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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主日 

 
天父，我們偕同受造界讚美祢，萬物皆出自祢大能的雙手，萬物皆屬
於祢，滿溢祢的臨在與柔情，願祢受讚頌! 
 
進堂詠 
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威嚴與尊榮，常
在他面前，權能與光耀，圍繞他的聖壇。 
 
讀經一（司祭讀一段天主的法律書，即作翻譯和解釋，如此，民眾可

以明白所誦讀的。） 
恭讀乃赫米雅書 8:2-4,5-6,8-10 

厄斯德拉司祭在七月一日，將法律書拿到會眾前，在男女和所有
能聽懂的人前，在水門前的廣場上，從早晨到中午，在男女和能聽懂
的人面前，宣讀了法律。所有人民，都側耳靜聽法律書。 

厄斯德拉經師，站在為此特備的木台上；眾人都看見他展開書卷，
因他高高站在眾人之上。當他展開書卷時，眾人都站起來。厄斯德拉
先讚頌了上主，偉大的天主；全民眾舉手回答說：「阿們，阿們！」
以後跪下，伏首至地，欽崇上主。 

厄斯德拉讀一段天主的法律書，即作翻譯和解釋，如此，民眾都
可以明白所誦讀的。 

乃赫米雅省長，及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偕同教導民眾的肋未人，
向民眾說：「今天是上主你們天主的聖日，你們不可憂愁哭泣！」因
為全民眾聽了法律的話，都在哭泣。為此，乃赫米雅又向他們說：
「你們應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且贈送一部分，給那些沒有預
備的人，因為今天是我主的聖日；你們不可憂愁，因為喜樂於上主，
就是你們的力量。」——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9:8, 9, 10, 15 
【答】：上主，你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若6:63） 
領：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暢快人靈；上主的約章是忠誠的，能開

啟愚蒙。【答】 
領：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燭

照眼睛。【答】 
領：上主的訓誨是純潔的，永遠常存；上主的判斷是真實的，無不公

允。【答】 
領：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主！願我口中的話，並願我心中的思慮，

常在你前蒙受悅納！【答】 
 

讀經二（你們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2:12-14,27 

弟兄姊妹們： 
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

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因為我們眾人，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希臘
人，或是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
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原來身體不只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 

如果腳說：「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屬於身體；」它並不因此就不
屬於身體。 

如果耳說：「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屬於身體；」它並不因此就不
屬於身體。 

若全身是眼，那裡有聽覺？若全身是聽覺，那裡有嗅覺？ 
但如今天主卻按自己的意思，把肢體個個都安排在身體上了。 
假使全都是一個肢體，那裡還算身體呢？ 
但如今肢體雖多，身體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同樣，頭也不能對腳說：「我

不需要你們。」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體上比較軟弱的肢體，卻更為重要； 
並且那些我們以為是身體上比較欠尊貴的肢體，我們就越發加上

尊貴的裝飾，我們不端雅的肢體，就越發顯得端雅。 
至於我們端雅的肢體，就無須裝飾了。天主這樣配置了身體，對

那缺欠的，賜以加倍的尊貴， 
免得在身體內發生分裂，反使各肢體彼此互相關照。 
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蒙受

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 
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

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各
種語言的。 

眾人豈能都做宗徒？豈能都做先知？豈能都做教師？豈能都行異
能？ 

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恩？豈能都說各種語言？豈能都解釋語言？ 
你們該熱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在把一條更高超的道路指給

你們。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上主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 
眾：亞肋路亞。 
 
福音（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1:1-4;4:14-21 

德敖斐羅閣下：有關在我們中間所完成的事蹟，雖然已有許多人，
依照那些從開始就親眼見過，並為聖言服務的人，所傳給我們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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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書；我也從起頭仔細查訪了一切，認為有必要按次序，給你寫出
來，為使你清楚知道：給你所傳授的道理，是正確無誤的。 

 
那時候，耶穌充滿聖神的能力，回到加里肋亞。他的名聲傳遍了

附近各地。他在他們的會堂施教，受到眾人的稱揚。 
耶穌來到了納匝肋，自己曾受教養的地方；按他的習慣，就在安

息日，進入會堂，並站起來要誦讀。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
他於是展開書卷，找到了一處，上邊寫著：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
報喜訊，向俘虜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
布上主恩慈之年。」 

耶穌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侍役，就坐下了。會堂內眾人的眼睛，
都注視著他。他便開始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
應驗了。」。——上主的話。 
 
領主詠 
你們瞻仰他，要喜形於色；你們的面容，絕不會羞愧。 
 
 
 

基督徒的使命 
吳智勳神父 

默想: 
     丙年的福音，大致上是跟隨路加的。路加福音神修性很強，特
別強調天主對人的慈悲，同時關注窮人的需要和社會上的不公義。在
今日的福音裡，他提及耶穌基督本人的使命，就讓我們以此作反省，
看看能否像耶穌那樣說：「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這段福音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耶穌「按照祂的習慣，在
安息日進了會堂」。耶穌本人像其他熱心的猶太人一樣，有在安息日
去會堂的習慣；這習慣並沒有因日後與經師、長老、法利塞人或甚至
跟會堂長發生衝突而放棄。這提醒每一個基督徒，不要因為在聖堂
內，跟神父、修女或其他兄弟姊妹有意見衝突而不再去聖堂了。我們
的信仰是建築在耶穌基督身上，不要因為人為的因素，放棄在聖堂敬
禮天主的習慣。 
  第二點，我們可以注意到耶穌回到納匝肋自己長大的地方，雖然
祂知道「先知在家鄉不受歡迎」，但沒有忘記把喜訊傳給自己本鄉的
人。我們對自己的家人確有一份責任，可能在他們面前自己往往缺乏
可信性及說服力，但仍有責任把喜訊傳給他們。 
  第三點，我們可以看見耶穌讀經的時候，是「站起來」讀的，這
是猶太人對天主聖言的尊敬態度。我們對天主聖言的態度，有這樣的
尊敬嗎？對天主聖言的尊敬，有助我們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從前在聖

堂內讀經的人，是要領了讀經職務的，連讀經台也在一顯著位置，甚
至加上隆重裝飾的，好能提醒人對聖言的尊重。 
  耶穌今天引用依撒意亞先知的話，說明默西亞的使命是怎樣的，
而先知所預言的話，在耶穌身上應驗了。首先，祂是「向貧苦的人傳
報喜訊」。天使把耶穌降生的喜訊，首先報告給貧苦的牧羊人。聖經
上所謂貧窮的人，不光是指一無所有的人，更是指需要天主、依賴天
主的人。今日，教會常常鼓勵「優先選擇窮人」，實在是出自聖經的
訊息。本來服務是一視同仁的，但富人自有他們的辦法，故窮人應該
是我們優先服務的對象。我們教會在香港有很多名校，如果真把「優
先選擇窮人」作為原則的話，能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學生中，選擇那
些比較窮困的呢？假使能如此，就是教會優先選擇窮人的一種具體表
現。 
  「向俘虜宣佈釋放」：俘虜本來指在異地充軍的以色列人，耶穌
這裡汎指受種種罪惡勢力束縛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不自由的地
方，我們受許多東西影響著：例如環境、習慣、時尚、流行的東西，
不知不覺支配著我們，使我們不自由，甚至無能為力。只有來自基督
的力量，才能使我們自由。有時困難的地方是，我們自願失去自己的
自由。我們樂於擁有某些東西，陶醉於某種逸樂，根本不想放棄，不
在乎自己受控制。這時的確要靠來自天主的恩寵，才能使自己從不自
由中釋放出來。 
  「向失明的人宣告復明」：失明的人看不到東西，不知道自己的
道路。生活有時就是這樣，我們不知自己要往哪裡去，迷失了生命的
方向。耶穌是世界的光，祂不但能給我們一個方向，讓我們看到生命
的意義，祂本人就是我們走向真理與生命的道路。 
  「使受壓迫的人獲得自由」：的確，在我們身旁能有不公義的制
度和法律，能消除不公義的東西，自然是基督徒的責任。耶穌就幫助
人從當時外在的、繁瑣的、令人透不過氣來的規矩中釋放出來，返回
法律的精神。連神聖不可侵犯的安息日也是為人，為幫助人走向天
主。 
  「宣佈上主恩慈之年」：恩寵的時刻，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此
時此地來臨了。 
  這段聖經讓我們從耶穌的使命，看到自己的使命。「上主的神臨
於我身上」，我們領洗的時候，上主的聖神就臨於我們身上；藉著神
父的傅油，使我們屬於基督，我們的確從基督身上領受了祂的神，接
著便有責任「向貧窮的人傳報喜訊」。講這句話的時候，我們要自
問：我們擁有這個喜訊嗎？信仰為我們是個喜訊嗎？我們要「向俘虜
宣佈釋放」，但我們是自由的嗎？我們不是也受消費主義操縱嗎？我
們要「向失明的人宣告復明」，但我們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嗎？在生活
中，我們懂得分辨天主的意思嗎？我們要「使受壓迫的人獲得自
由」，我們有沒有參與壓迫人的制度？我們很容易指責別人不公義，
但我們自己又如何？很多人家裡都有菲傭，我們有欺負她們嗎？我們
有給予她們一份應有的薪酬及尊嚴嗎？抑或我們以一種鄙視的語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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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她們為「賓妹」？倘若是這樣，則社會上不公義的制度其實我們
也有份參與。「宣佈上主恩慈之年」，我們問一問自己能否有信心地
說：「今年就是天主恩待我的一年」？讓我們祈求天主，使我們充滿
信心的說：「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不自由的地方，只有來自基督的力量，才能

使我們從不自由中被釋放出來。 
社會上、生活中確實存在許多不公義，但是我們是否仍充滿信
心，相信今年就是天主恩待我的一年？ 
我們能奉獻更多的時間向祂祈禱嗎？ 
我們也能更注意到他人的需要而為他人祈禱嗎？ 

2. 在今天的福音中，我們從耶穌的使命中，看到基督徒有哪些使命
呢？我們可以依照個人生活環境的實際情況，反省自己要如何實
踐使命。 

 

禱文： 
1. 請為所有基督徒祈禱。仁慈的上主，禰已將喜訊傳報給我們，願

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夠堅定信仰，承行耶穌所交付給我們的使命。 
2. 請為全世界移民者祈禱。懇求上主看顧憐恤那些移民至他國的勞

動者，願當地政府與人民能以公義與尊重的原則對待他們；也求
禰照顧他們的子女，使他們能獲得完善的教育與健全的福利。 
 
 

 

一個信實可靠的記述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每當聖誕節或復活節快到時，不少報紙和雜誌會固定地老調重
彈，炒作一些聳人聽聞、但純屬無稽之談的耶穌故事。譬如：耶穌只
是看上去死在十字架上，其實祂根本沒有死；或者是祂去了印度，成
為導師，在當地壽終正寢；還有，「新發現」的沙漠祕笈見光（學者
們其實早就知道沙漠教父的神祕神學寫作），內有耶穌其人其事的重
大新聞。 
   媒體企圖向我們揭示耶穌的真面目，他們斷言，福音中對耶穌
的描述，全部出自聖史們的忠孝手筆。他們因此建議，這種主從關係
的保護膜必須被清除，然後，真實、純粹的耶穌才會躍然浮現在我們
面前。 
   美中不足的是，這些有關耶穌的最新發現，經常緊隨時尚的步
伐。在我年輕時代，耶穌的化身是阿根廷革命家切．格瓦拉；如今，

祂搖身變成仁慈的祕傳導師。這種讓耶穌時尚化的做法，其實在教會
初期早已存在。我們在被稱為「偽經」的作品中，就能找到類似的筆
法。因為這些作品不夠真實可靠，或是後來的附會之筆，所以被教會
一一否決。 
   教會不改初衷，堅持只有四部福音是真實的，即瑪竇福音、馬
爾谷福音、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原因絕非偶然，四部福音成書的年
代，均遠遠早於直到第二、三世紀才陸續冒出來的偽經「福音」。 
   我們在今天讀到聖史路加所寫的福音引言。這是一篇不可多得
的珍貴佐證，表明四福音所有記述的信實可靠。我們不應該忘記：從
一開始起，耶穌的門徒們就有心，想精準地把祂的言行記錄下來，並
且如實地傳遞給後世。誠然，這些是他們所敬重、熱愛的師傅的言
行。初期基督團體內的信友們，對神話故事或傳說沒有甚麼興趣，他
們只要聽如實慎密的報導。他們想知道一切的原委始末；耶穌所說
的、所教導的；祂在耶路撒冷經受的痛苦有多麼可怕；祂沒有留在墳
墓中，卻復活了，以及後來發生的種種奇妙事情。 
   這些報導主要借助於口傳。那時候，人們對一切仍舊記憶猶
新，能夠確切地逐字重複耶穌曾對他們說過的話。他們還特別向目擊
證人打聽耶穌生活的細枝末節，因為那些證人從一開始就跟隨了耶
穌。瑪竇與若望兩位聖史，就在與耶穌最親近的宗徒之列；馬爾谷從
小就認得耶穌；路加現身的時間則較晚，我們看到他是保祿宗徒傳教
的同伴，在保祿多次行程中形影相隨，並在宗徒大事錄裡有詳盡的記
錄。 
   路加刻意地希望，自己能提供一份有關耶穌的信實可靠的記
述，所以，他的福音寫作完全根據縝密的查訪研究，以及原始證人的
口述。福音題獻的對象是德敖斐羅，路加希望德敖斐羅明白，在耶穌
內的信仰有其堅實的基礎。我們在兩千年後的今天讀路加福音，同樣
應該相信其內容如實地記述了當年的種種事件，沒有摻雜進任何神話
故事或傳說。身處廿一世紀的人們，應該能夠像第一世紀的德敖斐羅
一樣，把自己的生命「下賭注」在福音中的耶穌以及祂的教訓上。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是世界的救主。我願意多認識他嗎？ 
2. 我相信福音記載的耶穌事蹟都是真實的，並且願意勤讀福音，和

耶穌的生命，作更深度的交流嗎？ 
3. 耶穌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因為，他

實踐了上主「恩慈之年」所包括的一切內容。我是否也願意和耶
穌一起，「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
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呢？ 

 

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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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為教會祈禱。福音書，信實地記錄了基督的生命。祈求上主恩
賜每位基督徒，都能勤讀聖言，和基督的生命交流，並活出信仰
的見證來。 

2. 請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在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我們特別為基督徒
合一祈禱。祈求上主幫助每一位基督徒，體認我們都是天父的兒
女，是基督建立的教會，因而努力走向合一之途，回歸一牧一
棧。 

 
 

第三主日"基督福音與祖國文化"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常年期第三主日。從本主日起彌撒中開始有系統地誦讀
路加福音。本主日選讀的是這部福音的第 1章第 1到 4以及第 4章第
14到 21 節。中間略去的一部分，在聖誕期內已經誦讀了。本主日彌
撒中的讀經一和讀經二分別取自舊約乃赫米雅書（厄斯德拉下）第 8
章第 2到 6以及 8到 10 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 12章第
12到 30 節（短式：第 12章第 12 到 14 以及 27 節）。 

我們先從福音談起。路加福音的作者，在寫完福音後，又寫了宗
徒大事錄。在他撰寫的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開端，都有几句獻給讀者的
話。兩部書的主要讀者都是德敖斐羅。 

讀完了這几句獻給讀者的話之後，本主日的彌撒福音就談到耶穌
在本鄉納匝肋會堂里講經的故事。「會堂」是聖經上的一個專門名
詞，是指猶太教徒誦經、祈禱、聽講道理的地方，是自從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壞，以色列子民被充軍之后，開始在猶太人聚居
的各地修建起來的。瞻禮日在會堂里聽講經的習慣在耶穌以前早已存
在。 

耶穌也是在同樣的情形中，在納匝肋會堂里講了經。唯一不同
的，是他在讀完經以後，加上一句話，說：「你們剛才聽到的這段聖
經，今天應驗了。」 

耶穌在家鄉納匝肋首次講道的結果是被他的鄉親趕出城外，几乎
被他們從山崖上推下去，將他處死。但是，正如讀經一上所指示的，
本主日彌撒禮儀的主旨是在強調這故事積極方面的教訓。彌撒中誦讀
福音之前的阿肋路亞歡呼詞，援引聖路加福音第 4章第 18到 19 節的
話，也給予我們同樣的提示。它這樣說： 

阿肋路亞。上主派遣我向窮苦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阿
肋路亞。（路 4:18-19） 

原來，耶穌和他的門徒們都屬于猶太民族﹔初期教會的第一批信
友也大都來自這個民族﹔但是不久他們就受到自己同胞們的迫害，而
同時基督的福音卻在異邦人當中迅速地傳開了。這現象一面使他們高
興，一面也令他們傷心。這樣的心情，我們可以從四部福音中體驗得
到。本主日的彌撒福音強調其積極的一面。它闡述耶穌怎樣在他祖國

的傳統環境中，并從他祖國的宗教傳統出發，開始宣講他拯救全人類
的喜訊。他說：「你們剛才聽到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對我們信仰基督的中國人來說，主日彌撒福音留給我們的教訓
是：基督福音與我們祖國的傳統文化之間并沒有不可填平的鴻溝，我
們應該知道在我們祖國的文化中發掘健康和精粹的部分。我們相信，
這一部分不但不與基督的福音抵觸，而且誘導我們認識和信從耶穌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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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上主的話 
本主日教理的重點是天主聖言。當你誦讀路加福音第四章

時，可有想起我們今天參與感恩祭前部份的類似情景——「進了會
堂…站起來要誦讀…展開書卷…把書卷捲起來…就坐下了…會堂內眾
人的眼睛都注視著祂。」(參路 4:14-20) 
        彌撒中所宣讀的天主聖言以不同的方式受尊崇，對福音書的
恭敬尤其為甚：在進堂禮時，執事以雙手高舉福音，在恭讀之前先對
福音獻香致敬；宣講福音的時候，我們便是在聆聽耶穌基督親自向我
們講話。信友聆聽福音時保持肅立，這是流傳已久的習俗且具永恆的
價值。 
        在啟示憲章最後一章〈論聖經在教會的生活中〉寫著：「在
天之父藉著聖經慈愛地與自己的子女們相會，並同他們交談。天主的
話具有那麼大的力量及德能，以致成為教會的支柱與力量，以及教會
子女信德的活力、靈魂的食糧、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啟示
21）在這份文件中，我們不斷思考這些「以人類語言呈現的天主聖
言」的性質。 
        耶穌基督是天主聖言，在祂身上，天主向人類說了最完美一
句話——祂自己的聖言。我們在這誕生的聖言內，認識了天主的內
心，天主的奧秘，天主自己，因為聖若望說： 「聖言就是天主」。
天主為把自己啟示給人，慈愛地俯就人，用人類的言語向他們說話：
「因為天主的話，用人的語言表達後，就相似人類的語言；有如永生
之父的聖言，取了軟弱的人性後，與人相似一般」。(CCC 101) 
        天主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着先知說過話以後，「在這末
期藉着聖子對我們說了話」（希一 1-22）。天主派遣自己的聖子，
即光照所有人的永遠聖言，居於人間，並給人講述天主的奧秘（參閱
若：一 1-18）。所以耶穌基督，成了血肉的聖言，被派遣為「人對
人」(參閱啟示 4) 
        天主透過聖經的所有言語，只說一句話，就是祂的唯一聖
言。 在聖經中，我們所找到的並非死的文字，而是基督，生活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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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遠聖言（CCC108）。耶穌——降生的聖言——在聖經中來與我們
相遇，因為整個聖經都在向我們談論基督（CCC134）。聖奧思定在
《聖詠漫談》中說：要記得在整部聖經內是同一個天主聖言，在所有
聖經作者口中迴響的，也是同一個聖言。(CCC 102) 
        「在聖經各書卷中所包含和陳述的天主啟示的真理，是在聖
神的默感下而寫在其中的。慈母教會基於宗徒的信仰，把舊約與新約
的全部書卷，及其所有部份，都奉為聖經和正典，因為是在聖神的默
感下寫成的，有天主為其作者，並這樣地交給了教會」。(CCC 105)
教會從聖經中，不斷地取得她的滋養與活力；因為透過聖經，她不只
接受人的言語，實在而論，接受的是天主的言語。「因為在聖經裡，
天父慈祥地來與祂的子女相會，並同他們談話」。(CCC 104) 
        近來許多信友已經重新發現，時辰禮儀是加深我們與聖經接
觸的卓越方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於千禧年的開始，在他的牧函中
談論時辰禮儀，呼籲所有的基督徒加深他們的祈禱生活。在時辰禮儀
中，我們同時學習並更加深對聖言的敬愛。另外，「聖言誦禱」
（lectio divina）這門歷史悠久的祈禱藝術，過去曾廣為基督徒所
採用，到近數十年又重新受到注意和推廣。這種祈禱方法主要的意思
是聆聽上主，讓祂向我們說話，並且回應祂。 
        上主常常撒播祂的聖言，祂只要求人敞開心扉聆聽祂的聖
言，並將之付諸實踐是跟隨耶穌的兩個條件，這也是基督信徒的生
活。教宗方濟各說：每一次我們翻開福音，閱讀其中的一段，然後自
問：「天主透過這段福音跟我說話，祂有向我說些什麼嗎？」這就是
聆聽天主聖言，用耳和用心聆聽聖言。讓我們向天主聖言敞開心扉。
天主不僅對所有人說話，是的，天主對所有人說話，但祂更對我們每
一個人說話。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認為聖經為何對古人如此重要？對今日的我和你又如何重要？ 
2. 當耶穌宣告「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時，若你

在現場，你會有何回應？ 
3. 耶穌「宣佈上主恩慈之年」為今日的我們有何意思？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耶穌公開生活（救援實現）的開始  

經文脈絡 
禮儀年丙年的主日福音基本上選讀路加福音，從這個主日開始我們將
在主日感恩禮中順序的誦讀路加福音。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兩段，第

一段是路加福音的序言（路一 1-4），另外一段則是有關耶穌公開生
活開始的敘述（路四 14-21）。  
路加福音的序言 
四個福音作者中只有路加為自己的作品寫了一個「序言」，在序言中
他清楚地交代書寫這部書的方法、過程以及寫作（獻書）對象。路加
的作品是根據所蒐集到的材料編輯而成的，這些材料來自於耶穌事件
的見證人的「口傳」，或由後人「所記錄的文字」。但是路加並非單
純地將這些材料不加修飾地報導出來，而是在聖神感動、及信仰領悟
之下編寫成的「耶穌事件」。 
路加是當時代的歷史家 
路加並非第一個編寫福音的人，他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努力使自己作品
合乎當時「歷史作品」的要求：首先他強調他仔細訪查、研究了在他
之前的作品；其次是他聲明將一切材料「按著順序」編寫下來；他按
當時代的習慣，把書獻給一個特定對象「德敖斐羅」；最後路加清楚
的說明寫作這部書的目的：為使德敖斐羅「認清給他所講授的道理，
正確無誤。」 
福音是基督徒團體的信仰綱要 
路加將書獻給「德敖斐羅」，他的名字被直接的提出來，顯示出這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可能已經是基督徒，或許也可能在慕道的階
段；而整部路加福音的內容，可能就是當時基督徒團體信仰綱要，以
及福傳宣講的內容。 
耶穌首次出現在加里肋亞 
今日福音第二段的開始是一個摘要性的報導，敘述耶穌最初在加里肋
亞公開生活、宣講的情形（路四 14-15）。早在耶穌前第二世紀，猶
太人就已開始在各地的會堂聚會，舉行朝拜天主的禮儀，這樣的聚會
通常在安息日舉行（參閱：宗十五 21），聚會的內容基本上包含祈
禱、誦讀聖經以及詮釋聖經。福音說耶穌在會堂內「施教」，意思就
是透過詮釋聖經（舊約）宣講他帶來的天國訊息，而接下來路四 20-
27 的經文，就是一個例子。明顯地，人們感到耶穌的宣講特別具有
權威，因此眾人都稱揚他。 
初期教會的福傳宣講 
這兩節簡短的經文，摘要性的報導了耶穌公開生活的核心內容，大概
也反應了初期教會進行福傳宣講的情況。猶太會堂對耶穌的宣講反應
熱烈，表達出耶穌的工作和舊約時代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也顯示最
早的基督徒教會對猶太團體相當的尊敬友好。由此看來耶穌和初期教
會的宣講相當符合舊約的教導，群眾對耶穌的讚揚也顯示，耶穌的訊
息正是符合群眾們內心最深的渴望。 
耶穌（在納匝肋）的宣講 
今日的福音最後的一部份，報導耶穌在納匝肋的初次宣講，這是一個
具體的例子，表達耶穌在公開生活中所有的公開宣講工作。 
天主的救援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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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到成長之地「納匝肋」，按照每一個虔誠猶太人的習慣參與安
息日的聚會，在這樣的場合中他接受會堂長的邀請，起身宣讀聖經同
時做出他的詮釋。路加所記載、耶穌所宣讀的這段經文是一段由依六
一 1-2 和五八 6合併的「組合性」經文。經文的內容是先知書的作者
說明自己的聖召，他被召叫向放逐時期之後的人民，特別是向貧窮人
以及遭受不義對待的人，宣告上主的釋放與救援。福音作者還在這段
先知話中加上肋二五 10所提到的「大喜年」（恩慈之年），強調這
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福音作者在此安排這段經文，充分的反應出當時基督徒對於耶穌、和
他的使命的瞭解：耶穌被傅上了聖神的油（參閱：路三 22、宗十
38），並且被派遣向貧窮弱小者宣告上主大能的救援。這段話的核心
主題「釋放」和「恩慈之年」，非常生動地詮釋了耶穌的整個生活與
工作。 
天主救援的實現 
耶穌誦讀完聖經之後，「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福音作者
這樣的敘述，表達人們對於耶穌公開生活的第一次談話充滿了期待和
高度興趣。路加並未報導耶穌的談話內容，只用一句話綜合整個宣
講：「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加在福音中多次
使用「今天」這個詞（參閱：路二 11；十九 9；二三 13），目的在
清楚地表達：耶穌所宣講的並不是一個「未來」將要實現的事件；而
是隨著他的出現，以色列祖傳歷史中的一切許諾都具體的實現了，而
且就是「此時此刻」在納匝肋這個地方。 
綜合反省 
今年的主日福音基本上選自於路加福音，福音作者主要是依靠所蒐集
到的、由最早的見證人傳遞下來的材料寫作。路加清楚地說明耶穌出
現的時代就是恩寵時代、許諾實現的時代。先知的時代到若翰洗者就
已結束，隨著耶穌的來臨，開始了基督的、教會的時代。耶穌首次在
納匝肋出現宣講之時，就顯示出這個時代就是聖神的時代、恩寵的時
代、釋放和救援的時代。 

  



 

 

7 

 

23 January  2022:  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r 
C 
 

Entrance Antiphon  
O sing a new song to the Lord; sing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In his presence are 
majesty and splendour, strength and honour in his holy place. 
 
First Reading Neh 8:2-6, 8-10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Nehemiah 
They read from the book of Law and they understood what was read 

Ezra the priest brought the Law before the assembly, consisting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This was the first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n the square before the Water Gat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he read from the book from early morning till noon; all the people listened 
attentively to the Book of the Law. 

Ezra the scribe stood on a wooden dais erected for the purpose. In 
full view of all the people – since he stood higher than all the people – 
Ezra opened the book; and when he opened it all the people stood up. 
Then Ezra blessed the Lord, the great God, and all the people raised their 
hands and answered Amen! Amen!; then they bowed down and, face to 
the ground, prostrated themselves before the Lord. And Ezra read from the 
Law of God, translating and giving the sense, so that the people 
understood what was read. 

Then Nehemiah – His Excellency – and Ezra, priest and scribe (and 
the Levites who were instructing the people) said to all the people, ‘This 
day is sacred to the Lord your God. Do not be mournful, do not weep’. For 
the people were all in tears as they listened to the words of the Law. 

He then said, ‘Go, eat the fat, drink the sweet wine, and send a 
portion to the man who has nothing prepared ready. For this day is sacred 
to our Lord. Do not be sad: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onghol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8:8-10. 15. R. See Jn 6:63 
(R.) Your words, Lord, are spirit and life. 
1.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it revives the soul.  The rule of the Lord 

is to be trusted, it gives wisdom to the simple. (R.) 
2. The precepts of the Lord are right, they gladden the heart.  The 

command of the Lord is clear, it gives light to the eyes. (R.) 
3.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holy, abiding for ever.  The decrees of the Lord 

are truth and all of them just. (R.) 

4. May the spoken words of my mouth, the thoughts of my heart, win 
favour in your sight, O Lord,my rescuer, my rock!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2:12-14, 27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Together you are Christ’s body, but each of you is a different part of it. 

Just as a human body, though it is made up of many parts, is a single 
unit because all these parts, though many, make one body, so it is with 
Christ. In the one Spirit we were all baptised, Jews as well as Greeks, 
slaves as well as citizens, and one Spirit was given to us all to drink. 

Nor is the body to be identified with any one of its many parts. If the 
foot were to say, ‘I am not a hand and so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would that mean that it stopped being part of the body? If the ear were to 
say, ‘I am not an eye, and so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would that mean 
that it was not a part of the body? If your whole body was just one eye, 
how would you hear anything? If it was just one ear, how would you smell 
anything? 

    Instead of that, God put all the separate parts into the body on 
purpose. If all the parts were the same, how could it be a body? As it is, 
the parts are many but the body is one. The eye cannot say to the hand, ‘I 
do not need you’, nor can the head say to the feet, ‘I do not need you.’ 

    What is more, it is precisely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seem to be 
the weakest which are the indispensable ones; and it is the least 
honourabl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we clothe with the greatest care. So our 
more improper parts get decorated in a way that our more proper parts do 
not need. God has arranged the body so that more dignity is given to the 
parts which are without it, and that there may not be disagreements inside 
the body, but that each part may be equally concerned for all the others. If 
one part is hurt, all parts are hurt with it. If one part is given special 
honour, all parts enjoy it. 

    Now you together are Christ’s body; but each of you is a different 
part of it. In the Church, God has given the first place to apostles, the 
second to prophets, the third to teachers; after them, miracles, and after 
them the gift of healing; helpers, good leaders, those with many languages. 
Are all of them apostles, or all of them prophets, or all of them teachers? 
Do they all have the gift of miracles, or all have the gift of healing? Do all 
speak strange languages, and all interpret them?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Lk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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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sent me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and freedom to 
prisoners. 
Alleluia! 
 
Gospel Lk 1:1-4, 4:14-2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he scriptures were fulfilled on this day. 

Seeing that many others have undertaken to draw up accounts of the 
ev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mong us, exactly as these were handed down 
to us by those who from the outset were eyewitnesses and ministers of the 
word, I in my turn, after carefully going over the whole 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have decided to write an ordered account for you, Theophilus, 
so that your Excellency may learn how well founded the teaching is that 
you have received. 

Jesus, with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in him, returned to Galilee; and 
his reputation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side. He taught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everyone praised him. 

He came to Nazara,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s he usually did. He stood up to read, and 
they handed him the scroll of the prophet Isaiah. Unrolling the scroll he 
found the place where it is writte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has been given to me, for he has anointed me.  
He has sent me to bring the good news to the poor, to proclaim liberty to 
captives and to the blind new sight, to set the downtrodden free, to 
proclaim the Lord’s year of favour.  He then rolled up the scroll, gave it 
back to the assistant and sat down. And all eyes in the synagogue were 
fixed on him. Then he began to speak to them, ‘This text is being fulfilled 
today even as you listen.’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Look toward the Lord and be radiant; let your faces not be aba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