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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 P.306 

恭讀達尼爾先知書 七，13~14 】 

(祂的王權是永遠的王權) 

恭讀聖若望默示錄 一，5~8】 

恭讀聖若望福音 十八，33b~37】 

(你說的是，我是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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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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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  9:00(國語)  11:00(英語)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暨世界青年日感恩祭-下午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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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一) 平日彌撒-上午 6:30  慕道班-晚上 7:30 

11/23(二) 平日彌撒-上午 6:30 

11/24(三) 平日彌撒-上午 6:30  線上靈修小組-晚上 8:00 

11/25(四) 平日彌撒-上午 6:30  明供聖體守聖時-上午 7:00-10:30 

11/26(五) 平日彌撒-上午 6:30  讀經班-晚上 8:00 

11/27(六) 平日彌撒-上午 6:30  上午 9:00 代父母培訓  惜生日-晚上 7:20   主日彌撒-晚上 8:00(台語)  

11/28(日) 
主日彌撒-上午 7:00(國語)  9:00(國語)  11:00(英語)  下午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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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真理作證的君王 

                   (若十八 33-37) 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基督普世君王節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林思川神父 著 

基督君王節   

    天主教會在常年期最後一個主日慶祝「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這個節日在教會中出現的相

當晚，1925 年才由教宗碧岳十一世訂定為教會的節日，教宗保祿六世在 1970 年決定將這個

節日移至常年期最後一個主日慶祝。 
 

經文脈絡 

  馬爾谷福音對於耶穌基督的描繪側重於「受苦的人子」圖像，比較不強調耶穌基督的君王性

身份，因此，常年期乙年最後一個主日的福音選讀再次跳出馬爾谷福音的循環，而選自若十八

33-37。這段十分簡短的經文是比拉多審問耶穌的一部分（若十八 28-十九 16），欲明白這

段在主日聚會中公開誦讀的福音內容，必須先掌握比拉多審判耶穌的整個過程。 

 

耶穌受審的敘述 

  若望福音的作者加大篇幅報導耶穌受審的過程，使這段記載成為若望福音苦難敘述的中心部

分。整段報導顯出高度的戲劇張力，耶穌受審的過程並非只侷限在一個法庭中進行，而是在總督

府「內部大廳」以及「外部庭院」之間不斷交換的場景。總督府外庭院籠罩在「黑夜」之下，猶

太人、司祭長以及僕人們站立其中；總督府大廳內則是「燈火通明」，只有耶穌獨自和比拉多對

話；而比拉多則來回奔走於大廳內外（黑暗與光明）之間，這個往返的運動顯示他猶疑不決的情

況。耶穌和比拉多的談話內容，正是眼前所發生的事件最深刻意義的解說。透過君王性的頭銜清

楚的顯示出基督論的基本觀點，耶穌藉著自我貶抑使祂的君王性得以顯揚（但是，只有相信的人

可以瞭解這個啟示）。在敘述的過程中耶穌的君王性越來越清楚，直到最後比拉多公開宣揚耶穌

是「猶太人的君王」─雖然是以罪狀牌的形式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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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審判情況 

  福音的描寫符合羅馬時代的審判情況，審判者對原告與被告雙方一一提出質詢審問，被告也

有機會發言為自己辯護；然而在真正的羅馬審判庭上，辯護者的答辯應該是公開舉行的，耶穌和

比拉多在總督府大廳內的對話卻是私下的，猶太人被排除在外，根本完全不知道談話的內容。這

個情況乃是為了配合若望福音的寫作需要，因為根據福音先前的敘述，耶穌已經不再對猶太人公

開發表談話了（參閱：若十二 36）。 
 

猶太人：耶穌的控告者 

  比拉多關於耶穌君王性訴求的問話，顯的十分突然、缺乏上下的關連。這是福音作者以比較

自由的方式交代，他由歷史情況瞭解到猶太人對耶穌所提出的控告。這一點可以由耶穌最初的回

答和比拉多的回應中清楚的看出來。並非羅馬人主動逮捕耶穌，而是猶太人誣告祂是暴亂份子，

事實上也是司祭長、長老、經師和全體猶太人把耶穌交給了羅馬總督（參閱：谷十五 1）。 
 

耶穌的王國 

  由於耶穌目前在羅馬的審判庭上，任何熱忱派、或者政治性的誤解都不再可能發生，因此，

耶穌可以公開地談論祂的君王性和祂的王國。耶穌明確地答覆比拉多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們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但是，我的國不是這

世界的。」（36）耶穌的能力與權威都是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為天主作證，整部若望福音尌是敘

述耶穌如何完成了這個啟示的使命。因此，「耶穌的王國」不可和「天主的國」混淆不分。事實

上在若望福音中「天主的國」幾乎完全隱退在幕後，僅僅在耶穌和尼苛德摩的談話當中出現過兩

次（若三 3、5），而且是比較符合若望團體的末世論的形式。耶穌的君王性是由天主而來的，

因此，祂以向這個世界提出質問的方式將啟示帶給世界，目的是召叫一切由真理而來的人，做出

跟隨祂的抉擇。 
 

比拉多：真正的受審者 

  在這個審判的情況中，主要角色徹底的被顛覆、轉換，情況顯示比拉多被轉換成必須做出決

定的一方，他被要求表達他的信仰。比拉多原本是審判者，現在竟然變成被要求做出決定的受審

判者。 
 

接受「真理」，進入「天國」 

  四部福音作者敘述耶穌受審的事件時，都指出人們針對祂的君王性提出控告和質詢。但是，

唯獨若望福音採取「對話」的形式報導整個經過，在對話中耶穌針對這個問題，給予了一個非政

治性的答覆。若望福音中羅馬總督比拉多所提出的問題，和瑪竇記載的耶穌童年故事中，東方賢

士所提出的問題十分相似：「新誕生的猶太人的君王在哪裡？」（瑪二 2）瑪竇福音中的經師們

並不能給予一個確切的回答；但是，若望福音的耶穌則是明確地啟示，祂的王國並非「來自」於

這個世界，而是「為了」這個世界而來的。耶穌的王國是為給天主的真理作證，使一切和真理相

遇，並且做出抉擇。接受真理的人，能夠明白耶穌所做的一切，進而得以進入天主的國。 
 

大聖若瑟，請你教導教會注視要緊的事物 
                                 【訊息出處:梵蒂岡新聞網-教宗】  

（梵蒂岡新聞網）教會應從白冷和納匝肋再次啟程，重新注視‚世界故意忽視的事物‛，包

括地理和存在的邊緣，並且恢復‚分辨和評估要緊事物的能力‛，學習大聖若瑟‚重視別人丟棄

的東西‛。教宗方濟各 11 月 17 日上午在保祿六世大廳主持公開接見活動，開啟新一輪的要理

講授，以耶穌的養父、普世教會的主保為主題。教宗這一次講述的是‚大聖若瑟與他生活的環境‛

在紀念大聖若瑟被宣布為普世教會的主保 150 週年之際，教宗方濟各頒布《父親的心腸》宗座

牧函，並開啟了‚大聖若瑟年‛。如今，教宗再次向眾人展示聖母瑪利亞的淨配大聖若瑟的典範

和見證，指出在這以全球危機為特徵的時期，大聖若瑟能夠‚扶持、安慰和指導‛我們。教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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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釋若瑟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中有‚願天主使人增長‛之意，是信任天主眷顧的一種祝福，

特別祝願子孫滿堂和兒女茁壯成長。教宗說，這是‚納匝肋的若瑟在品格上的一個基本要素‛。

‚他相信天主的眷顧，對天主的眷顧懷有信心。《福音》所敘述的他的每一個行動都點明了‘天

主使人增長’，天主在‘添加’，也尌是說，天主設法將祂的救恩計劃向前推進‛。 
 

在這層意義上，教宗強調，納匝肋的若瑟‚非常相似埃及的若瑟‛，後者是雅各伯和辣黑耳

的兒子，先是在埃及做奴隸，後來成了這個國家僅次於法老的重要人物。不過，若想瞭解福音中

的若瑟，則先要瞭解白冷和納匝肋。在希伯來文中，白冷意為‚麵餅之家‛，而在阿拉伯語中，

則是‚肉食之家‛，也許是因為那裡有大量的山羊和綿羊。教宗表示，在耶穌的事件中，‚這些

關於麵餅和肉的典故指的是聖體奧跡，即耶穌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參閱：若六 51）‛。

米該亞先知稱白冷在猶大郡邑中是最小的（參閱：米五 1），天主子卻選擇那裡以及納匝肋作為

祂降生成人的地方，而不是耶路撒冷。 
 

上主選擇的是‚兩個遠離當時的喧囂和權力的偏遠村鎮‛，雖然耶路撒冷是祂所愛的城市。

這表明偏遠和邊緣化的地區受到天主的喜愛。‚耶穌沒有誕生在擁有宮廷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一

個偏遠地區，並在那裡生活，像若瑟那樣做木匠，直到 30 歲。對耶穌而言，偏遠和邊緣化的地

區是祂所喜愛的‛。教宗說，若不認真看待這個事實，尌‚相等於不認真看待福音和天主的作為，

天主繼續在地理和存在的邊緣地區彰顯自己‛。‚耶穌尤其去尋找罪人，進入他們的家裡與他們

交談，呼喚他們悔改。耶穌也為此受到責備，經師們說：‘你看，這位老師與罪人一起進食，弄

髒了自己。’（參閲：谷二 16）‛‚耶穌去尋找作惡的罪人，也去尋找那些沒有作惡卻遭受惡

帶來的痛苦的人，例如病患、飢餓者、窮人、卑微者。耶穌總是前往偏遠地區，總是去邊緣地區。

這該當使我們懷有很大的信賴，不是嗎？因為上主曉得我們心靈的邊緣地帶。‛ 
 

教宗強調，在這方面，‚當時的社會與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今天也存在中心和邊

緣地區。教會知道自己蒙召，以邊緣地區為起點去宣講喜訊‛。納匝肋的木匠若瑟‚信賴天主對

他年輕的淨配和對他自己的安排‛，這提醒教會要定睛注視世界所故意忽視的事物。 
 

‚若瑟提醒我們每一個人要重視別人丟棄的東西。在這層意義上，他的確是要緊事物的導師。

換句話説，他提醒我們，確實有價值的事物並不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卻要求予以耐心分辨，以便

得到發現和重視。我們請他轉禱，好使整個教會恢復這注視的目光，這種分辨和重視要緊事物的

能力。我們要從白冷重新開始，從納匝肋重新啟程。‛教宗也向‚處於最容易被遺忘的地理上邊

緣地區或生活上被邊緣化的所有男女‛發出希望的訊息。他祝願他們在大聖若瑟身上看到值得效

法的見證人和保護人。教宗最後獻上一篇‚自己親撰、卻發自內心‛的祈禱詞，向大聖若瑟陳述

我們的心聲： 

大聖若瑟，你始終信賴天主，在祂上智安排的引領下，作出你的選擇， 

請你教導我們不依靠我們自己的打算，而是仰賴祂的愛的計劃。 

你來自邊緣地區，請你幫助我們改變我們注視的目光，更喜愛世界丟棄和置於邊緣的事物。 

請你安慰感到孤獨的人，扶持那為維護生命和人性尊嚴而默默努力的人。阿們！ 
 

 神學小問答  
                                    【訊息出處:小德蘭福傳之友 】 

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導神父 
神學小問答（98） 
問：天主教友在教堂跪在雕像前膜拜祈禱，這不是拜偶像嗎？ 

答：不是。天主教友跪在耶穌雕像或聖母、聖人的雕像前祈禱，但不是向這些雕像祈禱。在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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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前，天主教友可能跪下祈禱，但他們是向天主祈禱的，他們舉心向主，但期望、請求雕像所
象徵的聖母媽媽為他們轉禱。不懂的外人不能只憑外表動作貿然批評。很多人晚上有習慣在床邊
跪下做睡前最後祈禱，難道可以說他們是在向臥床或向被褥祈禱嗎？當我們親吻父母的相片時，
難道可以說我們是在敬禮一片小紙張嗎？＂偶像＂的真正意義是＂所有使我們的心離開真天主
的人、事、物＂，這尌可能包括金錢、名譽、地位、學識⋯⋯。但是天主教堂裡的雕像或教友家中
的聖像，使人＂睹物思神＂，不是偶像！ 
 

神學小問答（99） 

問：如果一個人不看聖經，如何能知道該知道的基督信仰的東西？ 

答：如果這話是為了鼓勵人多讀聖經，是好的。但如果這話是要表示只有看聖經才能知道基督信

仰的道理，則是錯誤的。我們是可以從基督派遣來教導萬民的教會那裡知道所有該知道的信仰道

理。認為＂聖經唯一＂，把聖經看作是唯一的信仰道理來源的人常常沒有學好基本的基督信仰，

甚至不同的人所學到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其實人必須讀聖經才能認識基督信仰的說法使很多人對基督信仰的認識成為不可能，因為在
15世紀印刷術發明之前的成千上萬的人，以及，即便今天，沒有機會念過書的人，都沒有辦法
認識他們得救的真理，只因為他們沒有聖經，或看不懂聖經！ 
 

復活的耶穌派遣門徒們到普天下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教導萬民祂所教導的。耶穌不是要門徒

立刻回家把耶穌教導的寫下來、印出來，作為傳單傳給大家。耶穌要大家都從祂建立的天主教會

的宣講中獲得得救的真理。所以先是口傳，後來文字才寫下來。即便後來聖經有需要藉由教會裡

的人寫成後，天主教會也扮演著正確解釋聖經的角色。 
                                                          

       堂 區 報 告       
1.歡迎新任副主任司鐸柯明達神父，加入玫瑰堂大家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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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今年萬金聖母聖殿堂慶因疫情不對外開放，教區統一參加 11月 27日(六)聖若瑟年閉幕

感恩祭，地點:萬金聖母聖殿。鐸區安排一台遊覽車前往朝聖，請教友踴躍報名(不開放

自行前往)，報名費用每人 200元(含車資及保險) 請向門房或秘書處登記繳費。報名截

止日:11月 21日或額滿為止。乘車時間 11月 27日(六)上午 7:30聖堂集合，7:40出發。 

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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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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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教

友參加，並於 11月 27日前於教堂後方桌上報名表登記。 

6.12月 5日(日)原聲童聲合唱團共同參與主日早上彌撒並於彌撒後獻詩，當日彌撒提前

至早上 8：40開始，“早課”暫停一次。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請為新亡者廖芳樹(若瑟)弟兄、許阿靜(加大利納)姊妹靈魂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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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