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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p.273 
讀 經 一 

(他們要從各民族中，把你們的弟兄 

送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來) 

恭讀依撒意亞先之書 
六十六，18~21 

讀 經 二 
(上主懲戒祂所愛的人)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十二，5~7，11~13 

福   音 
(將有從東西南北而來的人，在天主

的國裡坐席) 

恭讀聖路加福音 
十三，22~30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神父的話》  

                      竭力進入天國窄門               林思川神父 

(路 13：22-30) 

    那時候，耶穌經過各城各鄉，朝著耶路撒冷走去，到處教導人。有一個人問

他說：「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嗎？」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竭力由窄門而入罷！

因為將來有許多人，我告訴你們：要想進去，而不能進去。及至家主起來把門關

上，你們在外面站著，開始敲門說：主，請給我們開門罷！他要回答你們說：我

不認你們是那裏的。那時，你們會說：我們曾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曾在我們

的街市上施教過。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是那裏的；你們這些作惡

的人，都離開我去罷！幾時你們望見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及眾先知在天主的

國裏，你們卻被拋棄在外，那裏要有哀號和切齒。將有從東從西，從南從北而來

的人，在天主的國裏坐席。看罷！有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將成為最

後的。」 

經文脈絡 

   路加福音十三 22-35 收集了許多耶穌的言論。這段經文的一開始提到耶穌走

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22），在結尾處則強調他將在耶路撒冷遭受苦難和死亡的

命運，這個背景襯托出這些言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於這段經文的一開始重複

了路九 51 的經文，清楚的指出耶穌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因此許多學者主張，由

這裏開始是路加福音「旅程報導」的第二段。 

 這段經文含有二個重要的主題，首先是耶穌以象徵的語言說明通往天國的門是

一個「窄門」（十三 22-30），接著是祂預言自己在耶路撒冷將面臨的結局（十三

31-35）。這個主日的福音就是前面關於「窄門」的教導。 



耶穌的旅程和命運 

   福音的一開始重複路九 51 的內容，再次指出耶穌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

上，這樣的經文再次喚起讀者的注意力，意識到耶穌這條道路的最後目的地，以

及在祂那裡將要遭遇的一切（參閱：路十三 31-35）。 

得救的人多嗎？ 

   路上有人向耶穌提出問題：「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嗎？」這個問題乍看之下

似乎有些突兀，其實卻不然；因為就經文編輯的層面而言，路十三 1-9 所記載的

耶穌有關悔改的警告已預先對這個問題提供了非常好的準備（請自行參閱）。猶太

信仰的傳統教導對這問題的看法相當分歧，有些作品提到「整個以色列都將有分

於未來的世界」，然而也有作品強調：「至高者為了許多人創造了這個世界，但未

來的世界則僅僅為了少數人。」 

「窄門」 

    耶穌並未針對問題給予一個具體的資訊，而是提出一個呼籲，直接要求在場

的聽眾採取行動：「你們應該竭力從窄門進去！」「窄門」是一個非常生動的圖像，

人們都能輕易地瞭解其意義：誰想要通過這道門進入門內，必須具有極大的競爭

熱忱。耶穌接著說：「將來有許多人想進去，卻不能進去」，更加強化了這個意義。 

身世和血統並非進入天國的保證 

   接著耶穌說了一個隱喻性的比喻：一個舉辦宴會的主人在某個特定時刻將大

門鎖上，一些遲到的賓客因此被隔絕於門外。雖然這些人企圖運用自己的身份，

以及和主人之間的特殊關係，但卻毫無作用；主人不僅聲明根本不認識他們，更

嚴厲地稱他們是作惡的人，將他們隔絕在大門之外。讀者由下面的經文可以瞭解，

這些人象徵那些自認為是天國選民，卻不遵從祖先和先知們的教導的猶太人，他

們將被摒棄在天國之外，在那裡「只有哀號和切齒」。這句話是猶太末世思想文化

中常見的表達方式（參閱：瑪八 11-12；十三 42），生動地顯示出那些被排除在末

世性慶典之外的人所遭遇的情況。和這些自認為是選民的猶太人不同的是，從廣

大外邦世界將有許多人得以進入末世性的天國。 

「落後者」與「領先者」 

   福音作者最後用一句在復活後流傳的非常廣的話，讓耶穌為自己剛剛說過的

隱喻做出詮釋：「落後的將成為領先的，領先的將成為落後的。」進入天國的條件

並不是一個人先天的血統或出身，而在於是否真實地「竭力從窄門進去。」然而，

這句話並沒有把猶太人完全地排除在天國之外，也沒有將被接納入天國的人完全

看做是外邦人；每一個「落後者」只要接受耶穌的呼籲，認真地採取行動，都將

成為「領先的」得以通過窄門進入天國。 

綜合反省 

   這段福音經文的內容大概相當程度的反應了歷史中的耶穌所作過的宣講，福



音作者記載這段經文，目的並不在於明確的指出到底有多少人將進入天國，而是

呼籲每一個人善用目前的時機，立刻採取行動，竭力爭取天國。 

   對今日的基督徒而言，這段經文具有非常清楚的警告意義：凡是自以為認識

耶穌基督的人，都應按著祂的教導生活，將眼光注意在永遠的得救目的上。教會

歷史中相當長的時間誤解了這段經文的真正含意，因而主張只有很少的人才會得

救，絕大部分的人都將喪亡；這樣的解釋並不是福音經文真正的意義。天主願意

所有的人都得救（參閱：弟前二 4），把救恩白白賞賜給每一個人，但是人也必須

有相稱的行動，努力按著所得到的救恩生活，否則將會失去已得到的救恩，再次

淪落永遠的懲罰之中。 

 

    身為資深基督徒，而你和我是否也應積極加入傳揚福音的腳步，如果無法積極參與福

傳的工作，是否先加入信友團體，充實自己的靈修生活，方能積極的與別人分享你的信仰。

聖堂有許多運行很久的善會，歡迎你選擇想加入的團體，一起充實你的靈性生命吧！。 

每週一  下午 15:00－聖母軍＜玫瑰之后支團＞     

        下午 15:30－聖母軍＜上天之母支團＞ 

        晚上 08:00－聖母軍＜救世之母支團＞ 

        晚上 08:00－聖母軍<玄義玫瑰支團> 

        晚上 07:00-伯多祿團體 

每週二  早上 09:00－聖母軍探視病人及送聖體   晚上 07:30－舊約讀經班       

每週三  早上 10:00－舊約讀經班    

        晚上 07:30－新約讀經班 

每週四  早上 10:30－長青會(隔週)    晚上 07:30－慕道班 

        晚上 07:30－合唱團 

每週五  早上 10:00－讀經班 

        晚上 08:00－第二區讀經班-舊約 (隔週) 

每週一~六  聖堂(導覽)志工 上午 9:0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00 

每週日 上午 10:30－讀經班  在俗道明會(每月第三週)           

       下午 14:30－慕道班、主日學、學青會    下午 14:30－讀經班 

       下午 14:30－普世博愛運動 (每月第四週)  

       05:30－夫妻成長團體(每月第三週)     晚上 07:30－聖樂團 

       。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調  68                  你們去宣講福音      聖詩一一六 

 



     堂 區 報 告       

1. 8 月 29 日(四)，守聖時自上午 07:00，至 10:30 聖體降福；晚上 07:30 慕道

班於原班上課。 

2. 8 月 31 日(六)，上午 10:00 蘇恒毅先生與陳鑕靂小姐將於本堂舉行婚禮彌

撒，請教友參加並給予新人祝福。 

3. 堂區禮儀組將於 9月 8日舉行禮儀人員培訓課程，培訓對象為所有的教友，

歡迎有興趣參與之教友於教堂後方櫃子上報名表登記，培訓相關時間與內容

請參閱報名表。  

4. 9 月 8日(日)，提前慶祝中秋節，晚上 06:00 聖堂提供場地供大家聯誼，有

興趣參與的教友，請於 8月 30 日前向黃瑞珍姊妹或秘書索取報名表，並請

教友自備食材共融賞月，活動資訊參閱活動海報及報名表。 

5. 活力有氧健康操，每周三、五上午 9：00～10:00，於德恩樓上課，內容有

伸展、拉筋、核心肌群訓練，並結或合輕鬆舞步，強健身心，適合男女老幼，

報名相關內容請洽小鐘修女、秘書或現場報名。 

 

＊＊＊10月27日(日)，晚間6:30【慶祝開教160周年感恩聖祭】結束後，教

區將於本堂前市中路舉行辦桌共融餐會，費用每人 500元。有意參與者請

於 8/31(日)前先向黃瑞珍姊妹、堂區秘書報名並繳費完成，才算完成報

名，以便呈報給教區(因有桌數限制，建議提早登記報名繳費，以免向

隅)。 

…………………………………………………………………………… 

＊＊＊道明之家會長聯合會於9月7日至8日，在道明中學于斌樓舉辦青年種

子培訓營，營標為「我們與主的距離」，以活動吸引青年歸向天主，宣講道

明會福傳精神以及靈修道路。邀請「高中以上~35歲青年」參加，費用500

元。玫瑰堂在學學子費用由台灣在俗道明會玫瑰會區贊助。報名截止8/30，

盡速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請洽： 

黃玫君0931753976、李玉華0929576994。 

108 年 8~9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8/24、8/25 225 人類生命的道

路 
109 罪人罪重無可

奉獻 
322 耶穌祢到我心

裏 
349 我已經決定 

8/31、9/1 214 主賜其子民力量 103 奉獻身心(一) 341 耶穌我等待你 213 邁步前進 

9/7、9/8 216 基督之光 107 我的生命吾主

獻給你 
364 如鹿切慕溪水 332 有主與我同在 

9/14、9/15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111 我們在唱，我主 226 奇異恩典 217 天主住在我心中 

9/21、9/22 227 主我願更親近

你 
106 奉獻歌 262 讚美生活的天

主 
266 信賴耶穌心中

就有平安 

9/28、9/29 212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 104 奉獻身心(二)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25 人類生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