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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科技先進的社會必須準備好，鼓勵大家過較簡樸的生活... 減少能源
的耗費。天主，祂召喚我們慷慨大方獻上自己和給予一切...願主受
讚頌! 
 
進堂詠 
上主，求你側耳俯聽我，拯救你的僕人。我的天主，我仰望你。上主，
求你憐憫我，我終日呼求你。 
 
讀經一（我要將達味家室的鑰匙放在他肩上。）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22:19-23 

上主對宮廷長舍布納說：「我要革除你的職務，撤去你的地位。
到那天，我要傳召希耳克雅的兒子厄里雅金，做我的僕人。我要把你
的朝衣，給他穿上；把你的玉帶，給他束腰；將你的管治權，交在他
手中。他將作耶路撒冷居民，及猶大家族的慈父。 

「我要將達味家室的鑰匙，放在他肩上；他開了，沒有人能關；
他關了，沒有人能開。我要堅定他，有如釘在硬地裡的木橛；他將成
為自己家族榮譽的寶座。」——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38:1-2, 2-3, 6,8 
【答】：上主，你的仁慈永遠常存；求你不要放棄你的作品。 
領：上主，我要全心稱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懇切的祈禱。我要在眾

神前歌頌你，向你的聖所伏地致敬。【答】 
領：我要頌揚你的聖名，因為你信實而又慈愛。我幾時呼號你，你就

俯允我，並增加我的力量。【答】 
領：上主尊高無比，卻垂顧弱小；驕傲的人，在他面前，無所遁形。

上主，你的仁慈永遠常存，求你不要放棄你的作品。【答】 
 
讀經二（萬物都出於他，依賴他，而歸於他。）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11:33-36 

啊，天主的富裕、智慧和知識，是多麼高深！他的判斷，是多麼
不可測量！他的道路，是多麼不可探察！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或
者，有誰曾當過他的顧問？或者，有誰曾先施恩於他，而希望他還報
呢？因為萬物都出於他，依賴他，而歸於他。願光榮歸於他，至於永
世！阿們。——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

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參閱瑪16:18）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 
恭讀聖瑪竇福音 16:13-20 

那時候，耶穌來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就問門徒說：「人
們說人子是誰？」 

門徒說：「有人說是洗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也有人說是耶
肋米亞，或者先知中的一位。」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耶穌回答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肉和

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 （磐石）；
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
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
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耶穌於是嚴禁門徒，不要對任何人說他是默西亞。——上主的話。 
 
領主後經 
上主，我們懇求你，廣施慈恩，在我們身上，完成你治瘉的工作，幫
助我們改善生活，好使我們在一切事上，都能中悅你。因主耶穌基督
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磐石的信德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日的福音讀經是瑪竇福音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耶穌戰無不

勝，門徒從未經歷過挫折，耶穌要培育他們面對十字架的道路，而最
佳的辦法就是依賴信德。 

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是在加里肋亞湖以北廿五里的地方。這是個非
猶太人地區，充斥著外邦人多神的宗教：有敘利亞對巴爾的崇拜，有
希臘眾神的崇拜，再加上對羅馬皇凱撒的崇拜（連地名凱撒勒雅都帶
有對凱撒崇拜的味道）。就是在這個多神宗教的背景下，耶穌問門徒
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人子是誰？」門徒於是引述社會上各
種有關耶穌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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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說是洗者若翰：他是最近期的先知，極受人愛戴，所言
所行仍深入猶太人心中。若翰雖然被斬，但人們相信他的精神活在耶
穌身上。 

(2) 有人說是厄里亞：猶太人公認厄里亞為最偉大的先知，一個
最傳奇性的人物，曾以一敵四百五十個巴爾的先知。猶太人傳說默西
亞來臨前厄里亞會先來。 

(3) 有人說是耶肋米亞：一名充軍時代受苦的先知，最得人同
情。傳說充軍前他把約櫃藏起來，默西亞來臨前他會出現把約櫃交出
來。 

雖然把耶穌看成最現代的先知、最偉大的先知、交出約櫃的先知
在猶太人心目中評價甚高，但耶穌並不滿意，因為始終把祂看成是
人。耶穌直接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伯多祿的回答直認耶穌不
只是人而已，而是天主之子，是整個民族等待的救主，難怪耶穌說他
有福。的確，除非得天主的啟示，沒有人能明白耶穌既是天主又是人
的身分。 

耶穌接下來對伯多祿所說的話，含意甚深，這裡只願指出兩點： 
第一，伯多祿有一特殊地位，他是磐石，他接受了天國的鑰匙，

在教會團體內有釋放及束縛的權力；這種權力可表現於「開除」及
「接納」人於教會之內。保祿曾建議把格林多教會內處於亂倫婚姻的
人「開除」出教會，待他們悔改了，才「接納」他們回來。 

第二，「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一方面可指在伯多祿
身上建立教會，新約的確提及教會是建立在十二宗徒的基礎上；但另
一方面，誰也明白磐石的力量並非來自伯多祿本人，而是來自基督。
伯多祿是第一位相信耶穌既是人亦是天主，就是這份對基督的信仰，
教會才屹立不倒，沒有地獄的勢力可戰勝她。 

到過聖地凱撒勒雅的人會對今日的福音有特別感受。原來這地方
到今天仍保存著大大小小安放各式神像的山洞，但只要把鏡頭拉遠，
就會發現整座山勢其實是一塊大磐石。耶穌就地取材，帶出一個啟
示：伯多祿，你就是這塊磐石，你對我的信仰就像磐石一樣有力，永
遠壓在這些邪神偶像之上。 

今日衝擊基督信仰最厲害的，不是其他宗教，而是無信仰主義、
世俗主義、物質享樂主義，這是現代人的新神明、新偶像。求主賜我
們有一份像伯多祿的信德，使我們在風雨中屹立不倒，因為幫助我們
的不是血和肉，而是創造天地的主宰！ 
 
反省與實踐: 
1. 身處 E化世代的你，世俗的標準是否取代了天主的要求？物質享

樂的追求是否取代了對天主恩寵的渴求？我們該信賴「萬物都出
於祂、依賴祂、而歸於祂」的那一位，還是依賴那些人手所創
造、無法存到永久的物質？ 

2. 對你而言，耶穌是誰？「永生天主之子」不僅僅只是一個標準答
案，若你確確實實地相信祂，是否也能像聖詠的作者及保祿宗徒
一樣，由衷地對祂發出讚美與稱謝？ 

 

禱文： 
1. 請為長時間未進堂的教友們祈禱。願天主加強他們的信德，除去

他們心中的難處，使他們能夠在聖體聖事中與天主、與教會共融
合一，願意多花時間來親近禰、更多認識禰。  

2. 請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祈禱。他是天主選召牧養普世教會的好牧
者，求主堅固這塊磐石，使教會不僅屹立不搖，更能在這個世代
喚醒人類的道德良知，讓更多的國家願意遵循天主的法則來造福
百姓。 

 
 
 

在這磐石上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讓我們神遊今天福音的場景，遠在加里肋亞以北，有一條奔瀉

著約但河水的湍急支流，在它之上高高蟠踞著那塊巖石。誰在那裡讀
這篇福音的話，就會懂得，為甚麼在世界眾多的地方裡，耶穌惟獨挑
中這地點，為西滿改名伯多祿，即磐石的意思。 

在這裡，時間和地點都相當重要。這是聖地最北端的疆界。 
耶穌帶著宗徒們隱退至此。祂正處在一個轉捩點，祂自己的宗

徒們要與祂共同實現一個計劃。祂的公開傳教工作在此之前一直相當
成功，愈來愈多的群眾大老遠地趕來，為了聆聽祂，觸摸祂，尋求治
癒和幫助。然而反對祂的聲浪也愈來愈喧囂塵上：根據可以被定死罪
的指控，祂是個褻瀆者、犯法者。祂自此轉捩點開始要走的路線，也
更加明朗地浮現出來：去耶路撒冷，去受苦，去被釘在十字架上。 

在這一時刻，耶穌要彰顯祂到底是誰。不是為了建立某種「個
人崇拜」，也不是為了當「權威」從而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祂
為了讓宗徒們有心理準備，以應付在耶路撒冷將要發生、卻難以理解
的事――祂會死在十字架上。於是祂先詢問眾人對祂的意見。眾說紛
紜中的共性是，人們多少都認為祂是天主子。祂進一步追問：「你們
說我是誰？」 

「禰是默西亞，基督，永生天主之子。」伯多祿的回答成為從
古至今基督徒信仰宣認的典範，無論屹立或坍塌，基督信仰就建立在
這磐石上。從伯多祿宣認的那一刻起，跨越時空的人腦不停地想分
辨：耶穌究竟是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一位宗教人物呢，還是天主降生
成人的獨生子、真天主亦真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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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附近的巨石峭壁前，基督信仰堅不可摧的
基礎從此形成了，也第一次以樸實的言語清晰地表達出來。但是耶穌
即刻明令：「西滿，約納的兒子，肉和血不可能啟示了你」；你沒有
能力領會這事；惟有我在天之父在你的心中啟示了你。因為這超乎人
的理解力，納匝肋人耶穌怎麼可能是天主取了人的形體，又是天主降
生成人的獨生子？ 

伯多祿的宣認並非胡言亂語，耶穌證明這話二千年來經久不衰
又千真萬確：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如果這
僅僅關係到伯多祿和他延續至今的繼承人的話，那麼教會早就不復存
在了。但是耶穌保證過，祂會親自把祂的教會建立在伯多祿和他的信
仰基礎之上。主耶穌一直信守祂的承諾；地獄之門還無從吞噬教會。
雖然教會常常被唱衰，她依然活著，年邁又病魔纏身的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曾讓一個驚奇的世界發現，耶穌對祂教會的預許日久彌新。 

 
反省與實踐: 
1. 伯多祿說：「禰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成為從古至今基督

徒信仰宣認的典範。我們確實地相信「耶穌是主」嗎？我們能否
如同聖詠的作者及保祿宗徒一樣，由衷地對耶穌發出讚美與稱
謝？ 

2. 生活在充滿誘惑的時代裡，讓我們反省：世俗的標準取代了天主
對我們的要求嗎？物質享樂的追求取代了我們對天主恩寵的渴求
嗎？ 

3. 耶穌保證過，祂會親自把祂的教會建立在伯多祿和他的信仰基礎
之上。我們是信賴「萬物都出於祂、依賴祂、而歸於祂」的那一
位，還是依賴那些人手所創造、無法存到永久的物質？ 

 
禱文： 
1. 請為教宗芳濟各祈禱。感謝天主召選教宗芳濟各為我們的牧者，

祈求天主堅固這塊磐石，使教會不僅屹立不搖，更能在這個世代
喚醒人類的道德良知，讓更多的國家願意遵循天主的法則來造福
百姓。 

2. 請為貧病弱小者祈禱。上主無上尊高，卻垂顧弱小。祈求天主護
佑這世上的貧病弱小者在艱苦中亦能堅忍不拔，全心依靠上主；
並求天主感化有能力者，明瞭一切為天主所賜，使其能盡力幫助
貧病弱小們的需要。 

3. 請為冷淡的教友們祈禱。祈求天主加強冷淡教友們的信德，除去
他們心中的難處，使他們能夠在聖體聖事中與天主、與教會共融
合一，願意多花時間來親近天主，認識天主。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天國的鑰匙"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遠在很古的時代，人們便知道利用鎖和鑰匙。聖經上也多次直接

或間接地提到它們。譬如，「民長紀」第三章記述厄胡得民長行刺
摩阿布國王厄革隆，談到國王的仆人，以他們所帶的鑰匙，打開了
國王的涼台的門。但是，在聖經中，「鑰匙」一詞也引伸象徵權柄
和關鍵勢力的意義。今天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的彌撒禮儀，就藉著
這引伸的意義，給我們說明了聖伯多祿在教會中的地位和使命。 

今天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22章第 19到 23節，
內容是一項神諭。所謂神諭，就是天主對人所問未來之事的一種回
答。在這 所講的神諭中，天主宣布耶路撒冷的宮殿總督舍布納將被
革職，留下的位置，將由厄里雅金代替。 

談到厄里雅金的任職，天主這樣說：「我要把達味家族的鑰匙放
在他肩上﹔他開了，沒有人能關﹔他關了，沒有人能開。」在這句
話的提示下，我們就不難領悟今天彌撒福音中的主要教訓了。 

今天的彌撒福音取自聖瑪竇福音第16章第 13到 20節。內容包括
兩點： 第一點說明宗徒們對耶穌的信仰，第二點記述耶穌任命聖伯
多祿為宗徒之長，為他所建立的聖教會的元首。 

除了聖瑪竇福音之外，其他三部福音也都記載了西滿伯多祿承認
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至於耶穌任命聖伯多祿為宗徒之長
和教會的元首，聖馬爾谷福音沒有直接肯定，聖路加和聖若望福音
卻有類似的記載。聖路加福音記錄耶穌對聖伯多祿說：「西滿，西
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是我已經為
你祈求了，為叫你的信德不至於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定你的
兄弟。」（路 22: 32）聖若望福音（21: 15-17）則記載說，耶穌復
活後三次問聖伯多祿愛不愛他之後，三次囑咐他說：「你 我的羔
羊」，「你牧放我的羊群」，「你 養我的羊群」。 

在本主日的彌撒福音中，耶穌用鑰匙作比喻，把治理教會的最高
權力交給了聖伯多祿宗徒。在這以前，又曾給他起名為磐石。磐石
象徵結實堅固。在舊約聖經中，天主被稱為「以色列的磐石」（申
32: 15）。耶穌曾引用聖詠（詠 118）的話，說自己是「匠人棄而
不用的石頭，反而成為屋角的基石」。 

耶穌給聖伯多祿起名磐石，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
上，地獄的門不能戰勝她」。今日，教會在我們國家 ，四面八方受
到種種世俗主義的沖撞打擊，格外需要與代表聖伯多祿這塊磐石的
羅馬教宗維持聯絡。這應該是本主日的彌撒福音給予我們的一個教
訓吧！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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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主題：伯多祿在教會內的首席職務 
 
今天的福音中耶穌清楚地宣告，「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

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天
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
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天主教會一直以此段經文
作為了解伯多祿宗徒在教會內作為首席職務的依據。 

但在基督作這宣告之前，福音亦記錄了伯多祿對耶穌基督身份
的宣信：「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伯多祿能作此宣信，一
方面是他和耶穌一起傳道所得的體驗，但更重要的是天主對他的直
接啟示（瑪 16:18）。同樣，我們要理解伯多祿的首席職務時，需
要先認清此職務不是單獨因為伯多祿個人的功勞和成就，而是源於
啟示和基督的指派。 

實際上在福音中，作者毫不留情地記載了伯多祿人性缺點的一
面，他的衝動及軟弱在聖經中都有清楚的記述，但同時亦詳細描述
他在主復活之後的勇敢宣講及主基督再次託付他去牧養祂的羊群。
我們了解到聖經作者無意描繪這位宗徒之長為一位完人，反而在聖
經中給我們記述了這位與我們一樣擁有人性缺點的人，但更值得注
意的是他在接觸到那降生成人及死而復活的天主子之後，生命起了
改變與及基督最後交付給他的重大使命。 

新約的作者對伯多祿的描述在各宗徒中最為詳細，因為耶穌交
給他獨特的使命，就是他在十二宗徒中作首位（參教理 552）。但
伯多祿履行其宗徒之長的職務時並不是單獨行事的，而是同其他宗
徒一起接受宗徒的職務，組成一個宗徒團體（參教理 880）並且透
過他以「堅固他的弟兄」(參路 22:32)。 

繼承伯多祿的羅馬教宗與及繼承宗徒們的主教們，延續著伯多
祿及其他宗徒們所組成的宗徒團體，彼此聯結在一起。在全世界的
主教們，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羅馬主教（教宗）之間，經常
在統一、愛德及和平的聯繫之下，息息相通。（參 LG22）教理稱這
為主教職務的「集體的特色」（參教理 877）。 

梵二在論及教宗的職務時重申梵一的教導：「羅馬教宗，以基
督代表及整個教會牧人的職務名義，對教會有完全的、最高的、普
遍的權柄，時時都可以自由使用。不過，主教團在訓導與牧權上繼
承宗徒團，而且就是宗徒團的延續，只要與其首領羅馬教宗在一起，
而總不與此首領分離，則對整個教會也是一個享有最高全權的主體」
（LG22），故此教宗對主教們和信友群眾，是一個永久性的、可見
的統一中心和基礎（LG23）。 

伯多祿首席權這職務是獨特的，一方面因為它是源於基督的直
接託付，所以他對教會擁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權柄，時時都
可以自由使用。但同時這權柄亦必須常在共融中完成。我們不能把
教宗這職務與託付給全體主教團的使命分開，因為這些主教們也都

是「基督的代表和大使」，而教宗亦是這「團體」(College)的一個
成員，而主教們在職務上則是他的弟兄。（參《願他們合而為一》
通諭 95） 

教理指出，「為使教會由宗徒們所傳授的信仰保持純真，身為
真理的基督，願意教會分享祂的不能舛錯性。天主子民『透過信仰
的超性意識』，在教會活的訓導的指引下，『毫無失誤地依附信
仰』。（教理 889） 

為防範信仰上各種錯誤和缺失，保証信友們可以無誤地宣認真
正的信仰，因此教宗連同所有主教的牧民任務在於留心看管，務使
天主的子民能生活在使人自由的真理內。為完成此項任務，基督賦
予牧者們在有關信仰和道德的事上，擁有不能舛錯的神恩（參教理
890）。這亦是教宗履行其主教團首席職務的一項重要恩寵。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有否留意教宗的動向，並為他的工作祈禱？ 
2. 在這星期中，特別閱讀教宗的每周教理講授，並在日常生活中作

反省和實踐。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伯多祿的信仰宣示和耶穌的回應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瑪十六 13-20。照瑪竇福音的結構而言，

這段記載是福音第一部分的結尾。這段發生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
地區的故事，就內容而言是福音的一個高峰，談論基督徒團體對
耶穌這個人的認識，以及教會團體的建立和發展的基礎。 

斐理伯的凱撒勒雅 
「凱撒勒雅」意思是凱撒的城。大黑落德王的兒子斐理伯，

為討好羅馬皇帝而在約旦河源頭，現今以色列國最北方的邊界，
建造了一座城獻給皇帝，故取名為「凱撒勒雅」，一般人稱之為
斐理伯的凱撒勒雅，以區別另一座位於地中海岸邊的凱撒勒雅
城。 

「人子」耶穌 
耶穌和門徒們來到這個地區，向他們提出關於祂自己身份的

問題：「人們說『人子』是誰？」「人子」是聖經中耶穌的名號
之一，但祂在世上時，從未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用這個名號來指稱
自己。在這裡瑪竇把「人子」這個稱號直接用在耶穌身上，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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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提出，但已是在復活信仰的影響下的用
法。瑪竇的信仰團體在閱讀此福音時，感到自己應該回答這個問
題：「對他們而言，到底耶穌這個人是誰？」伯多祿的回答，便
是代表他們的信仰。 

一般猶太群眾對於「人子」的意見 
「人子」的概念源自於達尼爾先知書（尤其是第七章），其

中人子被表達為末世的審判者。在猶太信仰中，人子這個圖像漸
漸形成末世性的默西亞的另一種稱號。因此這段經文大概反應
出，耶穌時代的人對「人子」一般的看法：很可能若翰洗者、厄
里亞和耶肋米亞都曾被部分猶太人視為是人子。 

門徒（伯多祿）的意見 
群眾們的意見當然不是耶穌真正發問的目的，祂真正想知道

的是門徒們的意見。西滿伯多祿回答了這個問題：「你是默西
亞，永生天主之子。」 

「天主子」這個稱號指出耶穌獨有的尊榮地位：只有祂是天
主所生的（瑪三 17，十七 5），耶穌也曾如此稱呼自己和天父的
關係（十一 27），門徒們在耶穌平息風浪後也朝拜祂說：「你真
是天主子！」（十四 33） 

天主是「生活的天主」！聖經用這種稱號來稱呼天主，一方
面表達出天主和邪神偶像不同（列下十九 4；得前一 9），另一方
面強調祂的真實性及創造生命的能力（歐二 1；格後三 3；瑪二二
32）。「永生天主之子」這個稱號標示耶穌是默西亞，擁有完滿
的天主性，是救恩的施行者 ——當然，這已是復活光照下的信仰
表達。 

天主的啟示 
面對伯多祿的回答，耶穌給予讚美，稱他是有福的！但耶穌

也立即指出伯多祿之所以有福，並不是因為他有超越他人的認識
能力，而是因為他得到天主的啟示。瑪竇用了閃族表達自然的人
性的方法「肉和血」，藉以凸顯天主的啟示。沒有人可以單憑自
己的力量認識耶穌的真實身分，西滿伯多祿的信仰宣示是來自天
主的啟示，天主的恩寵。 

西滿更名為伯多祿 
耶穌接著給西滿取了一個別號叫伯多祿（petros），它的陰

性形式為 petra，其意思是「磐石」，這裡取其象徵的意義，因為
耶穌要使伯多祿成為教會的基礎。 

「教會」所指的是耶穌由古老的天主子民中所召集的團體，
包含一切「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瑪十 6，十五 24），但她更是
一個開放的團體，接納一切答覆耶穌召叫的人。如果把眼光擴大
到復活後蒙召的外邦人，那麼這個耶穌所宣告的教會，就是耶穌
的救援工程 －－祂的生活、死亡以及復活的結果－－在歷史中的
延續。這個教會必將永遠常存，任何毀滅性的死亡力量絕不能傷
害她。 

伯多祿的權力 
誰掌管一座房屋或殿宇的鑰匙，便是擁有該建築物的一切權

力（依二二 20-22）。耶穌許諾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伯多祿，在
此所談論天國，根本上是指基督徒所渴望進入的、完全實現的天
國；而教會則是在天國圓滿實現之前的象徵。耶穌永遠都是教會
真正的主，伯多祿以和耶穌完全一致的心意在現世行使職權。進
入天國的條件在於堅守耶穌的教導，實踐祂所要求的義德；伯多
祿的責任便是督促信仰團體完成這些條件。 

耶穌給予伯多祿在世上「束縛」與「釋放」的權柄，這句話
使「鑰匙」所象徵的意義更形具體：藉著宣講天主的旨意，以及
判斷人們是否滿全天主旨意，伯多祿有權給人打開或封閉天國之
門。對瑪竇的教會團體而言，伯多祿是最有權威的教師以及信仰
傳統的保證。但是，這個權威並非唯一的、排他的，因為耶穌也
把相同的權柄賜給了全體門徒（參閱：瑪十八 18）。 

【綜合反省】 
相信耶穌是默西亞（基督），是天主子，並非來自於「肉和

血」，不是人的理智思辨或研究成果，而是天主白白的賞賜。誰
得到這個來自天主的啟示，真是有福！耶穌稱許西滿的信仰，而
使他成為伯多祿（磐石），成為教會的基礎，這個教會將永遠長
存，直到人子從天上再來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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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ugust 2020  21st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PS 67: 6-7, 36 

Turn your ear, O Lord, and answer me; save the servant who trusts in you, 

my God.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for I cry to you all the day long. 

 
First Reading    Is 22:19-23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I place the key of the House of David upon his shoulder. 

Thus says the Lord of hosts to Shebna, the master of the palace:  I dismiss you 

from your office, I remove you from your post, and the same day I call on my 
servant Eliakim son of Hilkiah. I invest him with your robe, gird him with your 

sash, entrust him with your authority; and he shall be a father to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to the House of Judah. 
I place the key of the House of David on his shoulder; should he open, no one 

shall close, should he close, no one shall open.  I drive him like a peg into a firm 

place; he will become a throne of glory for his father's hous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37:1-3. 6. 8. R. v.8 

R. Lord, your love is eternal; do not forsake the work of your hands. 
1. I thank you, Lord, with all my heart, you have heard the words of my mouth.  

Before the angels I will bless you.  I will adore before your holy temple. R. 

2. I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ness and love which excel all we ever knew of 
you.  On the day I called, you answered; you increased the strength of my 

soul. R. 

3. The Lord is high yet he looks on the lowly and the haughty he knows from 

afar.  Your love, O Lord, is eternal, discard no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R. 

  

Second Reading    Rom 11:33-36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 
From him, through him, and in him are all things. 

How rich are the depths of God – how deep his wisdom and knowledge – and 

how impossible to penetrate his motives or understand his methods! Who could 
ever know the mind of the Lord? Who could ever be his counsellor? Who could 

ever give him anything or lend him anything? All that exists comes from him; all 

is by him and for him. To him be glory for ever!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t 16:18 

You are Peter, the rock on which I will build my Church; the gates of hell will 

not hold out against it. 
Alleluia! 

  

Gospel    Mt 16:13-20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You are Peter, to you I will give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en Jesus came to the region of Caesarea Philippi he put this question to his 
disciples, ‘Who do people say the Son of Man is?’  

And they said, ‘Some say he is John the Baptist, some Elijah, and others 

Jeremiah or one of the prophets.’  

‘But you,’ he said ‘who do you say I am?’  
Then Simon Peter spoke up, ‘You are the Christ,’ he said,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Jesus replied, ‘Simon son of Jonah, you are a happy man! Because it was not 
flesh and blood that revealed this to you but my Father in heaven. So I now say to 

you: You are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the 

underworld can never hold out against it. I will give you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atever you bind on earth shall be considered bound in heaven; 

whatever you loose on earth shall be considered loosed in heaven.’ Then he gave 

the disciples strict orders not to tell anyone that he was the Christ.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Prayer after Communion 

The earth is replete with the fruits of your work, O Lord;  you bring forth bread 
from the earth and wine to cheer the heart.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