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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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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我們的天主，求你拯救我們，由異民中召集我們，為讚美你的
聖名，並以讚美你為光榮。 
 
讀經一（天主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 
恭讀耶肋米亞先知書 1:4-5,17-19 

在約史雅時代，上主對我說：「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
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你
作萬民的先知。 

「你要束上腰，起來，向他們傳述我所命令你的一切。在他們面
前，你不要畏懼，免得我在他們面前，令你畏懼。 

「看啊，我今天使你成為堅城、銅牆、鐵壁，以對抗猶大君王、
首領、司祭和當地的人民。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得勝你，因為有我與你同在，協助你。」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71:1-2, 3-4, 5-6, 15,17 
【答】：上主，我要宣揚你的救恩。（參閱詠71:15） 
領：上主，我投靠你，永不受辱！求你按你的正義，解救我；求你側

耳俯聽我，拯救我。【答】 
領：求你作我避難的岩石，獲救的堡壘；因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堡

壘，我的天主，求你由邪惡人的手中，將我救出。【答】 
領：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依靠。我在母胎中，

就依賴了你，尚在母懷中，你就庇蔭了我。【答】 
領：我的口要傳述你的寬仁，終日不斷宣揚你的救恩。天主，遠自我

幼年時，你已教導了我；直至今日，我仍宣揚你的奇妙化工。
【答】 

 
讀經二（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2:31-13:13 
弟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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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給你們。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和能說天使的語言；但我若沒有愛，我就
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奧秘和
各種知識；我若有全備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若沒有愛，我什麼

也不算。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我若捨身投火被焚；但我
若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
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
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永存不朽；而先知之恩，終必消失；語言之恩，終必停止；知
識之恩，終必消逝。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們作先
知所講的，也只是局部的；及至那圓滿的，一來到，局部的，就必要
消逝。當我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
幾時我長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
看了。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如同
我全被認清一樣。 

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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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4:18） 
眾：亞肋路亞。 
 
福音（耶穌被派遣來，不只是為猶太人，也為所有的人。） 
恭讀聖路加福音 4:21-30 

那時候，耶穌在會堂裡開始講道：「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
今天應驗了。」 

眾人都稱讚他，驚奇他口中所說動聽的話；並且說：「這不是若
瑟的兒子嗎？」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必定要對我說這句俗語：醫生，醫治你
自己吧！我們聽說你在葛法翁所做的一切，也當在你的家鄉這裡做
吧！」 

耶穌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在厄里亞時代，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起了
大飢荒，在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厄里亞並沒有被派到她們當中任何
一個那裡去，而只到了漆冬匝爾法特的一個寡婦那裡。在厄里叟先知
時代，在以色列有許多痳瘋病人，他們中沒有一個得潔淨，只有敘利
亞的納阿曼。」 

在會堂裡聽見這番話的人，都憤怒填胸，起來把耶穌趕出城外，
拉他到山崖上——他們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卻由
他們中間過去，走了。——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上主，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人，求你以你的仁慈，拯救我。
上主，因為我呼號了你，求你莫讓我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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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的障礙 
吳智勳神父 

默想: 
     今日的福音是上星期的延續，上主日的福音提到耶穌回到本鄉
的會堂，站起來誦讀依撒意亞先知的說話，藉這些話講出自己的使
命，亦即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今日耶穌繼續講下去，祂所講的很特
別，很有力，但亦很刺耳，令祂的同鄉無法接受，要拉祂出城推下
山。可以說耶穌不受自己本鄉人的歡迎，究竟為什麼他們不接受耶穌
的喜訊？ 
  首先耶穌沒有滿足同鄉的願望。多數人在心底都傾向想「留
名」，想出人頭地，有些人甚至覺得名聲比財富更重要。若自己本身
沒有甚麼能力去「立德、立功、立言」，便依賴其他東西使自己揚
名。比方，某名人是我的同鄉或校友；又或有什麼名人來過我的地
方，喝過我煮的涼茶，與我拍過照等等。納匝肋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地
方，沒發生過什麼大事，也沒出過什麼大人物。若望福音曾記載：當
斐理伯把耶穌介紹給納塔乃耳時，後者曾很輕挑不屑的說：「從納匝
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若 1：46）。不過，納匝肋出了個耶穌，
此人在外面成了名人，現在衣錦還鄉，所以他們今天特別來捧祂的
場，希望祂能在納匝肋做一些特別的事或行一些奇跡，令自己也能沾
光。但是耶穌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使他們大失所望。還有就是他
們多少有點妒忌耶穌有今天的成就，祂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沒有受
過甚麼教育，現在竟然當了師傅，有大批門徒前呼後擁的，在祂的身
邊，便顯得自己平庸了。 
  另一個拒絕耶穌的原因，就是受到狹窄民族主義所影響。多數以
色列人希望耶穌所傳的喜訊只傳給他們，行奇跡只給自己人，因為只
有以色列人是天主的選民。但耶穌今天的訊息很清楚：祂的福音是為
所有的人，祂行的奇跡亦是為所有的人。路加特別強調福音的大公
性，所以路加記載今天耶穌挑戰祂的同鄉，祂所舉的例子：先知厄里
亞和厄里叟都有向外邦人行奇跡，反而沒有幫助自己人。這些是聖經
的事跡，以色列人不能否認，耶穌挑這些說出來，令他們尷尬。耶穌
這種不妥協的態度令祂的同鄉從歡迎祂轉變為憎恨祂，甚至失去了理
智，想把祂推下山，雖然當時猶太人已沒有權處死人，但是群眾的煽
動使人失去理性，不理後果，做出犯法的行為。     
  當我們反省整件事，便會發現原來耶穌在傳福音時也有挫敗的經
驗，但耶穌並沒有因此而失望。祂也沒有採取一種妥協的態度，改變
真理去迎合別人的口味，因為真理是不能妥協的。這給了我們一個很
好的訊息：我們每一個人在傳福音時都遇過失敗的經驗，今日的記載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連耶穌都能有這樣的遭遇，何況是我們呢？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總有他們不接受福音的原因，不論是來
自風俗、文化、環境、個性、培育或其他理由，我們總要接納別人的

有限性，不過我們不會改變福音去迎合他們，真理是不需要妥協的。 
   
  再看今天讀經一和讀經二所說的，我們更加可以得到安慰。如果
把第一篇讀經用在自己身上，則天主說祂特別選中了我們作萬民的先
知，我們必須傳述祂的意思；既然這是天主給我們的責任，那麼，無
論我們遇到什麼困難挫折，都不須驚惶失措，天主必作我們的堡壘支
持我們，沒有任何東西能戰勝我們，這份信德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
另外，第二篇讀經是聖保祿的「愛德頌」，基督徒要以無比的愛德，
對待不接受福音的人。如聖保祿所說，要對他們忍耐、慈祥、不動
怒、不計較他們的過錯、並且能包容、相信、盼望。聖保祿特別提到
「忍耐」，以忍耐開始，也以忍耐結束對愛的描述。我們要像聖保祿
一樣有這樣大忍耐的愛心，去接受那些暫時不能接納耶穌基督福音的
人，等候更好的時機。 
  願我們緊記今天福音的訊息：任何時候傳福音都有障礙，基督徒
必須持守真理，既不妥協，也不失望，堅信基督的愛必獲最後勝利。 
 
反省與實踐: 
1. 納匝肋人為何不接受耶穌的喜訊？在你週遭所遇到的人們，他們

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呢？你知道原因嗎？ 
2. 我們能夠為了迎合他人，而改變真理嗎？我們可以想一想，我們

究竟要給這些人什麼？而我們自己是否也要不斷地深入對真理的
認識呢？ 

 

禱文： 
1. 請為傳福音者祈禱。天主，我們感謝禰派遣許多熱心的基督徒，

在世界各宣揚禰的福音。求禰以不變的真理與永恆的愛聖化他
們，使聽見福音的人都能透過他們而真正認識禰。 

2.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求主幫助世界各國、各民族、人與人能彼此
和樂相處，消弭以往的仇恨與不平等的關係，並能彼此寬恕、互
相尊重。 
 
 

 

請留下與我們同在吧！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耶穌雖然出生於白冷，但祂的本鄉卻是納匝肋，那裡也是祂家
族的祖居地。祂在當地長大，並且生活了三十年之久，所以父老鄉親
們都認得祂。然而祂在那些歲月中，約莫三十年光景，是怎樣度過
的，我們一無所知。如果曾經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壯舉，我們不可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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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聞。耶穌在公開傳教前，想必度著樸實無華的平凡生活。除了瑪
利亞與若瑟之外，大概沒有人知道祂的任何祕密。 
   但是突然間，耶穌的生活出現了重大轉折，祂背井離鄉，開始
了公開宣講的生涯。各種奇蹟和治癒，與祂的宣講相得益彰，祂於是
成為街談巷議、人所共知的對象。祂的名聲當然也傳回納匝肋，家鄉
的人因此很想一睹本鄉傳奇人物的風采。 
   我們在上個主日聽到，耶穌「按祂的慣例，就在安息日那天進
了會堂」，即祂曾受教養的祈禱場所。有人請祂從聖經書卷裡唸一段
經文，而祂所唸的，恰好是有關預許的默西亞，猶太人民的希望所
在。依撒意亞先知預言：當默西亞來臨時，祂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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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
上主恩慈之年」。 
   耶穌語出驚人地宣佈：「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
了！」鄉民們聽到後不但立刻欣喜若狂，而且心中湧起更大的盼望：
「我們已經都聽說了禰在外地所行的一切，請?也在禰的家鄉特別行
些記號和奇蹟吧！」耶穌在本鄉的父老鄉親們，紛紛期待獲得特殊的
待遇。他們認為大家統統認得祂，所以祂理當特別關照他們，義不容
辭地為他們行奇蹟。 
   耶穌是否有意要激怒鄉民呢？他們的話還沒有說完，祂就已經
不留任何迴旋餘地加以拒絕：「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耶
穌的意思是：「我只會向異教徒行奇蹟，但不會在你們面前行。我跟
你們一起長大，你們想當然覺得已經看透了我。異教徒卻會相信我，
所以他們要看到奇蹟。」 
   不出預料，鄉民的情緒陡然翻轉。他們剛開始稱讚不已的人，
頓時變成激起眾怒、要被活活推下懸崖的公敵。他們變幻莫測的程度
著實令人目瞪口呆。或許，我們在那些納匝肋人身上能看到一丁點兒
自己的影子（甚至自己的翻版），人與人之間可以一夕之間推崇備
至，眨眼功夫卻反目成仇，甚至進而不共戴天。 
   耶穌從攢動的人群中走過去，沒有一個人膽敢伸手擒拿祂。祂
離開家鄉，一去不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歡迎祂，祂能在別處找到信
德，並獲得更理想的效益。 
   「納匝肋」就在我們中間，這種假設有時令我膽顫心驚。耶穌
與我們「朝夕相處」了千百年，我們會不會也因著自己的不信而把祂
逼走呢？常常，這樣的祈禱會脫口而出：「主啊！請禰不要離開我
們，我們需要禰！請留下與我們同在吧！」 
 
反省與實踐: 
1. 「習以為常」常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以致無法認出眼前的珍寶。

我們也常因此錯過了救恩的標記嗎？ 
2. 當我們被點破了弱處時，也會像耶穌的鄉親一樣，被激怒，而有

激烈的反應嗎？ 
3. 我們能認出耶穌的獨特性，而請求他與我們同在嗎？ 

 

禱文： 
1. 請為教會祈禱。耶穌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

了。」因為他活出了所宣報的「上主恩慈之年」的真精神。祈求
天主恩賜教會每一位成員，都能在生活中體認基督，並學習他，
不斷活出福音精神來。 

2. 請繼續為海地祈禱。在緊急尋找、救出生還者之後，海地更需要
安頓生存者，和災後重建。祈求天主感動更多人，以關懷、金
錢、技術、能力，幫助海地災後重建，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秩
序。 

 
 

第四主日 "萬民的先知"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常年期第四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耶
肋米亞先知書第 1章第 4到 5以及 17到 19 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
人前書第 12章第 31到第 13章第 13節（短式：第 13章第 4到 13
節），聖路加福音第 4章第 21到 30 節。福音和讀經一都談到先知被
本鄉人摒棄的事件。 

我們先從讀經一說起。讀經一敘述先知被召的故事。耶肋米亞是
舊約時代四大先知之一。他年輕時便蒙天主的召叫﹔于是他離棄了家
庭，擔任了先知的任務。在四十年的先知生涯中，他受盡了千辛萬
苦。教父們都把他看作耶穌受難的預象。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強調
他是萬民的先知，好像是說，這就是為什么他沒有受到本國人的容忍
的緣故。 

在本主日的彌撒福音中，耶穌沒有提到耶肋米亞先知，卻說起了
厄里亞和厄里叟先知。他援引了這兩位先知的先例來印証一句古老的
諺語：「沒有一個先知，是在自己的家鄉受歡迎的。」 

耶穌的話是很嚴厲的。他向自己的鄉親坦白地承認，他不在他們
中間施行他在外地陌生人中間施行的奇跡，并且又引用「沒有一個先
知，是在自己的家鄉受歡迎的」那句諺語來責斥他們對他的不友善待
遇。但是，在與讀經一的對照之下來讀這篇福音，我們便可發現本主
日彌撒福音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強調耶穌的使命的普世性。正如
耶穌自己所說的，他像厄里亞和厄里叟一樣，被派遣來，不只是為了
猶太人。這是聖路加以及與他同時代的宗徒們從他們的傳教經驗中學
習到的一個寶貴心得。 

今日的教會也不可忘記這個教訓。基督的福音是注定要傳給普世
萬民的。為實行它的使命，教會不可讓自己局限在它發源地的傳統文
化的 疇內。它不可抱著自己本地文化中的成見，去與別的地方、別
的民族相會交往。初期教會并不是因為被猶太教徒排斥了，所以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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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幫人中獲得成功﹔而是因為擺脫了猶太宗教所給予它的束縛，才能
在外幫人中間成功地傳揚基督的福音。福音與本地文化的交融，對我
們信仰生活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知道福音與本地文化的區
別，也很難像基督向他的門徒們所要求的，去向普世萬民忠實地傳揚
他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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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先知職 
常年期第四主日，第一篇讀經和福音分別講述耶肋米亞及耶穌基督的
先知職務的開始，因此這篇「主日教理」揀選了「先知識」作為主
題。 
舊約中的先知 
        由《申命紀》十八 18的記載可以清楚知道，先知首先要接
受天主親自的召選，接受天主的話，就是天主要向百姓傳達的信息，
然後正確、勇敢、坦白地將它向百姓傳報出來。每位先知都確切知道
天主召叫了他，例如：亞毛斯、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他
們都清楚記載了自己蒙召的情景。他們也都表示戰兢害怕，不願意接
受這個非常危險的任務，因為他們要向百姓傳達的大部份是逆耳的忠
言。（神學辭典 159） 
基督一詞 
        「基督」一詞來自希伯來語「默西亞」（messiah）的希臘
譯文（christ），解作「受傅者」。在以色列，那些為執行天主賦予
的使命而奉獻於主的人，才會因天主的名被傅油，他們包括：君王、
司祭、先知。耶穌基督完全實現了這詞所表達的神聖使命。天父派遣
了祂，祂被上主的神傅油。祂同時是君王、司祭和先知，更以這個三
重功能實現了以色列對默西亞的期望。因此，基督成為了耶穌的專有
名字。（教理 436） 
讀經中的先知職 
        讀經一，耶肋米亞先知書敘述了天主怎樣召叫他：「在母胎
中已認識你，祝聖你，選定你作為先知」（耶一 4-5）。接着是描述
先知的使命：「傳示我命令的一切，不要畏懼，我今天使你成為堅
城、銅牆、鐵壁，以對抗猶大的君王、首領、司祭和人民。他們要攻
擊你，卻不能得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協助你」（耶一 17-19）。
答唱詠，聖詠七十一篇，雖然不是先知的祈禱，卻是信賴上主的人的
禱聲。與先知的情景相似，同樣提到在母胎中已經與上主建立了關
係，依靠上主的保護和拯救，並且會傳述上主的寬仁和救恩。 

福音繼續上星期的讀經。耶穌基督清楚指出，依撒意亞宣布的默西亞
的救恩，今天在祂身上應驗了；祂明認自己的先知職。如同所有先知
的遭遇一樣，耶穌被反對和攻擊。路加更特別指出，天主的救恩惠及
所有受苦者，連外邦人都獲得上主的救援。 
讀經二，是格林多前書中關於愛的一段經文。愛是一條更高超的道
路；愛超越一切；愛永存不朽；信、望、愛之中，最大的是愛。若要
同「先知」這個主題扯上關係，經文提到「愛」比「先知之恩」更重
要，後者終必消逝，而愛卻永存不朽。故此基督徒的先知職務不是停
留於宣講救恩的層面，更提醒我們應以愛的行動伴隨著我們的宣講。 
教友參與基督的先知職 
        教友藉洗禮與基督合成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己的
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在他們的職分內，履行
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和世上的使命（教理 897）。 
        基督是大先知，祂用生活的證據和聖言的能力揭示了天父的
王國。基督不但藉聖職人員，而且也藉平信徒，為祂作見證，賦予他
們信德的意識和宣道的恩寵，使福音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上，在家庭
及社會生活上，昭示出來。平信徒也透過福傳工作去執行他們先知的
使命，就是以言語和生活的見證去宣講基督。這種以平信徒進行的福
傳工作，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和非常的效力，因為它是在世俗的普通
環境中完成的。（教會憲章 35；教理 904，905） 
        教友們以堅強的信德和望德，恒心期待未來的光榮，不斷地
歸向天主，和黑暗世界鬥爭，使天主的德能在世俗的機構中也表現出
來。所以，連在從事世俗的事務，教友們也可以且應該進行使世界福
音化的工作。在世界拓展基督的神國，必須每一位教友協力合作，故
此，教友們應該努力加深其對啟示真理的認識，並熱切祈求天主賞賜
智慧之恩。（教會憲章 35） 
 
生活反思／實踐：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
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
上主恩慈之年」（路四 18-19）。藉着洗禮，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
分享祂的先知職。在這方面，我曾經為基督做甚麼？我該為基督做甚
麼？在這慈悲禧年，求天主特別光照我、堅強我，幫助我更好地實踐
我的先知職務，願上主的旨意奉行於人間，如同在天上。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面對福音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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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脈絡 
基督徒團體在上個主日的感恩禮中，聆聽耶穌在自己的家鄉納匝肋首
次宣講的情形（路四 16-20），這個主日的福音繼續報導這個宣講的
後續發展（21-30）：耶穌在安息日於納匝肋會堂中宣講之後，群眾
們對耶穌的反應以及耶穌面對群眾所做出的回應。 
緊張生動的敘述 
整個敘述充滿戲劇性的緊張氣氛，一連串的衝突彼此接續地發生。由
上個主日的福音我們看見：耶穌在祂的故鄉如何自處？祂誦讀了哪一
段聖經章節？祂如何詮釋自己所宣讀的聖經？在今天的福音中我們將
繼續發現：聽眾們對祂的教導做出什麼反應？耶穌如何回應？如何安
然度過群眾們由憤怒而產生的危機？ 
群眾的稱讚與質疑 
耶穌的宣講在群眾當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讚賞：「眾人都稱讚他，驚奇
他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然而在此同時，聽眾們也提出祂的出生家
世，並自以為認識耶穌：「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這句問話的本身
意義並不明顯，必須由耶穌的回應才能明白。耶穌以先知說話的方
式，運用一個古老的俗語：「醫生，醫治你自己吧！」表明祂知道群
眾心中的願望：他們希望耶穌在自己的家鄉也行奇蹟，就有如祂在葛
法翁所做的一樣（23）。這段經文預設了耶穌在葛法翁行過許多奇蹟
（具體的例子在稍後的經文才提到；參閱：路四 31-41），引起群眾
的好奇心，並質疑這一切的真實性。耶穌的話展現祂具有「視透人
心」的能力，顯示出祂和舊約中「認識人心」的上主一樣。 
阿們！ 
耶穌接著以非常隆重的方式說出另一段談話，藉以回應家鄉群眾的要
求。我們在四部福音中，都多次看見耶穌以「我實在告訴你們」的語
句展開一段談話，這句話的原文就是簡單的「阿們」！是猶太人為了
強調說出某些言論時常用的開頭語。 
耶穌的指責 
耶穌運用了群眾們熟知的先知厄里亞（列上十七 8-16）和厄里叟
（列下五 1-27）的故事，說明三重的事實：首先，祂將自己列於先
知的行列之中；其次，耶穌揭露了群眾們要求奇蹟，並非由於相信天
主的能力在祂的身上出現，而只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最後，這些聖
經例子也說明，外邦人比猶太人更先得到天主的救助。納匝肋的群眾
瞭解，耶穌指責他們和祖先一樣不尊敬先知，斷定他們必將因此遭到
和祖先們相同的命運，被拒於天國之外，同時眼睜睜地看見外邦人得
到救恩（參閱：宗十三 46；二八 28）。 
結果 
耶穌這些指責家鄉群眾的話，本來也能是邀請他們悔改的召叫；但是
他們沒有明白，卻因此而感到憤怒填胸，並因此而「起來把耶穌趕出
城外」，想要把祂從山崖上推下而殺死祂（29）。對於這個情形有狹
義和廣義兩種瞭解方式，首先如果我們只注意今天的福音經文，這個
描寫便只是生動的表達出群眾憤怒的程度；但是我們也可以廣義地在

整部福音敘述框架中來瞭解，那麼這個「謀殺」耶穌的行動事實上已
經預先暗示了，耶穌將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時辰」未到 
群眾們的暴行並未成功，耶穌「由他們中間過去走了」（30）。這個
情景近乎一個「奇蹟」；我們在上述的廣義的脈絡之下，便可瞭解耶
穌在此沒受到傷害有其更深刻的意義，這是表達耶穌死亡的時間還沒
有來到，祂還得繼續執行天父給祂的使命，宣講天國喜訊。 
綜合反省 
這個主日和上個主日的福音敘述是一個整體。路加透過高明的敘述技
巧，透過整段報導達到他寫作的目的：一方面向讀者們介紹耶穌的派
遣、祂的宣講如何得到群眾的讚賞、以及祂又如何遭受家鄉群眾的拒
絕；另一方面也邀請讀者在這兩種態度中做出自己的抉擇。 
整段經文大概也相當程度地反應出歷史情況：耶穌對於自己身份和使
命的認知（比較：谷一 15）、在執行天父派遣時遭受到同胞的拒絕
排斥、透過先知們的命運來解釋這些真實的情況 …最後則是死亡復
活後的反響，也就是外邦人得到救恩。 
這種表達形式也直接的對今日的讀者發言，邀請大家面對耶穌獨特的
訴求，而深刻地反省：雖然耶穌家鄉的人拒絕了耶穌，但是祂事實上
就是舊約預言的、被上主之神所傅抹的、來向一切貧窮弱小者宣報救
援喜訊的那一位。今日的讀者和當年耶穌家鄉同胞一樣，必須面對耶
穌的訊息做出決定：懷著信德接受或者是加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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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anuary  2022:  Four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r C 
 

Entrance Antiphon  
Save us, O Lord our God! And gather us from the nations, to give thanks to your 
holy name, and make it our glory to praise you. 
 
First Reading Jer 1:4-5, 17-19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Jeremiah 
I have appointed you as prophet to the nations. 

In the days of Josiah,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addressed to me, 
saying, ‘Before I formed you in the womb I knew you; before you came to 
birth I consecrated you; I have appointed you as prophet to the nations. So 
now brace yourself for action. Stand up and tell them all I command you. 
Do not be dismayed at their presence, or in their presence I will make you 
dismayed. I, for my part, today will make you into a fortified city, a pillar 
of iron, and a wall of bronze to confront all this land: the kings of Judah, 
its princes, its priests and the country people. They will fight against you 
but shall not overcome you, for I am with you to deliver you – it is the 
Lord who speak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70:1-6. 15. 17. R. v.15 
(R.) I will sing of your salvation. 
1.  In you, O Lord, I take refuge; let me never be put to shame. In your 

justice rescue me, free me: pay heed to me and save me. (R.) 
2. Be a rock where I can take refuge, a mighty stronghold to save me; for 

you are my rock, my stronghold. Free me from the hand of the wicked. 
(R.) 

3. It is you, O Lord, who are my hope, my trust, O Lord, since my youth. 
On you I have leaned from my birth, from my mother’s womb you have 
been my help. (R.) 

4. My lips will tell of your justice and day by day of your help. O God, 
you have taught me from my youth and I proclaim your wonders still.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2:31-13:1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last: faith, hope and love; and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Just as a human body, though it is made up of many parts, is a single 
unit Be ambitious for the higher gifts. And I am going to show you a way 
that is better than any of them. 

If I have all the eloquence of men or of angels, but speak without 
love, I am simply a gong booming or a cymbal clashing.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understanding all the mysteries there are, and knowing 
everything, and if I have faith in all its fullness, to move mountains, but 
without love, then I am nothing at all. If I give away all that I possess, 
piece by piece, and if I even let them take my body to burn it, but am 
without love, it will do me no good whatever. 

Love is always patient and kind; it is never jealous; love is never 
boastful or conceited; it is never rude or selfish; it does not take offence, 
and is not resentful. Love takes no pleasure in other people’s sins but 
delights in the truth; it is always ready to excuse, to trust, to hope, and to 
endure whatever comes. 

Love does not come to an end. But if there are gifts of prophecy,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y must fail; or the gift of languages, it will not 
continue for ever; and knowledge – for this, too,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it must fail. For our knowledge is imperfect and our prophesying is 
imperfect; but once perfection comes, all imperfect things will disappear. 
When I was a child, I used to talk like a child, and think like a child, and 
argue like a child, but now I am a man, all childish ways are put behind 
me. Now we are seeing a dim reflection in a mirror; but then we shall be 
seeing face to face. The knowledge that I have now is imperfect; but then I 
shall know as fully as I am known. 

In short,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last: faith, hope and love; and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Lk 4:18 
The Lord sent me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 and freedom to 
prisoners. 
Alleluia! 
 
Gospel Lk 4:21-30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Jesus, like Elijah and Elisha, was not sent only to the Jews. 

Jesus began to speak in the synagogue, ‘This text is being fulfilled 
today even as you listen.’ And he won the approval of all,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gracious words that came from his lips. 

They said, ‘This is Joseph’s son, surely?’ But he replied, ‘No doubt 
you will quote me the saying, “Physician, heal yourself” and tell me, “We 
have heard all that happened in Capernaum, do the same here in your own 
countryside.”’ And he went on, ‘I tell you solemnly, no prophet is ever 
accepted in his ow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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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many widows in Israel, I can assure you, in Elijah’s 
day, when heaven remained shut for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and a great 
famine raged throughout the land, but Elijah was not sent to any one of 
these: he was sent to a widow at Zarephath, a Sidonian town. And in the 
prophet Elisha’s time there were many lepers in Israel, but none of these 
was cured, except the Syrian, Naaman.’ 

When they heard this everyone in the synagogue was enraged. They 
sprang to their feet and hustled him out of the town; and they took him up 
to the brow of the hill their town was built on, intending to throw him 
down the cliff, but he slipped through the crowd and walked away.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Let your face shine on your servant.Save me in your merciful love. O 
Lord, let me never be put to shame, for I call on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