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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1 年 11 月 14 日  
 乙年常年期 第三十三主日 P.303 

     讀經一【恭讀達尼爾先知書 十二，1~3 】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那時，你的人民都必將得救) 

   
電話:2214434、2823860 

   讀經二【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十，11~14，18】 
      (祂只藉一次奉獻，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們，得以成全)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福音【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十三，24~32】 

      
(祂要從四方聚集祂的選民)            

            

            

         

    
11/14(日) 

主日彌撒   9:00(國語)、11:00(英語) 、下午 4:00(國語) 

    上午 7:00(國語)   讀經班-早上 10:30 主日學-下午 2:00-4:00 慕道班-下午 2:30 

    11/15(一) 平日彌撒:上午 6:30  慕道班-晚上 7:30 
          

    
11/16(二) 平日彌撒:暫停 

    

  本      
   

11/17(三) 平日彌撒:暫停 
  

線上靈修小組-晚上 8:00   週 
 

   
        

   11/18(四) 平日彌撒:暫停   明供聖體守聖時:暫停一次 

  活  11/19(五) 平日彌撒:暫停   讀經班-晚上 8:00 
        

  動  11/20(六)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主日彌撒-晚上 8:00(台語) 

    
11/21(日) 

主日彌撒 
  9:00(國語)、11:00(英語) 

      普世君王節暨世界青年日感恩祭-下午 4:00(國語) 
    上午 7:00(國語)   讀經班-早上 10:30 主日學-下午 2:00-4:00 慕道班-下午 2:30 
           
 

末日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谷十三 24-32)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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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是常年期的最後第二個主日，隨著這個主日整個禮儀年度漸漸進入尾

聲，象徵生命接近最後的終結，教會的禮儀選經也配合這個情景，將信友的眼光導向人類最終
的結局。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耶穌「末世言論」中的一段（谷十三 24-32），主題是末世的審
判。整段經文分成兩部分，首先談論末日審判的「日子」，其次則教導人如何面對這個日子準
備自己。 

 
上主的日子 

十三 24-27 記載耶穌關於末世景象的預言，基本上採用舊約中先知們常常談論的主題
和圖像。一方面把舊約中「上主的日子」（依十二 9；岳二 1），表達為世上一切居民受審
判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採用達七 13，宣告末世的核心事件，就是人子要來到審判一切。但
是馬爾谷的重點並不是消極地強調審判本身，而是積極地說明，到那時上主將派遣天使，以
及一切被選者將要被聚集在一起。 

 
審判的日子 

耶穌在「末世言論」開始時，先預言了一連串將發生的災難（十三 1-23），福音作者
接著便以雙重的方式表達人子將要來臨:「在哪些日子裡」和「在那災難以後」。對當時的聽
眾而言，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變的非常的確切，人們由在此之前的預言可以具體的推知這個
日子和時間。在這裡所描述的末世的情景也都是引自舊約經文（參閱:依十三 10；三四 4；
岳二 10-11；蓋二 6、21），這些舊約經文都提到的「上主的日子」，也就是天主公開審
判的日子。福音作者引用這些概念說明，一切宇宙的力量都被納入這個審判的事件當中，世
上一切的居民都將直接面對這個審判。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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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亞的審判  
然後，福音作者採用達七 13-14 的圖像說明，在末世的時候，人子將在父的光榮中降來

執行審判:「那時，人要看見人子帶著大威能和光榮乘雲降來」（26）。馬爾谷指出這位將要
來到的人子，就是天主所派遣的子 ─ 耶穌基督。舊約經文所描繪的人子圖像，只強調了「光
榮」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說明「人子」的使命，福音作者在敘述耶穌受審判加以補充說明:這
位人子就是被人們拋棄、殺害的默西亞耶穌（谷十四 62）。人們因此瞭解，這位將要審判普
世的人子，和一般人類的審判者完全不同。祂來的最終目的是把被選者由地極四方聚集在一
起，形成末世性的「天主子民」，他們原本是四散在世界各處的居民（依二 10），但是，由
於跟隨人子，因此得到最終的賞報，被引入天主子民的家中。 
 
沒有人知道末日的時辰  

這個主日福音的第二部分繼續前面的言論，講述末世性人子出現的「時間」。耶穌以無花
果樹的成長情況作為比喻，告訴門徒們注意當「這些事發生」時（十三 24-25），人子就來近
了。但是，畢竟沒有確定說出末世來臨的時間，因此，最後耶穌教導門徒面對這個情況應該如
何自處。 
 
末世之前必有徵兆  

關於人子即將來臨的宣告雖然有其重要性，但是所留下的資訊卻非常的少。從谷十三 28 
開始耶穌再次回到門徒們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末世事件發生的時間和記號（參閱:谷十三 
4）。耶穌採用無花果樹當作比喻具體地說明，在末世發生之前的確有一些預兆可以被觀察，
由這些徵兆人們應該可以預知末世即將來到，因此門徒們該小心的注意觀察生活當中的記號。 
 
天主獨自決定末日來臨的時刻  

福音結尾是耶穌隆重的宣告，思高本的譯文「我實在告訴你們」，其原文就是「阿們」！
這是希伯來人常用的語氣，用以加強以下的言論的重要性。耶穌首先強調末世事件即將到來的
真實性，甚至很快即將會發生（參閱:谷九 1）；但事實上，其實只是指著這些預兆。而這一切
之所以都會實現，因為耶穌說過這些話，祂的話具有絕對的權威，因此即使「天地要過去，但
是我的話絕不會過去」（31）。相對於末日必定來臨的確定性，關於這個日子具體出現的時間
則仍有所保留。天主把這方面的主權保留在自己手中，不論天使、甚至是天主子都不會知道這
個日子。這些表達方式嚴格地說明一切都在天主的掌握之中，和人們所能夠接近的「預感」、
或「前兆」有決定性的區別。經文甚至強調，即使是和天父有獨特關係的「子」也不知道，這
是為了更加的強調天主的能力和人性歷史之間決定性的區別。（當然，在馬爾谷撰寫福音之
時，神學歷史當中所討論的天主和耶穌之間同性同體的關係等問題尚未形成。） 
 
綜合反省  

每個人的生命有限，早晚終將結束，因此每人都應把末日放在眼前。但是，由於沒有人可
以確切預知這個日子，因此我們不應浪費精力猜測末日究竟何時到來，而應該致力於聽從耶穌
的言論，實踐祂的教導，也就是時時準備好自己，隨時歡迎末日來到。在每個人生命結束的時
刻，就是和人子 ─ 耶穌基督 ─ 決定性相遇的時刻，因此我們應該在生命當中不斷地感恩，感
謝耶穌基督在祂的生活、工作和苦難中，把天父啟示給我們。 
 
 

天主的隱身之處 (節錄) 
 

【文章出處:主業團-基督徒生活-為基督徒培育的文章】 
 

耶穌在聖事的靜默中，等待著我們自由的向祂敞開心門。 
 

一大清早，在橄欖山上祈禱了一整夜後，耶穌去了耶路撒冷的聖殿。群眾趕忙聚集在祂
周圍，於是乎祂便開始教導他們。突然間傳來一陣騷動，一位婦人被抓到和一個不是她丈夫
的男人在一起，他們把她拖到耶穌面前。我們不難想像當祂目睹那個可憐女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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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男人的盲目無知時，祂有多心痛。他們是多麼不認識他們的天主父啊！其實這些
人的真正目的，是要為耶穌設下陷阱。「現在，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們該用石頭砸死
這樣的婦人；可是，你說什麼呢？」（若 8:5）他們根本不在乎祂的答案。只是企圖利
用天主的律法，作為自己的工具，好去證明他們所裁定的判決是正確無誤的。因此，他
們無法理解吾主溢於言表的姿勢:「耶穌卻彎下身去，用指頭在地上畫字。」（若 8:6）
然後站起身來，「向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先向她投石罷！』」（若 8:7）然後
祂再次彎下身去，開始在腳下的地上寫字。 
 

謹慎低調的作為和姿態 
 

就如同在我們自身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一樣，天主子在這個場景中，以謹慎低調的姿

態行事。祂在地上寫了些什麼，對我們來說是無從得知的。祂不想以他們質問祂的那種

不容置疑的方式，去闡明梅瑟的律法。耶穌「沒有透過強迫人或用大量的話語，而是透

過祂自己生命的恩賜改變了歷史。祂沒有等到我們已經完美才愛我們，而是自由地將自

己獻給了我們。聖德莫非就是保存這份無償的恩賜。」也許我們經常自問:為什麼天主不

讓自己更加清晰地被認識，為什麼祂不更大聲的宣講？我們可能甚至感受到想反抗祂這

種舉止的誘惑，並嘗試「糾正」這種行為。 

本篤十六世曾告誡我們要抗拒這種誘惑:「當上主在山上將律法交給梅瑟時，在山下

的百姓卻在做違法的事。以色列人再也無法忍耐痴痴等候，也無法忍受他們中保的缺席，

於是就轉向亞郎。『百姓見梅瑟遲遲不下山，就聚集到亞郎跟前，對他說:「起來，給我

們製造一尊神像，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那領我們出埃及國的梅瑟，不知道遭遇了什麼

事。」』（出 32:1）與這位隱而不見的天主共行的長途跋涉，令他們疲憊不堪。如今，

他們的中保梅瑟也不見人影，於是人們大聲疾呼要求一個有形象存在的天主，也因而他們

在亞郎熔化了的金屬而鑄成的牛犢中，發現了一個可被人利用、操控、觸手可及的神。這

是信仰旅程中持續不斷的誘惑:藉著建構一個易被領悟滲透的『神』，符合自己的打算和

計畫，而去逃避神聖天主性的奧秘。」我們不想讓自己成為這種誘惑的犧牲品。我們希望

在每天遭遇的情況中、在周遭的人群裡，在經常領受的聖事內－特別是和好聖事與聖體

聖事，去崇拜、驚嘆那隱藏的天主。 
 

善用和好聖事 
 

回到聖殿的場景，儘管我們看到這名婦女未能珍惜自己的尊嚴，她的指控人也無法認可

她是天主的女兒。但是基督以另一種眼光望著她。耶穌的視野與我們的視野真是天壤之別！

「祂今天對我、對你，對我們每個人說:『我愛你，而且我將永遠愛你。你在我眼中是寶貴

的。』」聖女大德蘭吐露她的心聲:「我的基督，我常常想著，祢的雙眼是多麼和悅、幸福

地注視著那些愛祢的人，當祢，我的至善，愉悅地以愛凝視著他們時。我認為，即使只有一

次這麼溫柔的眼神，投注在屬於祢自己的靈魂上，那麼為祢多年的服務就值得了。」基督的

凝視不是膚淺的，而是充滿希望、深邃、善解人心的神情。「在你內心有任何東西值得你愛

上之前，聽著你在不討人喜歡的時候，怎樣被愛；聽著你在笨拙醜陋的時候，怎樣被愛。你

是先被愛的，為了讓你值得被愛上。」在和好聖事中，我們意識到，對耶穌來說，悔改足

以讓祂相信我們愛祂。就伯多祿和我們而言，這已足夠:「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曉得

我愛你。」（若 21:17）當我們以聖事所賦予的有形言語和姿勢接近告解亭時，我們便

是在對耶穌說:「我再次冒犯了祢，因我再次尋求除祢之外的幸福；我拒絕了祢的愛。但

是，主啊！祢曉得我愛祢。」然後，像那位婦人一般，我們聽到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

罪。」（若 8:11）我們充滿了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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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彌撒就是我們的彌撒 

聖多瑪斯阿奎那以此方式表達基督在哥耳哥達所贏回的贖價:「基督藉基於愛和聽命

的受苦受難所呈獻於天主的，大於為補償全人類的侵犯或得罪所需要的。第一，基於祂

受苦受難的偉大的愛。第二，基於祂為補贖所犧牲的尊貴生命，因為這生命是天主的和

人的生命。第三，基於祂所受苦難的普遍和所受痛苦的劇大。」我們之所以能奉獻如同

是我們自己一樣的救贖祭獻，是因為基督每天在彌撒聖祭中，都再次成為我們的祭獻。

聖施禮華喜歡說:這是「我們的彌撒」，我們每個人和耶穌的彌撒。如果我們願意的話，

是多麼容易成為共同救贖者！與祂一起，改變歷史的途徑是多麼輕而易舉！在彌撒聖祭

中，我們特別深刻的體驗到:「當祂彷彿在向我們要求些什麼時，其實上是祂在賜予我們

恩惠。不是我們在幫忙祂，反倒是天主照亮了我們的生活、使它充滿意義。」 我們要多

麼感謝天主，如此明確地將聖德注入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很容易認清自己，就像那

位婦人一樣，耶穌以嶄新的希望派遣我們:「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若 

8:11）這是那位婦女所能獲得的最大喜訊。耶穌告訴她，罪惡不是不可避免的；這並非

是她的命運，也並非下了定論。現在沒有人判她的罪，為什麼她要判自己的罪呢？如今

她恍然大悟，在耶穌的鼓勵支持下，她能返家，讓她的丈夫和自己都幸福快樂。 

   堂 區 報 告    
 
1.新任副主任司鐸聖言會士柯明達神父 於 11 月 15 日至本堂服務，我們一起歡迎柯神父。 

2.本週教區神父年度避靜，11 月 16 日(二)至 11 月 19 日(五)平日彌撒暫停，11 月 18 日

(四)明供聖體守聖時暫停一次，也請為神父們祈禱。 

3. 11 月 17 日起每週三晚上 8:00 開始新一期線上靈修小組，靈修內容為每日福音，邀請 

教友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開啟以下網址: 

https://forms.gle/XBjzYkvz6LZeBMYVA 

4.11 月 21 日(日)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5.11 月 27 日(六)上午 9:00 至 11:30 在善工樓一樓會議室，舉辦第二次代父母 

培訓課程，邀請教友加入代父母的服務行列。請向福傳師、門房或開啟以下網址 

報名。https://forms.gle/LRGkTQX2HxayqD5a8 

6.今年萬金聖母聖殿 160 週年堂慶，因疫情不對外邀請，不舉行聖母遊行，教區統一參加聖若

瑟年閉幕感恩祭(不開放自行前往)，時間:11 月 27 日（六）早上 9:00 第一鐸區安排一台

遊覽車前往，報名費每人 200 元(車資及保險) 請向門房或秘書處登記。報名截止日:11 月 

20 日或額滿為止。〔註: 現場不提供個人報到及午餐登記〕 

7.11 月 27 日(六) 晚上 7:20 舉行惜生日， 當日晚上彌撒前“晚課”暫停一次， 晚上 8:00

主日彌撒正常舉行。 

8.12 月 4 日(六)，上午 8:30 於中心大樓二樓舉行將臨期避靜，由二位福傳師主講，請要參

加的教友於 11 月 27 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 

9.最新財務報表，請至公佈欄參閱。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請為新亡者蔡林雪(撒拉)姊妹、 廖芳樹(若瑟)弟兄靈魂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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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XBjzYkvz6LZeBMY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