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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七主日 

 
當我們眼中只有自己，並無其他，受造界開始被濫用。全能的主，祢
臨在於宇宙萬物，以及最卑微的受造物中。祢以祢的柔和溫婉籠罩天
地萬物。 
 
進堂詠 
上主，求你速來救我：作我避難的磐石，獲救的堡壘。因為你是我的
磐石，我的堡壘，為了你的名，求你引導我，指教我。（詠31:3-4） 
 
讀經一（上主把撒烏耳交在達味手裡，達味卻不願伸手加害。） 
恭讀撒慕爾紀上 26:2,7-9,12-13,22-23 

那時候，撒烏耳動身下到齊弗曠野，同他去的，有三千以色列精
兵，在齊弗曠野，搜捕達味。 

達味和阿彼瑟，在夜間深入敵營，見撒烏耳睡在軍營中央，他的
槍插在他頭部旁邊的地上；阿貝乃爾和部隊，睡在他四周。 

阿彼瑟對達味說：「今天，天主將你的仇人，交在你手裡了！現
在，讓我用他的槍，把他釘在地上，只要一下，不需要第二下。」達
味卻對阿彼瑟說：「不可殺他！因為誰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傅者，而
能無罪呢？」 

達味於是從撒烏耳頭部旁邊，拿走了槍和水壺，兩人就走了。誰
也沒有看見，誰也沒有理會，誰也沒有醒來，都沉睡了，因為上主使
他們呼呼大睡。 

達味走到對面，站在離撒烏耳相距很遠的山頭上，大聲喊說：
「大王的槍在這裡，叫一個僕人過來拿回去吧！願上主報答各人的正
義和忠誠！因為今天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但我卻不願伸手加害上主
的受傅者。」——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03:1-2, 3-4, 8,10, 12-13 
【答】：上主富於仁愛寬恕。（詠103:8） 
領：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我的五內，請讚頌上主的名。我的靈

魂，請讚頌上主，請你不要忘記他的恩寵。【答】 
領：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種罪行；是他治瘉了你的一切病苦；是他叫你

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他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
冕。【答】 

領：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其慈悲，遲於發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
惡，對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過犯，報復我們。【答】 

領：就如東方距離西方，有多麼遠，他使我們的罪過，離我們也多
遠；就如父親怎樣憐愛自己的兒女，上主也怎樣憐愛敬畏自己的
人。【答】 

 

讀經二（我們怎樣帶著那屬於土的肖像，也要怎樣帶著那屬於天上的肖像。）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5:45-49 
弟兄姊妹們： 

經上這樣記載：「第一個人亞當，成了生靈」，最後的亞當，成
了使人生活的神。 

但屬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屬生靈的，然後才是屬神的。第一個人
出於地、屬於土，第二個人出於天。那屬於土的怎樣，凡屬於土的也
怎樣；那屬於天上的怎樣，凡屬於天上的也怎樣。 

我們怎樣帶著那屬於土的肖像，也要怎樣帶著那屬於天上的肖
像。——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

們。（若13:34）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恭讀聖路加福音 6:27-38 

那時候，耶穌向門徒說： 
「應愛你們的仇人，善待那惱恨你們的人；應祝福那詛咒你們的

人；為毀謗你們的人祈禱。有人打你的面頰，也把另一面轉給他；有
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擋他拿你的內衣。凡求你的，就給他；有
人拿去你的東西，別再索回。 

「你們願意人怎樣對待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人。如果你們愛那愛
你們的人，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
們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這樣
做。你們若借給那些有希望償還的人，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就是罪
人也借給罪人，為能如數收回。 

「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借出去，不要再指望
收回。如此，你們的賞報必是豐厚的，且要成為至高者的子女，因為
他對待忘恩負義的人和惡人，也是仁慈的。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
的父那樣慈悲。 

「你們不要判斷，你們也就不受判斷；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
罪；你們要赦免，也就蒙赦免。你們給，也就給你們；並且還要用好
的，連按帶搖，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麼升
斗量給人，也用什麼升斗量給你們。」——上主的話。 
 
領主詠 
他們吃了，而且吃得十分飽飫。天主滿足了他們的需要。（參閱詠
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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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真福與避真禍 
吳智勳神父 

默想: 
     今日的福音是繼續上星期路加所講的真福與真禍。在真福境界
中的人，即那些貧窮、饑餓、哭泣、為基督受苦的，雖然得到天主特
別的祝福，仍然需要在生活中作具體回應，纔享有真福。同樣，那些
富有、飽飫、歡笑、受誇讚的，亦非完全沒有轉機，耶穌跟著教人如
何獲真福及避真禍。 
  在獲真福中，耶穌首先提出「愛你們的仇人」。有人批評愛仇不
近人情、不合理、非人性的自然流露。其實，耶穌在祂那個時代提出
愛仇是更具挑戰性的。那時猶太人有很多仇人：統治他們的羅馬人、
其他外邦人、甚至同宗的撒瑪黎雅人都憎恨他們，有機會便侮辱、欺
壓、恥笑、搜刮他們。要求他們愛仇人是極為困難的，一如在日治時
代，要中國人愛日本皇軍幾乎是不可能；那時的神父向中國教友講愛
仇一定很為難。但是，耶穌仍然講愛仇的啟示；不過，祂所講的
「愛」和我們一般理解的「愛」不很一樣。在希臘文裏，「愛」字有
很多寫法，比方父母對子女的愛、朋友間的愛、夫婦的愛，都是用不
同的字去表達。耶穌並沒有要求人對仇人有一種自然流露的愛；祂清
楚說明了如何愛仇人：「要善待憎恨你們的人，祝福那些詛咒你們的
人，為譭謗你們的人祈禱。」 
  耶穌跟著用很多實例去解釋這點：「有人摑你的面頰，把另一邊
轉給他。」摑你的面是有意侮辱你。侮辱最難受，因為傷害人的尊
嚴。中國人有句話：「士可殺，不可辱」，即是說被侮辱時，必要還
我公道，甚至和他拼命也在所不計。但耶穌卻願意基督徒放棄報復，
不光是消極地壓制自己，而且更積極的多走一步，把另一邊臉也轉給
他。另一個例子是：「別人要拿你的外衣，連內衣也給他。」這裏指
別人侵犯你的權利，因為猶太人有法律不能拿別人的外衣；在晚上外
衣是用來當被子蓋著的，沒有外衣可能要冷死。猶太人很注重這個權
利，不過拿走外衣的，大概都是外邦人，他們會漠視猶太人的法律和
權利。猶太人與其發怒懷恨，不如出高招連內衣也給他；在沒有東西
再讓人拿走時，你比別人自由得多！放棄報復，愛你的仇人，把公道
交給天主，這樣做可以把邪惡連根拔起。 
  另一方面，在真禍境況中的人，即那些富有、飽飫、歡笑、受稱
讚的，並非絕望。當你願意跟別人分享所有，便可跳出真禍。耶穌舉
了些例子：「凡求你的，就給他。」當然你擁有別人才向你求，那麼
你要跟他分享你的所有。「有人拿去你的東西，別再索回。」這裏大
概是指不問自取。當時偷竊罪罰得很重，如果一個人在嚴懲下仍然冒
險偷竊，他必定生活在急需裏；你不追究便是善待這些人，你便可跳
出真禍。「借出，不要希望收回。」這比舊約中的猶太人還要走前一
步。猶太人有法例，借錢給有急需的不要收取利息；耶穌要求連本金

也不取回。這一切都以愛的金科玉律為基礎：「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個標準比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更高一層，基督徒不應滿足於不作壞事，而要勇於做好事。 
  願意跟別人分享所有的確不容易，需要有來自天主的力量。因
此，耶穌接著說：「你們應該慈悲，好像天父那樣慈悲。」意思是
說，如果你想慈悲待人，你首先要感受到天父對你的慈悲。所以，你
要謙遜地求天父給你這份恩寵。這不是人苦苦鍛鍊出來的結果，而是
從上而下的恩賜。當我們順應天主這份自上而下的恩寵時，我們會有
意想不到的驚喜。耶穌用了一些很形象的東西描述這份驚喜：天主會
用十足的升斗，「連按帶搖，以至外溢，然後倒在你們的懷裡。」天
主就是這樣把恩寵豐滿的、突然的倒在你們的懷裏。 
  為那些感受到天主慈愛的人，實踐真福或跳出真禍是可能的。真
福的生活，並不光是基督徒遙不可及的理想。等到天主自上而下的恩
寵到來時，愛仇人、跟別人分享所有，都變得可能！天主總是個不可
思議、令人驚喜的天主！ 
 
反省與實踐: 
1. 什麼是「把公道交給天主」？你同意嗎？如果我們能把「別人的

侵占」轉化為「願意和他人分享」，這麼做會使你更為自由（就
像「悲慘世界」故事一開始出現的那位仁慈主教），讓我們在生
活中親自體驗看看吧！ 

2. 基督徒不僅不做壞事，更要勇於做好事。那麼，你能期許自己做
到哪些好事並具體實踐嗎？ 

3. 想一想，這一週能夠和哪些人分享哪些事物？再想一想，是不是
可以和他人再分享多一點？天主將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喔！ 

 

禱文： 
1. 請為我們眾人祈禱。仁慈的天主，求禰賜給我們慈悲待人的恩

寵，如同我們的天父那樣慈悲。願我們眾人時常謙遜地來到禰跟
前向禰求這份恩寵，使我們能更多地將禰的生命彰顯出來。 

2. 請為政府各級首長祈禱。求主幫助他們能以智慧與無私的心善用
個人的職權，並善盡職守、積極謀求社會及人民的福利。 
 

 
 

第七主日"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有人問孔子說：「以德報怨，何如？」孔子答道：「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本主日常年期第七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
福音分別取自撒慕爾紀上第26章第2,7到9,12到13，以及22到2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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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15章第45到49節﹔聖路加福音第6章第
27到38節。 

在本主日的彌撒福音中，耶穌卻教導我們要「以德報怨」。 
耶穌認為以德報德是理所當然的，而以德報怨，才是他的信徒的

特色。 
孔子所以不贊成以德報怨，有兩個理由。第一，他認為這是不合

人情的行為﹔第二，他恐怕有人藉此矯情炫示，作出沽名釣譽的勾
當。耶穌知道自己的訓誨非同凡響，所以他用了「但是我給你們說」
這句話來開始他的講話，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矯情炫示，作出沽名釣
譽的行為。相反，他所宣講的愛仇道理是基于基督信徒的心地謙虛。
每一個道地的基督信徒都知道自己是蒙受了天主的恩愛，被天主寬恕
了的人。在他們日常誦念的天主經中就有這麼一句話說：「求你寬恕
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對他們來說，愛仇好比還
債，是一種義務。 

本主日的彌撒福音是聖路加所記述的耶穌山中聖訓中的一個段
落。當聖路加編寫福音，記述這篇訓詞時，初期教會已經開始遭遇了
迫害。聖路加在他著作的另一本書《宗徒大事錄》中記述了執事斯德
望殉道事跡。他特別強調了聖斯德望去世前為迫害他的人們向天主呼
求寬恕的情節。 

當他們用石頭砸斯德望的時候，他祈求說：「主耶穌！接我的靈
魂去吧！」遂屈膝跪下，大聲呼喊說：「主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
說了這話，就死了。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記載達味拒絕刺死迫害他的撒烏耳。 
如果說聖斯德望是基督的忠實信徒，達味是耶穌的預像。那麼聖

斯德望和達味，都給我們樹立了愛仇的榜樣，也給我們留下了教訓。
當我們在教難中，我們特別需要天主的憐憫，以扶助我們各自堅持信
德﹔這時候我們更有必要，遵守基督給我們立定的愛仇的命令。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愛的金科玉律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福音選自路五1-11，是路加福音中一個新的大段落（五1-路
加所記載的耶穌的「平原言論」（路六20-49）共有三個大段落，首
先是「四個祝福與詛咒」（20-26），其次是關於「愛仇」的教導
（27-38），接著是關於自我批評的「比喻」（39-46），最後是整段
教導的結語（47-49）。這個主日的福音主要是關於「愛仇」的教
導，但也含有一些其他的主題（路六27-38）。 
愛仇（27-28、32-35） 

這段經文最主要的重點是關於「愛仇」的教導。我們首先要注意耶穌
發言的對象是他的門徒（六20），因此對路加而言，「愛仇」並不是
一般普遍性的原則，而是耶穌的門徒（基督徒）特殊的生活態度。基
督徒雖然經驗到天國臨在的事實，但是天國的臨在並沒有將現實生活
中的苦難與考驗完全去除，這一點對初期教會而言尤其真實。初期基
督徒團體在當時社會中是缺乏特殊保護的、弱勢的、遭受壓迫的團
體，基督徒的仇人是比較強勢的、握有權勢的團體。路加對生活在這
種具體環境中的基督徒提出耶穌的教導：他們應該愛他們的仇人，善
待惱恨他們的人，祝福詛咒他們的人，為毀謗他們的人祈禱（27-
28）。對於遭受迫害的人而言，他們最後所能做的回應就是「為迫害
他們的人祈禱」，路加也在他的作品中提出耶穌（路二三24）和斯德
望（宗七60）作為最好的榜樣。 
「愛仇」是與一切人平安共處 
注意到路加當時所處的具體環境，讀者便可瞭解，這段經文中所提到
的愛仇的「愛」並不是一般的情愛之「愛」，並不要求在情感上特別
的表達；只有如此愛仇才是可理解的。愛仇其實就是一個人面對他人
應有的基本態度（參閱：申六5；肋十九18），雖然面對著張力與考
驗，仍能和他人平安共處。當然，這個態度必須超過人性基本的自然
傾向，所以耶穌說「如果我們只愛那愛我們的，或者只善待那善待我
們的」，就毫無特殊之處（32-33）。 
「基督的愛」使基督徒有愛的能力 
耶穌的門徒必須超越人性的層面進到更深的層次，這個要求之所以成
為可能，是因為耶穌的臨在與參與；基督徒永遠不可忘記，在我們和
所謂的仇人之間還存在著一個第三者，一個更重要的角色：耶穌基
督。由於我們從耶穌（天主）領受了豐富的愛與寬恕的經驗，我們才
得到愛的能力，因而能掙脫「報復律」的桎梏，超脫以牙還牙、以眼
還眼的惡性循環。當我們和耶穌一起走向他人時，仇人就不再是仇
人，我們都是基督內的弟兄姊妹。 
放棄抵抗（29-30） 
耶穌在提出愛仇的教導之後，緊接著要求門徒面對任何不當待遇都放
棄抵抗的權利（29-30）；類似的教導也出現在瑪五39-42以及「十二
宗徒訓誨錄」中。這個教導使愛仇的言論得到具體的指示，也反映初
期基督徒具體生活的社會狀況，他們是缺乏保護、遭受迫害的一群，
愛仇成為他們生活中常常面對的課題。 
倫理的「黃金規律」（31） 
耶穌要求門徒愛仇、放棄一切抵抗，並非為了息事寧人，避免更大的
報復，而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理由：「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也要怎
樣待人。」（31）這句話從十八世紀起就被稱為基督徒基督徒倫理的
「黃金規律」，是對於任何報復行動最絕對的批判。天主對人的態度
是基督徒倫理觀最深的根源，他們經驗到天主不斷地寬恕，從不施以
報復；每個人都希望別人像天主一樣對待他，因此他們也應該如此待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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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呼籲 
這段福音中有一個和「黃金規律」相互呼應的句子：「你們應當慈
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36）。舊約傳統對於猶太子民最深的
召喚，就是肖似天主（參閱：肋十九2、18），「慈悲」是猶太傳統
關於天主的特質的描述之一，路加福音對天主的慈悲有特別豐富的描
寫（參閱：路十五），並使之成為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態度。 
不要判斷與彼此贈與（37-38） 
在慈悲的呼籲之後是兩個具體的教導：不要判斷他人，與彼此善待。
不要判斷他人的意思就是不要任意給人貼上標籤，或者強行歸類。基
督徒雖然能夠而且必須強調信仰的價值觀，但仍應保留他人自由抉擇
的權利；唯獨天主有判斷人的權利，誰若判斷他人，便是僭越天主的
地位。 
福音經文最後使用一個商人交易的圖像說明人們應該彼此善待。銷售
穀物的商人大方的將東西送給買主，象徵天主的愛勝過法律。耶穌透
過這個比喻說明人們不可惡毒地彼此報復，而應該彼此善待以表達出
天主無限的愛，因為彼此善待之中，人也更深刻的體驗他們由天主所
得到的恩寵。 
綜合反省 
這段經文中蒐集了耶穌不同的教導，耶穌教導他當時的聽眾，也教導
今日的基督徒「愛仇」。乍看之下這是一個過份的要求，但是基督徒
蒙召的最高目標是肖似天主，「像天父一樣慈悲」。我們在生活中所
經驗的天主的愛，引領我們超越我們的能力，超越本性的限制，達到
天主創造我們的最終目標：和天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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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bruary 2022 Sev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r C 
 

Entrance Antiphon  
Be my protector, O God, a mighty stronghold to save me. For you are my rock, 
my stronghold! Lead me, guide me, for the sake of your name. 
 
First Reading 1 Sm 26:2, 7-9, 12-13, 22-2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Lord has put you in my power, but I will not raise my hand against 
you. 

Saul set off and went down to the wilderness of Ziph, accompanied 
by three thousand men chosen from Israel to search for David in the 
wilderness of Ziph. 

So in the dark David and Abishai made their way towards the force, 
where they found Saul asleep inside the camp, his spear stuck in the 
ground beside his head, with Abner and the troops lying round him. 

Then Abishai said to David, ‘Today God has put your enemy in your 
power; so now let me pin him to the ground with his own spear. Just one 
stroke! I will not need to strike him twice. David answered Abishai, Do 
not kill him, for who can lift his hand against the Lord’s anointed and be 
without guilt?’ David took the spear and the pitcher of water from beside 
Saul’s head, and they made off. No one saw, no one knew, no one woke 
up; they were all asleep, for a deep sleep from the Lord had fallen on 
them. 

David crossed to the other side and halted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 long way off; there was a wide space between them. David then called 
out, ‘Here is the king’s spear. Let one of the soldiers come across and take 
it. The Lord repays everyone for his uprightness and loyalty. Today the 
Lord put you in my power, but I would not raise my hand against the 
Lord’s anoint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02:1-4. 8. 10. 12-13. R. v.8 
(R.) The Lord is kind and merciful. 
1. My sou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ll my being, bless his holy name. My 

soul,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nd never forget all his blessings. (R.) 
2. It is he who forgives all your guilt, who heals every one of your ills, 

who redeems your life from the grave, who crowns you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R.) 

3. The Lord is compassion and love, slow to anger and rich in mercy. He 
does not treat us according to our sins nor repay us according to our 
faults. (R.) 

4. As far as the east is from the west so far does he remove our sins. As a 
father has compassion on his sons, the Lord has pity on those who fear 
him.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5:45-49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Just as we have carried the earthly image, we must carry the heavenly 
image. 

The first man, Adam, as scripture says, became a living soul; but the 
last Adam has become a life-giving spirit. That is, first the one with the 
soul, not the spirit, and after that, the one with the spirit. The first man, 
being from the earth, is earthly by nature; the second man is from heaven. 
As this earthly man was, so are we on earth; and as the heavenly man is, so 
are we in heaven. And we, who have been modelled on the earthly man, 
will be modelled on the heavenly ma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Jn 13:34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Alleluia! 
 
Gospel  Lk 6:27-38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Be merciful as your Father is merciful.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say this to you who are listening: Love 
your enemies, do good to those who hate you, bless those who curse you, 
pray for those who treat you badly. To the man who slaps you on one 
cheek, present the other cheek too; to the man who takes your cloak from 
you, do not refuse your tunic. Give to everyone who asks you, and do not 
ask for your property back from the man who robs you. 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hem to treat you. If you love those who love you, what 
thanks can you expect? Even sinners love those who love them. And if you 
do good to those who do good to you, what thanks can you expect? For 
even sinners do that much. And if you lend to those from whom you hope 
to receive, what thanks can you expect? Even sinners lend to sinners to get 
back the same amount. Instead, love your enemies and do good, and lend 
without any hope of return. You will have a great reward, and you will be 
sons of the Most High, for he himself is kind to the ungrateful and the 
wicked. 

‘Be compassionate as your Father is compassionate. Do not judge, 
and you will not be judged yourselves; do not condemn, and you will not 
be condemned yourselves; grant pardon, and you will be pardoned. Give, 
and there will be gifts for you: a full measure, pressed down, sh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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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and running over, will be poured into your lap; because the 
amount you measure out is the amount you will be given back.’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hey ate and had their fill, and what they craved the Lord gave them; they 
were not disappointed in what they cra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