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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P.291 
讀經一【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五三，10~11 】 

(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罪之祭時，

就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 

讀經二【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四，14~16】 
(我們要懷著依恃的心情，走近恩寵的寶座。) 

福音【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十，35~45】 
(人子犧牲自己的性命，作為許多人得救的代價。)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本 

週 

活 

動 

10/17(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9：00(國語)、11：00(英語)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揭幕禮感恩祭：下午 4：00(國語) 

主日學：下午 2：00-4：00   慕道班：下午 2：30  九日敬禮第三天：晚上 8：00 

10/18(一)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九日敬禮第四天：晚上 8：00 

10/19(二)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九日敬禮第五天：晚上 8：00 

10/20(三)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九日敬禮第六天：晚上 8：00 

10/21(四) 
平日彌撒：上午 6：30   明供聖體守聖時：上午 7：00-10：30 

九日敬禮第七天：晚上 8：00 

10/22(五)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九日敬禮第八天：晚上 8：00 

10/23(六)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主日彌撒暨九日敬禮第九天：晚上 8：00 

10/24(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9：00(國語)、11：00(英語)  

主保堂慶彌撒：下午 2：00   主日學：下午 2：00-4：00   慕道班：下午 2：30   
  

跟隨耶穌，彼此服事 (谷十 42-45)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林思川神父 著 
 

經文脈絡  

  馬爾谷福音記載耶穌三次預言自己將在耶路撒冷遭受苦難，這個主日的福音敘述耶穌第三

次向門徒預告（谷十 32-34）之後所發生的一個事件，以及耶穌相對應所給予的教導。這段教

導的主題其實已在谷九 33-37 出現過，核心問題是「門徒們在天國中的地位是如何分配的」。

在耶穌第三次預言自己的苦難之後，門徒之間立刻發生爭奪高位的糾紛，顯出他們根本沒有瞭

解耶穌的話。整段敘述分成兩段，首先是載伯德的兩個兒子和耶穌之間的談話，他們要求在天

國中佔有最高的地位，耶穌針對這個要求給予教導（35-40）。這段經文引出第二段的敘述：

雅格和若望的要求激怒了其他十位門徒，耶穌因此給予門徒們另一段相稱的教導（40-45）。

這個教導就是這段經文真正的主題，也就是關於教會團體的管理、統治和服務等主題。 

 

雅格和若望 

  載伯德的二個兒子雅各和若望前來請求耶穌：「賜我們在你的光榮中，一個坐在你右邊，

一個坐在你左邊。」（37）由於從福音開始雅各和若望便多次和伯鐸一起相提並論（一 19-

20；九 2；十四 33），他們是特別親近耶穌的門徒，由此看來，他們請求耶穌讓他們在祂的

光榮中享有高位，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的。此外，這兩位門徒在福音中所佔有的份量，應該也反

映出他們在初期教會中具有的相當重要地位。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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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分享耶穌的苦難命運 

  由他們的祈求可以看出，他們對「耶穌未來的光榮」的瞭解仍是現世性、政治性的，在其

中存有許多不同的階級，因此他們企圖爭奪權勢和地位。耶穌在回答時先譴責他們：「你們不

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38），意思是指責他們完全不瞭解耶穌的使命，也不懂成為門徒的

意義。因此，接著耶穌以問話的方式、藉著「爵」和「水洗」的圖像教導他們，說明成為祂的

門徒就是要「喝祂的杯」（參閱：十四 36）和「接受祂受的洗」，也就是接受耶穌的苦難和死

亡的命運（38）。唯有如此真實地參與耶穌的生命（參閱：八 34），才能真正和耶穌共享生

命、分享祂的光榮。 

 

預言門徒將殉道 

  雅格和若望回答耶穌說，他們可以接受祂的洗以及喝祂的杯；耶穌也說這一切必會實現。

這段話的內涵預言了他們將遭受苦難而殉道，對雅格而言，這個預言在耶穌死後不久就真的實

現了（參閱：宗十二 1）。 

 

天主超越一切 

  最後，耶穌針對門徒最初的請求給予答覆，說明祂並沒有權力決定誰將得到祂左邊或右邊

的位置，給予這樣的高位完全權力，唯獨屬於天主自己。這個答覆，再次顯示「耶穌的光榮」

並不是現世的榮耀，而是未來的天國。 

 

權力是為了服務 

  雅格和若望的行動使另外十位門徒憤怒，這個情況促使耶穌繼續教導他們團體的生活規

則。耶穌首先提出一個消極圖像，指出世間的統治者是藉著壓迫以及濫用權力來管理人民，門

徒團體當中卻不應該如此。在門徒團體中，同樣的也有人佔有高位和權力，但是相對於其他的

人他們應該執行僕人般的服務，他們應該實踐的規則只有一條，就是耶穌自己一再所教導的、

並且以身作則所實現的生活方式。門徒團體的生活規則就是耶穌的生活榜樣：祂「不是來受服

事，而是來服事人」（45）。 

 

耶穌死亡的救贖意義 

  最後，耶穌說明祂的服事是沒有限度的，直到祂「把自己的生命交出」；但是，祂的死亡

本身並非目的，而是「做為大眾的贖價」（45）。這句話超越了耶穌三次的苦難預言

（33），說明了祂死亡的意義。這段話反應「上主受苦僕人」的圖像：「祂（上主的僕人）為

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罪犯的中保，犧牲了自己性命。」（依五三 12）耶穌的死亡含有為眾人

贖罪的意義，這個意義成為基督徒信仰的最根本觀點。只有天主能給人「從罪過中得到釋放」

的恩賜，是天主派遣祂的子到世上，以生命給予人類這個救贖。因此耶穌的整個生命，完全對

天主和對人的開放，這一切以祂的死亡達到了高峰，也成為人類救援的根由。 

 

綜合反省 

    谷八 27-十 52 整段經文都圍繞著耶穌有關「成為門徒」的教導，今天的福音給予這個主題

一個特別的強調。耶穌的一生是「服務」的一生，一直到祂把自己交付給死亡。祂如此生活的

意義遠遠超過只是做門徒的「榜樣」而已，而是應該成為門徒自己的使命與服務。祂透過完全

的自我交付徹底地完成了天父的派遣。在耶穌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祂已經預見一切將如此

「實現」，並且強烈地表達出自己願意完全遵從天主的旨意，奉獻生命以使大眾得救。雖然我

們和門徒相仿，面對這條道路仍會猶疑不定，馬爾谷福音卻幫助我們瞭解，作基督徒的唯一選

擇，就是跟隨耶穌、彼此服事，一起在邁向天國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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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繼續耶穌的旅程和犧牲的生命 
                                       文／孔令信(天主之母堂教友．銘傳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今年 8 月 24 日越南愛慕十字架修會邵琳修女(Sr. Maria Tran Ngoc Thao Linh)自願去疫

區服務而染疫病逝，享年 32 歲。她在得知自己感染確診後，寫了一封信給同學的修女們，文

中提到：「這是天主為我揀選、為我預備的十字架。同樣，姊妹們，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

架，對嗎？十字架是我們跟隨天主成為門徒的途徑。」4 月下旬起，原本和我國一樣嚴密控制

得宜的越南，爆發了 COVID-19 變種病毒(Delta)攻擊而疫情蔓延，由於確診人數快速上飆，死

亡人數直線上升，迄 9 月 14 日記錄：確診總數達 63.5 萬，死亡 15936 人。特別是在越南

第一大城胡志明市(前西貢市)就有 27 萬確診案例，死亡也大多數集中在此區。由於醫院病床爆

滿，人手不足，政府急徵志願服務者幫忙;邵琳修女選擇投入疫區服務，冒著被感染的極大風

險，在疫苗與抗疫資源有限之下，在對變認種病毒的了解有限下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像邵琳修

女一樣的志工隨時面臨病毒攻擊與死亡挑戰。這場百年大疫從 2019 年年底爆發迄今，對全球

人類造成的威脅與死亡攻擊可說是無情考驗，但在人性的對應上，讓我們看到了 2020 年義大

利疫情爆發時，72 歲的貝拉德利(Dons)神父也遭感染，送醫救治;醫師原想替他安裝教友幫他

購買的呼吸器，但神父拒絕使用，希望醫師先把器材拿來拯救比他年輕的病人。同樣也看到了

邵琳修女的犧牲―為愛、為效法耶穌基督而犧牲，這些感動人心的故事。    

     「親愛的姊妹們！非常感謝妳們這幾天特別為我付出的愛、關心、照顧、來訪、真誠的祈禱

和默默的犧牲。或許正因如此，我才能夠如此喜樂平安地接受這個十字架。(十字架是：艱難、

勞苦、困難和障礙、違背自己的意願) 有位姊妹曾問我：『這是一種罕見病，為什麼很多人當

中，是妳?』我思考了這個問題，想：『哦，也許我是被揀選中的人。這真的很好，不是嗎?是

我，不是其他人，不是姊妹們，不是我家裡的某個人，不是其他人』。換個角度看，這個病就是

天主為我揀選、為我預備的十字架。同樣，姊妹們，妳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對嗎?十字

架是我們跟隨天主成為門徒的途徑。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更徹底地履行我愛十字架

的使命。有了十字架，我們更容易『繼續耶穌的旅程和犧牲的生命』，更容易在耶穌受苦時接受

耶穌的心思意念，對吧?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現在我仍然感謝天主，目前我的病沒有讓我感

到疲倦或疼痛。想想生與死，我看它只是兩種不同生命形式的名稱。事實上，我們永遠不會

死。就是這樣，所以我沒有祈求天主讓我康復或長壽。如果在旅途中行走，旅行者最想要的就

是能夠快到達目的地。而且，如果死亡來得早，這可能是一件好事，不是嗎?雖然死亡不是我們

追求的目標，但它表明我們已經非常接近目標。於是，我就這樣跟 SrNgan 的一位年長修女（她

也確診)說：『我跟妳一起跑，說不定我會比妳先到終點！』妳們知道，現在我是一個不喜歡陽光

的植物，而且只是一個短期的植物。不知道哪個修會的設計栽種植物者，可以為這棵樹找到合

適的地方?」 

      Sr. Maria Tran Ngoc Thao Linh 愛慕十字架修會是越南土生土長的修會，目前在越南境內

共 20 個分會，人數約 7000 名，服務 7 個教區，主要協助堂區神父的工作。修女們多來自熱

心的公教家庭，一般在 18 歲高中畢業後，便可入會觀察，她們懷有堅固的信德，正向人生觀

和崇高理想。以事奉天主、服務窮人和老人為主。1989 年出生的邵琳修女，是來自胡志明市

總教區新越教區教友家庭。她在這場對抗新冠病毒的戰役中，不但「喜樂平安地接受這個十字

架」，更能深深地體味到「我是被揀選中的人」，邵琳修女顯然也曾思考過為何會讓她感染這個

疫病，然而她在分辨之後，她確認「這個病，就是天主為我揀選、天主為我預備的十字架。」

她接受了，並且確認「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更徹底地履行我愛十字架的使命」，她決定扛起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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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使命，扛起這個十字架，讓她覺得「我們更容易『繼續耶穌的旅程和犧牲的生命』，更容易在

耶穌受苦時接受耶穌的心思意念」。不確定未來會是怎樣?不確定自己會變成怎樣?邵琳修女在病

床上最能確定的是「現在我仍然感謝天主，目前我的病沒有讓我感到疲倦或疼痛。」死亡或許

是最直接的考驗，在染病的疼痛、不安與惶恐……ㆍ過程中，在與死亡的拉鋸之間，邵琳提醒她

的同修和我們：「想想生與死，我看它只是兩種不同生命形式的名稱。事實上，我們永遠不會

死。」有了這樣的體會，何時生?何時死?何懼之有！邵琳修女雖然沒有打敗新冠病毒，雖然她

犧牲了，但是她卻是像宗徒保祿一樣，「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

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

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慕祂顯現的人。」(弟後 4：7-8)  

    她更是發揚了「愛慕十字修會」精神的好女兒，更是「繼續耶穌的旅程和犧牲的生命」的

基督徒。……(略)這也讓我們想起耶穌聖母聖心會的聖達米盎神父(PaterDamiaan1840-

1889)，因在夏威夷群島摩樂佳島服務痲瘋病人而聞名。1873 年，他請求長上派他前往痲瘋

病患者聚居的摩樂佳島，這是個有去無回的任務。他為病人建茅屋、建聖堂及孤兒院。痲瘋病

人也因他的榜樣，學會投入工作、互相幫助並一同祈禱。他在島上傳教，理和安麻風病人，安

葬死者。他因基督的愛付出，經過他 15 年的努力，摩樂佳島由人間地獄，變成痲瘋病患天

堂。然而，達米盎神父自己也在 1884 年染上了麻瘋病，但他繼續傳教事業，直到 1889 年

4 月 15 日病死於島上，終年 49 歲。死前他為自己做好棺木，並在墓地上所豎立著的十字架

上寫了一句話：「為朋友犧牲自己生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若 15：13)新冠疫情肆

虐，造成全球無數慘痛的生死離別，這是天主給我們的十字架考驗，邵琳修女寫下她勇於承擔

這十字架，也留給我們對於耶穌基督十字架為我們懸身贖罪的生死體認。她和貝拉德利神父、

達米盎神父一樣都是扛起天主所給的十字架而追隨「繼續耶穌的旅程和犧牲的生命」的聖徒

啊！ 

       堂 區 報 告      
1. 10 月 17 日（主日）下午 4：00 於本堂舉行「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揭幕禮感恩祭」，由劉振

忠總主教主禮，請教友參加並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祈禱。 

2. 10 月 15 日至 23 日為慶祝高雄教區主保暨本堂堂慶舉行九日敬禮，每晚 7：30 晚課， 

8：00 彌撒，平日彌撒照常。10 月 24 日(主日)慶祝主保堂慶，下午 2：00 恭請劉振忠總

主教主禮感恩聖祭，請教友參加，同頌主恩。當天早上 7：00 及 9：00 主日彌撒照常舉行

(人員分流)，中午開始進行車輛管制，請大家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3. 本堂將於 10 月 30 日(六)上午 9：00 至 11：30 在善工樓一樓會議室舉辦代父母培訓課

程，邀請教友加入代父母的服務行列。請向秘書、門房或開啟以下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LRGkTQX2HxayqD5a8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請為鹽埕區城中城大樓火警的罹難者及傷者祈禱，懇求慈悲耶穌接納亡者的靈魂，醫治傷

者，也安慰家屬早日走出悲痛。 

 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祈禱，請誦念此祈禱文：天主聖神，我們因祢的名，相聚祢台前。祢

是我們的唯一導師，請寓居我們心中；指引我們該走之路，教導我們如何踐行。我們生性

軟弱，容易犯罪；不要讓我們製造紛亂。不要讓我們因無知而誤入歧途，因偏執而犯錯。

願我們在祢內合而為一，持守真理，實踐正義，同道偕行，邁向永生。天主聖神，我們向

祢呈奉以上的祈求：祢時時處處運行不息；祢與聖父及聖子，共融相通，於無窮世之世。

阿們。 

【請 將 堂 訊 傳 出 去，成 為 基 督 的 牧 靈 福 傳 小 尖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