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年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P.301 
讀 經 一【恭讀箴言，三十一，10 ~13，19~20，30~31】 

 (她愉快地親手勞作) 
讀 經 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書五，1~6】 

(不要讓主的日子，像盜賊一樣襲擊你們)  
福音【聖瑪竇福音二十五，14~30】 

(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 
進來享受主人的福樂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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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是一種代幣嗎？·－磐石之上－》 

◆楊世靖 ∕ 羅馬摘錄自恆毅雙月刊 

   神父講道時，常會提到「塔冷通」

(Talentum, Talent)：「天主給每一個人

的塔冷通(才華)都不一樣。」自古希臘時

期就開始使用塔冷通，最後成為羅馬帝國

奴隸交易的代幣。如瑪竇福音十八

21~35、瑪竇福音二十五 1~17：「……天

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

來，把財產託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

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

兩個……，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立

刻去用來營業，另外賺了五個……」 

   多數人都以為塔冷通應該是一種「代

幣」，這樣的說法不正確！事實上，塔冷

通是「人才」（人力）的代名詞，在歷史

中有三段不同時期的概念。 

    ◆一、最初，「塔冷通」不是一般人

民在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代幣。古希臘時

期，起先因為一場得勝的戰役，以一個銅

幣代表一名戰士，表示戰士為了國家團體

(同時也是信仰團體)有莫大的貢獻，可以

比喻為今日頒發的「榮譽徽章」。在特別

的情況下，一名戰士可以擁有兩個「塔冷

通」，就是說，在一場得勝的戰役中，陣

亡的戰士可以獲得兩個「塔冷通」，在喪

禮時會把兩個「塔冷通」置放在陣亡戰士

的眼睛上，代表他對國家有兩倍的貢獻。 

   ◆二、一個塔冷通代表領導者擁有一

個人力資源，之後，「塔冷通」的數量就

成為了一個國家的人口數。所以，「塔冷

通」的數量也代表一個國家的成長力和競

爭力！不過，特洛伊戰役長達二十多年，

各國都沒有良好的成長環境，「塔冷通」

的使用定義不能明確算計國家成長力(今

日國際間普遍使用的 GDP)。特洛伊的戰役

穿插了太多的是非，起因只是一對情侶私

奔，結果卻造成損傷多國國力，百姓妻離

子散的嚴重後果。爾後，為了避免國與國

之間在戰役中流失人力和時間，君王之間

以「塔冷通」來較量國力，計算國與國之

間人口的流量，擁有多數塔冷通的君王為

最強盛者。 

    ◆三、一個國家打敗另一個，勝利者

即持有戰敗國的塔冷通，國家君王投降或

與友國聯合，集聚了塔冷通而成為強國；

沒有使用塔冷通的國家，代表這個國家沒

有明確的領導者。希臘文明逐漸被羅馬共

和國吞噬時，希臘君王所使用的塔冷通紛

紛流落到羅馬共和時期的貴族(Patricius)

手上。共和時期的羅馬不可以有君王，貴

族之間也沒有鬥爭，塔冷通的多寡代表羅

馬貴族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塔冷通為彼此

較量的籌碼，用塔冷通做為奴隸、人力或

人才的交易。 

    真正的塔冷通(實際上是顆黑石頭) 

    真正的塔冷通，是羅馬帝國衡量奴隸

能力的東西，一名奴隸要扛得起這一顆石

頭才能工作。瑪二十五 18所說的「銀子」，

是「德納」，是當時羅馬的代幣，有銅板

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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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創 1:26），並把世界託付給人類管理和開發（創

2:15）。作為一個合理的主人，天主分配足夠的裝備給為祂工作的人，去完成祂所
委派的任務。所以，當主人給第三個僕人一個『塔冷通』，僕人就應該好好運用手

上的一個『塔冷通』，做好主人所委派的工作。故事中的僕人錯在哪裡？錯就錯在

沒有運用天賦的才幹，埋沒了天主的恩賜。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多有多用，
少有少用。總不應把它埋沒不用。這樣做，豈不是枉費主人對你的信託嗎？ 

    再進一步考慮，僕人因為害怕失敗，害怕不能達標，所以索性把才幹埋沒了。

這做法合理嗎？首先，他為甚麼害怕呢？原來他認為他的主人「在沒有下種的地方
收割，在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是一個「刻薄」的人（瑪 25:24）。姑勿論這個

「刻薄」的評價是否正確，「開荒、下種、散布、收割和聚斂」都是僕人應做的工

作，主人當然不會親身開荒下種的。倘若憑經驗的鑑定，有必要增加裝備資源，去
開發新的領域，就應該向主人報告，要求增加裝備，或者想辦法令手上的裝備，發

揮更大的效率，絕對不應把這些裝備埋藏地下。所以，即使「害怕」是事實，埋沒

才幹仍是不合理的，是對主人缺乏認識、缺乏信心的表現。這是大忌。難怪主人要
嚴懲他了。 

    聖父啊！當我力有不逮時，請給我支援，成就祢的意旨。亞孟。摘錄「靈命恩

泉」 

                                                      
 

 
   聖女則濟利亞是初期

教會最著名的殉道貞女

之一。她出身羅馬貴族，

自幼信奉聖教，並矢志終

身守貞，每星期守齋多

次。到了適婚年齡，父親

給她擇配。未婚夫名叫華

肋廉，是羅馬的一位青年

貴族。 

    在結婚的那天，則濟

利亞一心祈求天主護佑

她，保持身心的無玷。晚

上新郎和新娘到了洞房

時，則濟利亞鼓起勇氣對

華肋廉說：「我有一件秘

密的事要告訴你。天主派

一位天使在我身旁，保護

我的童貞。」 則濟利亞

又道：「假如你一心信仰

唯一的真天主，領受聖

洗，你就會看見這位天

使。」華肋廉表示接受。

則濟利亞囑他到羅馬城

外距亞爾比大道三里的

貧人窟裏找烏爾巴諾主

教領受洗禮。 

    華肋廉到了城外的

貧民窟，按址查訪，找到

了烏爾巴諾主教。烏爾巴

諾給他付了洗。華肋廉回

到家裡，真的看見則濟利

亞身旁的那位天使。天使

在二人頭上放了一枝花

冠，則濟利亞和華肋廉共

度守貞的生活，熱心恭敬

天主。 

    過了一個時期，華肋

廉的弟弟諦步爵來訪，見

兄嫂容光煥發，室內芬香

撲鼻，不由嘖嘖稱奇，問

起原因，則濟利亞據實相

告，並勸諦步爵也皈依天

主教，獲取永生的榮冠。

諦步爵也到城外去找烏

爾巴諾主教，領了聖洗。 

    自該時起，華肋廉和

諦步爵弟兄二人全力從

事公教敬主愛人的工

作，在家裡舉行宗教儀

式，並殮葬殉道烈士的屍

體，後被人告發解往公庭

受審。 

    法官命華肋廉弟兄

二人向邪神獻祭，就可以

獲釋出獄。華肋廉道：「我

們決不向任何邪神獻

祭。我們只欽崇唯一的真

天主。」法官下令對他們

施鞭刑。二人聽了，欣喜

若狂。華肋廉對法庭旁聽

的基督徒高呼道：「羅馬

公民們，你們不要看見了

我們所受的酷刑而覺得

害怕，你們應堅守信德，

寧死不背棄真主。」 

    華肋廉弟兄二人解

往刑場，斬首致命。有一

個官吏見他們這樣英

勇，非常感動，當場表示

皈依天主教，同時執行死

刑。 

    則濟利亞殮葬了三

 



個烈士的遺體。官吏派人

去勸聖女背教，聖女反而

將一些派來的人說服，歸

奉天主教。 

    則濟利亞繼續為天

主教服務。信教的人一天

比一天增加，她的房屋成

為傳教的中心。吳爾班親

往她家裡給四百人付

洗。一個貴族在則濟利亞

的屋子裡建了一座聖堂。 

    法官將則濟利亞拘

捕，勸她背教。則濟利亞

口才很好，不消三言兩

語，將法官說得啞口無

言。人們將聖女關在浴

室，燒起烈火，欲使她窒

息而死。燃料較一般的數

量加上七倍，誰知燒了一

日一夜，聖女在浴室還是

安然無恙。一個兵士用利

斧將聖女斬首，斬了三

次，聖女倒在地上，信友

紛紛前來慰問。聖女遺命

將自己的住屋送給教

會，三日後才氣絕，遺體

葬在聖加理多公墓，教宗

陵墓的旁邊。 

    則濟利亞遇難的日

期，傳記各有出入，但不

出二世紀至四世紀中的

一段時期。聖女為初期聖

教殉道烈士的典型人

物。她的敬禮很早已非常

普及。她的名字列入彌撒

經的行祭常典內。聖女遇

難的處所，建有「聖女則

濟利亞大堂」一座。 

    八二Ｏ年左右，教宗

聖巴斯加將則濟利亞的

遺體迎往聖女則濟利亞

大堂。 

    一五九九年，史豐旦

樞機修建則濟利亞大

堂，啟棺重殮聖女的遺

體。名雕刻師馬德諾在

旁，目睹聖女面目如生，

身體側睡，恍如安眠的少

女，就按照她的模樣製成

銅像。這尊銅像安放在則

濟利亞大堂的祭台下

面，像上有雕刻師的題

語，照錄如下：「此乃童

貞聖女則濟利亞之像，我

親見其遺容完整不腐，面

容如生，特按狀製成本

像。」 

    自十六世紀以來，聖

女則濟利亞是我們教會

最著名的音樂主保，因為

她舉行婚禮的時候，樂師

奏樂，聖女暗自詠，求主

保護她的貞操。歌詞是：

求主讓我心，純潔不受

損，保全我貞潔，潔白獻

主前。一五八四年，羅馬

成立音樂學院選她為主

保。卓登（Oryden）在她

的節日寫了一首歌，教宗

也寫了一首頌歌。 

 
     堂 區 報 告       

1. 11 月 15 日(日)，上午彌撒後在俗
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 

2. 本週「聖言日三章」活動，讀的厄
則克耳先知書第 10~30 章。 

3. 11 月 18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
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1 月 19 日(四)，上午 7:00 明恭聖
體守聖時。 

5. 11 月 20 日(五)，晚上 07:00 顯靈
聖牌聖母堂(鹽埕區建國四路 113
號)舉行主保堂慶三日敬禮，由本堂
神父主禮，彌撒意向為難民祈禱，
歡迎教友踴躍參加。 

6. 五福儲蓄互助社於 11 月 21 日(六)，
上午九時，於天主教中心大樓 2樓
舉行 50 週年慶祝活動，歡迎全體敎
友們前往共襄盛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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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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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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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年期最後主日 

    教會在禮儀年的最後一個主日，慶祝「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宣示基督救恩
的完成。基督將要為王於普世。他所帶來天主的國，將要圓滿實現。1925 年 12 月 11
日，教宗庇護十一世，鑒於世俗放任主義，特別是無神論共產主議的影響，加上國內
和國際戰爭四起，遂藉著紀念尼西亞大公會議 1600 週年，透過頒佈《建立基督君王
節》通諭（Quam Primas）宣布訂定每年十月最後主日，為「耶穌基督君王瞻禮」，希
望藉此敬禮，人人尊崇基督為王，停止作亂，世人得享和平幸福。事實上，耶穌基督
為王的概念，已見於主顯節、耶穌升天節，甚至整個聖周，因為耶穌戰勝死亡，顯示
復活時，他的王權已體現人間（斐 2:6-11）。1969 年，梵二禮儀年曆，將「基督君王
節」，改於禮儀年最後一個主日（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慶祝，作為禮儀年的終向，
以示萬物都要在基督元首權下，始得圓滿的救贖（參閱哥 1:12-20）。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 
 常年期 34主日，是全世界的教會都在慶祝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我們與主內所

有兄弟姊妹一起，宣稱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君王、我們的統治者、我們的導師；是祂，
使我們的生命有了意義和目標。 

 在福音中，耶穌告訴我們：「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耶穌的國不是俗世的王國，
不是靠權力、聲望和財富來統治。耶穌並沒有誕生在王宮裡；祂也不強迫人們照祂的
方式行事，以顯示祂的威能。祂在世時，並沒有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有人甚至唾棄祂，
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那麼，耶穌所說的君王，究竟是指什麼呢？ 
 耶穌所指的君王是一位好牧人。耶穌說：﹁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若 10:14)耶穌關懷愛並愛護屬於祂的所有子民。 
 耶穌也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君王，而是一個服侍人的僕人。耶穌替門

徒洗腳後，對他們說：﹁我給你們立了榜樣，你們也要照著做。﹂(若 13:15) 耶穌
也是一位擁護真理的君王。﹁我來是為給真理作證。﹂耶穌不會欺騙祂的跟隨者。祂
帶領我們走在正義、誠實的道路上。跟隨耶穌，我們就不會走上岐途。 最後，耶穌
是一位信守承諾的君王。﹁我去，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我必再來接你們，為的是我
在那裡，你們也在那裡。﹂(若 14:2-3)這就是我們在這個主日所要慶祝的！耶穌是
普世的君王，有一天祂會光榮地再回來，讓所有信友齊集在祂愛的旗幟下！ 

 願我們懷著希望等待那一天的到來。我們也誓許全心全意忠於天上的君王，從現
在直到永遠！ 

            109 年 11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 70                       家庭的歡樂(一)                        聖詠一二七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1/14、11/15 227 主我願更親近你 105 隨同神父 114 我是生命之糧 349 我已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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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