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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將臨期 第二主日  P.12 

恭讀巴路克先知書 五,1~9 】 

(天主要對你顯示祂的榮耀)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一,4~6,8~11】 

恭讀聖路加福音 三,1~6】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 

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1 年 12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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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日) 主日彌撒-07:00(國語)   08:40(國語)     11:00(英語)    16:00(國語) 
10:30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讀經班-10:30    主日學-14:00    慕道班-14:30   

12/06(一) 平日彌撒-06:30  公唸玫瑰經-19:30   慕道班-19:30 

12/07(二) 平日彌撒-06:30  公唸玫瑰經-19:30 

12/08(三) 平日彌撒-06:30  屏東牡丹朝聖-7:00    公唸玫瑰經-19:30     線上靈修小組-20:00   

12/09(四) 平日彌撒-06:30  明供聖體守聖時-暫停一次   土庫崙背朝聖-8:00   公唸玫瑰經-19:30 

12/10(五) 平日彌撒-06:30  非常務送聖體員培訓-7:30        公唸玫瑰經-19:30        

12/11(六) 平日彌撒-06:30  親愛家庭講座-10:00   聖詠團及主日學報佳音及朝聖-13:00  
主日彌撒-20:00(台語)  

12/12(日) 
主日彌撒-07:00(國語)     09:00(國語)     11:00(英語 )     16:00(國語) 
讀經班-10:30     主日學-14:00    慕道班-14:30   

 

      洗者若翰 ─ 救恩歷史的關鍵人物 

                                            (路加福音三 1-6) 將臨期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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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 13 節敘述耶穌公開生活前的準備階段，福音作者都把若翰和耶穌

的故事平行對比的表達出來，藉以顯示若翰是耶穌的前驅，耶穌在各方面都遠遠超過若翰洗者。

然而福音前兩章偏重於耶穌的童年故事，從第三章到第四章 13 節則是以摘要的形式，綜合報導

若翰洗者的出現、他的宣講以及被捕下獄。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於三 1-6，基本上和谷一 1-8

的內容是平行的，路加在報導耶穌的公開生活之前，先敘述了若翰洗者的出現，不但記載了他出

現的時間和地點，也藉著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經文更清楚地強調，若翰洗者的出現在救恩史中

的重要意義。 

 

救恩歷史與世界歷史 

    今日的福音經文一開始，尌以六個不同的方式指出若翰洗者出現的時間（三 1-2），這是表

達以下的敘述都是在「世界歷史」中發生的事，強調了耶穌的事件是真實的在人類歷史中的事件。 

 

凱撒與羅馬總督 

    「凱撒提庇留執政第十五年」大約是主曆 28-29 年左右，當時巴勒斯坦地區居於羅馬皇帝

的統治之下。比拉多是在猶太地區的第六任羅馬總督，他的執政時間在主曆 26-36 年之間，耶

穌尌是在這位羅馬總督的執政期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分封侯 

    福音中提到加里肋亞的分封侯黑落德，這個人並不是大黑落德，而是他的兒子黑落德安提帕，

「分封侯」的意思是統治四分之一地區的最高長官。分封侯黑落德統治加里肋亞地區的期間相當

長，從耶穌前 4 年直到耶穌後 39 年；因此，耶穌的整個公開生活期間，都在這個人擔任地方

首長的統治之下。黑落德的兄弟斐理伯則是在耶穌前 4 年到耶穌後 34 年的期間治理巴勒斯坦

東北地區四分之一的領土，是當地的分封侯。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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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祭 

    猶太大司祭原本是終身職，但在羅馬統治期間，他們常常干涉宗教事物，甚至撤換大司祭，

因此，亞納斯和蓋法都做過大司祭。亞納斯擔任大司祭的時間在主曆 6 到 15 年之間；蓋法是

他的女婿，在 18-36 年間擔任大司祭。在這些期間，二人擁有宗教的最高權威。 

 

「先知」若翰 

    在這個具體描述的時間點上，若翰洗者出現於公眾之中。福音作者採用了先知蒙召的特別語

言（參閱：耶一 4；歐一 1），敘述若翰被召叫的經過。他在母胎中尌被天主聖神充滿（一 15），

直到目前一直生活在曠野中（比較：一 80），在此特定的時間上他被召叫開始先知性的服務和

生活（十六 16）。 路加福音和馬爾谷福音的記載不盡相同。馬爾谷福音敘述若翰固定停留在

一處，而路加則報導若翰走遍約但河一帶，宣講悔改的洗禮，使人得到罪赦（比較：一 77），

若翰宣講施教的內容，後來也成為初期教會基督徒福傳宣講的中心主題（二四 47；參閱：宗二

38）。 

 

救援許諾的實現 

    福音作者將若翰洗者的公開生活，瞭解為依撒意亞先知書預言的救援許諾得到實現。路加引

用的是依四十 3-5 的內容；但是如果讀者將「思高聖經」中的路三 4-6 和依四十 3-5 詳細比較，

將發現兩段經文不盡相同。這是因為在福音作者生活的時代，廣傳於猶太社團當中的聖經是希臘

文的舊約，亦即所謂的「七十賢士譯本」，而思高聖經的舊約是根據希伯來文的「瑪索拉版本」。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運用這段依撒意亞先知書作為背景，藉以描述、理解「耶穌的前驅」若翰的生

活和行動。和瑪竇以及馬爾谷福音相比較之下，路加的特點在於他特別加上最後的一節經文：「凡

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這一點顯示路加作品對於普世性救援獨特的關心，並且說明這

個普世性的救援早尌存在於舊約之中，而且已經是若翰洗者宣講的目標。 

 

綜合反省 

    尌今日的眼光來看，這段聖經當中所含有的歷史以及地理的資訊，當然是不夠精確的；但是

在路加的時代已經足以達成他的寫作目的。路加藉著這些資料清楚的刻畫出若翰洗者公開生活時

的政治以及宗教情況，而他引用了依撒意亞先知書則更是給予若翰洗者一個特殊的重要性，將他

的行動標示為許諾的實現，以及天主對於整個人類救援福音的開始。經由這個綜合性的表達，德

敖斐羅和今天的讀者體認到，教會關於耶穌基督的教導絕非神話或童話故事，而是一個具體的歷

史事件，是一個在眾所周知的時間，一個特定的地點所實現的事件（比較：宗二六 26），而這

個事件實現了早在舊約之中尌已向萬民宣告的救援事件。基督信仰是一個歷史性的信仰！ 
 

 

            與基督一致的性格 
                             【文章出處:主業團-為基督徒培育的文章】 

 

鍛鍊堅強基督徒性格系列中的一篇文章： 
"鍛鍊出一個明確肖似耶穌基督的性格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挑戰！" 
 

我為什麼有這反應？我為什麼會這樣？我可以改變嗎？這些都是有時我們問自己的

問題。對於他人，有時我們也會提出同樣的問題：那人為什麼會這樣？考慮到我們的目標

是：越來越肖似基督，和容許祂在我們生命裡起作用；讓我們仔細看一看這些問題。在一

個人的成聖過程中，包括了他的每一方面，保留了真正人性的特徵，同時把它提升至與我

們基督徒的聖召互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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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perfectus Deus, perfectus homo.在祂身上，我們默觀到一

個徹底地完整的人。「救主基督完全地把人啟示給人。假如可以這樣說，這尌是救贖奧蹟

的人性幅度。在此幅度中，人重新找到了屬於人類的偉大，尊嚴和價值。」我們在領洗時

得到的新生命是注定要成長，「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那超性、神性的元素，在個人成聖方面是決定

性的，並且結合和協調人性的各方面。但我們不要忘記，這裡包含的是作為內在和必要元

素的人性：「如果我們接受作天主子女的責任，那尌會明白天主要我們活得充滿人性！頭

要「頂天」，但腳也要「立地」。作基督徒的代價，不是要我們放棄人性，或放棄致力培養

連不認識基督的人也擁有的美德。我們的贖價是基督的寶血，而祂要我們既有人性、又有

神性！衪要求我們每天努力仿傚祂：作完美的神，和完美的人，perfectus Deus, perfectus 

homo。」 

 

發展個性的任務 

隨著人的成熟和性格變得完美，恩寵在靈魂中起著作用。所以，在培育超性德行的同

時，一個追求成聖的基督徒，會努力達至在思言行為上標誌著是一個成熟及平衡的人。他

或她並不會只是被渴求完美所激發，而是為了要熱切地去反映基督的生命。所以，聖施禮

華鼓勵我們去自我反省：「我的兒子，人們在你身上哪裡找到他們所尋覓的基督呢？在你

的驕傲裡嗎？在你硬要把自己的意願強加諸別人的欲望裡嗎？在那些你不願意改變的，性

格上的小毛病裡嗎？在你的固執裡嗎？在這些地方會找到基督嗎？不，祂不在這裡！我同

意你需要有你自己的個性。但是，你應該嘗詴令你的個性能確切地符合基督的精神。」 
 

我們的性格首先是受到遺傳所影響，尌是那自出生尌開始顯示出來的，常被稱為氣質

的。它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如我們的成長，個人的選擇，與別人和天主的關係，和很

多其它的因素，或許甚至是不知不覺的。這些都能導致各種不同的性格和個性（外向或是

怕羞，活潑或是冷淡，無憂無慮或是備嘗憂患，等等），在一個人的工作方式，與別人的

互動，怎樣面對日常的事情中表現出來。這些因素，通過促進某些德行的發展而影響每一

個人的道德生活。相反，如果缺乏了獲得這些的努力，尌會顯露出缺點來。例如，一個富

進取心的人，如果他有紀律，藉以避免易變和激進，他會更容易培養成勤奮的美德。【未

完待續】 

 

             神學小問答 
                              【資料出處: 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導神父】 

神學小問答（109） 

問：如果基督為人債流鮮血犧牲後，人仍然有進地獄的危險，那這犧牲有什麼意義呀？ 

答：有極大的意義。 

沒有救主基督的債流寶血為人贖罪，沒有人可能得到天堂永遠的超性生命。但雖然基

督的犧牲使這救贖成為＂可能＂，卻不等於說人願意被救贖與否，或人繼續做壞事與否，

都會被救贖的。 

基督的救恩不是毫無條件施予的，但唯一的條件也只是人自己願意接受。畢竟＂救贖

＂的最終極意義是與愛的天主在天堂的愛中共融合一，人要選擇愛天主，而人的愛是全能

的天主也不能勉強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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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小問答（110） 

問：保祿對厄弗所人說他們是靠信德而不是靠功行得救的（弗2:8）。但雅各伯說人的成
義或得救是由於行為，不傴是由於信德（雅 2：24）。不是矛盾嗎？ 

答：保祿強調的是人的功行在人還沒有藉信德與基督結合＂前＂是無法讓人得救的，因為
藉信德得救是超性的＂禮物＂，不是靠人本性的功行尌可以理所當然得到的。人可以求天
主給予這信德的恩寵禮物，如果獲得此恩寵禮物，尌是邁向成義得救的第一步。雅各伯強
調的是接受了信德的恩寵之＂後＂人應該活出此信德，即應該有相稱的好的行為。他說沒
有這好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所以保祿說的和雅各伯說的並没有矛盾，而合起來說明了信德和行為為成義都是需要
的。這是天主教一直以來的教導，排除了理性主義以及早期基督教的兩個極端：理性主義
鼓吹人本性的功行尌夠了，不需要信仰基督；早期基督教的＂唯獨信仰＂則說人的成義或
救贖依賴的只是信仰，人的善工沒有任何意義。   

                                        

       堂 區 報 告       
1.12月 5日(日)上午 10:30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務必出席。 

2.本堂訂於 12月 8日(三)上午 7:00由聖堂出發，前往聖母無染原罪節前往恆春中華聖母

堂及牡丹聖保祿堂朝聖，目前尚有名額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3.12月 9日(四)上午 8:00前往雲林土庫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報佳音、土庫中華殉道聖人堂

及崙背聖母無玷聖心堂朝聖，尚有名額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4.12月 9日(四) 明供聖體守聖時暫停一次。 

5.12 月 10 日(五)非常務送聖體員前往安溪寮培訓，請相關人員當日早上 7:30 前於聖堂

集合出發。 

6.12月 11日(六)上午 10:00於善工樓舉辦「深情陪伴父母愛—在主內建立親子關係」講

座，由黃偉民及趙寶美夫妻主講，請教友邀請親友踴躍一同參加，並於 12 月 5 日前向

福傳師或門房報名。 

7.2022 年月曆將於 12 月 11 日(六)晚上 8:00 彌撒後及 12 月 12 日(日)上午 9:00 及下午

4:00彌撒後發放，請教友至德恩樓向各區區長領取。 

8.12月 18日舉辦聖誕活動，行程如下 12:00至 18:00以物易物及二手義賣；13:00起華

遠盃親子趣味競賽，地點:德恩樓；16:00至 16:30余曉怡音樂家管風琴演奏，地點:聖

堂內。 

9.今年明愛券義賣已經開始，可於彌撒後在聖母亭前向明愛組黃玫君、朱曼倫、許明德購

買，其他時間亦可向有明愛券的傳協理事及各善會購買。 

10.歡迎教友若知道需要送聖體服務及家庭祝福的兄弟姊妹，或可以拜訪的非教友，可向

福傳師或門房登記。 

11.此次堂區所舉辦的將臨期避靜活動，無法參與的教友，可參與 12 月 11 日(六)法蒂瑪

堂及 12 月 18 日(六)聖味增德堂上午 9:00 的避靜活動，讓我們清潔內心的聖殿期待

主耶穌的降臨。 

≡ ≡ ≡ ≡ ≡ 代 禱 園 地 ≡ ≡ ≡ ≡ ≡ 
 12月教宗祈禱總意向：為要理教員(福傳員)祈禱，請為所有要理教員及 

本堂二位福傳師祈禱，希望他們能克服福傳上的困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3ycbCT1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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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3ycbCT1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