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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4期 電子報 主曆 2015 年 1 月 22 日 

 《主日福音釋義》            常年期第三主日 

 《閱讀經典》                神學乃萬學之宗_8 

 《聖言誦禱分享》            具有權威的教導 

 《書寧 2014朝聖日記》       08若瑟的身影 

 《聖人傳記》                1月 22日聖味增爵 

 

課程公告 

※《馬爾谷福音》聖經講座/林思川神父導讀 

時間：1 月 27 日（週二晚上 7:30~9:00） 

地點：南港耶穌聖心堂（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114號。聖堂廣場可停

車，或搭乘捷運：板南線後山埤站3號出口步行約5-10分鐘。） 

費用：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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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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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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主日 

林思川神父執筆 

宣講福音與召叫門徒 

【福音：谷一 14-20】 
14 若翰被監禁後，耶穌來到加里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 15 說：「時期已滿，

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 16 當耶穌沿著加里肋亞海行走時，

看見西滿和西滿的兄弟安德肋，在海裡撒網，他們原是漁夫。 17 耶穌向他們說：

「來跟隨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 18 他們便立刻拋下網，跟隨了他。

19 耶穌向前行了不遠，看見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

網。 20 耶穌遂立即召叫他們；他們就把自己的父親載伯德和傭工們留在船上，

跟隨他去了。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馬爾谷福音一章 14-20 節，敘述耶穌展開公開生活的情

形。根據內容可以把經文分成兩段，首先是有關耶穌出現於加里肋亞的報導（一

14-15），其次是耶穌召叫第一批門徒的故事（一 16-20）。 

 若翰與耶穌 
 馬爾谷記載耶穌的公開生活開始於「若翰被監禁後」，目的在於刻意地把耶

穌的出現和若翰生命的結束聯結在一起。關於若翰被捕與被殺害的故事，在谷六

14-29 有詳盡的報導。中文聖經翻譯的「監禁」一詞並沒有錯，但這個字的希臘

原文本意是「被交出去」，是福音中多次被特別用來描述耶穌命運的字，例如祂

自己曾清楚預告自己將被交出去（谷九 31，十 33，十四 11、21）。透過這個關

鍵字可以看出，耶穌和若翰的生命結局是一樣的，若翰不僅為耶穌準備好道路（人

心），他整個命運都是耶穌的前驅。 

 福音的「家鄉」 
 耶穌由受洗之地 ─ 約但河下游的猶大曠野 ─ 回到加里肋亞，開始宣講。

加里肋亞是祂生活的家鄉（谷一 9），祂現在透過公開宣講，使這個地區更變成

了「福音的家鄉」。福音作者強調耶穌宣講「天主的福音」，表達出天主是福音的

創立者和源頭，因為「福音」的本意是天主在耶穌身上完成的救援行動，耶穌的

一切言行全是源於天主的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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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福音 
 這個福音的內容就是「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時期」是指天主所設

定的時辰，就是末世性天國來到的時辰。如今這個時辰來到了，耶穌的公開出現

就是這個時期達到圓滿的記號，天國隨著耶穌的出現、並且經由耶穌而漸漸實

現。人們在耶穌的話語和行動上，認出祂就是默西亞性的喜訊傳報者（依五二

7），這個喜訊就是天主的國業已臨近。藉著耶穌基督並且在祂內，天國在這個會

消逝的世界中得到了一個新的基礎，這正是耶穌的使命的最終意義。 

悔改與信從 
天國的喜訊是白白的恩賜，卻不強迫人接受。福音要求人自由的接受，而接

受福音的具體表現是悔改與信從。福音的基礎建基在悔改與信從之上，意思是克

服一切使人遠離天主的罪過，並在信仰中將自己轉向祂的許諾。耶穌的宣講對一

切人開放，人有自由面對這個訊息做出反應，悔改並信從福音的人必得看見天

國。福音作者藉著耶穌的「福傳宣言」（一 15），預先展望了耶穌將進行的工作，

亦即祂的宣講和行動所表達的整體性救援。 

 召收首批門徒 
 馬爾谷在報導耶穌整個福傳宣講「計畫」之後，立刻敘述祂召收首批門徒的

故事，這個刻意的安排當然含有特殊的目的：表達耶穌在公開生活之初，便有人

立刻對天主的福音做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耶穌使命的合作者。 

這個故事敘述兩對兄弟蒙召的過程：「和耶穌相遇」、「耶穌召叫他們」、「他

們立即跟隨」。這個故事和舊約中先知蒙召的故事十分相似，尤其是厄里亞召收

厄里叟的故事（列上十九 19-21）。但耶穌召叫門徒的過程仍有其獨特之處。 

 耶穌主動召叫 
 整個召叫行動從一開始就完全出於耶穌的主動：祂「看見」西滿和安德肋，

接著向他們「說話」，被召叫的人完全沒有開口，他們和耶穌之間沒有任何「對

話」。福音簡潔有力的表達耶穌的召叫：「來跟隨我！」意思是跟在耶穌後面行走，

就如徒弟和師傅的關係一般，因此在福音中常常稱跟隨耶穌的人為「門徒」。 

馬爾谷運用修辭的技巧表達跟隨耶穌學習的目標是「成為漁人的漁夫」。就

外在看來，門徒蒙召有如轉換職業；但是事實上，他們未來行動的目標和過去是

完全不同的：藉著參與耶穌的宣講，爭取更多的人進入天國。 

西滿和安德肋立刻毫不猶疑地跟隨耶穌，猶如早已準備好一般。他們的行動

當然是一個理想性的反應，使人看出耶穌具有神恩性的吸引力。 

 雅各伯和若望 
第二對兄弟蒙召的過程和前一對兄弟相似，馬爾谷的目的在於指出耶穌門徒

的核心團體的形成。西滿、安德肋以及載伯德的兩個兒子雅各伯和若望列於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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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名單中最前面四位，他們在福音中常以顯著的「四人組」（谷十三 13）或「三

人組」（五 37，九 2，十四 33）的形式，陪伴耶穌出現在特殊的場合。 

雅各伯和若望一聽見耶穌的召叫，也立刻跟隨了耶穌。福音特別強調他們放

下了謀生的工具，離開他們的父親；這是一種理想性的表達，指出成為耶穌的門

徒應有的條件（參閱：瑪十 37；路十四 26）。 

【綜合反省】 
 福音作者介紹耶穌展開公開生活的情形，並以耶穌自己的口說出祂的使命。

耶穌出現是為了宣講天國，谷一 15 說出整個宣講計畫。這段經文雖然極為精簡，

卻涵蓋了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概念：「時期已滿」、「天國臨近」、「悔改」、「信從福

音」。為使「天主的福音」在歷史中完全實現，耶穌需要合作者，因此祂從一開

始就召叫門徒跟隨祂，最早被召叫的門徒立下了回應耶穌召叫的最佳榜樣，成為

後世一切基督徒效法的典範。 

 

 

神學乃萬學之宗 
（本系列文章：請點閱） 

文：聖文德 

譯：韓山城 

17 倘若我們注意言語本身，便要在言語內見到善生的法則。為使言語圓滿

無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洽當、真實與優美。同樣，所有行為亦須兼有三個條

件，即節制、優美和規律，亦即外在的行為應以端莊節制之，應以純潔的情懷使

之優美化，應有正直的意向使之規律化。因為我們的行為唯有具備正直的意向、

純潔的情懷、端莊的外表時，我們的生活才是正直而規則的。 

18 言語的宗旨無非為了表達思想、開導並感動聽者。但非有象（觀念）則無

可表達；非有明晰的論證，則無從開導聽者；非強有力，則無法感動聽者。但人

無不知，除非象、明晰的論證和強而有力三者與聽者的心靈密切接合，則言語無

從達成其三重宗旨。故此奧斯定結論說：「唯有將象深印於聽者的心靈，將光明

傾注於聽者的心靈，並提供力量與聽者的心靈，始得成功為真的教師」。又說：「在

人心深處施教者，其講座設於上天」。就如言語非藉與心靈密切接合的象、光明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95b18b807d935178/itiner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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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力量，不能使聽者完全明瞭其內容；同樣，為使心靈因了天主在內心所講的言

語而認識祂，心靈必須與「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正肖像，並以自

己大能的言支撐萬有」（希一 3）的祂，結合為一。看，這樣的靜觀一如奧斯定

許多著作中所揭示者，何其美妙地導致人走向天主上智！ 

19 依循這樣的路線亦可對自然哲學做出同樣的思考。自然哲學研究的主要

對象是寓居於物質、心靈及天主上智內的「形式理由」。這類形式理由又可由它

們間的比例、因果關係及合一的媒介三方面來研究。這研究的結果亦能使我們發

見上述三者。 

（未完待續）

 

 

具有權威的教導 

依撒伯爾 

《雅各伯書》第三章 

1  我的弟兄們！你們作教師的人，不要太多，該知道我們作教師的，要受更嚴

厲的審判。 

2  實在，我們眾人都犯許多過失；誰若在言語上不犯過失，他便是個完人，也

必能控制全身。 

3  試看，我們把嚼環放在馬咀裏，就可叫牠們順服我們，調動牠們的全身。 

4  又看，船隻雖然很大，又為大風所吹動，只用小小的舵，便會隨掌舵者的意

思往前轉動； 

5  同樣，舌頭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肢體，卻能誇大。看，小小的火，能燃着廣大

的樹林！ 

6  舌頭也像是火。舌頭，這不義的世界，安置在我們的肢體中，玷污全身，由

地獄取出火來，燃燒生命的輪子。 

7  各類的走獸、飛禽、爬蟲、水族，都可以馴服，且已被人類馴服了； 

8  至於舌頭，卻沒有人能夠馴服，且是個不止息的惡物，滿含致死的毒汁。 

9  我們用它讚頌上主和父，也用它詛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 

10  讚頌與詛咒竟從同一口裏發出！我的弟兄們，這事決不該這樣！ 

11  泉源豈能從同一孔穴，湧出甜水和苦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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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豈能結橄欖，或者葡萄樹豈能結無花果？鹹水也不能

產生甜水。 

雅各伯致散居的十二支派的書信所訓誨的是生活上再實際不過的事，例如：

第二章 1我的弟兄們，你們既信仰我們已受光榮的主耶穌基督，就不該按外貌待

人。 2如果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美的衣服，進入你們的會堂，同時

一個衣服骯髒的窮人也進來， 3你們就專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且對他說：「請

坐在這邊好位上！」而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說：「坐在我的腳凳下邊！」 

4這豈不是你們自己立定區別，而按偏邪的心思判斷人嗎？ 

而從第三章 1我的弟兄們！你們作教師的人，不要太多，該知道我們作教師

的，要受更嚴厲的審判。吾人可以猜測好為人師顯然是個頂普遍的現象 。教師

是信德的培育者，他真正的權威決定在他言行上差距的大小。作教師的人不能只

憑一張嘴，其實就算不提及嚴厲的審判，在現世也逃不過人們雪亮的眼睛。偽裝

不能永久，總是會被拆穿的。 

分享者年輕時可說酷愛寫擲地鏗鏘有聲的論說文，也愛教訓、糾正人，幸而

及早遇到敢於直言的師長、和敢於戳穿的朋友，意識到自己有說到未必做得到的

不良習性。言行的一致性是個挑戰，當沒人作評估，正是操練為自己負責的時候。

當沒有人敢直言挑戰時，會有個「危險」：騙自己。尤其修道者在神修方面多少

被視為一種精神層次的指導者。啊！奉獻生活過的愈久，愈意識到這樣的期待，

因而如履薄冰了。如何是好呢？聖言誦禱！這靈修方式是把嘴閉上，將自己擺在

天主聖言前面，讓自己成為門徒，聆聽至聖導師的話語。 

此外團體生活姐妹間坦誠的往來也是一個修正的時刻，唇槍舌劍只會帶來攻

擊與防衛，有傷愛德、對靈魂沒益處，危害福音生活的見證性。 

教宗方濟各的言論強而有力、震撼人心，因為他說的是他一直以來所實行

的，他的心是向時代開放的，他的言論觸及對時代與道德中積習已久的反思與儆

醒。不只是教會中人，有愈來愈多人依循他的發言，做為自己的生活反省。他的

教導具有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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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若瑟的身影 

許書寧 

 

納匝肋的聖母領報大殿附近，有一座小小的聖堂，無論外觀、造型、色彩或

尺寸，都不怎麼吸引人注意。相較於僅有咫尺之遙的領報大殿，顯得樸素許多。 

聖堂外的園子裡，有一座同樣不起眼的青銅雕像。一位身形瘦削的中年男

子，赤腳坐在矮石牆上；手掌交疊於牧杖頂端，雙眼低垂，內斂的臉部看不出什

麼表情，沉默的身影卻若有所思。 

那是聖若瑟：福音中經常做夢，卻從未發聲的達味之子。 

 

舊約聖經中，也曾經有過一位愛做夢的若瑟。 

那位若瑟不僅做夢，也代替天主為人解夢。他的兄長們出於忌妒，恨恨地稱

他為「那做夢的人」，並冷酷地將弟弟賤價賣給米德楊商人。 

被賣到埃及後的若瑟受了許多苦，受盡委屈，被誣陷，也被遺忘。他在三十

歲時終於「熬出頭」，坐上為法郎管理全埃及國的高位，因此得以於日後解救受

饑荒之苦的父親與兄弟。 

面對曾經恥笑、迫害過自己的哥哥們，若瑟並沒有趁機報復或傾吐怨氣。相

反地，他藉著反覆審視自己所受的苦難，一步步成長，逐漸明白天主願意在他身

上完成的事： 

「我就是你們賣到埃及的弟弟若瑟。現在你們不要因為將我賣到這裏便自憂

自責；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們以先來，為保全你們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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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我豈能替代天主？你們原有意對我做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

變成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所以你們不必害怕，有

我維持你們和你們的孩子。」 

 

藉著苦痛與磨難，天主願意若瑟成為撫慰與心安。而他也謙遜地明白，唯有

完成那份旨意，才是生命真正的本質與意義。 

舊約中的聖祖若瑟，是天主預先派遣的護衛者。 

 

時間緩緩地往前推，將近一千七百年後，以色列地誕生了一位同樣以「若瑟」

為名的猶大男子。 

這位新約中的若瑟，與他的舊約「老祖宗」有著相當程度的重疊：經常做夢、

老是處於「被動」姿態、看似毫無個性、逆來順受，卻是一位胸懷寬廣的義人。 

若瑟在福音中出現的篇幅極少，作者們甚至從頭到尾不曾讓他說過一句話。

因此，他給的印象總是淡薄的，像個不容顯露情感的「配角」。安安靜靜地登台，

忠實襯托主角，又一聲不響地退到幕後，讓人幾乎難以察覺他的存在。 

 

每逢將臨期，我經常以耶穌聖誕為主題作畫。 

作畫時，最讓我感到「棘手」的永遠是聖若瑟。馬槽、小動物、天使、星空

與雪地都不成問題，描繪瑪利亞與小耶穌的過程更是甜蜜，我總能懷著滿滿的愛

意，極其親愛、不厭其煩地為他們疊上一層又一層的顏色，反覆審視，甚至以細

毛筆勾勒每一縷髮絲。 

相較之下，若瑟總被我畫得慘不忍睹，不是頭與身體的比例怪異，就是表情

憂鬱晦暗，看起來簡直就像貼著古怪假鬍子女扮男裝的宝塚歌劇團演員。在我那

不成熟的聖誕畫中，若瑟永遠像一縷陰魂不散的半透明影子，毫無魅力地「附屬」

在馬槽邊。 

剛開始，我以為筆下的若瑟之所以慘澹，純粹出於自己的「不擅長」。 

因為，創作原是相當奇妙的東西，總會隨著握筆者的喜好而有所偏頗。小孩

子或女性是我善於描繪的對象，過了某個年紀的男性就不成了。不知道有過多少

次，編輯要求我修改圖中男性：「脖子過於細長，像女孩子一樣……」、「肩膀的

形狀有點奇怪，看起來未免太沒男子氣概……」、「這雙手的骨架，一點兒也不像

男人……」 

過去的經驗讓我有了狡辯的藉口。我當真以為，畫不好若瑟是莫可奈何的

事，誰叫他是我「不擅長」的男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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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在納匝肋，朝聖團圍坐在若瑟堂邊的樹蔭下，林神父毫無預期地給

出一個全新的觀點。 

「雖然說，我們不該比較瑪利亞與若瑟的信德；但是，還是請大家稍微想一

想：瑪利亞，對於自己的受孕清楚明白，她並沒有做出什麼對不起丈夫的事，因

此可以問心無愧、理直氣壯。然而，可憐的若瑟有什麼呢？」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環視眾人，然後說： 

「對於未婚妻子的懷孕，若瑟唯一的倚靠只有夢，接二連三的夢境。」 

 

當天晚上，我翻開聖經，重新閱讀福音中與若瑟相關的經文。越讀，就越是

感覺自己「看見」了那個沉默不語的身影。若瑟，隱藏於暗中的義人，在字裡行

間逐漸浮現，愈顯清晰…… 

瑪竇福音中，接連四次描寫天使在夢中對若瑟說話： 

 

「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

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

的罪惡中拯救出來。」 

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

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 

 

「起來，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裏，直到我再通知你，因

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 

若瑟便起來，星夜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了。 

 

黑落德死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夢顯於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

他的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死了。」 

他便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進了以色列地域；但是一聽說阿爾赫勞繼

他父親黑落德作了猶太王，就害怕到那裡去。 

 

夢中得了指示後，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 

 

這些文字，幾乎已是與若瑟相關的全部經文了。如果單純以字數來算，他在

整部福音中的「重量」可說是輕如鴻毛。雖然如此，只要有心，卻也不難窺見那

沉默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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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 

若瑟便起來，星夜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了… 

他便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進了以色列地域… 

夢中得了指示後，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 

可憐的若瑟似乎老是不得安眠。 

然而，他並不因自己的處境自怨自艾，反而緊抓著與天主之間唯一的聯繫，

全然信賴，並立即實踐祂的旨意。若瑟比誰都明白，天主的旨意必要實現，不應

有任何遲延。因此，一從睡夢中醒來，他就馬上付諸行動；不等待天亮，而是「星

夜」帶著有性命之危的嬰孩與母親逃往埃及。 

就如同那位同名的舊約老祖宗，若瑟藉著一次又一次的夢境，逐漸認識了自

己的生命意義，是要成為「天主預先派遣的護衛者」。 

若瑟有什麼呢？ 

若瑟有的只是夢境……以及絕大的信德。 

 

在這樣的觀點下重新看若瑟，不禁叫我讚嘆！ 

在面對天主奧妙難解的旨意時，瑪利亞說：「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吧」。若瑟

保持沉默，不發一語，卻以一生實踐了同樣的回應。倘若說，基督的真光照亮了

瑪利亞，若瑟就好似投射於瑪利亞身後的影子。夫婦倆一明一暗，卻是同心，一

起孕育並保護了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 

 

在這趟旅程中，我感覺自己更愛了聖若瑟幾分。 

或者該說，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又更鮮明了一點。這樣的「成長」好似

與朋友相交，總得經過一段日漸加深的過程。無論如何，聖若瑟在我心中的印象，

從一個只知道名字的模糊影像，開始有了五官長相，看得出個性，喜怒哀樂等表

情也逐漸浮現。在納匝肋，我與若瑟逐漸成了朋友；看見那位樸實木訥、忠實於

信仰、默默保守家人的木匠；更看見那位蹲在沙地上教導小耶穌認字、帶領兒子

背誦肋未紀的猶太父親。 

 

現在，我極其渴望描繪聖若瑟。因為，他的面孔如此清晰，他的身影呼之欲

出，叫我忍不住要「畫出來」。 

不僅如此，我更相信，隨著對他的認識與逐漸增長的愛，自己筆下的若瑟一

定能夠越畫越好。 

原來，沒有什麼「擅長」或「不擅長」，只有「愛」或「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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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得夠深，「不擅長」也許就會變成「擅長」。 

 

 

1 月 22 日 聖味增爵（聖文生，St. Vincent of Saragossa） 

選自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人傳記》一書 

殉道，主曆三零四年 

聖味增爵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一位殉道者，也是聖教享有盛名的一位六品修

士，與聖斯德望和聖老楞佐並列，照耀史冊，名傳千古。聖人由撒拉哥薩主教聖

華肋列斯賦與六品職。主曆三零三年，教難爆發，西班牙總督大西安大興教獄，

很多信徒被捕處死。華肋列斯和味增爵同於三零四年就逮，在獄中飽受虐待，總

督滿以爲兩人終將就範，但過了一段很長的時期，見兩人意志堅決如前，就責獄

吏對他們的虐待還不夠，接著自己軟硬兼施，鼓其如簧之舌，妄圖說服二聖。華

肋列斯素來拙於口才，默不置答。味增爵就對他說：「主教大人，假使你命令我

的話，我可以答辯幾句。」華肋列斯說：「吾兒，我現在委派你答辯，爲信德真

道辯護。」味增爵就侃侃剖述他們的立場，口若懸河。總督大怒，除將華肋列斯

放逐外，下令嚴刑拷打味增爵。據聖奧斯定的記載：這些苦刑殘酷的程度，簡直

是空前絕後，慘絕人寰。刑吏將聖人的手足緊縛在木架上，用鐵鈎把他的肉一塊

一塊鈎下。味增爵受了這樣的酷刑，仍是笑容滿面；刑吏雖加緊鈎割，血肉橫飛，

慘不忍睹，聖人怡然自得。總督無計可施，便用最殘酷的苦刑，將聖人的身體，

橫放在鐵架上，慢慢用火炙烤。刑吏將聖人平放在鐵架上，傷口塗以鹽粒，藉以

增加痛苦，接著開始用文火焙烤。聖人的勇氣，與他的痛苦以同一比例增加，態

度安詳，寧死不屈。最後，人們將聖人抬往獄室，地上滿鋪著陶器碎片，藉以增

加囚犯身體的痛苦。聖人釘在木枷中，不得動彈。到了夜間，獄吏在門縫張望，

見室内一片光明；聖人緩步來往，口誦頌主的經文。獄吏見了，當場皈依聖教。

聖人飽受了種種酷刑後，離世升天。總督命將他的遺體丢在沼澤，有一隻烏鴉飛

來守護，不讓屍體遭禽獸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