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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5期 電子報 主曆 2015 年 1 月 29 日 

 《主日福音釋義》            常年期第四主日 

 《閱讀經典》                神學乃萬學之宗_9 

 《我自幼認識的雷永明神父》  原著序 

 《書寧 2014朝聖日記》       09思嘉的雨水 

 《聖人傳記》                2月 2日聖母獻耶穌於主堂 

 

課程公告 

※《馬爾谷福音》聖經講座/林思川神父導讀 

時間：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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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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四主日 

林思川神父執筆 

耶穌在葛法翁會堂 

【福音：谷一 21-28】 

門徒和耶穌進了葛法翁； 21 一到安息日，耶穌就進入會堂教訓人。 22 人都驚

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威似的，不像經師們一樣。 23 當時，在

他們的會堂裡，正有一個附邪魔的人，他喊叫， 24 說：「納匝肋人耶穌！我們

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竟來毀滅我們！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天主的聖者。」 25 耶

穌叱責他說：「不要作聲！從他身上出去！」 26 邪魔使那人拘攣了一陣，大喊

一聲，就從他身上出去了。 27 眾人大為驚愕，以致彼此詢問說：「這是怎麼一

回事？這是新的教訓，並具有權威；他連給邪魔出命，邪魔也聽從他。」 28 他

的聲譽遂即傳遍了加里肋亞附近各處。 

【經文脈絡】 
馬爾谷報導耶穌在加里肋亞海邊招收首批門徒之後（一 16-20），立刻更換敘

述故事的時間和地點，報導耶穌在一個安息日，在葛法翁會堂中所發生的事件（一

21-28），這個主日的福音就是這段故事。 

整段敘述分成三段，首先是一個導言，提及耶穌於安息日在會堂中教訓人

（21-22）；接著是由導言引出的「驅魔奇蹟」（23-27）；最後則是整個事件造成

的效果（28）。 

最後一節經文：「他（耶穌）的聲譽遂即傳遍了加里肋亞附近各處」，毫無疑

問，這就是整段報導所要達到的根本主題。雖然看起來「驅魔事件」是這段經文

中最生動的情節，但整段驅魔過程並沒有成為真正的重點；相反地，這裡顯示對

耶穌後來的工作更重要的主題：祂的名聲遠播。這正是馬爾谷福音有關耶穌在加

里肋亞公開 生活報導的特色。 

「驅魔」的文學類型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驅魔故事」含有古典作品中驅魔文學類型所含有的特

點因素：驅魔者的出現、察覺惡魔所帶來的危險、驅魔過程（有時詳盡、有時簡

短）、惡魔被趕出時的一些可察覺到的記號、見證人的兩種不同反應。 

這些文學上的辨識特徵，說明這類報導具有某種固定的格式，但卻並未解釋

奇蹟事件的內涵。必須要提的是，福音作者總是刻意地避免使讀者的注意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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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驅魔者所有的特殊能力上，而是強調耶穌所帶來的「新的教訓」（7）；耶穌的

驅魔事件，只是祂的教導具有卓絕權威性的證據。 

 葛法翁 
耶穌和門徒們來到葛法翁（21）。根據瑪四 13，葛法翁是耶穌公開生活時的

主要居住地；此外，四部福音的作者都顯示，相對於耶穌的家鄉納匝肋（參閱：

谷六 1-6），葛法翁與加里肋亞湖沿岸地區才是祂最喜愛停留之處。 

考古學者證實，耶穌時代葛法翁城中的確有一座會堂，應該是一個相當醒目

的會堂。今日去葛法翁的朝聖者都會在當地發現一座壯觀的會堂廢墟，這是第四

世紀左右的建築遺跡，但卻是建築在耶穌時代會堂的基礎之上。 

安息日的會堂聚會 
福音報導當天是安息日，因此耶穌按猶太人的習慣「進入會堂」，並且「教

訓人」（21）。安息日在會堂中的聚會主要是「聖道禮儀」，包含宣讀聖經以及對

於聖經的解釋。馬爾谷非常精簡地敘述耶穌「教導」，意思是耶穌對聖經的解釋

就是「教導性的宣講」，很可能初期基督徒團體就是透過「要理教導」的方式保

存並傳遞耶穌的話語（比較：谷四 1-2）。 

耶穌的教導具有權威 
 對馬爾谷而言，「教訓」一個字就足夠說明一切（谷一 15），他所強調的並

非耶穌所有的「教導內容」，而是祂的教導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群眾都因耶

穌的教導而「大為驚奇」，因為祂的教導具有天主般的權威，而「不像經師們一

樣」（22）。 

邪魔害怕耶穌的教導 
 由 23 節開始，馬爾谷轉而敘述一個在會堂中所發生的插曲：一段驅魔的故

事。耶穌在教訓人的時候，突然有一位附魔者的高聲喊叫，這是惡魔因為聽見耶

穌的宣講，由於恐懼害怕而做出的反應。 

 不潔之魔 
 這位附魔者是被一個「不潔之神（魔）」所附（思高譯本沒有譯出「不潔」

一詞）。馬爾谷在他的福音中交替使用「不潔之神」和「魔鬼」兩字。古典文學

作品常常將魔鬼表達為帶來災害的精神體；而希臘化的猶太文學作品則常以「不

潔之神」表達魔鬼，當然是已經加上貶抑性的批判。 

附魔現象往往含有一些醫學上的幅度，例如路十三 11 就清楚的提到一位「病

魔」，谷九 17-22 也指出一位「啞巴魔鬼」。因此可以了解，福音中常把「驅魔成

功」表達為「附魔者被治癒」。然而，驅魔現象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幅度：耶

穌行動的「記號性」。瑪十二 28（平行文：路十一 20）報導耶穌清楚地將自己驅

魔的行動解釋為「天國業已臨在」的記號。馬爾谷福音也清楚地表達這樣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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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谷一 15 先報導耶穌宣報天國臨近，現在就以福音中耶穌所行的第一個奇蹟

加以證實，使人從相反天主旨意的惡魔力量中得到釋放。 

 魔鬼的「知識」 
 惡魔的喊叫聲並非只是由於恐懼而無意義地胡亂吼叫，牠們（複數！）的喊

叫聲顯示擁有超越人性的知識，知道耶穌所有的派遣以及祂超越一切的能力，並

宣告耶穌真實的身分：「天主的聖者」。魔鬼稱耶穌是「天主的聖者」，表達耶穌

是被天主的光榮充滿，和不潔的邪魔的污穢邪惡形成極端對比。但是，知識並不

等於信仰，牠們雖然認識耶穌，卻不肯信從祂。 

 驅魔 
 耶穌以兩個簡短的命令句將惡魔驅逐出去：「不要作聲！從他身上出去！」

（25）耶穌的話語本身就帶有權威，所說的必能實現，完全不須再外加其他任何

媒介或因素。惡魔雖然還拼命做困獸爭扎，「使那人拘攣了一陣」，但卻毫無用處，

頂多只能「大喊一聲，就從他身上出去了。」（26）驅魔奇蹟立刻就實現了。 

奇蹟的效果 
相對於驅魔故事的簡短，經文敘述在場群眾們的反應則詳細的引人側目。他

們完全不知所措而「大為驚愕」！福音作者巧妙地透過他們的彼此詢問強調整段

敘述根本的主題：整個事件使人了解耶穌的宣講充滿權威，是「新的教訓」，耶

穌的聲譽也因此立刻「傳遍了加里肋亞附近各處」（28）。這個事件是「新的教訓」，

因為人們由這個事件能夠有所「學習」，亦即正確地了解耶穌所宣講的「天主的

國」（一 15）。 

【綜合反省】 

馬爾谷在耶穌公開生活之始就報導這個故事，講述耶穌以言語以行動證實祂

自己所宣報的福音：「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一 15） 

這段故事也帶領讀者一起再次肯定耶穌超越邪魔，每個人都應在耶穌的工作

中發現自己的「肉體與靈魂」都得到好處。更重要的是由耶穌的言行認出祂真正

的身分並因此而信從祂。 

此外，魔鬼超越常人的「知識」也提醒基督徒，信仰不只是知識，知道並不

等於信從。每個人當然都應不斷在信仰知識上成長，但更重要的是要真實地信靠

服從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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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乃萬學之宗 
（本系列文章：請點閱） 

文：聖文德 

譯：韓山城 

20 我們如果研究上述三種形式理由之間的比例，將能發見永生和成人的聖

言。「理性理由」及「抽象理由」似乎處於「基種理由」及「標準理由」之間。

但「基種理由」唯有在形式產出時，始能存在於物質內；同樣，「理性理由」唯

有在心靈的言語產出時，始能存在於人靈內。所以在正確比例之下，「標準理由」

唯有在聖父產生聖言時，始得存在於天主內。上述產出乃是一種優點；受造物既

擁有這優點，則造物主更擁有之。因此奧斯定說：天主聖子乃是「天主父的技藝」。

又，物質自然便趨向於理性化；直到上述出生的優點在具有理性的靈魂與物質的

軀體結合為一時，才出現完美的產出。於是，依照類比的方式，我們可以推論說：

宇宙間最奇偉、最崇高的優點，唯有在基種理由寓居於其內的物事（存在於物質

內的一切），理性理由寓居於其內的物事（具有理智的人）與標準理由寓居於其

內的物事（天主聖言）共同結合於一個位格時，始能出現。而這正實現於天主子

降生成人的奧蹟中。因此可說，整個自然哲學都在上述比例下，宣揚永遠受生的

和成人的聖言，祂好似原始和終結，既受生於時間之先，又成人於世代之末。 

21 倘若由因果關係來研究上述理由，則將發見善生的法則。大凡可以依其

「基種理由」而出生並腐朽的物質，非靠不能出生亦不能腐朽的天體，如太陽、

月亮、星辰的光，談不到出生。同樣，靈魂非由太陽即基督，非靠月亮即童貞瑪

利亞、基督之母的蔭庇，非則效其他諸聖的芳表，無從做出活的功行。靈魂只有

仗著基督、聖母及諸聖的助佑，始能做出完善的、活的功行。因此，上述三者乃

善生之所繫。 

（未完待續）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95b18b807d935178/itiner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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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認識的雷永明神父 

方濟會士李士漁 著 

原著序 

每當我們誦念「信經」時，我們不是念了不知多少次「我信唯一、至聖、至

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嗎？但是，面對今日喜愛「爆」教會醜聞的傳媒，我

們脆弱的信德卻又很容易感到「對教會失望」，甚至要離開教會：「至聖的教會！

聖在哪裡？」 

然而，要是能用信仰的雪亮眼睛去看人看事，始終我們得承認：教會過往和

今日依然有許多許多聖人聖女。所謂「聖人聖女」，並非一定要祈禱能超拔，伸

手能治病，開聲能說預言，注視能識穿人心，而是要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合乎

「福音美」的尺碼，達到英豪境界；「英豪」者，就是毫不苟且，不惜犧牲，不

折不扣，不怕付出，有始有終地時時、事事、處處努力滿全福音生活的要求，將

主耶穌基督的「新人」複印在自己的生活上。 

可好，這樣的人，也實在不少：過去有，今日亦有；在國外有，在香港也有；

神職人員有，在俗信友更有。雷永明神父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的名字，即使在

他逝世後二十週年的今日，為許多人還是很陌生，可是他的福音尺碼卻很標準，

因為教會當局經過嚴格審查後，已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認可了他的英豪德

行，宣佈了他為「可敬者」。相信在不久之將來，更會將他列入「真福」的行列！

我們僅在此準備接納教會當局對他品德的最後裁判。 

這本小冊子，正是要向大家介紹這位曾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一九四八

－一九七六）的方濟會士。值得注意的，就是執筆者，並不是一位要由陳舊檔案

蒐集資料的傳記專家，而是一位認識了他四十五年，且常常在他左右一同生活的

同會弟兄，相信他比眾人更清楚了解雷永明神父的為人，也能更準確地介紹雷神

父的一生。這是本小冊子的特點，也是優點。 

這本小冊子，去年思高聖經學會成立五十週年已經脫稿，但留待今年雷永明

神父逝世二十週年才出版，以玆紀念。 

深願這本小冊子，能喚醒大家對「修德成聖」的決心和信心，好滿全天主（肋

十一 44）及梵二大公會議的「成聖要求」（教會憲章第五章）。 

方濟會士 梁雅明 僅識 



7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 

 

 

09思嘉的雨水 

許書寧 

 

十一月的第一天，諸聖節。 

清晨，走在通往聖母領報大殿的小徑上。太陽尚未起床，昏暗的路燈照在東

一處西一處的水窪子上，反射出艷滋滋的暗沉金光。天氣又冷又濕，以至於連早

起的貓咪也沒瞧見一隻。沉睡的巷弄中，幾扇窗微微透著光，已經開始飄出溫暖

的香料氣味。 

全世界的母親都知道，從廚房發出的香氣是喚醒家人的最佳手段。 

 

從邊門鑽入聖母領報大殿，裏面空無一人。底層山洞的內外亮著小燈，雖然

稱不上燈火通明，卻帶給來訪者無限的心安。我忍不住駐足，站在圍欄邊俯視腳

下的寬闊空間。整座聖堂似乎正在安穩地呼吸，無聲卻有息，靜謐而非肅穆，宛

如帶著微笑的溫暖歡迎。 

我喜悅地感受那份迎接。它既不敲鑼打鼓，也不排列陣仗。就好像一位在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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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裡忙碌的母親，聽見孩子進門的腳步聲時，不停手也不回頭，只是輕聲招呼：

「回來啦？」母親並不需要做出什麼特別舉動，那安定而溫暖的背影已是孩子喜

樂的泉源。我簡直要禁不住高興，渴望撲上前去，將臉深深埋入她柔軟的裙擺，

吸聞滲在布料纖維中的香料氣味。 

聖母領報大殿的二樓有一幅巨大的馬賽克祭壇畫，以整座牆面描繪「至聖、

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畫面正中央，天父聖神守護下的基督伸開雙手，

宛如一座鮮紅的十字架。在他的斜前方，西滿伯多祿手持鑰匙、回首專心凝視老

師。四周則圍繞著難以數計的人群，天上地下，諸聖歡欣朝拜…… 

圖畫的背景中，耶穌的母親瑪利亞靜靜坐著，雙手微舉，眼中含笑，宛若一

座藍色的小山。她的位置並不顯眼，卻不容忽視；不特別突出，卻一直都在。她

以其嫻靜的存在，忠實守護在十字架下被託付的教會，包容一切，接納一切，擁

抱一切。 

那是母親的身影。 

 

六點鐘，遠近鐘聲齊鳴。有些是厚重的低吟，有些則像和氣的耳語。聲音劃

破空氣，穿越濃霧，在小山城間嗡嗡繚繞，全都唱著同一旋律： 

「萬福，萬福，萬福瑪利亞……」 

坐在領報山洞前，仰頭凝視頂端的倒蓋百合花屋頂。隨著天色漸光，最高處

的花心天窗也逐漸明亮起來。我很驚訝地發現，前天在同一地點感受到的那份「遙

不可及」的距離感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竟是心連心般的貼近。教會的母親瑪

利亞，以其偉大的謙卑，將涕泣之谷的孩子們擁在懷中，一舉提升到天主台前。 

今天，朝聖團即將離開納匝肋，前往大伯爾山。下次是否還能造訪這塊親愛

的土地？倘若真有機會回來，又會是在多少年後？時間滴滴答答地往前走，錶面

上的指針每動一格，拉扯就增強一分。 

「媽媽，媽媽，媽媽……」 

我忍不住在心中連聲呼喊，就像不願分離的幼童，哀哀揪住母親的衣邊。 

 

大殿內的平日彌撒開始，是離開的時候了。 

我嘆了口氣，緩步走向出口，感覺像被人從後方扯住頭髮，難分難捨。沒想

到，一出門卻發現門廊裡摩肩擦踵，擠滿了表情無奈的朝聖團員。 

外面，正下著傾盆大雨，雨勢大得叫人束手無策。 

「怎麼辦？雨下得這麼大，卻沒有幾把傘。」 

「就算有傘，還是得走上十幾分鐘的路程，回到旅館恐怕都濕透了吧。」 

「無論如何，有傘的人先帶幾位回去，其他人就等雨小一點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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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議論紛紛，都因那突如其然的大雨而困惑不已。 

我看看雨勢，短時間內應該沒有減弱的傾向。既然無法離開，不如就在聖堂

內等待。我轉身入內，看見程神父正坐在那裡，便拉開一旁的折疊椅悄然就坐。

程神父轉頭看看我，點頭微笑，沒說什麼。 

彌撒以義大利文舉行，從那特殊的韻律與反覆，可以猜見福音的內容應是「真

福八端」。我快樂地聽著讀經員誦念「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一股

喜悅油然而生。 

啊，我多麼高興自己「被迫」留下！室外的大雨下得如此巧妙，簡直就像「思

嘉的雨水」。 

 

聖女思嘉（St. Scholastica）是聖本篤（St.Benedict）的雙胞胎妹妹。兄妹倆分

別在羅馬附近的卡西諾山上建立男女隱修團體，兩座會院之間僅有五哩之遙。他

們每年在附近的農舍會晤，暢談祈禱與信仰的美好。 

有一次會面時，思嘉在聖神的感動下得知自己在世的時日不多，非常渴望能

與兄長促膝長談，便懇求哥哥留下，延至隔天再回修院。可是，本篤卻拒絕了妹

妹的要求。因為，他認為修道人在外過夜並不妥當，有違自己訂立的會規。 

思嘉並不因此氣餒，反之，她懷著莫大的信賴向天主祈禱。頓時，雷聲大作，

滂沱大雨自天降下，本篤與他的修士們完全無法動彈，只能留下來過夜。 

「妹妹啊！願主寬恕妳！」本篤惶恐地說：「妳究竟做了什麼？」 

「我請你留下，卻被你拒絕。我只好向天主請求，而祂答應了。」思嘉笑著

對哥哥說：「現在，你若能回去，就請你離開我，回到你的修院去吧！」 

 

彌撒繼續進行。聖道禮儀結束後，程神父看看錶，對我點頭示意：「差不多

了，走吧！」 

離開聖母領報大殿時，門廊中還站著幾位團員，雨勢卻已經減弱許多了。大

家正要冒雨離開，卻看見皓玲姊氣喘吁吁地從旅館返回，懷中抱著好幾把濕漉漉

的雨傘。她笑咪咪地遞上傘，宛如雪中送炭的天使。 

  

在納匝肋的最後一個清晨，下著大雨。 

那場雨，是來自上天的溫柔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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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聖母獻耶穌於主堂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選自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人傳記》一書 

本瞻禮雖然常在七旬的時期內舉行，其實是聖誕節期的最後瞻禮，也可以說

是聖誕節與復活節中間的過度節日。依照猶太古教的法律，為了紀念猶太人離埃

及前夕，上主的天使殺戮埃及人的首生子時，猶太人的長子均獲保全的特恩，凡

猶太人的首胎男孩，均屬於上主。父母須備價將該男孩贖回。是項儀式，應在嬰

孩誕生後第四十日舉行；此外，產婦應按照取潔的規律，呈獻祭品。 

聖母童貞產子，原本無需遵守取潔的規律，但她為了表示謙遜，並完全服從

梅瑟法律起見，也循例履行法律規定的儀式。而且聖母將耶穌呈獻聖殿時，她也

知道：這奉獻的儀式，也是耶穌在加爾瓦略山救贖大祭的開端。所以本瞻禮，既

是吾主耶穌的瞻禮，也是聖母的瞻禮。本瞻禮慶祝的對象，是天主聖子兼瑪利亞

的親生兒子－救主耶穌，與以西默盎為代表的普世人類相接觸。 

本日的禮儀，可分為三部：（一）祝聖蠟燭及領聖燭；（二）遊行；（三）

彌撒。聖教會舉行彌撒聖祭前，先祝聖蠟燭。這蠟燭的光，象徵普世真光的基督，

及我們由聖洗所得的聖寵的神性生活。蠟燭祝聖後，聖教會分給各與禮者持拿，

這一點表示：我們領聖洗時，聖教會已將基督授與我們領受，使我們「穿上基督」，

也就是說：我們應以基督的生活，在世上為基督做証，使一般尚未獲賜基督真光

的人，都能認識祂是救世的真主。 

祝聖蠟燭後，復有列隊的遊行儀式。過去在羅馬列隊遊行，係在聖哈德良堂

出發，往聖母大堂。為紀念這個史蹟，祝聖蠟燭的禮儀與遊行後的彌撒，最好在

兩座不同的聖堂中舉行。祝聖蠟燭的儀式完成後，眾人列隊遊行至另一座聖堂舉

行彌撒。應該注意的是：我們舉行是項遊行儀式，具有補贖的特徵，且莊嚴地表

示我們對救主基督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