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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聖三節 
  

飯前禱，飯後禱雖然簡短，足以提醒我們生命來自天主，增強我們對
受造恩賜的感激之情。求祢喚醒我們的讚美與感恩的心，因為祢創造
萬物。求祢賜予我們恩寵，使我們感覺到與萬有親密連繫。 
 
讀經一（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智慧已受生。） 
恭讀箴言 8:22-31 

天主的智慧這樣說：「上主自開始，即拿我作他行動的肇始，做
他作為的開端。 

「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遠自太古，從無始，我已被立定。 
「深淵還沒有存在，水泉還沒有湧出以前，山嶽還沒有奠定，丘陵還
沒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那時，上主還沒有創造大地、原野、和世
上的土壤。 

「當他建立高天時，我已在場；當他在深淵之上，劃出穹蒼時，
當他上使穹蒼穩立，下使淵源固定時，當他為滄海劃定界限，令海水
不要越境，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他身旁，充作技師。那時，我
天天是他的喜悅，不斷在他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
處。」——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8:4-5, 6-7, 8-9 
【答】：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詠8:2） 
領：當我仰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世人

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
【答】 

領：你使他稍微遜於天使，以尊貴和光榮，作他的冠冕，使他統治你
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答】 

領：所有的羊和牛，與野外的走獸，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及種
種游泳於海裡的水族。【答】 

 
讀經二（通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

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5:1-5 
弟兄姊妹們： 

我們既因信德成義，就是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天主和好了。
藉著耶穌，我們得因信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這恩寵中，並因希望
分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不但如此，我們連在磨難中，也歡躍，因
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
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就是歸於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

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參閱默1:8） 
眾：亞肋路亞。 
 
福音（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聖神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

你們。） 
恭讀聖若望福音 16:12-15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然
而，你們現在不能承擔。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到時，他要把你們引入
一切真理，因為，他不憑自己講論，只把他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
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 

「他要光榮我，因為，他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們。凡父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為此，我說：他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
你們。」——上主的話。 
 
 

聖三內在的生命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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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不少教理書遇到天主聖三這個困難題目時，傾向輕輕帶過；這
樣處理有點取巧、畏難的味道，未能夠發揮自己宗教信仰獨特的地
方。回教和猶太教都是一神的宗教，信仰唯一的天主，但唯獨基督宗
教是信天主三位一體的；所以教會在常年期再開始時，首先慶祝天主
聖三節，就是希望我們正視這個信仰的根基。就讓我們以天主內在的
生命、天主的工作這兩方面來談天主聖三。 
天主內在的生命、內在的關係：過去基督徒曾以很多的比喻去解釋天
主聖三，最普遍的莫如以一個等邊三角形來形容天主聖三，三邊相
等，三角相等，但只有一個三角形。其他有以火舌的有形有熱亦有光
來形容，以一棵樹有樹根、樹榦和樹枝來解釋，以河流包括主流、支
流和溪澗去表達。無論怎樣用概念、形象解釋都有所欠缺，因為這些
東西畢竟缺乏聖經基礎。亦有人嘗試用聖經，再加上人的經驗去了
解：天主是愛，聖父是給予的，聖子是接受的，但聖父、聖子毫無保
留地把一切給予聖神，故聖神是共融合一的，三個對立的關係，但只
是一個絕對的愛的關係。我們可用人與人之間愛的關係去把握，例
如，父子、夫妻、兄弟姊妹、朋友之間愛的關係，若兩個人能夠共同
擁有一切，大家能夠無私心地為對方完全付出、完全接受並顯示出愛
的高峰，他們是在分享聖三愛的關係。總而言之，如果一個人對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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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越深，越能夠明白天主聖三內在的生命、內在的關係是怎樣。
「位」「體」的詞彙有其限制性，有些基督徒索性只用「三一」去表
達。的確，人的言語有限，但愛的經驗無窮；無限的聖三本身，需要
無盡的愛去體驗。 

天主的工作、天主的救贖工程：如果祇是說天主的內在生命，能
予以人抽象、與我無關的感覺。因此，聖經不但說「天主是愛」，更
強調「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
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3：16）早期的基督徒是重視天
主聖三的救贖工程。面對著天主聖三內在生命的各種爭論，天主教、
基督教、東正教在傳統上都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天主聖神究竟是出自
聖父，還是出自聖父聖子，不少基督徒返回天主的救贖工程，即就天
主聖三對人的關係來領悟。 

天主與人有三種不同而又顯明的關係： 
第一：天主聖父解答了我存在的問題。天主是自有的，其他都是受造
物，耶穌教我們稱天主為父，就是表達天主聖父是我生命的根源。父
母雖然生育了我，但他們只是協助天主去創造，除了天主外，無人有
能力創造生命。因此，我的生命是天主的恩賜，生命不是父母所擁有
的產業，亦非父母的權利，更不應用科技去操縱生命，因為天主是我
生命的來源。 

第二：天主聖子回答了我救贖的問題。每一個人都像亞當一樣有
反叛性，傾向只愛自己、只欣賞自己。但天主聖子的來臨，住在我們
中間，以自己的生命，邀請我們好像祂一樣去愛。當我們從基督的十
字架上領略到那份愛的時候，我們才有足夠的能力與動機，離開自
我、離開罪惡，不再為自己而生活，而是為基督生活。我們既在耶穌
基督內得到自由與救贖，因此我們稱天主聖子耶穌基督為救主。 
第三：天主聖神回答了我信仰的問題。信仰是一件奇妙的事，人實在
很難明白，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兄弟姊妹，為什麼一個信一個不信
呢？同一間學校讀書的同學，為什麼有些學生願意接受這個信仰，有
些就絕不相信？為什麼一個從前喜歡恥笑宗教、抨擊宗教的人，突然
間能夠改變，接受耶穌基督？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這就是聖神的工
作，聖神推動我們能夠喊叫「阿爸，父呀」，能夠承認「耶穌是
主」。 

耶穌基督稱天主為父，自稱為子，祂答應派遣聖神。祂啟示聖
父、聖子、聖神如何愛我們。所以，天主聖三不是個抽象的名詞，不
是教會放在信經裏面，要我們相信而又不許問的名詞；啟示與信仰經
驗告訴我們，天主聖三與我們是息息相關的。中庸有一句話：「道不
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為道」，這個講法套入天主聖三內，即
天主聖三離人並不遠，天主聖三的工程是牽涉人在內。 
若然我們祇是以舊約去說聖父，而不說聖子、聖神，或祇以新約說耶
穌基督，而不說聖父和聖神，都不是一個完整的基督宗教。祇有我們
同時重視創造我的天父，救贖我的聖子，啟迪我的聖神之時，才是完

整的基督信仰。我們每次劃十字聖號的時候，要提醒自己，我們是因
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受洗的基督徒。 
 
反省與實踐: 
1. 當我每次劃十字聖號時，目的是要提醒我什麼呢？我是否能夠清
楚地向慕道友解釋劃十字聖號的意義呢？ 

2. 天主聖三內在的生命與我的生活有什麼樣的關聯？在這週當中，
我們能夠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體驗天主聖三的救贖工程。 

 
禱文： 
1.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祈求天主聖三引導全世界人類，能超越種
族、宗教、文化等的差異，尊重每個個體的人性尊嚴，以真誠寬
恕彼此相待，互助互愛，共同促進人類生活的合諧與幸福。 

2. 請為教會的合一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恩賜所有的教會，共融於
合一的聖愛中，所有基督徒在天主聖三內生命不斷更新成長，共
同完成天主的救贖工程。 

 
 

震撼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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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耶穌在傳達祂的訊息時，是和盤托出，抑或語帶保留？這是一

個攸關全世界宗教與政治未來的決定性問題。耶穌就是天主派來的終
極決策使者，抑或這位使者還沒有到來？耶穌的訊息只是階段性的，
抑或包含了天主對世界所要傳達的全部以及定論呢？ 
   你也許會說：「這是典型的神學上的吹毛求疵，只有學者們會
在腦筋裡為這種問題打轉，尋常百姓的心中根本無暇顧及。」然而這
些大多數人懶得思考的問題，正是今天世界上種種癥結的根源。 
   基督信徒是地球上最大的宗教團體，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是天
主聖子，天主藉著祂，已經向世界傳達並完成了所有對人來說重要的
事情。伊斯蘭教是第二大宗教，視耶穌為一位先知，真主的重要信
使。但是在穆斯林眼裡，終極啟示並非源於耶穌，而是出自穆罕默德
從真主那裡領受的可蘭經。 
   可能有人仍然會說：「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最好展開辯論，那
樣的話，孰是孰非將會水落石出！但是那跟我的生活有甚麼關聯
呢？」在今天，這種失諧狀態深遠地影響著全世界。兩個宗教不約而
同地宣稱，他們的始祖主張傳教，於是信徒們不遺餘力地向所有人推
廣自己的信條。二者的使命與信條都是要向全世界傳播他們的宗教。
結果，他們的舉措至今難以營造彼此相安無事的氣氛。或者說，根本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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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傳教活動從古至今經常與暴力衝突交織在一起。那
其實跟耶穌交給我們的使命完全背道而馳，祂沒有指派任何人去脅迫
別人，以達到相信祂與祂的訊息之目的。耶穌的願望很簡單，就是要
藉著祂的宣講、表率以及犧牲性命，贏取人們的心，並向他們展示天
主仁慈無涯的愛。祂交託給跟隨者引導他人皈依的使命，就是這樣
子，而且只應該如此。 
   但是這些跟今天的福音讀經有甚麼聯繫呢？耶穌在這篇福音中
說：「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於
是人們心中也許會產生一個疑問：耶穌在祂的塵世生命裡，有沒有把
該說的話全部說完？祂會不會語帶保留，為了留待後來的適當時機才
揭示於世呢？這種推論要是成立的話，後來的先知完成耶穌所開始的
工作，不就順理成章了嗎？如此說來，耶穌的使命當然只不過是階段
性而已。 
   然而我們相信，耶穌對此的看法迥然不同。在今天所讀福音之
前，耶穌曾在晚餐廳裡對祂的門徒們說：「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
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若15：15）耶穌千真萬
確地帶來了天主的全部訊息。祂是天主的「愛子」；天主藉著祂，把
最寶貴的禮物送給了全人類。我們太渺小，以致無法直接領悟這麼偉
大的事，我們的心也無法一下子完全容納這份厚禮。 
   那就是為甚麼耶穌許諾，祂會派遣聖神來，引導我們逐步深入
真理。聖神能慢慢地使我們的心胸開闊，明瞭耶穌對我們而言的意
義。天主的方法不是採用武力，而是耐心開導。有朝一日，不一定是
世界末日，我們將真正看到天主對我們愛的深切。 
 
反省與實踐: 
1. 在信仰中，我能體會三位一體的天主，及聖三的愛情嗎？ 
2. 我願意在聖神的帶領中，日益瞭解天父透過基督所啟示的真理

嗎？ 
3. 我願意努力在團體中，極力活出聖三共融合一的精神嗎？ 
 

禱文： 
1. 請為教會祈禱。聖三向我們昭示了生命和救恩的奧秘，祈求上主
恩賜我們智慧，能深刻領悟箇中深意，並日益融入聖三的生命，
參與聖三的救世工程。 

2. 請為台北總教區司鐸年閉幕禮祈禱。台北總教區將於聖體聖血節
前夕，舉行司鐸年閉幕禮及園遊會。祈求上主恩賜所有參與者，
都能虔誠為司鐸們和聖召祈禱，並吸引更多年輕人，答覆獻身的
召叫。 

3. 請為世界的需要祈禱。全人類仍面臨著天候、戰爭、經濟、生
存、自然界等各種挑戰與威脅。祈求上主恩賜人類能時時警醒，

自我約束，以聖三之愛為典範，彼此相愛，也善與自然相處，營
造人間的樂園。 

 
 
 
 

天主聖三節"愛的奧秘"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天主是愛。天主的愛體現在他的救世計划上。聖史若望驚嘆天
主的愛，說：「天主如此愛了世界，竟賜下他的唯一聖子，使凡信
他的人，不致喪亡，反得永生」（若3: 16）。聖瑪竇宗徒結束他所
傳的福音，記述耶穌升天前留給他的門徒們的傳教使命，說：「天
上地下，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
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導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看！我將常與你們天天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瑪28: 19-
20）。 

本主日是天主聖三節。彌撒中的福音和兩篇讀經都闡述天主聖
三奧跡的道理。 

我們從彌撒福音說起。這篇福音取自聖若望福音第3章第16到
18節。內容的前文是耶穌與尼苛德摩之間的一席談話。尼苛德摩是
一個法利塞黨人，由於害怕同志們的批評，在一個黑夜來拜訪耶
穌，向耶穌請教，稱耶穌為師傅，承認耶穌是由天主而來的。這篇
福音（若3: 14-21）在乙年四旬期第四主日彌撒中也采用了。但
是，在四旬期，是用來向慕道（望教）者講解聖洗聖事的道理。聖
洗聖事是重生的聖事。尼苛德摩不懂。他問耶穌：「人已年老，怎
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嗎？」耶穌向他解釋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
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若3: 5-6）在本主日天主
聖三節的彌撒，同樣的福音是為說明天主的愛。 

默想以上福音時，我們不禁想到亞巴郎祭殺愛子依撒格的故事
（創22: 1-18）。在那故事中，依撒格是耶穌的預像。亞巴郎則象
徵天主聖父。 

本主日的彌撒福音，除了啟示天主無限的愛之外，也強調了信
仰基督的必要性。「信他的人，不受審判﹔不信他的人，已受了審
判，因為他們不信天主唯一聖子之名。」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取自出谷紀第34章第4到6，以及8到9
節。這是舊約聖經中最美的一頁，記載「天主的自我啟示」。天主
在給他子民以色列人頒布十誡之前，先向他們的領袖梅瑟，啟示了
自己的本性。他說自己是「慈悲寬仁的天主，不輕易發怒，富於慈
愛和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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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本性仁慈，是猶太宗教的基本信條。對這信條的肯定，
在舊約聖經中，比比皆是。舉几個例子來說，申命紀有：「你的天
主攜帶你，如同人攜帶自己的兒子一樣」（申1: 31）這句話。聖詠
集有：「我全心信賴天主的慈愛，一直到永遠」（詠52: 8）又有：
「你是天主，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天主，你對我慈祥」（詠58: 
17）這樣的禱詞。依撒意亞先知書上更有一篇極動人的祈禱（依63: 
7）。面對著成為廢墟的聖京耶路撒冷，先知熱切懇求天主，記憶起
他從前「以其大慈大悲賜予以色列子民的種種恩惠」，現在求他
「不要停止他的慈悲。」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二，取自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第13
章第11到13節。在這篇讀經中，聖保祿宗徒用「恩寵」、「愛
情」、「共融」三個字眼，來表示天主的無限慈愛，同時也說明天
主聖三對我們各人的得救所擔任的不同角色。據教父聖亞大納削的
解釋，「我們從天主聖三那 所接受的一切『愛情』和『恩寵』，都
是源於天主聖父，通過天主聖子，在與天主聖神的『共融』中而得
到的。正如天主的『愛情』是從天主聖父那 出發，通過天主聖子來
到我們身上﹔同樣只有在天主聖神內我們才能夠分享到天主的『恩
寵』。我們是在聖神內接受了天主聖父的『愛情』，天主聖子的
『恩寵』，以及得與天主聖神的『共融』。」換句話說，天主是
「愛」，「父」就是愛的泉源和終向，「子」是愛的行動（恩
寵），「聖神」是愛的共融。當我們生活在天主內，也就是生活在
聖父的愛情、聖子的恩寵和聖神的共融當中。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愛。當我們遵守基督的命令，彼此相愛時，天主就住在我們
內，我們也住在天主內。 

我們是基督信徒。我們有福因天主聖三之名領受了聖洗，進入
了天主聖三的愛情生命，聖保祿宗徒說得好，我們「要同心合意，
和睦相處」，活出「天主是愛」的真生命。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至聖三位一體的天主 
教會對天主聖三的禮儀慶祝可追朔於第四世紀。當時教會面對

「亞略異端」否定聖言（子）的天主性，在三二五年召開了尼西亞
大公會議，摒棄了亞略的學說，其後就編訂了至今仍在主日彌撒中
誦唸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為天主聖三的信理建立了良好的
基礎。於一三三四年，教宗若望廿二世正式把天主聖三節列入教會
的禮儀年曆中慶祝。 

今天的讀經正好給我們說出天主聖三的道理及與我們眾人的關
係。箴言清楚告訴我們在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智慧受生，與世人
共處。這「天主的智慧」被視為耶穌基督的先兆，一如保祿宗徒所
說：「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格前1:24），保祿
於羅馬人書更進一步說出天主聖三的彼此內在關係。保祿提醒基督
徒：「藉着耶穌我們得因信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這恩寵中，…… 
因為天主的愛，藉着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中心了。」
（羅5:1-5）若望福音述說了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臨別贈言中向宗徒許
下聖神作他們的護慰者。當這位真理之神來到時，祂會帶領他們認
識一切真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他們。因為耶穌說：「凡父所
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聖神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
們。」（若16:15） 

基督徒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受洗的（瑪28:19）。要注
意的是這「名」是單數而不是複數；因為天主只有一個，但這天主
是至聖三位一體的，所有基督徒的信仰都以天主聖三為基礎。（教
理232-3）整個救恩史本身就是唯一的真天主的自我啟示的歷史，使
人遠離罪惡與祂重修舊好、合而為一。要認識天主聖三的道理就要
認識三位一體的奧跡，「三位一體的奧跡是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核
心奧跡，是天主本身的奧跡。因此是所有其他信仰奧跡的泉源，是
光照它們的明燈。它是『信仰真理等級』中最基本和主要的訓
示。」（教理234）     

聖三的啟示真理早活現於早期教會生活，主要是表達在洗禮信
仰的規程中，並在宣講、教理講授及教會的祈禱中可見，例如：
「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共融，與你們同在」（格後
13:13）這致候詞中所顯示出來的。（教理249） 
一方面為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而另一方面為保護它免受各種錯誤
的扭曲，教會在最初的幾個世紀，在不同的大公會議中設法以更明
確的格式去表達天主聖三的信仰，於是借助一些哲學的概念來發展
一套專有的名詞：如「實體」、「位格」、以及「關係」等。教會
用「實體」（本質或本性）來指明在一體中的天主本質；用「位
格」（自立體）來指明父、子、聖神彼此間的實際區別；而「關
係」一詞來指明三位的區別在於彼此間的關係。天主三位並不分割
同一的天主性，而是每位都是整個的天主，聖三是一個天主。（教
理250-253） 

天主聖三的奧跡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主要奧跡，是天主──

父、子、聖神，祂把自己啟示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天
主。我們要時常感謝天主對我們的主動、祂的自我流露 ! 最後讓我
們懷着感恩的心去默想、領悟聖奧思定在《論聖三》中所教導的聖
三道理：「父作為第一根源，聖神由父而發，而父作為給予子的永
遠恩賜，聖神發自共融的父和子」。（教理261，264） 願聖神，這
真理之神開啟我們的心目，明悟這至聖三位一體的天主如何在我們
身上展現祂對我們的愛和救恩，使我們能永遠的光榮讚頌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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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反思／實踐： 
1. 耶穌許下聖神來到我們當中使我們能明白天主的啟示和祂的教

導。你有沒有經驗過這位真理之神在你身上的奇妙工作？有甚麼
改變 ? 

2. 嘗試每次當你劃十字聖號或誦唸聖三光榮經時，多感受這三位一
體的天主如何與你同在。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萬古常新的天主    

節日來源與福音選讀 
第四世紀興起的「亞略異端」（Arianism），過度強調嚴格的一神主
義，反對天主子和天主（父）一樣。面對這個挑戰，教會運用希臘哲
學、以「三位一體」的概念綜合聖經的整體啟示：天主父、子和聖神
是三個不同位格，但卻是同一個天主。教會訂定「天主聖三節」的起
因，就是為了宣揚和肯定一個信仰教導。 
由於福音是敘述性的作品，不是系統性的神學論文，因此福音中「天
主三位」同時出現的經文十分罕見，並不足為怪。這個主日的福音經
文屬於一個少數的例外情況。 
經文脈絡 
若望福音第十六章是耶穌「臨別贈言」的一部份，內容在於說明在耶
穌離去後信仰團體如何繼續生活。在這個情況和目的之下，耶穌給予
門徒有關「護慰者聖神」的教導。耶穌首先預許護慰者聖神的降臨
（十六5-7），接著說明聖神面對這個世界所有的工程（十六8-
11），最後講述護慰者聖神在門徒團體內所作的工程（十六12-
15）。這個主日的福音就是這段談論護慰者和信仰團體關係的經文。 
現在 …… 以後 …… 
若望福音中多次出現「門徒『目前』不能瞭解，但『日後』將會明
白…」這樣的話語（參閱：若二22；七39；十二16；十三33、36）。
如今，面臨死亡的耶穌再次清楚地告訴門徒們：「我本來還有許多事
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十六12）在這裡耶穌
同時也終於說明了，門徒們什麼時候、以及為什麼將會明白一切：
「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因為他不憑自
己講論，只把他自己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 
護慰者 
護慰者聖神是耶穌的繼任者，耶穌的離去和護慰者的來到，就好像兩
個位格的替換（參閱：若十六7）。護慰者的使命是成為耶穌的詮釋

者，耶穌離去後，護慰者便取代耶穌在門徒團體內的地位。但是，護
慰者的降臨並不使耶穌的啟示失去重要性，因為祂只講述由耶穌所聽
來的一切，使門徒更明瞭耶穌的啟示。 
門徒團體的情況 
所謂門徒們「現在不能擔負」的經文（12），大概暗示若望團體後來
的情況；眼前聆聽耶穌「臨別贈言」的門徒，當然不會瞭解團體日後
的情況。這段經文暗示，若望團體在世界中仍將面臨許多困難和考
驗，但是護慰者聖神將在那些時刻使他們明白耶穌的教導，勝過一切
來自世界的挑戰。 
真理之神 
耶穌在「臨別贈言」中多次談到護慰者聖神，說明聖神有不同的幅
度。這段經文稱護慰者為「真理之神」，強調祂在門徒以及若望團體
中的功能與行動：護慰者將是門徒的領路者，要把他們引入一切真
理。這句話大概反映了若望團體對於聖神的體驗，是若望團體最深的
自我認知。 
「真理」就是「若望福音」 
「真理」是若望福音的重要主題之一，比拉多審問耶穌時曾經問道：
「什麼是真理？」這也是一切讀者關心的問題。就若望福音的內容來
看，聖神要把門徒們引入的「真理」就是耶穌所帶來的啟示，也就是
「若望福音」本身。這個啟示並不只是倫理教導而已，更是賜予真生
命的啟示。聖神要引人更深地進入「若望福音」的內涵，使人能夠按
著啟示在世界中生活。 
天主的啟示「萬古常新」 
聖神將要啟示的內容，就是天父差遣耶穌給予世人的啟示，所以「聖
神並不憑自己講論，只把他所聽到的講出來」（13）。聖神要「把未
來的事傳告給門徒們」，意思並不是聖神要帶來新的啟示，而是幫助
門徒團體面對新的生活情況，對耶穌的福音做出新的詮釋，使門徒們
在任何歷史的脈絡中，更妥當地瞭解耶穌的啟示，並按著啟示生活。
天主的啟示只有一個，而且「萬古常新」。 
聖神光榮耶穌 
天父派遣耶穌來到世上進行救援使命，耶穌回歸父家之後，聖神要繼
續完成祂所執行的救援工程，使人們相信耶穌，耶穌也將因此而得到
光榮。所以耶穌說：「他要光榮我，因為他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
給你們。」（14） 
耶穌告訴門徒們：「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為此我說：他要由
我領受而傳告給你們。」（15）因為整個救援工程是由天父所開始，
耶穌在世工作的效果就是門徒團體、天主子女的團體（參閱：若一
12），耶穌離去後，聖神將要取代耶穌的位置，教導門徒天父給予耶
穌的話。天父為了讓耶穌啟示祂（天父），而把一切都給了耶穌，護
慰者也在這個圓滿中汲取一切，透過聖神的啟示，人們將認出天主把
一切都交給了耶穌。 
綜合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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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是天主聖言、天主的真理。但是，在耶穌離去前，門徒們尚
沒有能力完全明白真理。這個真理並不是一個理論或思想體系，而是
天主在耶穌基督內的啟示。當天主對耶穌的派遣成為明顯可見的，耶
穌的工程圓滿實現時，就是耶穌受到光榮，這一切仍在歷史中、在聖
神帶領之下繼續進行。聖神並沒有帶來一個新的福音，也並非單純地
使門徒們回憶耶穌的言行而已，而是使門徒越來越深的領悟耶穌的啟
示，引領他們進入天主內在的神聖奧秘。天主的啟示並沒有因為耶穌
離去而結束，而是展開一個全新的階段，門徒將在聖神的帶領下，更
清楚地向世人宣講耶穌所啟示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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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une 2019  Trinity Sunday - Year C  

 

First Reading Prv 8:22-31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Proverbs 

Wisdom was born before the earth was made. 

The Wisdom of God cries aloud:  The Lord created me when his 

purpose first unfolded, before the oldest of his works. 

From everlasting I was firmly set, from the beginning, before earth came 

into being. 

The deep was not, when I was born, there were no springs to gush with 

water.  Before the mountains were settled, before the hills, I came to birth; 

before he made the earth, the countryside, or the first grains of the world's 

dust. 

When he fixed the heavens firm, I was there, when he drew a r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when he thickened the clouds above, when he 

fixed fast the springs of the deep, when he assigned the sea its boundaries 

– and the waters will not invade the shore – when he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arth, I was by his side, a master craftsman, delighting 

him day after day, ever at play in his presence, at play everywhere in his 

world, delighting to be with the sons of 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8:4-9. R. v.2 

(R.) O Lord, our God, how wonderful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1. When I see the heavens, the work of your hands, the moon and the stars 

which you arranged, what is man that you should keep him in mind, 

mortal man that you care for him? (R.) 

2. Yet you have made him little less than a god; with glory and honour you 

crowned him, gave him power over the works of your han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R.) 

3. All of them, sheep and cattle, yes, even the savage beasts, birds of the 

air, and fish that make their way through the waters. (R.) 

 

Second Reading Rom 5:1-5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 

To God through Christ in the love which is poured out through the Spirit.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by faith we are judged righteous and at 

peace with God, since it is by faith and through Jesus that we have entered 

this state of grace in which we can boast about looking forward to God’s 

glory. But that is not all we can boast about; we can boast about our 

sufferings. These sufferings bring patience, as we know, and patience 

brings perseverance, and perseverance brings hope, and this hope is not 

deceptive, because the love of God has been poured into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ich has been given u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Apoc 1:8 

Glory 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o God 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Gospel Jn 16:12-15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Whatever the Father has is mine. The Spirit will receive what I give and 

tell you about it.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still have many things to say to you but 

they would be too much for you now. But when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lead you to the complete truth, since he will not be speaking as 

from himself but will say only what he has learnt; and he will tell you of 

the things to come. 

He will glorify me, since all he tells you will be taken from what is 

mine.  Everything the Father has is mine; that is why I said:  All he tells 

you will be taken from what is min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