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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六主日 
 
不要錯過一句良言，一個微笑，以及任何一個小手勢所能表達的平安
和友善。求祢使我們滿溢平安，好讓我們能夠彼以兄弟姐妹相待。 
 
讀經一（伯多祿和若望給他們覆手，他們就領受了聖神。） 
恭讀宗徒大事錄 8:5-8,14-17 

那時候，斐理伯下到撒瑪黎雅城，給眾人宣講基督。群眾留意斐
理伯所講的話，都同心合意地聽教，並看見他所行的奇蹟：有許多附
了邪魔的人，邪魔從他們身上，大聲喊叫著離開了，又有許多癱瘓的
人和跛子，也被醫好了；為此，城裡的人皆大歡喜。 

在耶路撒冷的宗徒，聽說撒瑪黎雅接受了天主的聖道，便打發伯
多祿和若望去他們那裡。伯多祿和若望一到，就為他們祈禱，使他們
領受聖神，因為聖神還沒有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們只是因主耶穌的
名受過洗。那時，宗徒便給他們覆手，他們就領受了聖神。——上主
的話。 

 
答唱詠 詠66:1-3, 4-5, 6-7, 16,20 
【答】：普世大地，請向天主歡呼！（詠66:1） 
領：普世大地，請向天主歡呼！請歌頌他聖名的光榮，請獻給他輝煌

的讚頌。請你們向天主說：「你的作為是何等驚人！」【答】 
領：普世都要朝拜你，歌頌你；全球也都要歌頌你的聖名。請你們前

來觀看天主的作為；他對世人所做的一切，實在令人敬畏。
【答】 

領：他曾使海洋乾涸，使人徒步走過江河，叫我們因他而喜樂。他以
自己的大能，永遠統治萬邦。【答】 

領：凡敬畏天主的人，請你們前來靜聽，我要敘述他為我靈魂所做的
一切。天主應受讚美，因他從未拒絕我的哀禱，也從來沒有從我
身上，撤回他的憐憫。【答】 

 
讀經二（就肉身來說，基督被處死了；但就神魂來說，他卻復活了。） 
恭讀聖伯多祿前書 3:15-18 
親愛的諸位： 

你們要在心裡尊崇基督為主；如果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
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且要以溫和、以敬畏之心答覆。要保持
純潔的良心，好使那些誣告你們在基督內有良好品行的人，在他們誹
謗你們的事上，感到羞愧。如果天主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而受苦，
這總比因作惡而受苦更好，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而死，且是義人代
替不義的人，為將我們領到天主面前；就肉身來說，他固然被處死
了；但就神魂來說，他卻復活了。——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

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居所。（若14:23）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 
恭讀聖若望福音 14:15-21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他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因為他與你們同在，並在你們內。 

「我決不留下你們做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不久以後，世
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因為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到
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接受
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
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上主的話 
 
 
 

愛使人經驗聖神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福音中有一句令人費解的話：「他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

神，因為世界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為他與你們
同在。」（若 14:17）這句話能產生一連串的問題：為甚麼只有基督
徒才認識聖神？這是否對別人不公平？的確，耶穌的門徒猶達斯（非
出賣主的那個）曾問：「主，究竟為了甚麼你要將自己顯示給我們，
而不顯示給世界呢？」（若 14:22） 

 若只看字面意義，聖經某些章節能給人一種決定論的印象，即
有些人注定得救，有些人注定不得救。假使我們對基督的救恩有一整
體觀，便可排除不必要的誤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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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
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救。」（若 
3:16-17）基督徒必須相信，慈愛的天主不願任何人喪亡，也沒有注
定任何人喪亡，祂願意所有人都得救。 

 今日福音所指的「世界」，是與基督對立、相反基督的世界。
他們對基督沒有興趣，只對自己有興趣。正在豪賭的人，眼中只看到
錢，心中充滿貪婪，在此刻，就算天主賜他聖神，他也無法看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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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識，不能承受，他內心的狀態使回應共鳴成為不可能。基督徒能
夠認識聖神，是因為他們愛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是這份愛在他們心
內產生共鳴，使他們認識聖神的臨在。可見愛的共鳴是個重要的因
素。 

 我嘗試以一種運動作例子。美式足球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是一種
瘋狂遊戲，二百多磅的球員互相碰撞有甚麼好看？直至有一次一位老
神父帶我到球場觀看，從旁解釋每一步驟球員的默契、走位、戰略
等，才突然了解這是非常緊張、有趣、機智的運動，它能吸引最斯文
的觀眾，極少有暴力發生，適宜一家大小觀看。一旦這運動在我心中
起了共鳴，我立刻看到別的中國人看不到的東西，它不再是火星撞地
球的無聊遊戲。 

 福音所說世界看不到聖神，不認識聖神，而基督徒卻能看到
祂、認識祂，就是因為這份愛的共鳴。想認識聖神、經驗聖神，並非
一件很奧妙、很高超、要功力深厚才做得到的事；亦非一定要學冥
想、學打坐、學瑜珈才會成功。耶穌的要求很簡單：「如果你們愛
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一位護慰
者。」（若 14:15-16）遵守基督愛的命令，就是經驗聖神的最佳途
徑。 

 若望福音充滿這種提示，聖母瑪利亞也給了同樣的忠告：「他
無論吩咐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若 2:5）假使我們希望恩寵
滿溢，經驗聖神，那就依照耶穌的話去過愛的生活吧！真理原就是那
麼簡單。 
 
反省與實踐: 
1. 本主日福音中提到護慰者（聖神），祂是世人所不能領受的真理

之神，因為世人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但基督的門徒卻認識
祂，因為祂與他們同在，並在他們內。請想一想：在生活中，我
是否認識這位真理之神？經驗到祂的臨在？如果沒有，為什麼？
我又要如何做才能認識並經驗到祂在我內呢？ 

2. 耶穌對門徒們說：「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請反
省自問：我愛天主嗎？我又是如何愛祂呢？而主耶穌基督的命令
到底是什麼？ 

3. 請將「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命」這句話放在每日的祈
禱中，願仁慈的天主，派遣祂的聖神，安慰我們、扶持我們，使
我們在任何情境下，都能持續遵循祂的旨意 ―― 愛主愛人，以
回報祂的愛。 

 

禱文： 
1. 請為新領洗的信友祈禱。全能永恆的天主，求禰派遣真理之神常

駐他們心中，使他們更熱切渴求、理解並分擔基督的十字架，學

習以肖似耶穌基督的生活來影響他人，為人帶來希望，並鼓勵他
人踏上這個追尋主的旅程。 

2. 請為基督徒的合一祈禱。祈求天主派遣聖神與我們同在，讓所有
的基督徒能夠真正實踐主基督愛的誡命，放下歧見，相親相愛，
共同為宣揚愛的福音而合作，使別人因此能夠在我們身上看到基
督的面容。 

 
 

另一位護慰者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聖神降臨節快到了，那不僅是個繁忙的長週末，是個讓許多人

輕鬆一下的日子，更主要的那是聖神的節日。耶穌宣佈了聖神的降
臨：祂預許會派遣另一位護慰者，並稱祂為「真理之神」。然而，這
位看不見、也不認識的祂是誰？聖神到底是誰呢？ 

  我能看到耶穌。在我的腦海中，我看到祂在加里肋亞境內
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群眾圍著祂，祂登上一艘船，或者獨自
上山祈禱。那一切我都能領悟；我還親眼看見祂生活過的那塊土地、
革乃撒勒湖畔、以及祂遇害的地方——耶路撒冷——祂的空墳墓至今
還能被看到。 

但是聖神，我該怎麼去揣測祂的模樣呢？耶穌沒有保證我們能
看到聖神，不過我們絕對能從祂的工作成果中認出祂。耶穌在今天的
福音中，談到了聖神的兩種德能。 

首先，耶穌稱聖神是「另一位護慰者」。「護慰者」在聖經中
有幾種不同的翻譯法：「助手」、「替人說情者」、「倡導者」、
「安慰者」、「律師」。耶穌對祂的朋友們來說，是以上皆是。雖然
我們此時此地不再能見到祂，但是祂曾預許，一定不會把我們丟下不
管，因為將有另一位護慰者與我們同在。我們怎樣才能意識到祂的臨
在呢？ 

我能感受到聖神，比方說，有時我遇上困難，但會有一股安慰
突然進入我的心中；又有時更顯然地，即使我自己正經歷痛苦，我仍
有力量去安慰和支持別人。這種安慰只有來自聖神。 

聖神工作更確切的標記，毫無疑問地就是愛。那裡有愛，那裡
就有耶穌的神，祂能克服仇恨、搭建橋樑、培養耐心、撫慰傷痛。 

一次又一次，我碰見深諳聖神工作方法的人。他們把祂當作一
個內心的羅盤，我甚至可以說，他們也把祂當作一位朋友，因為祂會
安慰、鼓勵、出謀獻策，祂始終與我們形影相隨。 

耶穌稱聖神為「真理之神」。比拉多曾問耶穌：「甚麼是真
理？」（若十八38）有誰真正懂得真理是甚麼呢？只有耶穌講得非常
清楚：聖神將我們帶入一切真理。我們不妨去看一下「真理」在聖經
中的原意：「堅定」、「可靠」、「忠實」。從聖經的角度來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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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活在真理內的人，是誠實的、可靠的、不浮躁、不喜怒無常。耶
穌預許的是正直、堅定之神。無論誰，只要樂意被值得信靠的那一位
帶領，就能去安慰、支持別人，成為真正的幫手和朋友。 

宗徒們就是很好的實例，他們最初曾因害怕而逃走。耶穌許與
他們「從上而來的力量」，結果他們變得勇敢、正直、隨時準備起而
行。我們在今天就是缺乏這種「充滿聖神」的人！我們為甚麼不能都
成為這種人呢？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預許「另一位護慰者」與我們同在。我們怎樣才能意識到祂

的臨在呢？ 
2. 耶穌對門徒們說：「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愛

天主嗎？我是如何愛祂呢？ 
3. 那裡有愛，那裡就有耶穌的神，聖神工作的標記就是愛。當我們

自己正經歷痛苦時，我們能依靠聖神去安慰和支持別人嗎？若
否，那為甚麼我們不能都成為「充滿聖神」的人呢？ 

 

禱文： 
1. 請為新領洗的教友祈禱。全能永恆的天主，求禰派遣真理之神常

駐他們心中，使他們更熱切渴求、理解並分擔基督的十字架，學
習以肖似耶穌基督的生活來影響他人，為人帶來希望，並鼓勵他
人踏上這個追尋主的旅程。 

2. 請為基督徒的合一祈禱。祈求天主派遣聖神與我們同在，讓所有
的基督徒能夠真正實踐主基督愛的誡命，放下歧見，相親相愛，
共同為宣揚愛的福音而合作，使別人因此能夠在我們身上看到基
督的面容。 

3. 請為司鐸聖召祈禱。世俗的聲音常掩蓋過天主的召喚，現代優渥
的生活讓人難以捨棄，司鐸聖召越來越少。求主恩賜男性青年足
夠的能力分辨自己的聖召，並賜予毅力與勇氣，以言以行來實踐
天主的召喚。 

 

 

復活期第六主日 "一份「安慰」、一項「吩

咐」和一個「啟示」"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在禮儀年歷的甲、乙、丙三年中，復活期第五、六、七主日彌
撒的福音，一律取自若望福音，有關耶穌在受難前夕向他的門徒們
所講的一席話。這是耶穌復活後，他的愛徒聖若望記錄下來的。那

時，新生的基督教會遭受迫害。聖若望宗徒撫今追昔，在耶穌當時
所講的話中，體會出一份安慰、一項吩咐和一個啟示。 

一份安慰： 
耶穌在向跟隨他兩三年的門徒們告別時，曾安慰他們，說他不

會撇下他們作孤兒，他將請求他的父，派遣聖神，來到他們中間，
而且住在他們內。他稱聖神為「另一位護慰者」，又稱他為「真理
之神」。（參閱若14: 16-18） 

一項吩咐： 
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們遵守他的命令和遵守他的話。一般而論，

「命令」有誡命的意思﹔「話」是指耶穌所宣講的道理。但是，在
最後晚餐時的講話中，這兩個詞，似乎應該解作耶穌給予他的門徒
們的「一條新命令」，那就是：「你們該彼此相愛」。（參閱若14: 
15; 15: 12） 

一個啟示： 
原來基督信徒們的彼此相愛，意味著他們對基督的忠誠，同時

也是他們愛天主并被天主所愛的具體表現。耶穌曾把他這條新命
令，和天主聖三奧跡的啟示，聯在一起。他向自己的門徒們說：
「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父也必愛
他﹔我也愛他，并將我自己顯示給他。」（若14: 21）因為「天主
就是愛」（若一4: 7-16） 以上所說的「安慰」、「吩咐」和「啟
示」，也就在本主日彌撒福音中談及了。 

在我們剛才所聽到的，耶穌在受難前夕向他的門徒們的一段談
話中，還有兩點十分值得我們注意。其中第一點是耶穌口中的「你
們」和「世界」的對立。在談到聖神降臨時，他說：「他就是真理
之神，世界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世界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而你
們卻認識他﹔因為他和你們同在，就在你們之內。」談到他自己的
再次來到，耶穌又說：「再過不多時，世界不再看見我了﹔但你們
要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另一點值得十分注意的，是耶穌口中的「你們」和「我」的合
一。耶穌說：「你們如果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接著又說：
「到了那天，你們將知道我在父內，你們在我內，我在你們內。」 

耶穌所說的「你們」，直接是指他的門徒，就是我們今天所說
的「宗徒」，但是通過他們，也是指所有與基督合一的基督信徒，
特別是指那些為了耶穌的緣故，在「世界」（世俗）中受著迫害的
信友。耶穌曾就「世界」（世俗）與他自己的關係，預言了他的宗
徒們可能受到「世界」（世俗）迫害的遭遇，耶穌說：「沒有僕人
大過主人的：如果人們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們。」 

但同時耶穌也向他的門徒說：「當護慰者來到時，他必要為我
作証﹔并且你們也要作証，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 

當我們在遇到痛苦時，我們總是希望能獲得人的安慰和同情。
現在是耶穌本人在安慰我們，向我們表示同情，我們雖然痛苦，那
能不同時也感到精神上的安慰呢？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基督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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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中，繼續基督所「吩咐」的，無論在任何環境中，都能愛主愛
人，因為基督所「啟示」的天主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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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天主聖神與堅振聖事 
 
本主日，我們將先探討福音的讀經。若望福音選讀的章節是上

個主日耶穌給門徒臨別贈言的延續。復活期第五主日的福音叫我們
相信耶穌，而這個主日福音的重點是要我們愛慕他，並指出愛他的
人必遵守他的誡命。主耶穌要賜下「護慰者」，永遠與所愛的人同
在。護慰者 (Paraclete) 在法律上包含為人辯護、作證、提供援助
等意思；在一般的應用上，護慰者則作保護、安慰的人。事實上，
耶穌是門徒的第一位護慰者，而要來的另一位護慰者——聖神，將
要給門徒們幫助、教導和指引。 

 讀經二伯多祿前書提到基督徒受到迫害時，必須「以溫和、敬
畏之心」去回應；如果這是天主的旨意要義人受苦，耶穌基督便是
我們的榜樣，因為他以無罪之身，卻為所有不義的人受難至死，成
為唯一有救贖價值的祭獻，奉獻給天主聖父。 

 第一篇讀經的背景是耶路撒冷教會受到迫害，信徒四處逃散，
其中斐理伯到了撒瑪黎雅城宣講福音，行奇蹟，大批民眾相信了，
並領了洗。聖經中有關術士西滿的部分，因為不是重點，被省略
去。讀經的重點在於伯多祿和若望被耶路撒冷教會派遣，去探望撒
瑪黎雅城的新信徒。他們到後便為他們祈禱，讓他們領受聖神。這
段聖經非常清晰地指出聖洗與堅振聖事的關係：「因為聖神還沒有
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們只是因主耶穌的名受過洗。那時，宗徒便
給他們覆手，他們就領受了聖神。」宗徒大事錄裡面的聖神十分自
由，祂有時也先降臨在聽道的人身上，令門徒明白已有聖神的人，
欠缺的只是水洗而已（宗十:44-48）。由此可證明，聖洗與堅振自
開始便是兩件互相關連的聖事，領了洗的人也必須領受聖神，才算
完滿。 

  既然今天的聖經明確地將聖洗、堅振兩件聖事的關係和施行
者表述了，就讓我們重溫聖神和堅振聖事的一些道理吧！「為使我
們不斷的更新，基督把祂的聖神施給了我們……祂使整個身體生
活、協調、活動」（教會7），聖神就是教會生命的本原。在每一個
禮儀及聖事的慶祝行動中，聖神都在工作，聖化人靈，使人妥作準
備，欽崇天主。聖神不僅用聖事及職務聖化和領導天主子民，且
「把自己的恩寵隨其心願，分配給每一個人……使他們能够勝任愉
快地去進行各種事業或職務，以利教會的革新與擴展……」(教會

12) 。為基督徒來說，堅振聖事是必須的，因為它是基督徒入門的
第二件聖事，能堅固人的超性生命，使之成長，並「更圓滿地分享
耶穌基督的使命，充滿聖神的富饒，使他們的生命更能散發『基督
的馨香』」（教理1294）。 

  施行堅振聖事的主要標記是覆手和傅以「聖化聖油」。覆手
禮是猶太人的一個古老傳統，是舊約時代或耶穌和他的門徒，都經
常用的一種祝福和祈求的動作。當個人或團體賦予一種特別的職務
或祝聖一個人時，亦會舉行覆手禮。至於堅振聖事中的覆手，是給
予領受者聖神和祂豐厚恩寵的標記（參教理1288）。施放堅振者在
禮儀中的祈禱，特別呼籲施慰者聖神賜下聖神七恩。堅振禮的傅
油，有別於洗禮前傅上的「候洗聖油」（香港教區稱「慕道聖
油」）。候洗聖油象徵淨化和強化，堅振用的是「聖化聖油」，為
加增與加深聖洗的恩寵，是祝聖的標記。梵二之前，施放堅振聖事
時，主教會在領受者的臉頰上輕輕拍打一下，這原是主教向領受堅
振的兒童表示親切的舉動（平安禮），後來在中世紀開始被理解為
領受堅振者應該勇敢如同士兵，為了基督與罪惡作戰。時至今日，
這做法早已被取消了，而聖事的效果則強調聖神會給予特別力量讓
人作基督的見證人，維護信仰，勇敢宣認基督的名字。（教理
1303）。 

  至於堅振聖事的施行人，在第一篇讀經裡也略見玄機。為何
受過洗的信友，沒有即時領受聖神，而要等到宗徒們到來，才給他
們覆手，賦予聖神？在拉丁禮，堅振聖事的正權施行人是主教，顯
示出領受者與教會、與宗徒的繼承人――主教、與教會為基督作見
證的使命，更密切結合。在香港，由於每年在逾越節守夜禮接受入
門聖事的人數眾多，主教有必要將施行堅振的權柄授予堂區司鐸
（教理1313）。 
 
生活反思／實踐： 
1. 我們每人都有自身的軟弱，可有請求聖神來扶助我們、堅強我

們？ 
2. 嘗試開放自己，接受別人的意見和差異，便會體驗到聖神在每個

人身上的工作及在團體裡發揮的共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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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護慰者聖神、真理之神  

 【經文分析】 
 復活期第六主日的福音選自若十四15-21，主題是天主聖神

的本質和功能。就經文內容而言，這一段論及聖神的話一直延續
到26節，若十四15-26的經文是一個整體，表達出福音作者對天主
聖神的根本瞭解。 

若望福音第十六章中也談論到「聖神」，然而，那是若望團
體對這個主題的補充與發揮，因為若望福音十五到十七章是後人
補充加入的，第十四章的內容則是最初若望福音的內容。 

 許諾派遣護慰者聖神 
 若十四15-26的內容仍屬於耶穌的「臨別贈言」，因此可以

被視為是耶穌的「遺囑」：耶穌許諾在祂復活、回歸父家之後
「將」會祈求父（16節是未來時態），父便會給信仰團體派遣另
一位護慰者，這位護慰者是耶穌的後續者。和耶穌不同的是，耶
穌在世上生活及工作的時間是有限的（若十二8，十三33），護慰
者則將永遠與團體同在。若望團體在復活的光照下，反省整個耶
穌事件而肯定：因著耶穌被高舉，祂的派遣便已結束，而永無止
境的聖神時期（若七39），同時也是教會時期（若二十21-23）也
因此正式揭開了序幕。 

 護慰者聖神繼續耶穌的使命 
 聖神的功能在於保證已「離去」的被派遣者，在世上開始的

工程得以延續。聖神的本質則是「真理之神」（若十四17），這
個本質表達出祂和子的一致性及連續性，耶穌論到自己時曾說：
「我是真理」（若十四6）。在這裡「真理」一詞，其實就代表
「啟示」的整體概念。耶穌和聖神同是天主的啟示者，在祂們之
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給世界的了。因此，面對聖神就如同面對耶
穌，人必須做出相信與否的抉擇。若望福音以「世界」來稱呼一
切不相信耶穌的人；凡是相信的人，便由世界中被救出，他們認
識真理之神，真理之神在他們內（十四17）。 

 「聖三論」與「基督論」 
 第18節的經文說：將要離去的耶穌許諾要再回到門徒這裡。

這一節經文是第17節的詮釋，說明耶穌是在護慰者內再來。在此
我們看見若望福音的聖三論和基督論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父和子
原是「一」體（若十30，十四10），另一方面又彼此有別（若一
18，五19）。這種彼此同一又彼此有別的關係也表現在子和聖神
的關係上：父因著子的祈求而遣發聖神（若十四16），但是聖神
的臨在正是耶穌的臨在（若十四17-18）。若十四18-26便是在繼
續闡述這個事實。 

相信的人永遠生活 
 「耶穌活著」是門徒們對於耶穌復活的經驗，是可見的經

驗。復活並不是只保留給基督獨享的事件，耶穌的復活，事實
上，是說明門徒們要得到同樣恩賜。因為耶穌在哪裡，哪裡就有
生命，所以就如耶穌一直活著，門徒們也將永遠生活（若十四
19）。不論是在現世中，或是在個人性死亡之後，他們都永遠擁
有生命。就如耶穌在父內一樣，（藉著聖神）門徒也在耶穌內，
耶穌也在門徒內（若十四20）。對門徒們而言，復活的經驗和聖
神的經驗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聖神內人們經驗到生活的基督，在
聖神內復活的基督出現在信仰團體中。 

 福音的訊息超越時空 
福音作者是在復活光照之下，重新反省初期基督徒和耶穌的

生活經驗，他寫作的目的不但是為給歷史上的耶穌作證，也是為
了教導信仰團體如何在信仰內生活。因此福音同時含有過去，現
在以及未來的幅度，這個事實一方面增加了經文的可讀性，但另
一方面也使得有些經文複雜難懂。我們目前所討論的有關聖神的
言論，便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綜合反省】 
復活的經驗是超越時空的，不受限於某一個團體或某一個時

間之內。因為聖神被賜給了信仰團體，所以任何時代的信仰團
體，都能得到復活的經驗。就如天父派遣「子」到世上來，為叫
「子」把世人領到父那裡去；同樣地，聖神也被派遣到世上來，
把一切相信的人引向耶穌基督。耶穌在世上教導真理，而真理之
神使人明白耶穌的教導。人是否接受「子」的啟示性教導，端賴
於人是否相信「子」就是父派遣來的。相信的人，便是愛祂的
人。這個愛的外顯就是接受並且遵守耶穌的命令，這樣生活的人
便會看見子（若十四21），也就是看見父。這個良性循環的過
程，就是信仰成長的過程，在現世不斷促成這個信仰生命成長
的，就是「護慰者」聖神！ 

【附註】初期教會對於聖神的不同體驗 
若望團體對於聖神的體驗，和路加作品大不相同。若望團體

的聖神經驗是建基於根本的信仰（生活）見證，絲毫沒有強調任
何外在的、有形可見的偉大作為（如：舌音或治癒）。聖保祿關
於聖神的教導，主要也在於強調神恩的目的，在於建立信仰團體
（格前十二），也未強調任何奇蹟現象，而他對於舌音的態度，
也是批判質疑多於鼓勵（格前十四）。目前在教會某些地方盛行
的神恩復興運動或聖神同禱會，所依靠的，主要是路加作品中有
關聖神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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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y 2020  6th Easter Sunday - Year A 
 

FIRST READING    Acts 8:5-8, 14-17 

A read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y laid hands on them, and they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Philip went to a Samaritan town and proclaimed the Christ to them. The 
people united in welcoming the message Philip preached, either because they had 

heard of the miracles he worked or because they saw them for themselves. There 

were, for example, unclean spirits that came shrieking out of many who were 
possessed, and several paralytics and cripples were cured. As a result there was 

great rejoicing in that town. 

When the apostles in Jerusalem heard that Samaria had accepted the word of 
God, they sent Peter and John to them, and they went down there, and prayed for 

the Samaritans to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for as yet he had not come down on any 

of them: they had only been baptis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Then they 

laid hands on them, and they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65:1-7. 16. 20. R. see v.1 
R. Let all the earth cry out to God with joy. 

1. Cry out with joy to God all the earth, O sing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O 

render him glorious praise.  Say to God: ‘How tremendous your deeds! R. 
2. ‘Before you all the earth shall bow; shall sing to you, sing to your name!’   

Come and see the works of God, tremendous his deeds among men. R. 

3. He turned the sea into dry land,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iver dry-shod.  Let 
our joy then be in him; he rules for ever by his might. R. 

4. Come and hear, all who fear God.  I will tell what he did for my soul: Blessed 

be God who did not reject my prayer nor withhold his love from me. R. 

  

SECOND READING    1 Pt 3:15-18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eter 
In the body he was put to death, in the spirit he was raised to life. 

Reverence the Lord Christ in your hearts, and always have your answer ready 
for people who ask you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you all have. But give it with 

courtesy and respect and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so that those who slander you 

when you are living a good life in Christ may be proved wrong in the accusations 

that they bring. And if i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you should suffer, it is better to 

suffer for doing right than for doing wrong. 
Why, Christ himself, innocent though he was, had died once for sins, died for 

the guilty, to lead us to God. In the body he was put to death, in the spirit he was 

raised to lif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4:23 
All who love me will keep my words, and my Father will love them and we will 
come to them. 

Alleluia! 

  

GOSPEL    Jn 14:15-2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 sha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Advocate.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I sha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Advocate to be with you for 
ever, that Spirit of truth whom the world can never receive since it neither sees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because he is with you, he is in you. 

I will not leave you orphans;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In a short time the 
world will no longer see me; but you will see me, because I live and you will live.  

On that day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I am in my Father and you in me and I in 

you.  Anybody who receives my commandments and keeps them will be one who 
loves me; and anybody who loves me will be loved by my Father, and I shall love 

him and show myself to him.’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