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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二主日 
（救主慈悲） 

 
丟棄食物，就好像是從窮人的餐桌上偷去食物。弱小者的主，請助我
們拯救這世上被抛棄和被遺忘的人，他們是祢的眼中瑰寶。 
 
讀經一（凡信了的人，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 
恭讀宗徒大事錄 2:42-47 

弟兄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 
因為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各人都滿懷敬畏之情。凡信了的

人，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 
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他們每天都成群

結隊地前往聖殿，也挨戶擘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他
們常讚頌天主，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
加入會眾。——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18:2-4, 13-15, 22-24 
【答】：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領：願以色列家讚美說：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願亞郎家族讚美說：

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願敬畏上主的人讚美說：上主的仁慈永遠
常存。【答】 

領：人雖推撞我，叫我跌倒，然而上主卻扶持了我。上主是我的力量
與勇氣，他常是我的救援。在義人的帳幕中，響起了勝利的歡
呼。【答】 

領：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所作所
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
為此鼓舞喜歡。【答】 

 
讀經二（天主藉耶穌基督由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我們，為使我們獲得那充滿生命的希望。） 
恭讀聖伯多祿前書 1:3-9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他因自己的大仁慈，藉
耶穌基督由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我們，為使我們獲得那充滿生命的
希望，並獲得那為你們已存留在天上的、不腐壞、無瑕疵、不朽的產
業，因為你們原是為天主的能力所保護，為使你們藉著信德，而獲得
那已準備好，在最後時期出現的救恩。 

為此，你們要歡欣踴躍；雖然，現在你們暫時還該在各種試探中
受苦；這是為使你們的信德，得以精煉，比經過火煉，而仍易消失的
黃金，更有價值，好使你們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堪受稱讚、光榮和尊
敬。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愛慕他；雖然你們現在仍看不見他，還
是相信他，並且以不可言傳，和充滿光榮的喜樂，而歡欣踴躍，因為
你們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靈魂的救恩。——上主的話。 

 
復活節讚歌 
 
領：各位基督徒，請向逾越節羔羊，獻上讚頌之祭。 
眾：羔羊贖回了羊群；聖潔無罪的基督，使罪人與天父和好。 
領：生命與死亡展開奇妙的決鬥，生命的主宰，死而復活，永生永

王。 
眾：瑪利亞，請告訴我們，你在路上看見了什麼？ 
領：我看見永生基督的墓穴和他復活的光榮、作證的天使、頭巾和殮

布。 
眾：基督、我的希望、已經復活，他要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 
領：我們知道，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勝利的君王，求你垂憐我

們。 
眾：亞孟。亞肋路亞。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多默，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

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 
眾：亞肋路亞。 
 
福音（八天以後，耶穌來了，站在門徒中間。） 
恭讀聖若望福音 20:19-31 

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
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
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
遣你們。」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
吧！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
被保留。」 

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
們在一起。其他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 

但多默對他們說：「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
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 

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裡，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
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然後對多默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吧！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
的肋膀，不要做無信德的人，但要做個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說：「我主！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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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多默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
相信的，才是有福的！」 

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
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
賴他的名，獲得生命。——上主的話 
 
 
 

基督的教會（救主慈悲主日）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由本主日至耶穌升天，所有主日讀經皆來自新約，其中第一篇是

選自宗徒大事錄。這個編排是要我們知道，復活的基督如何改變了門
徒，更新了教會。讓我們以教會為主題作反省。 

（Ⅰ）教會的誕生︰傳統的三種說法皆有其意義。第一種是耶穌
在十字架上，交付了靈魂，教會這個新厄娃就在耶穌被刺開的肋旁誕
生了；第二種是復活主日晚上，耶穌顯現，向門徒噓氣，賜他們聖
神；第三種是五旬節日，門徒經驗到聖神的力量，向外傳揚福音喜
訊。三種說法像人生命的不同階段︰受孕之初是生命的開始，但母親
是感覺不到的，到有感覺時，已經驗到生命的動力；最後孩子誕生
時，是他生命在世上的展開。今日的福音顯示，因著復活的基督，使
快要解散的教會，感受到生命的動力、生命的喜樂。 

（Ⅱ）會的使命教︰教會接受基督派遣，把喜訊帶給別人；「父
怎樣派遣了我，我也怎樣派遣你們」。宗徒就是奉差遣傳喜訊的人。
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使徒，教會傳福音的使命就是每個基督徒的使命。
教會意識強的，其使命感也會強。做使徒的人，會得到天主特別的祝
福，「其名已刻在天上」，他的信仰也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力量來
自聖神。 

（Ⅲ）教會的態度︰復活的基督面對離棄祂的門徒，並沒有譴
責，只有祝福與寬恕︰「願你們平安」、「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
就得赦免」，祂也要求門徒同樣的去祝福與寬恕。已故教宗保祿六世
曾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演講，他引用今日的福音；聽說有些猶太人不高
興，因為裡面提到門徒關上門，「因為害怕猶太人」，暗示猶太人迫
害基督徒。其實，這段福音的精神，正是要求彼此祝福與寬恕。未能
祝福與寬恕的，便愧為基督徒。 

（Ⅳ）教會是獲得信仰的橋樑︰多默在信仰路上舉步維艱，是因
為復活的基督顯現時，他不在教會團體中；後來耶穌也選擇在教會團
體內才顯現給他。這表示教會是獲得信仰的橋樑，耶穌特別願意人在

教會團體內找到祂。有人有此奇想︰信仰到了沒有感受、沒有新意
時，不如離開一段時期，好使重回時有新鮮感。福音的啟示似乎是︰
離開教會團體，信仰只會更壞，不會轉好，基督願意在教會內祝福我
們。 

讓我們求天主賞賜我們一份強烈的教會意識，教會不光是屬於神
職人員的，也屬於每一個基督徒。教會的使命就是我們的使命；教會
應祝福寬恕，我們也祝福寬恕；我們信仰的獲得與成長都在教會內，
即使跌倒，也倒在教會的懷裡。 
 
反省與實踐: 
主日福音中，耶穌基督顯現並對門徒說了許多話： 
1. 基督說：「父怎樣派遣了我，我也怎麼派遣你們。」傳揚福音不

只是教會的使命，更是我們每個基督徒的使命。在生活中，我是
否把握機會宣報基督復活的喜訊？如果沒有，可以從現在開始，
並思考要如何去做。 

2. 在福音中，復活的基督祝福與寬恕門徒離棄祂的過失，祂同樣也
要求門徒要這樣做。對於傷害過我的人，我是否也能夠滿懷祝福
與寬恕？為什麼？ 

3. 復活的基督對多默說的話：「你因為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
有看見就相信的，纔是有福的。」請默想復活的基督是如何改變
門徒，而我是否因祂而有所改變？又，當我對自己的信仰產生質
疑時，我是如何突破難關？ 

4. 最後，我們可以在每日祈禱中，祈求仁慈的天主賜予力量，眷顧
我們的軟弱，堅強我們，使我們讓自己能夠在一切事上尋求天
主，並遵循祂的旨意。 

 

禱文： 
1. 請為為傳教事工奉獻心力的教友祈禱。求主賜給他們不畏艱難的

勇力，以及所需要的智慧，使他們能夠以適合的方式與態度去宣
揚天主的福音，讓更多的人可以認識、接近基督。 

2. 請為基督徒的合一祈禱。祈求全能的天主，賜下足夠的智慧與力
量，讓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如同復活的基督一樣，能夠彼此寬恕、
祝福；學習放下己私，如同兄弟姐妹一般，相親相愛，和平共
處，共同為讚美、光榮天主而努力。 

3. 請為全世界新領洗的基督徒祈禱。感謝天主，召選他們成為新門
徒，祈求天主幫助他們，信德日益堅強，並效法耶穌的慈悲之
心，力行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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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的多默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存疑的多默怎能叫我們不喜歡呢？他滿腔疑問，又不羞於啟

齒。大家跟著走南闖北達三年之久的老師，最後竟以慘死收場。祂怎
麼可能一下子又活了，有血有肉，還來到眾人當中呢？多默不相信這
回事，誰能因此責備他呢？ 

讓我們重返犯罪現場：耶穌在哥耳哥達被釘死，祂的遺體被安
放在附近的一個石穴墳墓裡。兩天後的清晨，婦女們來到墓前，發現
封穴的石頭被挪在一旁，祂的遺體不翼而飛。有沒有人把祂搬走了
呢？瑪利亞瑪達肋納看到一個人，她誤以為是園丁，就上前去問：
「先生，你把祂搬走了嗎？你把祂放在哪裡？」那人卻直接以她的名
字呼喚她：「瑪利亞！」就這樣，瑪利亞認出了祂，驚呼：「辣比！
師傅！」她馬上疾步趕去宗徒集聚的地方，告訴他們說：「我見了
主！」（參若廿11~18） 

今天的福音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那十一個受到驚嚇的男人，緊
鎖著門，躲在屋裡，根本沒有把這個女人的話當回事。聖史路加唯妙
唯肖地記載著：他們把女人的話看作是無稽之談（路廿四11）。情況
非常凶險，當局逮捕了耶穌，而且立即處決了祂。宗徒們人人自危，
感到下一波就可能輪到他們。 

接下來所發生的實在難以令人相信，但是宗徒們全部堅定地發
誓，一切都是他們親身經歷，沒有任何增減：當時儘管大門緊鎖，耶
穌卻突然現身於他們中間。那毫無疑問地就是祂：祂給他們看了自己
手上的釘孔，以及當時兵士為了確定祂真的死了，而用長槍在祂的肋
旁刺透的傷口――傷口不再流血，但也沒有癒合。總之，我們怎麼能
去想像，那我們從沒有經歷過的事呢？ 

多默當時不在現場，他希望能親眼看到、親手確實地「觸摸」
到耶穌。否則，他完全無法相信這難以置信的事。 

一週以後，就是今天，這一刻來臨了。耶穌再次忽然地出現在
他們當中。多默總算能真正地「觸摸」到耶穌還活著的事實，他因此
信了。他發自肺腑地說：「我主！我天主！」 

那看不見的，又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叫我們怎麼去理解呢？耶
穌對多默說：就算沒有看見，我們也應該相信！但是一個人能否不經
過理性，不假思索地躍升到未知的境界呢？耶穌並沒有作出這樣的要
求。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相信、讓我們信賴：首先，當初那些親眼見
到耶穌的人的可信度――尤其是「存疑的多默」――他們沒有幻覺；
其次，從那時直到今天，多少代人作證，他們雖然沒有親眼見到復活
主，但卻真切地在信仰中感受到祂的親近、祂的精神、祂的愛。 

「願你們平安！」是耶穌當初開口說的第一句話。這平安一直
存留到現在。每當我感到害怕和無助的那一刻，我會忽然體驗到這並
非源自我內心的平安。 

因為我知道：祂復活了，並且與我們同在。 
 
反省與實踐: 
1. 復活的基督對多默說的話：「你因為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

有看見就相信的，纔是有福的。」請默想復活的基督是如何改變
門徒，而我是否因祂而有所改變？又，當我對自己的信仰產生質
疑時，我是如何突破難關？ 

2. 「願你們平安！」是耶穌當初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每當我感到害
怕和無助的那一刻，我體驗到來自於耶穌的平安了嗎？ 

3. 傳揚福音不只是教會的使命，更是每個基督徒的使命。在生活
中，我是否把握機會宣報基督復活的喜訊？若無，從現在開始，
思考要如何去做。 

 

禱文： 
1. 請為於復活夜領洗的新教友祈禱。感謝天主！召選許多人接受洗

禮，皈依於主。祈求天主助佑新教友們，使之信德日益堅強，並
效法耶穌的慈悲之心，力行愛德。 

2. 請為傳教事工奉獻心力的教友祈禱。求主賜給他們不畏艱難的勇
力，以及所需要的智慧，使他們能夠以適合的方式與態度去宣揚
天主的福音，讓更多的人可以認識、接近基督。 

3. 請為基督徒的合一祈禱。祈求全能的天主，賜下足夠的智慧與力
量，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效法復活的基督，彼此寬恕，相親相
愛，和平共處，共同為讚美、光榮天主而努力。 

4. 為基督徒得以克勝軟弱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賜予力量，眷顧我
們的軟弱，堅強我們，使我們讓自己能夠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
並遵循祂的旨意。 

 
 

"沒有看見就相信的人，真有福"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今天是復活節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從前稱作「卸白衣主日」
（因為新教友在今天卸下領洗時穿上的白衣），現在已改稱為「復
活期第二主日」，為表示八日慶期過後，教會仍然繼續慶祝耶穌復
活的奧跡，直到五旬節才完成1。 

現在復活期第二主日彌撒中的集禱經，這樣祈求： 
「無限仁慈的天主，你在基督逾越的慶節，重新振奮了你子民的

信德﹔求你廣施恩寵，使我們切實領悟：我們是由聖洗得到淨化，
由聖神得到重生，靠基督的寶血得到救贖。」這禱文給我們指出在
整個復活期所應該努力的，就是更深入地去領悟我們藉基督的逾越
奧跡而得救的道理，度一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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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二主日的彌撒福音，在禮儀年歷的甲、乙、丙三年，一
律取自聖若望福音的第20章，內容是講耶穌復活後的又一次顯現。
在記述這次顯現時，作者聖若望宗徒，藉著描寫同伴聖多默宗徒起
先懷疑，後來相信的動人經驗，說明了教會信仰的對象和性質。 

「我主！我天主！」聖多默宗徒的這句話，道出了教會信仰的對
象。聖奧思定解釋其意義，說：「聖多默所看見的，所聽見的，是
真人﹔但是他所相信的，是那看不見的，探摸不著的真天主。」耶
穌對他的回答：「你因為見了我才信﹔不見而信的，是有福的。」
這几句話，則說明了教會信仰的性質。原來教會信仰的特徵，正是
以宗徒們的見証為其基礎。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宗2:42-47），就是宗徒之長伯多祿的作証
和宣講。這樣說來，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教訓，也是肯定宗徒傳承在
教會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我們對至聖、至一、至公、從宗徒傳
下來的教會應有的忠誠。 此外，聖若望福音的第20章，可以說是本
書的最後一章。我們剛才所聽到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最後一段話，也
可以說是全部聖若望福音的總結。在這段話中，聖若望宗徒聲明了
他之所以編寫福音的目的，那就是，用他的話來說：「是為使你們
信耶穌是基督、天主子，并使你們信了他，可因他的名而得到生
命。」 

最後，我們再以本主日彌撒的集禱經，不斷祈求： 
「無限仁慈的天主，你在基督逾越的慶節，重新振奮了你子民的

信德﹔求你廣施恩寵，使我們切實領悟：我們是由聖洗得到淨化，
由聖神得到重生，靠基督的寶血得到救贖。」 

1從前「卸白衣主日」彌撒中的集禱經：「全能的天主，我們已
慶祝了這巴斯卦的佳節」，這句話給我們錯誤的印像，使我們覺得
逾越節已經過去了，但現在已重新修訂，且復活慶期直到五旬節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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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信德 
 
按教會古老的傳統，復活節夜間領洗的新教友，復活節後的八

天是喜慶的一周，新領洗者都會穿著受洗時所領受的白衣每天參與
禮儀，用意是清楚地表達復活基督的標記 ―― 穿上基督，直至八
日慶期完成，才將白衣卸下，所以梵二禮儀改革前稱這天為「卸白
衣主日」，現在則改稱為「復活期第二主日」，為的是更清楚地表
達雖然八日慶期過去，但教會仍然繼續慶祝耶穌復活的奧蹟，直至
五旬節才完成。 

今天復活慶期的第八天，選用的三篇讀經，都展現了基督復活
與洗禮的喜樂。答唱詠延續了上周復活主日的聖詠118篇：「這是上
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再一次向天主讚嘆
說：「請你們讚頌上主慈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這是天主
對人無限慈愛和人作出相稱回應 ―― 信德 ―― 的結果。 

信德邀請人進入一種愛的關係，透過耶穌的一生：苦難、聖死
和復活，啟示了天主內裡最深處的愛，「天主是愛」(若一4:8, 
16) ，一個絶對信靠和愛的對象。(天主教教理221) 今天福音，耶
穌在復活後顯現給眾宗徒和多默，祂的慈愛和寬恕，使宗徒獲得平
安和喜樂，耶穌愛的傷痕更治癒了多默的信德 (參閱依53:4-5)。聖
奧思定解釋：「聖多默所看見的，所聽見的，是真人；但是他所相
信的，是那看不見的，摸不著的真天主」。多默向耶穌作出最完美
的宣信：「我主！我的天主！」 (若20:28)，(CCC142) 為一切信徒
道出教會所相信的對象。信德是耶穌白白賜予人的禮物，對於沒有
看見而相信的人，耶穌明確的給予他們祝福和保證(參閱若20:29)。 

復活的基督賜給宗徒們聖神 (參閱若20:22，宗2:43)，把祂聖
化的權能賦予他們，並藉著住在教會內的聖神的助佑，保護和傳授
來自宗徒們的訓誨 (宗2:42)，(CCC857) 藉同一聖神的德能，把這
權能授予他們的繼承人。天主教教理指出信仰並非一個孤立的行
為，因為沒有人能單憑自己去信，正如沒有人能夠單獨生活。沒有
人能由自己取得信仰，正如沒有人能由自己取得生命。(CCC166) 如
果我們單獨面對自己的懷疑和困難，我們很難體會到耶穌復活的喜
樂，只有當我們與他人在一起尋找耶穌時，我們才能說：我主，我
的天主。在教會內宣認我們受洗時的信仰：「我信」、「我們
信」。(CCC167) 

為認識初期教會團體的聖善生活，整個復活期的讀經一會選用
新約聖經宗徒大事錄，以取代舊約聖經。今天讀經一，宗徒之長伯
多祿傳述教會初期的四個特徵：宗徒的訓誨、團聚 (共融)、擘餅和
祈禱。他們宣講基督的福音，將一切所有皆歸公用，彼此分享；並
在各人家中舉行分餅禮，按著福音的精神生活，產生了豐盛的果
實，吸引了眾多的人加入教會。「基督徒的信仰」透過可見的共融
團體，看到那不可見的教會精神 ―― 教會稱之為「神聖遺產」(信
德寶庫) (弟前6:20)，即聖言和聖傳成了活生生的福音傳遞。基督
的福音隨著宗徒把信仰的遺產委託給整個教會，一代一代傳承下
去。(CCC83-84) 

真正的信德在磨難中更能獲得淨化，初期的教會受到各種的試
練和宗教迫害，伯多祿宗徒仍然充滿喜樂面對一切考驗 (參閱讀經
二)，復活的基督重生了宗徒的希望，使相信祂的人契合在祂的愛
內，活出信仰的力量和喜樂。由此可見，信德雖然受到天主的光
照，但不應理解為一帆風順；信德仍然會受到生活的種種考驗：邪
惡、痛苦、疾病、不公義及死亡的沖擊，減弱我們對天主的信德。
(CCC164) 但是，當信德受到考驗時，我們當學習歷代聖徒的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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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的磨難中練淨我們的信德，使我們更好地參與基督的死亡和
復活。 
 
生活反思／實踐： 
1. 拉丁文的「信德」另有一意，就是由「心」裏信任，你如何向無

限奧蹟開放，按照天主的心意看待身邊的人和事？ 
2. 你如何體會生活中復活的意義？復活標誌著什麼的重要性？他人

如何在你身上看到耶穌復活的標記？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復活期第二主日 

【經文分析】 
 若望福音二十章一共報導了三個耶穌復活後顯現的故事。第

一次是復活的主顯現給瑪麗德蓮一個人（若二十1-18），這是復
活主日的福音內容。這個主日是復活期第二主日，福音選自若二
十19-31，內容可分為三段：耶穌第二次顯現、耶穌第三次顯現和
若望福音的結束語。 

復活主全新的存在方式  
 若二十19-23敘述耶穌復活後第二次顯現的情景。時間是復

活當日晚上，地點在一間門戶緊閉的房屋內。緊閉的門戶一方面
顯出門徒們的恐懼害怕，另一方面則顯示出主復活後的存在方式
是全新的、不受任何時空限制的存在。 

復活的基督就是歷史中的耶穌 
  復活的主首先祝福門徒們「平安」，這個平安的祝福不再

只是猶太人慣用的問候語而已，更具有去除一切恐懼與害怕的救
援功效。復活的基督向門徒們顯露手和肋膀的傷痕，表示祂正是
那位曾經和他們一起生活過的師傅；復活的基督和歷史中的耶穌
是同一位。門徒們因看見主而歡喜，先前的懼怕也隨之消失，耶
穌在晚餐廳的許諾：「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
裡來。」（若十四18）在此便已兌現。 

派遣使命 
 復活的主藉著顯現，給予門徒們一個使命，這個使命讓門徒

們分享祂得自於父的派遣。耶穌不僅派遣他們去繼續執行自己的
使命，也給予他們完成使命的能力。藉著噓氣，他們領受了聖神
的恩賜，在聖神的帶領下，他們要去使一切人得到罪赦而和天主
和好。 

  復活的主身上的傷痕，治癒了門徒們的懷疑與不安。門徒
們得到與耶穌受自父一樣的派遣，並充滿聖神的德能，使他們的
宣講和耶穌的教導有相同的重要性。透過罪惡的赦免，他們完成
耶穌的使命，使人出死入生與天父和好。  

眼見為憑？ 
 若二十24-29描述耶穌的第三次顯現，基本上是前一段顯現

故事的延伸。多默的情況代表了日後所有的基督徒的處境。歷史
上無數的人、包含我們現今生活的人，大多和多默一樣，強調
「眼見為憑」；但信仰出於報道，信仰的基礎是來自於宗徒們的
見証。 

多默的信仰宣示 
 多默不相信宗徒們的話，而強調必須親眼看見、親手觸摸耶

穌的傷痕才相信；在他的要求中，我們經驗到耶穌真的曾經被釘
在十字架上。耶穌在八天後再次顯現時，允許多默進行他所要求
的驗証，然而，聖經經文並沒有明說，多默是否真的接受了耶穌
的邀請，用手探觸祂的傷痕。吾人在經文中看到的是，多默決定
性的宣誓了信仰「我主，我天主！」這個信仰宣示具有多重意
義： 

1. 多默的信仰表白也正是福音作者的寫作目的，他要引領一
切讀者到達這個目的：和多默一起明認耶穌基督為主。 

2. 多默的信仰宣誓是一種決定性的信仰。宗徒們在耶穌還在
世上生活時無法達到如此圓滿的地步。斐理伯在晚餐廳中的祈
求：「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若十四8）
便顯示出宗徒們尚未真正認識耶穌。 

3. 這個信仰宣誓也和福音的序言前後呼應。整本福音是由一
首讚美天主聖言的詩歌開始，聖言從起初就和天主在一起，如今
在多默的宣信中，我們發現聖言就是耶穌基督，祂也就是真天
主。 

4. 多默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形式表達信仰：「我主，我天
主！」這樣的表達顯示出在信仰的終極處，畢竟是一個個人性的
抉擇。信仰必須自己負責，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委託他人。
這情形當然也許諾了每個人都可以和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神秘
的信仰經驗並非某些人的特權，而是每個認真尋找天主的人都可
達到的境界。 

「信仰」與「看見」 
  面對多默的宣信，耶穌的回應一方面責斥了這種對於「証

據」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給那些向天主聖言開放的人許諾真
福。後世之人不必為了沒見過歷史中的耶穌而沮喪，因為透過他
人的宣講和信仰見證，人人都可以達於天主，而「天人合一」就
是生命的終極目標，是最大的幸福。 

福音的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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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二十30-31是福音書的結語（第二十一章是所謂的若望團
體編輯補充加入的故事）。作者說明只能記下耶穌生命中極少的
事例，但這一切應該足以使人相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也可
以使人發現基督徒的本質，就是得到與耶穌共融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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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pr 2020  2nd Easter Sunday - Year A 
 

FIRST READING    Acts 2:42-47 

A read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 faithful lived together and owned everything in common. 

The whole community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to the 

brotherhood,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the prayers. 

The many miracles and signs worked through the apostles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everyone. 

The faithful all lived together and owned everything in common; they sold 

their goods and possessions and shared out the proceeds among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what each one needed. 

They went as a body to the Temple every day but met in their houses for the 

breaking of bread; they shared their food gladly and generously; they praised God 

and were looked up to by everyone. Day by day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community those destined to be sav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17:2-4. 13-15. 22-24. R. v.1 
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is everlasting. 

1. Let the sons of Israel say: ‘His love has no end.’  Let the sons of Aaron say: 

‘His love has no end.’  Let those who fear the Lord say:  'His love has no end.' 
R. 

2. I was thrust, thrust down and falling but the Lord was my helper.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ong; he was my saviour.  There are shouts of joy and 
victory in the tents of the just. R. 

3.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orner stone.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Lord, a marvel in our eyes.  This day was made by the Lord; we 
rejoice and are glad. R. 

  

SECOND READING    1 Pt 1:3-9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eter 
He has given us a new birth as his children, by raising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Blessed be Go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in his great mercy 

has given us a new birth as his sons, by raising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so that 

we have a sure hope and the promise of an inheritance that can never be spoilt or 
soiled and never fade away, because it is being kept for you in the heavens. 

Through your faith, God’s power will guard you until the salvation which has 

been prepared is revealed at the end of time. 

This is a cause of great joy for you, even though you may for a short time 

have to bear being plagued by all sorts of trials; so that, when Jesus Christ is 
revealed, your faith will have been tested and proved like gold – only it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which is corruptible even though it bears testing by fire – and 

then you will have praise and glory and honour. 

You did not see him, yet you love him; and still without seeing him, you are 
already filled with a joy so glorious that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ecause you 

believe; and you are sure of the end to which your faith looks forward, that is,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20:29 
You believe in me, Thomas, because you have seen me; happy those who have 
not seen me, but still believe! 

Alleluia! 

  

GOSPEL    Jn 20:19-3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After eight days Jesus came in and stood among them. 

In the evening of that same day,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the doors were closed in the 

room where the disciples were, for fear of the Jews. Jesus came and stood among them. 
He said to them, ‘Peace be with you,’ and showed them his hands and his side. 

The disciples were filled with joy when they saw the Lord, and he said to them again, 

‘Peace be with you. ‘As the Father sent me, so am I sending you.’ 

After saying this he breathed on them and said: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For those 

whose sins you forgive, they are forgiven; for those whose sins you retain, 

they are retained.’ 

Thomas, called the Twin, who was one of the Twelve, was not with them when Jesus 

came. When the disciples said, ‘We have seen the Lord’, he answered, ‘Unless I see the 

holes that the nails made in his hands and can put my finger into the holes they made, and 

unless I can put my hand into his side, I refuse to believe.’  

Eight days later the disciples were in the house again and Thomas was with them. The 

doors were closed, but Jesus came in and stood among them. ‘Peace be with you’ he said. 
Then he spoke to Thomas, ‘Put your finger here; look, here are my hands. Give me your 

hand; put it into my side. Doubt no longer but believe.’ Thomas replied, ‘My Lord and 

my God!’ Jesus said to him: ‘You believe because you can see me.  Happy are those who 

have not seen and yet believe.’ 

There were many other signs that Jesus worked and the disciples saw, but they are not 

recorded in this book. These are recorded so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believing this you may have life through his nam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