉陞鐸品，奉派往卜

帝愛醫院照顧貧窮病人。就在那一段時期，他發動組織上智之座會，號召護土和

病人參加。可是當地人士對是項善會的性質，認識不夠，以致蒙福的工作，未能

順利推展。他便步行赴羅馬，請教宗支持。教宗克肋孟十一世，對蒙福的計畫，

頗為贊成。蒙福回到法國，繼續從事傳教工作。 

蒙福的傳教方法，有時往往別出心裁。大多數人士對他很歡迎，若干地區，

在他去世後六十年，還遵循他指示的方法，舉行敬主善工。這些善工中，主要為

誦念玫瑰經。蒙福創立許多念玫瑰經的善會；其他敬禮，則有唱聖歌……等（若

干聖歌，由蒙福親手編撰）。蒙福特別注重念玫瑰經；他本人加入多明我第三會，

可能也是為了他愛好念玫瑰經的緣故。 

蒙福的傳教，是不受地點和時間限制的，也就是說：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向

旁人傳教。有一天，他搭了渡船，從路恩到田南去，船上的客人都在唱粗俗的流

行歌曲。蒙福勸他們一同念玫瑰經。大家都譏笑他，繼續唱歌。可是蒙福不顧眾

人笑駡，一再苦勸；到後來，全船的人都跪下念玫瑰經。另有一次，船上的搭客，

跳舞作樂，可是到後來，在蒙福的領導下，一同念玫瑰經，唱聖歌。蒙福曾往拉

洛卻作多次講道。那時拉洛卻是誓反教加爾文派教徒的大本營。蒙福每次前往講

道，聽眾擁擠不堪，許多誓反教徒都皈依聖教。 

蒙福早已有意創立一個以傳教為目的之修會。這計畫在他去世前數年終於實

現，這便是瑪利亞修會。 

蒙福於主曆一七一六年逝世，一九四七年榮列聖品。 

蒙福著有聖歌多種，他最膾炙人口的著作為《孝愛真諦》一書，該書有中文

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