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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8期 電子報 主曆 2014 年 7 月 17 日 

 《主日福音釋義》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閱讀經典》      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二章 

 《聖言誦禱分享》  天主看了認為好 

 《馨香花語》      主題：中華殉道聖人節 

 《思高動態》      2014年 第二季 工作報告 

 《聖人傳記》      7月 22日 聖女瑪利亞瑪達肋納 

 
書籍推薦 

真福雷永明神父，一九零七年生於義大利西西里，廿四歲時已踏足中華土地，

在香港前後生活了廿八載，卒於一九七六年。雷永明神父以及他所創立的「思

高聖經學會」成員，在一九六一年，完成了全本聖經由希伯來與希臘原文翻譯

成中文的工作，並於一九六八年出版思高版中文聖經。對全球華人教會而言，

這個貢獻實在可比擬為我們所呼吸的空氣，既是自然到讓人

幾近忽略它的存在，卻又重要到沒有它將無法發展信仰生

命。雷永明神父奉獻了一生，為天主的聖言服務。他的智慧

和美德，經教會當局認可，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廿九日，在雷

神父的家鄉西西里 Arcireale 主教座堂的宣福禮儀中，隆重地

宣佈雷永明神父為「真福」。教廷亦宣佈每年一月廿六日為教

會慶祝雷神父的紀念日。 

《我自幼認識的雷永明神父》與《雷永明神父靈修小傳》，乃

思高聖經學會為紀念雷神父列真福品而出版的兩本小書。藉

由這兩本小書，您可以更深的認識真福雷永明神父。《我自幼

認識的雷永明神父》定價新台幣 140 元，《雷永明神父靈修小

傳》定價新台幣 80 元，欲購請致電（02-23112042）佳播股

份有限公司洽購。 

課程公告 

※《羅馬書》聖經講座/ 林思川神父導讀 

時間：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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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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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370-8790 

網站連結 

※思高中心課程總覽（請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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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林思川神父執筆 

莠子的比喻 

【福音：瑪十三 24-43】 
24（那時候，）耶穌給他們另設了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裏

撒了好種子； 25 但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

了。 26 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 27 家主的僕人，就前來

對他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裏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裏來了莠子？ 28 家

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你願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嗎？

29 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 30 讓兩樣一起長到收

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

好燃燒，把麥子卻收入我的倉裏。」 

http://ccreadbible.info/biblecl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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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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耶穌給他們另設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

32 它固然是各樣種子裏最小的，但當它長起來，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

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它的枝上棲息。」 

33 他又給他們講了一個比喻：「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裏，直到

全部發了酵。」 34 耶穌用比喻給群眾講解了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給他們講什

麼； 35 這樣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來的隱

密事。』 

 36 那時，耶穌離開了群眾，來到家裏，他的門徒就前來對他說：「請把田間莠

子的比喻給我們講解一下！」 37 他就回答說：「那撒好種子的，就是人子； 38

田就是世界；好種子即是天國的子民，莠子即是邪惡的子民； 39 那撒莠子的仇

人，即是魔鬼；收穫時期，即是今世的終結；收割者即是天使。 40 就如將莠子

收集起來，用火焚燒；在今世終結時也將是如此： 41 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

他的國內，將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惡的人收集起來， 42 扔到火窯裏；在那

裏要有哀號和切齒。 43 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裏，發光如同太陽。有耳的，

聽罷！」 

前言 
本主日的福音是選自瑪竇福音第十三章天國的比喻。內容先是耶穌公開對群

眾說的三個比喻：莠子的比喻（24-30）、芥菜子和酵母的比喻（31-33）；接著就

是耶穌私下為門徒們解釋莠子的比喻（36-43）。 

莠子的比喻（24-30） 
 這個比喻相當符合巴勒斯坦農業生活的實際情況。在耶穌的時代，農人按著

節氣在自己的田中播下好種子，但之後卻常常在田中發現莠子。這是一種特殊的

雜草，剛剛長出來的時候，外形和麥子相似，難以區分。但是等到成熟時，人們

卻可輕易的在麥子中辨別出它來，因為莠子所結的果實是黑色的，和金黃的麥穗

截然不同。因此，農田的主人要求僕人們暫時別管莠子，等到收成之時再處理這

些雜草。在收割時，人們用鐮刀割下麥子和莠子，同時將二者分開。工人把莠子

集中綑綁在一起，以便後來焚燒，這些雜草是當時很好的燃料；而麥子則被收入

糧倉存放，供日後食用。 

耶穌的比喻說到好種子已被撒在田中，意思是指一切人都受邀進入天主的

國。耶穌宣講天國喜訊並非只針對某些特定的人，祂傳福音的對象是所有的人；

但是，耶穌並非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祂清楚知道，一直都存在著反對天國的邪惡

勢力。祂邀請一切人進入天國，不斷給予人悔改的機會；但是，那些不悔改的人

最終必將遭受審判（瑪十一 20-24），善人和惡人的結局絕對不同（瑪二五 32-46）。

整個比喻強調的重點就是，莠子和麥子終究將被區別開來，各自有其不同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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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被燃燒的莠子象徵罪人將遭受的審判，而善人將進入天父的家，有如麥子被

收入糧倉。 

 芥菜子和酵母的比喻（31-33） 
 一個人在田裡撒下一粒小小的芥菜子，竟然長成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甚至

小鳥也在這樹上築巢棲息；一個女人只用了一點點的酵母，卻使大量麵團發酵。

「芥菜子和酵母」這兩個非常簡短的比喻，應該被看做一個雙重的比喻，因為它

們表達一個相同的觀點：看來毫不起眼的「開始」，卻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大

「結果」。比喻的目的只在於強調開始和結果之間強烈的對立性，至於事件的「發

展」過程則完全不談。聆聽比喻的人經驗到一個在起初完全不能想像的重大成

果，因而肯定這一切必然來自於天主的力量。 

這兩個比喻說明：耶穌的宣講和工作，乍看之下微不足道，但是天主的國卻

已在其中露出曙光，雖然只是一抹微弱亮光，天國的圓滿實現卻已隱藏於其中。

對初期教會的基督徒而言，這兩個比喻的功能在於鼓勵他們堅持信仰，雖然他們

只是毫不起眼「小小羊群」，但是福音必將藉著他們而傳遍天下。 

 公開比喻的結論（34-35） 
 耶穌說比喻的目的，原本在於向一切人指出通往天國之路，但對固執不信的

人而言，比喻則變成隱密的語言，使他們無法瞭解其中含意。瑪竇引用詠七八 2

的話，來說明這個事實。福音作者把聖詠的話當作先知的宣告，這些話在耶穌身

上應驗了。耶穌宣講的就是「創世以來的隱密事」，亦即「上主的光榮威能，和

他所施展的奇蹟異行」（詠七八 4）。但是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由耶穌的宣講中看

見天國業已降臨。 

 莠子比喻的解釋（36-43） 
 「莠子比喻」的解釋和「撒種比喻」的解釋一樣，都是初期教會把比喻運用

在福傳宣講中的結果。這段解釋比喻的經文分為兩段：37-39 節是寓意性的解釋，

40-43 節則是勸勉信仰團體善度信仰生活，以免遭受毀滅性的處罰。 

「田地象徵世界」，這個解釋表現出瑪竇福音中常見的普世性幅度（瑪五

14，十八 7，二六 13）。人子在全世界撒下好種子，但邪惡的魔鬼卻在世上處處

和人子作對。世界上的確有惡人存在，但到了世界終結之時，天使將把惡人篩選

出來，扔到地獄之中，在那裡只有哀號和切齒。 

初期基督徒的教會觀和世界觀 
 這個解釋反映了初期基督徒的教會觀和世界觀。因為田地代表「世界」，所

以這個比喻所指涉的範圍大於「教會」。人子的國度遠遠超越教會團體，教會屬

於世界的一部分。就如信仰團體中同時有好人與壞人一樣，邪惡的勢力事實上也

是存在於世界上的，但是它們最後終將被擊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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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反省】 
福音作者主要關心的當然是教會團體，瑪竇非常務實的指出邪惡勢力也侵入

了教會，教會中有些成員過著不道德的生活，不守法律並引人犯罪，這些邪惡的

勢力在世末之時將更為強大。但是，基督徒不必因此而憂心，因為這些不配在教

會內生活的人，也必將被排除在圓滿的天國之外。只要基督徒在生活中忠於信

仰，在世末之時他們必能和義人一起進入天國。對今日的基督徒而言，這個教導

當然也是有效的。  

 

 

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 
（本系列文章：請點閱） 

文：聖文德 

譯：韓山城 

二章 在天主的痕跡內瞻仰天主 

11. 上述兩階段導引我們在天主的痕跡中瞻仰天主，就像遮蓋雙足的兩個下

垂的翅字。由此可見，有形世界的一切都使靜觀者及智慧者看到永生的天主，因

為所有一切無非萬能、上智及萬萬美善的第一原始的影子，和無始無終的萬有真

原、永遠的光與滿盈的回音，以及為動力因、樣本因與宗旨因的技藝的圖像、痕

跡與表現，它們是天主恩賜我們的信號，好使我們透過它們而間接瞻仰天主。一

言以蔽之，它們是一些副本，是置諸粗魯無知和沉浸於物資中的靈魂面前的祂的

翻版，目的在使這些靈魂由有形可見的事物而躍登至無形可見而只可以理解的事

物，就如由信號而理解信號所代表的物事一樣。 

12. 這類有形可見的事物所以表現天主不可見的事物者，一面因為天主是所

有受造物的原因、樣本及宗旨，而一切效果無非是原因的信號，是樣本的副本，

是邁向宗旨的途徑；一面因為它們真的是天主的表現，或者因了先知的預言、天

使的作為和特加的建定而成為天主及其不可見的事物的表現。一切受造物在某範

圍內自然便是永遠上智的肖像及模樣，尤其若干、在聖經內、由先知之神、專為

預表精神事物而列舉的受造物，特別是若干、天主曾願利用它們、藉著天使而顯

現於人的受造物，格外是若干、由天主特別建定、專為表現精神事物的受造物，

它們不單具有一般信號的意義而且具有聖事的意義。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95b18b807d935178/itiner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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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種種可知：受造者由被造的種種，可以洞悉並辨認出天主不可見的一

切（見羅一 20）。凡不肯注意這些，凡不肯在萬物內認識、讚揚並熱愛天主者，

是無可推諉的；因為他們不願意由黑暗過渡至天主可奇的光明中。我們要藉主耶

穌基督感謝天主，因為祂曾使我們由黑暗過渡至可奇的光明中（見格前十五 57）。

使我們由外在的光明而再度進入輝耀著天主的事理的、我們心靈的鏡子內。 

（未完待續）

 

 

天主看了認為好 

依撒伯爾 

《創世紀》 

1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2  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3  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 

4  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 

5  天主稱光為「晝」，稱黑暗為「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 

6  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 

7  天主造了穹蒼，分開了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 

8  天主稱穹蒼為「天」，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二天。 

9  天主說：「天下的水應聚在一處，使旱地出現！」事就這樣成了。 

10  天主稱旱地為「陸地」，稱水匯合處為「海洋」。天主看了認為好。 

（限於篇幅，僅在此引用這十節） 

二十八年前，分享者有幸在耶穌會梁德佳神父一對一講授要理中慕道。有一

次，梁神父讀創世紀 一 1～二 3，而凡有「天主看了認為好」便由分享者大聲讀

出。事實上，那時分享者才經歷過自己的存在被那生我者否定的痛，對世界、對

生命存疑；神父並不知道。 

 「天主看了認為好」，一次、兩次、三次…共六次，這句話的實在性一次比

一次增強，而當一切完成了，「天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達

到一種特別的肯定效果。天主是生命之主！為何要讓自己的存在價值在一句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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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下的人間語言所否定。那次讀創世紀的經驗為分享者建立一個真正的、扎實

的生命基礎。而那一堂要理也是分享者記得最清楚的一堂。 

 2001 年分享者被派到法國會省，在巴黎聖彌格團體十三年，兩次復活前夕

彌撒中，分享者被要求在創世紀各天之間自由發揮演奏二十秒，一種由混沌、陰

暗、失序到明朗、燦爛、秩序的感覺帶著分享者藉由不同樂器表達出「事就這樣

成了」、「天主看了認為好」的神奇美妙！而還有什麼樂器比人聲「啊…」的驚嘆

更能表達人被創造，面對萬物的情境呢？ 

聖神降臨節起，聖言誦禱網站規劃以《創世紀》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為默想的

材料，網站以三則短文：〈起初〉、〈罪的悲劇與救恩的宣告〉、〈由亞當至亞巴郎〉

作為這十一章的提示，例如：〈起初〉--「聖經由起初的奧秘展開。《創世紀》彙

集天主對於這世界尤其是對人的計劃。聖經的啟示將這計劃納入創造的主題的範

疇。創造見證了一個超性的意願，創造者的計劃，而我們便是出自這計劃。最初

的幾章包含了我們之所是與我們在天主心中的位置。」我們之所是與我們在天主

心中的位置！啊！分享者會看重生命優先順序，第一個是天主，其他的便自然清

楚，找到定位，這樣說似乎正確，但是這段提示讓分享者意識到回到我們存在的

根本，直達核心：我們之所是與我們在天主心中的位置。更深地看到天主對於世

界尤其是對人的計劃，天主是出於愛而創造，不是為創造而創造。我們是因為愛

而被創造，我們的存在可貴之處在此。

 

 

文∕圖：海倫 

主題：中華殉道聖人節 

素材：祭台前：龍柏枝數支（去葉）、紅玫瑰十朵、中黃菊五朶、芋科葉一棵、

文竹六支。 

小盆：粉紅玟瑰五朵、龍柏葉、電信蘭。 

讀經台：天堂鳥兩支、虎尾蘭三片、小黃菊花兩棵、百合兩棵、電信蘭四

片、小黃菊兩枝。 

花語：因殉道聖人的犧牲，才能結出光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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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第二季 工作報告 

思高中心的朋友們，平安！ 

在 2014 年第二季（4、5、6 三個月）中，我們歡度了復活期、迎來了常年期，

現在是要跟大家報告我們工作情形的時候了。 

在今年 4 月 21 日－5 月 4 日，林神父帶了今年第一個朝聖團去聖地朝聖，此

團團員多來自美國西雅圖與 DC 地區。接著於 6 月 24 日－7 月 6 日，第二團朝

聖團也順利完成朝聖之旅，此團團員多來自台灣台南地區。朝聖團體照片與分享

文章，依往例陸續整理發佈在聖地在華辦事處網站（holyland.ccreadbible.org）與

電子報中。 

林神父的聖經課程方面，星期二的課程《羅馬書》目前進行到第十三章。星

期五的課程於四月份《禮儀憲章》告一段落，目前為大家進行《天主教要理》卷

二部分的講解。另外，專題講座《宗徒大事錄詮釋》由於為將內容與禮儀節日配

合，所以在「宗一詮釋_6」與「宗一詮釋_7」中間暫停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期間

穿插神父的避靜道裡，感謝大家的耐心等待與配合。《宗徒大事錄詮釋》目前仍

在陸續上傳中，敬請大家按時收聽。 

至於電子報，在第二季中我們很開心的新增了兩個專欄，分別是「馨香花語」

與「家興的週記」，希望這兩個專欄能為大家帶來不同的視野與感動。「閱讀經典」

也於四月份換上新的大師著作：《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文德聖師著，安道社會

學社出版）。 

在今年初推出的新版電子報網站（ccreadbible.info）至今已經四個月了。感

謝大家配合轉換，並適應新的網頁使用方式。如果您有信仰生活的反省、分享，

或是讀經的分享心得，也歡迎您投稿到思高中心來（請參考邀稿原則）。懇請大

家繼續支持我們的服務！謝謝！

 

http://holyland.ccreadbible.org/
http://ccreadbible.info/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B9%E6%BF%9F%E6%9C%83%E6%80%9D%E9%AB%98%E8%AE%80%E7%B6%93%E6%8E%A8%E5%BB%A3%E4%B8%AD%E5%BF%83/%E6%80%9D%E9%AB%98%E9%9B%BB%E5%AD%90%E5%A0%B1-%E9%82%80%E7%A8%BF%E5%8E%9F%E5%89%87/14003805938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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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聖女瑪利亞瑪達肋納（St. Mary Magdalen） 

選自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人傳記》一書 

主曆第一世紀 

關於瑪利亞瑪達助納的史實，聖經注釋家的意見，略有不同，我們綜合聖奧

斯定和聖額我略的見解，以及聖教禮節上所採用的論據，記述於下： 

瑪利亞•瑪達肋納生於猶太的伯大尼，是拉匝祿和瑪爾大的妹妹。及筓的時

候，生活放蕩浪漫，有城中「罪婦」之稱。她聆聽了耶穌的教訓，痛改前非，悔

罪與愛主之情，油然勃發。有一天，一個法利塞人，請耶穌去吃飯；入席時，那

罪婦進來，跪在耶穌面前，淚流滿面，用眼淚洗濯耶穌的聖足，再用自己的頭髮

揩拭和香油敷抹。 

請耶穌吃飯的法利塞人，見了這事，心裏很不滿意耶穌的舉動。耶穌對法利

塞人心中的思想，早已瞭然。便借用「兩人同向一個債主借債」的譬喻，把法利

塞人心頭的秘密，一語道破。接著，祂指著那罪婦對法利塞人道：「你看見這女

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送上水來給我洗腳。這女人卻用眼淚洗了我的腳，

並用頭髮來揩拭。你沒有給我行親面禮，她從我進來以後，卻不停地口親我的腳。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她卻用香油拭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們：『她的許多罪都

赦了，因為她愛得多。誰獲得寬赦少的，是愛的少。』」 

耶穌對那罪婦說：「你的罪都赦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路加福音第八章記述：耶穌走遍了各城各村講道，宣傳天國的喜訊。同祂在

一起的有十二位宗徒，有幾個曾附過惡魔或患病而獲治癒的婦女，有號稱瑪達肋

納的瑪利亞，從她身上趕出了七個魔鬼。 

路加福音第十章記述：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瑪爾大的，把耶

穌接到家中。她的妹妹瑪利亞坐在耶穌的跟前，聽祂講話。瑪爾大為了招待耶穌，

忙碌不已。她對耶穌說：「主，我的妹妹丟下我一個侍候，你不介意嗎？請您叫

她來幫助我吧。」 耶穌答道：「瑪爾大！瑪爾大！你為了許多的事操心忙碌。

其實最需要的唯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一份，那是不能從她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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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榮入耶路撒冷的上一日，在伯大尼癩病者西滿家裏坐席的時候，瑪利亞

拿著一玉瓶珍貴的香液進來。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穌頭上。但有些人頗不滿意，

彼此說：「為什麼要這樣浪費香液？這香液原可賣三百多塊銀錢，施捨貧人啊！」

耶穌說道：「由她罷！你們為什麼叫她難受。她在我身上作了一件善事，因為你

們常有貧人同你們在一起，你們無論什麼時候願意，就能給他們行善。但是我，

你們卻不能常在一處。她所能做的，她已做了。她提前傅抹了我的身體，是為安

葬之事。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福音無論傳到全世界什麼地方，必要述說她所作

的事，來紀念她。」 

聖師金口若望說：「你們大家請看：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能聽到大家歌

頌她的話。無論在波斯、在印度、在英倫三島，瑪達助納的佳事，到處流傳。」 

耶穌聖身高懸苦架時，有幾位婦女遠遠地觀看著，其中有瑪利亞瑪達助納。 

耶穌聖身光榮復活時，瑪達肋納也是主要的角色。瑪竇福音記載：安息日過

了，一週的第一日，天快亮時，瑪利亞瑪達助納和另一個瑪利亞來看墳墓。忽然

發生了大地震，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上前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

像閃電，他的衣服潔白如雪。天使對婦女說道：「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尋

找被釘死的耶穌。祂不在這裏了。祂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她們趕快離開墳墓，

跑去報告門徒。正在那時，耶穌迎面而來，對她們說：「願你們平安！」 

若望福音記載：瑪利亞在墳墓外面痛哭。耶穌對她說：「瑪利亞！」瑪利亞

便轉身用希伯來話對他說：「辣布尼（意思就是說：師父）。」耶穌說：「別觸

碰我，因為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你到我的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我升到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那裏去，升到我的天主——也是你們的天主——那裏去。」 

根據東方的傳說，聖神降臨後，瑪達肋納隨聖母瑪利亞和聖若望宗徒到厄弗

所。她死在厄弗所。但根據另一種傳說，瑪達拉納和拉匝祿、瑪爾大等同往法國

普望斯傳教，暮年在聖巴美山岩洞隱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