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年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 P306 
讀 經 一【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三十四，11 ~12，

15~17】(我的羊羣啊！關於你們， 
我要在羊與羊之間，施行審判) 

讀 經 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十五，20~26a，28】 

(那時，基督把自己的王權交於天主父，好使

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福音【聖瑪竇福音二十五，31~46】 

(祂要坐在光榮的寶座；祂要把他們彼此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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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 常年期第卅四主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瑪二五 31~46）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節錄〕張春申神父 著 

  今天是教會禮儀年的最後主日，每年都在這個主日慶祝耶穌普世君王慶節。 
  教會根據天主的救恩史來編排禮儀年，因此，禮儀年是由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將臨
期是紀念人類等待默西亞的來臨，不但以色列，整個人類都渴望天主在耶穌基督內計畫的
救恩。禮儀年的第二階段是聖誕期。以後便是按照耶穌的生活，分配為四旬期以及復活期。
所謂常年期是紀念教會獲得了基督的救恩，在旅途中根據信仰而有的生活；這是教會在世
的歷史。常年期的最後主日，慶祝宇宙的君王耶穌基督，祂是原始，也是終結。祂將光榮
地來臨，完成救援歷史。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今天的福音啟示我們耶穌基督是怎樣的君王，也教導我們作為祂的子民應當怎樣生活。 
  整體來說，基督君王的子民應當為別人服務。別人餓了，給他們吃；別人渴了，給他
們喝；別人無家可歸，收留他們；別人衣不蔽體，給他們穿；別人患病，看顧他們；別人
坐牢，探望他們。但是為什麼基督對祂的子民，這樣要求呢？一個理由，在比喻中清楚地
指出來了；另一個理由在比喻中卻沒有指出。 
   我們先說明比喻中沒有指出來的理由。耶穌君王要求我們為別人服務，原來祂自己便
是一個為別人服務的君王。耶穌是為別人而生活。事實上，祂自己也說：人子來不是受人
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最後一句話，表示祂的被釘而死，
也是為人服務，因為祂宣講天國喜訊，捨身殉道。所以耶穌是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作為
君王，祂知道外邦人中的君王是宰制、是管治，可是祂在子民中間卻服事人。既然基督君
王的特質是服務別人，我們就不難了解，祂要求領洗進教，分享祂王權的信友，為別人服
務。 
  至於基督君王要信友為別人服務的第二個理由，祂已經清楚地說出來；祂神秘性地臨
在小兄弟身上，這裏所謂的小兄弟便是在極需中的人。凡給那些小兄弟中的一個做的，便
是給基督君王做的。這是基督的話，我們相信。 
  在慶祝基督普世君王節的今天，我們認識祂做為君王的特質，也認識祂對子民的要求。
同時，我們想起這位君王是唯一無二的天人中保，「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援，因
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祂的神國萬世無疆，我們不能不
以服務別人為自己的使命，這樣才能跟隨耶穌基督大君王，從現在直到永遠。 
反省與行動： 

1. 耶穌曾親自揭示：你們為我一個小兄弟作的，就是為我作。我們能在每位弱勢、有急
需的人身上，看見基督神秘性的臨在嗎？ 

2. 我願意熱忱的伸出援手，幫助每一位需要救援的人嗎？ 
3. 我能體悟基督作為君王的本質，就是服務別人，而喜樂地追隨嗎？ 

主日彌撒時間 : 週六晚上 8 點(台語)  週日上午 7 點(台語)  上午 9 點(國語)   上午 11 點(英語)  下午 4 點(國語) 



《什麼是將臨期？》 
【出處:天主教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什麼是將臨期？ 

    將臨期的拉丁文為 Adventus，意指來到或駕臨。是由聖誕節（十二月二十五日）

往前推算四個主日，是將臨期第一主日。將臨期由這一天開始，到聖誕夜結束；其
中包括四個主日。在天主教會內稱為將臨期。在這段期間，教友們開始以期待喜悅

的心情準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將臨期的意義？ 
    將臨期雙重特點：是紀念天主子 耶穌的誕生是期盼耶穌基督再度來臨的時期 

◎將臨期的佈置 

    在將臨期時，教堂的佈置也以「紫色」為主，其意義為提醒懺悔和準備，使將
臨期充滿平靜、喜悅的期待氣氛。將臨期彌撒中神父穿著紫色祭衣，表示悔改，以

準備主的降生，教友應告解與天主修合。 

◎將臨圈 
    幫助大家在將臨期中準備自己，期待救主到來。 

    在將臨圈中會安置四支蠟燭。花環中的四支蠟燭，代表將臨期四主日，每個主

日點燃一支，這表示基督快要來臨。將臨圈的圓形象徵天主的常存不變的愛及祂的
生命。蠟燭的光，則象徵基督之光。其中三支蠟蠋是紫色，一支是粉紅色的。「紫

色」有期待、渴望，有補贖之意。「粉紅色」顯示喜樂，是在將臨期第三主日，也

稱為「喜樂主日」，喜樂是「因為主將來到了」。 
◎將臨期間「我」需要作甚麼? 

    要多反省，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要有具體的行動，多做發揮愛德的事。以喜

樂、期待的心迎接耶穌的到來。與天主和好，承認並悔改自己的罪過。 
◎將臨期主日的主題  

<第一主日–醒寤> 

    要留心，要時常準備，因為不知基督甚麼時候來到。同時也反省覺察自己的生
活，看看是否有對不起自己、 家人或朋友的地方，是否有對不起天主的地方。 

<第二主日–悔改> 

    要真誠祈禱，忠實地聆聽主的話，在愛德中日漸成長，讓聖言「成為血肉」。 
<第三主日–喜樂> 

    要生活出上主的喜訊，主的日子已臨近了，我們要準備好迎接祂的來臨。 

<第四主日－愛和光明 (厄瑪奴耳)> 
    應效法聖母接受上主的聖言，在生活的崗位上，承行上主的聖意。我們懷著歡

欣的心情迎接耶穌的降生， 邀請小耶穌降臨在我們內心，為我們帶來愛和光明。 

 
 

 

 
 

 

 
 

 

 
 



                                                     

    神父與主內弟兄姊妹們平安、大家好。我是梁淵湶弟兄。 
    很喜樂的能有這個機會，在貴堂林神父邀約及我的長上(天主教華人福傳基金會
執行長)艾神父的派遣下，來到台灣天主教的發源地-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來為「福
傳」與「牧靈」使命盡一份心力。為免除陌生，小弟兄簡短自我介紹。期待彼此認
識後，能一起為榮主愛人努力! 
   就從 1.我是誰  2.我會什麼  3.我為什麼來 ，說起。 
1. 我是誰?  
    我是一個成人領洗的教友。雖然童年在南華路法蒂瑪聖母堂上過主日學，卻因
為家人都是傳統信仰而當時沒有領洗。直到成人後從傳統信仰轉變為無神論、懷疑
論，並且在各種信仰中繞了一大圈後，感謝天主把我這隻流浪多年的羊撿了回來，
也先後讓妻子與我父親加入天主愛的大家庭。特別是神父們與教友們的支持是很大
的鼓勵，沒有他們實際的協助，我無法順利完成在輔神的福傳培訓。在福傳遇到阻
礙時，有的人也真誠的告訴我：「無論在哪，重要的是把天主給的恩寵用在服務上」。 
因此在完成培訓後過了九個月，便開始到新環境，在台南的耶穌聖心堂的福傳據
點，使用天主給的塔冷通﹣「做長者福傳」。這是以下第二項熱切想與各位分享的
生命經驗。 
2. 我會什麼? 
    我們受的培育則是透過「慕道班」、「福傳祈禱團體」、以及「其他方式」……，
為一般成人；或以「福傳活動」為長者，來跟人分享認識天主的喜悅，並有系統的
帶領人認識主耶穌。進一步的跟慕道者一起與天主建立信仰和生活一致的關係。 當
好信仰與生活能一致，看到好見證而信主得救的人就更多。福傳是每個人的事，願
付出時間持續服務陪伴才會有成果。歡迎大家一起來。 
3. 我為什麼來? 
    因為新冠肺炎影響，小弟兄在台南「長者福傳」的使命受到客觀因素而受限。
也許是天主聖神的吹拂，把我的福傳路由台南又吹回家鄉高雄。難得有這機會與榮
幸能來貴堂服務，當然不能只是在本堂停留準備。

「不想白吃人的飯」也「希望把自己的塔冷通拿出來用」。 
    以前心靈在外面流浪那麼久像隻亡羊，也聽夠了各種「宗教都是勸人為善」…
「有個信仰求個心安」…「家人信我只好跟著信」…這種話了。真的聽夠了。 
    既然相信生命不是偶然、不是命定為了還前世債受苦、不是勞碌一生死後歸
於虛無飄渺的空洞，那一定是有「誰」使我來這世界。 
誰因為愛而讓我來到這世界? 祂是天主!  
    這是多年信仰追尋所確定的唯一答案。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祂給我的一
切，以愛報愛。不能空手來也空手回去，必須讓更多人因為認識天主而得到救恩
獲享永生。 
    不自怨自艾光羨慕別人、不聽信反見證的的謊言分化教會成員、不因任何因
素的壓制而放棄引人信天主。全力為榮主愛人而在福傳牧靈上服務，這是我來台
灣天主教發源地的玫瑰聖母聖殿的原因。希望能與神父及各位弟兄姊妹好好合
作。 

109 年 11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1/21、11/22 131 基督君王的侍衛 112 奉獻 341 耶穌我等待你 326 你是榮耀君王 
11/28、11/29 26 快來至聖默西亞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8 天主聖子懇求降臨 

福傳師梁淵湶自我介紹  



）
  1471.教會關於大赦的教義和實行，都跟懺悔聖事的效果緊密相連。 
◆甚麼是大赦？ 

「大赦，是在『罪過已蒙赦免』後，因罪過而當受的暫罰，也在天主前獲得寬赦。
按照指定的條件，準備妥當的信友，通過教會的行動，獲得暫罰的赦免。教會是救恩
的分施者，藉著自己的權利，分施並應用基督及諸聖的補贖寶庫」。 
「大赦可赦免『部分』或『全部』的暫時罪罰，依此可分為『限大赦』和『全大赦』」。

信友可獲得大赦，以裨益自己，或用來救助亡者。 
◆罪罰  
1472.為明瞭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重後果。重罪使
我們喪失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喪失稱為罪的「永罰」。另一
方面，所有罪過――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戀，這種依戀
不論在現世，抑或在死後，即那稱為在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化。這種煉淨解
除罪惡的「暫罰」。上述兩種罪罰，不應視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
質的後果。出自熱心愛德的皈依，能使罪人完全淨化，以致再沒有任何罪罰存留。 
1473. 罪惡寬蒙赦，與天主的共融得以恢復，都使罪過的「永罰」獲得赦免。但是，
「暫罰」仍然存留著。基督徒應竭力接受這些暫時的罪罰如同恩寵，耐心忍受各種的
痛苦與考驗，當那一日來臨時，安詳地面對死亡。人應透過仁愛的工作、祈禱和各種
懺悔行動，努力完全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22 日(日)，基督君王節，請為主教團事工懇切祈禱，奉獻袋放在後面

櫃子上請教友慷慨奉獻。 
2. 本週「聖言日三章」活動，讀的厄則克耳先知書第 31~48 章、達尼爾先知書

第 1~3 章。 
3. 11 月 25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1 月 26 日(四)，上午 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11 月 28 日(六)，上午 08:3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此次的主題是「小德蘭

的靈修生活」，主講人是曾慶導神父(前神學院院長)，下午 12:30 辦和好聖
事，請教友一起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的教友請於本主日下午彌撒前於教
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堂區統計午餐人數，並請參加者自備餐具
及水瓶。晚上 18:30 聖誕節點燈，點燈後 19:30~20:00 舉行「惜生日~人之初
生命守夜祈禱禮」。 

6. 11 月 29 日(日)，上午 10:15 召開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 
7. 12 月 6日(日)，萬金聖母聖殿舉行 159 周年主保堂慶，堂區備遊覽車前往朝

聖，開放 50位教友報名前往，額滿為止，有興趣前往的教友，請向門房報名
登記並繳費，費用每人 100 元。集合時間為 07:00 出發，回程時間:下午 4:00；
請自行開車前往用餐者也請登記並繳費，以利午餐登記回報。

8. 本堂福傳組將於 12/12 上午 9點召開幸福小組研習會，邀請有意投入福傳工
作的教友報名參加，報名表置於聖堂後方。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 調 72               上主是善牧(一)                     聖詠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