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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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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前來，一齊伏地朝拜，向造我們的上主，屈膝示愛。因為他是
我們的真神。（詠95:6-7） 
 
讀經一（我在這裡，請派遣我！）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6:1-2,3-8 

烏齊雅王逝世那年，我看見上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他的衣邊拖
曳滿殿。「色辣芬」侍立在他左右，他們互相高呼說：「聖！聖！
聖！萬軍的上主！他的光榮充滿大地！」由於呼喊的聲音，門限的基
石也震撼了；殿宇內充滿了煙霧。 

我於是說：「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住
在唇舌不潔的人民中間，竟親眼見了君王——萬軍的上主！」 

當時有一位「色辣芬」飛到我面前，手中拿著火鉗，從祭壇上取
了一塊火炭，接觸我的口說：「你看，這炭接觸了你的口唇，你的邪
惡已經消除，你的罪孽已獲赦免！」 

那時，我聽見上主的聲音說：「我將派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我回答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38:1-2, 2-3, 4-5, 7-8 
【答】：上主，我要在眾神前歌頌你。（詠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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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萬物前，彰顯了

自己的名號和諾言。我幾時呼號你，你就俯允我，並增加我的力
量。【答】 

領：上主，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為他們聽到你的訓諭。上主，
他們都必來歌頌你說：「上主的榮耀偉大無比！」【答】 

領：上主，你以右手拯救我。上主，你必為我完成這工程。上主，你
的仁慈永遠常存；求你不要放棄你的作品。【答】 

 
讀經二（宗徒們宣講耶穌的復活，我們也就這樣信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5:1-11 
弟兄姊妹們： 

我願意你們認清，我們先前給你們所傳報的福音；這福音你們已
接受了，且堅信不移；如果你們照我給你們所傳報的話，持守了福
音，就必因這福音得救，否則，你們就白白地信了。 

我當日把我所領受的，傳授給你們了，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經
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
活了，並且顯現給刻法，以後顯現給那十二人；此後，又一同顯現給
五百多弟兄，其中多半，到現在還活著，有些已經死了。隨後，顯現
給雅各伯，以後，顯現給眾宗徒；最後，也顯現給我這個像流產兒的
人。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個，不配稱為宗徒，因為我迫害過天主的
教會。然而，因天主的恩寵，我成為今日的我；天主賜給我的恩寵，
沒有落空，我比他們眾人更勞碌；其實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寵偕同
我。 

總之，不拘是我，或是他們，我們都這樣傳了；你們也都這樣信
了。——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來，跟隨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 
眾：亞肋路亞。 
 
福音（宗徒們捨棄一切，跟隨了耶穌。） 
恭讀聖路加福音 5:1-11 

那時候，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群眾擁到他面前，要聽天主的
道理。耶穌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漁夫離開了船，正在洗網。耶
穌上了其中一隻屬於西滿的船，請他把船稍微划開，離開陸地；耶穌
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群眾。 

一講完了，耶穌就對西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
吧！」西滿回答說：「老師，我們已整夜勞苦，毫無所獲；但我要遵
照你的話撒網。」 

他們照樣做了，網了許多魚，網也幾乎破裂了。於是，他們呼喚
另一隻船的同伴，來協助他們。他們來到，裝滿了兩隻船，以致船也
幾乎下沉。 

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就跪伏在耶穌面前，說：「主，請你離開
我！因為我是個罪人。」 

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他們所捕獲的魚，都驚駭起來；西滿的
夥伴，即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樣驚駭。 

耶穌對西滿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 
他們把船划到岸邊，就捨棄一切，跟隨了耶穌。——上主的話。 

 
領主詠 
願他們感謝上主的仁慈，稱頌他給人子所顯的奇蹟。因為他使飢渴的
人得到飽飫，使肚餓的人享盡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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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過 
吳智勳神父 

默想: 
     兩個星期前的主日福音裡，耶穌用了依撒意亞先知的話講出了
自己的使命，其中一項是「使俘虜獲得自由」。俘虜廣義上可以說是
罪惡的俘虜，罪惡使人不自由。耶穌傳道的基本訊息便是：「你們要
悔改，信從福音。」(谷 1:15)悔改是假定人犯了罪，人離開從前背
向天主的狀態，回過頭來，面向天主。如果人連最基本有罪的狀態也
不承認，便無悔改的可能。今天第一篇讀經和福音，提供了對罪的了
解及啟示。讓我們對罪過做反省。 
  罪是深入到人心的最深處。小過失是很表面的，但真正的罪卻進
入到人的肺腑裡，把整個人改變。若翰洗者曾說：「我用水洗你們，
但那比我要強的一位要來，祂要用聖神和火洗你們。」用水洗只能洗
到表面，比方洗手洗身，但偏偏用「火」來洗，才能進入人的內心深
處，例如用火去鍊金才能使裡面淨化。所以用火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真正的脫胎換骨是用火。 
  今天第一篇讀經中，依撒意亞接觸天主後便發覺自己的不潔淨：
「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唇舌不潔可能是指他的心不潔淨，才引致
唇舌不潔。天使用一塊炭來接觸他的口唇，意思是用火來淨化他。淨
化是來自天主，只有祂才能真正淨化人的罪過。因此天使告訴他，他
的罪已被消除，內心亦已被淨化。 
  福音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這刻骨銘心的轉化，使西滿變成另外
一個人。西滿並不是第一次接觸耶穌，至少路加福音記載耶穌曾經治
好了他的岳母，這是發生在這漁穫奇跡之前。即是說西滿是認識耶穌
的，所以今天耶穌上他的船，他也沒有拒絕。很可能他亦聽過耶穌的
道理，不過沒有碰到他心靈的最深處；可能他跟其他以色列人一樣，
認為耶穌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他也如此稱呼耶穌，對耶穌仍然
是處於一無所求的境界。故事說很多人擁到耶穌跟前，聽祂講道，但
西滿卻沒有，他留在湖邊洗網。他沒有群眾的狂熱，可能他是一個頗
有主見的人，不會這樣容易受群眾的煽動。可是耶穌卻採取主動，偏
偏上了他的船，還叫他稍微划開一點。西滿的感受大概相當複雜，他
當時正在洗漁網，耶穌卻突然上了他的船，使他不能不停工。本來沒
有心理準備聽道理的，現在不能不聽，因為耶穌在他的船上講道理。
路加並沒有記載耶穌今天講甚麼道理，因為他並不著意耶穌講甚麼，
而是願意讓人知道耶穌怎樣進入人的內心深處。 
  耶穌講完道理後對西滿說，「把船划到深處，撒網捕魚吧。」這
樣的一個命令，把它放在當時的情況，是極不合理的。耶穌是一個木
匠，現在頂多也不過是一位老師，祂捕魚的經驗，怎樣也不及出身是
漁夫的西滿。那時是日間，西滿等人整夜勞苦，仍然捕不到，現在日
間撒網一定不及夜間好。我們再從另一角度看，西滿已做了整個晚
上，現在洗網準備休息。可是休息還未開始，便要聽道理，聽完道

理，以為可以睡覺，誰知耶穌又叫他工作，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他的心
情。況且網已洗淨了，現在又要把它弄髒，而且知道現在是捕不到魚
的。但就是在這個不合理的情況之下，西滿仍願意聽耶穌的說話，這
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老師，我們已整夜辛苦了，毫無所獲，但我
要遵照你的話撒網。」這就是耶穌給我們的訊息：「聽天主的話而實
行的人是有福的」（路11：28），「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才是我
的母親和我的兄弟」(路 8:21)。聖母首先做到了，西滿也同樣實行
了；聖母是滿被聖寵者，現在西滿的網裝滿了漁穫，而且多得網也幾
乎要破了，我們可以看見天主也使他充滿恩寵。 
  路加願意藉著這個故事，說明耶穌碰到西滿的內心世界，使他產
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經驗。以前他只是個旁觀者，現在耶穌已經進入
到他的心裡。他的內心深處發生了變化，恩寵使他認識耶穌是誰，他
剛才還稱耶穌為「老師」，現在他稱耶穌為「主」。對耶穌深入的接
觸使他發覺自己的不堪當，因而說出不尋常的話：「主，請離開我，
因為我是個罪人。」的確，人有了對天主的經驗，才會發現自己在有
罪的狀態底下，才會謙遜地承認自己是罪人。路加福音一直只稱「西
滿」，到現在才第一次稱他「伯多祿」，明顯地以新名字表達他的真
正皈依。 
  教過道理的人，會發覺跟慕道者講解罪過十分困難，因為他們往
往沒有罪的意識。人在理性上、心理上，總是抗拒，不承認自己是罪
人，而且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遇到人對罪有抗拒時，最好幫助他像
伯多祿一樣接觸天主，同時為他祈禱，祈求天主接觸這個人，因為要
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是人努力的成果，而是天主的恩寵。一個最簡單
的秘訣便是要求他按耶穌的話去做，保証他像伯多祿一樣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到底伯多祿犯了什麼罪，路加並沒有提及，因為這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現在他已是一個自由人，耶穌基督使他自由，也使
他喜樂地捨棄從前認為很重要的魚穫而去跟隨耶穌。 
 
反省與實踐: 
1. 路加藉著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如何進入了西滿的內心世界。回想

一下，耶穌如何進入了你的內心深處？現在，你願意再度「划到
深處」嗎？ 

2. 路加並沒有提及伯多祿犯了什麼罪，因為最重要的是，他在真正
的皈依之後，已經變成一個自由的人了。當我們面對天主的時
候，願意向祂赤裸敞開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呢？願我們能夠在不斷
皈依的路上，體驗到天主恩寵所賜予的釋放與喜樂。 

 

禱文： 
1. 請為我們彼此祈禱。求主讓我們的信仰生活能日漸進深，幫助我

們時常轉向天主，使我們的靈魂不斷地被淨化，並更深地體驗到
在天主內的自由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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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為慕道者祈禱。親愛的天主，禰親自召喚他們、吸引他們來認
識禰及禰的教會，求禰幫助他們能體悟到禰是能夠赦罪的天主，
同時也是一位充滿慈愛的天主，使他們的心能夠更多地向禰敞
露，願意捨棄以往的罪過而喜樂地來跟隨禰。 
 
 

 

划到深處去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一個木匠會懂多少捕魚常識呢？也許那正是漁夫們心中所疑惑
的――至少我會這樣想像。後來耶穌給他起名叫伯多祿（即磐石）的
西滿與他的兄弟安德肋，以及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都靠捕魚
為生。他們子繼父職，是捕魚的行家，對何時、何處下網捕魚瞭若指
掌，並且深諳捕魚的辛勞和危險――革乃撒勒湖常會毫無預警地颳起
颶風，自古以來傾覆無數船隻。（數年前，有一艘被確定在耶穌時代
傾覆的沈船，從革乃撒勒湖底的淤泥裡被打撈上來，此後成為湖畔一
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耶穌顯然是捕魚的外行，因為祂生長在內陸地帶的納匝肋，從
事完全不同的行業。一個木匠會懂多少一個漁夫的行業呢？然而這裡
卻發生一件神奇之事：耶穌上了漁船，敦促漁夫們說：「划到深處
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 
   雖然漁夫們心知肚明，在此刻划到深處去真的沒有甚麼意義，
因為他們已經「整夜勞苦，毫無所獲」，魚又怎麼可能在大白天忽然
匯聚成群，等著被捕撈呢？但他們還是遵照耶穌的話撒下了魚網。儘
管完全背離漁夫們的豐富經驗，他們願意再試一次，結果網了許多
魚，多到要網破、船沈的程度！ 
「划到深處去！」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特
別援引了耶穌勸誡伯多祿的這句話語。先教宗向所有基督徒大聲疾
呼：「再撒一次網吧！」這個千禧年過後，教會生活行動的號召相當
令人欣喜與振奮：教宗的叮嚀絲毫不含「好時光一去不復返」的疲
憊、悲觀語氣；恰恰相反，「划到深處去！」給予基督徒勇氣，鼓勵
眾人再試一次，不要哀嘆自己無能為力，不要抱怨自己甚麼都試過
了，不要責怪凡事徒勞無益。這位伯多祿繼承人的回應，正像伯多祿
一樣，把信賴完全建築在耶穌身上：「主啊，我要遵照禰的話撒
網！」 
   今天福音讀經的內容，能夠在許多不同的境遇裡幫助我們。在
人際關係上、在工作場所中，有誰沒有經歷過「山窮水盡疑無路」的
窘境呢？現今有不少堂區也陷於困頓，儘管種種努力都嘗試過，境況
仍舊愈來愈糟，事情愈來愈難以推展。請聽，耶穌藉著祂的福音、藉

著有過相同經驗的人，對我們說：「再試一次吧！信賴我，信賴我的
幫助！不要忘記，我與你同舟共濟！」 
   當伯多祿出乎意料地網了許多魚時，他不禁脫口而出：「主，
請禰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天主在耶穌身上的臨在，嚇壞了伯
多祿。每當我們意識到天主的偉大與神聖時，都會不由自主地被震懾
住。那種感覺有時在欣賞大自然時也會產生：「偉哉天主！」或者，
脫離險惡困境時，我們也會讚歎：「主啊，禰在荒漠中拯救了我！」
在這些時刻裡，我們會立定誓願：「我必須改造我的生活！」伯多祿
這樣做了，他捨棄一切，跟隨了耶穌，成為一位傑出的「捕人的漁
夫」。他的實例，鼓舞我們去信賴耶穌的話：「划到深處去！」 
 
反省與實踐: 
1. 伯多祿等人，是專業漁夫，卻聽從了非專業的耶穌的建議，划向

深處，因而捕到一大群魚。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啟示？ 
2. 我相信耶穌是救主，超越一切，因而信靠他、聽從他、跟隨他

嗎？ 
3. 耶穌邀請伯多祿等人，成為「捕人的漁夫」，我是否也願意答覆

這呼召，把人帶到耶穌面前？ 
 

禱文： 
1. 請為基督徒祈禱。耶穌真實在我們生活中臨在，放下自我，信任

耶穌，事情將會改變。祈求上主恩賜我們和伯多祿一樣的信心，
聽從耶穌的話語，划向深處，以迎接上主的美好恩賜。 

2. 請為所有的病人祈禱。全世界有許多主所愛的人病了，懷著對仁
慈之主的信心，我們祈求上主恩賜所有病人，都能因主的安慰，
減輕痛苦，並將病苦和主基督的痛苦結合，化成為世人的祈禱。 

 
 

第五主日"漁人的漁夫"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常年期第五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依
撒意亞先知書第6章第1到8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15章第1
到11節（短式：第15章第3到8以及11節），聖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11
節。福音與讀經一都講一個聖召的故事。 

我們很容易感覺到聖路加在撰寫本主日的福音記載時的內心快
樂。耶穌在聚集了他的門徒之后，要開始在群眾中間履行自己的任
務。他已動員了他的教會，現在要以群眾老師的身份親自出場。這是
一個重要的時刻。在這時刻，聖伯多祿宗徒要從耶穌手中領受他的使
命。聖路加特意布置了一個隆重的場面，把耶穌的話語記錄得特別庄
嚴，來強調這一事件在教會歷史上的重要性。 



 

 

4 

 

群眾擁到耶穌跟前。但是，耶穌登上了一只漁船，叫船主西滿把
它稍微划出去，不是為避開群眾，而是為更方便向他們講道理。耶穌
登上西滿的漁船，這個情節有沒有象征的意義呢？看來是有的。以后
的捕魚奇跡也有同樣的目的。聖路加對這些情節的渲染，目的是要引
起我們對耶穌所要宣布的事實的注意。 西滿和他的同伴，見到了捕
魚奇跡，都十分驚訝。他十分謙遜地崇拜了無窮偉大的天主。聖路加
是在耶穌復活以后撰寫這一章福音的，他知道聖伯多祿曾三次否認過
耶穌。他描述聖伯多祿的謙遜說：「主啊！請遠離我吧！因為我是個
罪人哪！」 

接著便是本主日彌撒福音記載的頂峰。「從今以后，你要做漁人
的漁夫！（你將綱羅的，是人。）」從此，宗徒們拋棄了一切，去跟
隨耶穌，聖伯多祿則領受了他作「漁人的漁夫」的使命。在本主日的
彌撒福音中聖路加已經描繪了教會的藍圖。這教會將在聖神降臨那天
彰顯出來。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記載依撒意亞先知蒙召的故事。依撒意亞
先知，在耶路撒冷聖殿里所經驗的一個神視中，看見了天主的聖德。
他也像聖伯多祿宗徒一樣，驚恐失色，喊著說：「我有禍了！我命不
久矣！因為我是唇舌不潔的人，住在唇舌不潔的人民中間，竟親眼看
見君王、萬軍的上主！」天主用一塊火紅的炭，消除了他的罪孽，派
給了他先知的任務。 

本主日彌撒中的答唱詠援引聖詠第138首的話語祈求仁慈的天
主，說：「上主，你的慈愛永世無窮，不要放棄你親手創造的杰
作！」是的，天主因他的無窮慈愛沒有放棄他的教會。今日仍有許多
人，在他們寂靜的心中，靈性和人性軟弱的情況下，接觸了天主的崇
高聖德。天主也用火紅的炭，潔 他們﹔他們也便拋棄了一切，去跟
隨基督，去作漁人的漁夫。奇跡是常常發生的﹔我們看不見它，不去
想它，然而教會卻在不斷地經歷著它。從前基督在捕魚的奇跡中給予
他宗徒們的生命力和動力，今日仍在教會內繼續產生作用，歷史上的
任何迫害都不能扑滅它。耶穌說的「你要做漁人的漁夫！」這句話在
今日的世界上仍舊不斷地響亮著，任何事件或人物都不能削弱它的號
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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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聖傳 
天主為使人認識祂而獲得救恩，不斷顯示自己，並向人通傳。主

基督降臨人間滿全所有啟示，祂展現天父的慈愛，並命令宗徒們將祂
實現及親口宣布的福音，向所有人宣講。宗徒與其繼承者都是福音的

傳授人，我們藉著洗禮加入教會，成為天主的子女，也同樣接受派
遣，履行傳教的使命。 
    今天的讀經和福音主題都講述天主的召叫和信徒的使命。依撒意
亞先知接觸天主後，覺察自己的不潔和罪污，天使用火淨化他，消除
他的邪惡，然後接受派遣。讀經二中聖保祿宗徒強調「基督為我們的
罪死了，第三天復活了。」這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保祿經驗復活的
主而脫胎換骨，開始傳報基督的喜訊、為主作證。我們每位信徒接受
洗禮後，不是也擁有相同的基督徒身份和使命嗎？ 
    在福音選篇中，耶穌召喚伯多祿成為捕人的漁夫，並主動上了西
滿（伯多祿）的船，指示他：「划到深處，撒網捕魚！」西滿信靠耶
穌，結果滿載而歸，跟隨了基督，他日後更成為宗徒的首長，教會的
第一任教宗。 
    今天的教會亦仿如汪洋中的一艘船，我們信眾被召上船，就如伯
多祿一樣，要捨棄舊我、活於基督的愛內，遵行他的訓誨。我們更要
將這「福音之船」划到深處，深入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種族、信仰的
人群中，廣傳基督的喜訊，勸人悔改皈依，信從福音。這正是教會福
傳使命的本質－「藉此把天主的恩惠，通傳給人們，並以福音作為一
切得救的真理和道德規範的根源。」（教理75） 
    福音的傳遞，首先是生命的傳遞，昔日宗徒們將他們從基督身上
領受的道理及生活體驗，傳授給他們所遇到的人。其後宗徒及他們的
弟子把基督委託給他們的救恩喜訊，在聖神的默感下，編寫成為聖
經。除此之外，宗徒們的傳授還包括勸勉信眾善度天主子民的生活及
持守信德的一切準則。事實上，福音的宣講及傳授，是藉著宗徒繼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而延續。為使福音在教會內永久保持完整
而有生氣，宗徒們立了主教們作為繼承者，並把自己的訓導職權傳授
給他們。 （參教理76,77） 
    耶穌基督應允天天與我們在一起。的確，聖父透過聖子，在聖神
內所作的自我通傳，不斷在教會內臨現和進行。過去曾發言的天主，
今天仍不斷與我們接觸、發言。福音就是充滿喜樂生命的聲音，藉聖
神而響遍教會，更藉教會而傳遍普世。聖神引領信友走向一切真理，
並使基督的話在信徒心中洋溢及產生轉化。這些來自宗徒的傳授，在
教會內延續不息，正是依賴聖傳及聖經所組的「神聖寶庫」。「聖經
是天主的話，是在聖神的默感下寫成的」，「聖傳保存了主基督及聖
神託付給宗徒們的天主聖言，並把它完整地傳授給他們的繼承者，使
之在真理之神的光照下，能以自己的宣講，把天主的話忠實地保存、
陳述及傳揚。」就這樣，聖傳與聖經緊密地相連相通，因為二者源自
同一神聖泉源，在聖神內完成傳遞，並使基督的奧跡在教會內臨現。
如此教會在它的教義、生活和敬禮中，把本身所是以及所信的一切，
都傳諸於世，歷久而不衰。（參《啟示憲章7-9》) 
    二千多年來，教會不斷召喚信徒承擔福傳的責任，時刻提醒我們
重視聖經、聖傳和訓導權的傳承、珍惜蘊藏在聖傳和聖經裡的「信仰
寶庫」。歷任教宗及主教們在繼承主教職位時，領受了正確闡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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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恩。在聖神的助佑下，他們正確地解釋天主的聖言，帶領著信
眾，朝著天主的圓滿真理邁進。當全體子民依附著它，在宗徒的訓誨
及共融內，與自己的牧者團結一致，持之以恆，在堅守、實踐及宣認
所傳授的信仰時，牧者與信徒間建立一種特殊的精神團結。（參教理
84） 
    基督的復活不是停留在過去的事件，它有貫穿時代的生命力，催
迫所有信徒成為福傳的執行者。但是我們先要明瞭福傳並不是個人的
事業，而是要配合天主偉大的救恩計劃。我們縱然唇舌不潔，能力有
限，但因著天主的恩寵，我們同蒙召叫，同被差遣。我們必須堅守聖
傳、聖經及教會的訓導，在聖神的助佑、基督的同行中有效地轉化自
己、傳揚天國的喜訊。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有否加入善會、團體、分擔教會的職務，為傳揚福音而努力？ 
2. 你有沒有嘗試把福音訊息帶給不同信仰、文化的人，你遇到困難

嗎？ 
3. 你選擇甚麼方式來學習、陳述及傳揚天主的話？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召選首批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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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六
16）的開始，敘述耶穌召選伯多祿和其他門徒的故事。四部福音都有
關於耶穌召叫門徒的記載，根據馬爾谷福音耶穌公開生活的第一個行
動就是招收門徒（谷一16-20）；路加福音提供一個不同的敘述：耶
穌召選門徒的行動並不是在他公開生活的開始，而是在已經生活了一
段時間之後。就常情而言可以輕易地推斷，路加的敘述大概比較符合
歷史的真實情況。 
群眾渴望聆聽聖言 
故事發生在革乃撒肋湖，也就是加里肋亞湖邊。當時，耶穌在湖邊站
著，群眾們擁到他跟前，要聽「天主的道理」。思高聖經所翻譯的
「天主的道理」，原文就是「天主的話」，這是路加在他的雙重作品
中 ― 福音和宗徒大事錄 ― 常常使用的語句，表達耶穌的宣講內
容，同時也是初期教會宣講的核心概念。基督徒的宣講基礎來自於耶
穌的宣講，而其最深的根源則來自天主（參閱：得前二13）。 

耶穌的「老朋友」 
耶穌「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漁夫下了船正在洗網。」耶穌登上屬
於西滿的船上，對於按著順序閱讀福音的讀者而言，應該已經認識西
滿，因為他在此之前已經出現（路四38）；耶穌的行動也顯示他們應
該彼此熟識。耶穌上了他的船後就坐下，向群眾們宣講天主的話，傳
報天國的喜訊（參閱：路四43）。這段記載一方面表達當時的實際需
要，耶穌為了宣講方便，必須和群眾保持一段距離，最好的方式就是
能夠由在湖中的船上，向岸上的群眾講話；但另一方面這個敘述也同
時預先為下面的敘述埋下了伏筆。 
捕魚奇蹟 
耶穌結束宣講後轉向西滿，對他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
罷！」西滿代表在場的漁夫回答耶穌：「老師，我們已整夜勞苦，毫
無所獲。」這說明他們已經在最適合捕魚的時間努力工作了，但卻沒
有任何成果。雖然如此，西滿卻同時表達出他對耶穌特別的信賴，而
對祂說：「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西滿和同伴們遂按著耶穌的話撒
了網，結果和他們之前的努力大不相同，他們得到難以置信的豐收，
甚至漁網也險些破裂，以致於必須招呼另一隻船上的同伴來協助收
網。他們網到的漁獲竟裝滿了兩隻船，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奇
蹟。 
奇蹟的效果 
雖然路加在六14才報導耶穌給西滿起名伯多祿，但是在這裡已經出現
了西滿伯多祿，表達出他在後來宗徒團體中的特殊領導地位。這個事
件令西滿伯多祿大為驚異，深深領悟到自己所經歷的是超越人性的天
主性力量。因此他以朝拜神的姿態跪伏在耶穌前，對祂說：「主，請
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伯多祿自稱為罪人，大概有兩個解釋
的可能性：首先，這是一般性的自然反應，因為人面對神聖的時候，
都會自然地感到自慚形穢（參閱：依六5）；其次，這段經文可能已
經預先隱射，伯多祿日後三次否定耶穌的行為（路二二33-62）。 
召叫門徒 
  不只是西滿，而是所有看見這個奇蹟的人都驚駭起來。路加一直到
這裡才提出和西滿一起工作的伙伴是誰，他們是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
和若望（比較：谷一19），但是路加並沒有描寫他們對這個奇蹟有其
他特別的反應。耶穌對西滿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
漁夫！」這是一個隱喻性的說法，表達他將要為耶穌而聚集群眾（參
閱：耶十六16）。雖然路加並沒有直接記載，耶穌召叫他們跟隨祂，
卻報導西滿以及他的伙伴們都拋棄了家庭和一切，跟隨了耶穌，因此
這的確是一個召叫的故事。 
綜合反省 
這段敘述結構緊湊而且表達生動，充滿了神學含意豐富的話語，例
如：「天主的話」（第1節）、「我要遵照你的話」（5）、「西滿伯
多祿」（8）、「不要害怕」（10）、「捕人的漁夫」（10）。這一
切都說明，路加在這裡所描寫的是一個理想性的召叫故事，表達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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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天主性顯現」的情境中召叫人跟隨他（參閱：依六1-11；宗
九）。 
透過這個敘述路加使他的第一個讀者 ― 德敖斐羅 ― 和日後所有的
讀者確信：雖然西滿伯多祿曾經犯有重罪，耶穌仍然特別召選他，賦
予他重要的使命和職務，要求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努力，將耶穌的教導
繼續傳給人，為「天主的話」贏得更多的信眾以及跟隨者。不論是對
西滿或其他任何人而言，為了達成這個使命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聽
從耶穌的召喚、捨棄一切，在絕對的信賴之中生活，接受並執行耶穌
所派遣的使命與工作。 
 
 

  



 

 

7 

 

6 February  2022 Fif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r C 
 

Entrance Antiphon  
O come, let us worship God and bow low before the God who made us, for he is 
the Lord our God. 
 
First Reading Is 6:1-8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Here am I! Send me. 

In the year of King Uzziah’s death I saw the Lord seated on a high 
throne; his train filled the sanctuary; above him stood seraphs, each one 
with six wings. And they cried out to one another in this wa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of hosts. His glory fills the whole eart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hreshold shook with the voice of the one who cried out, and the 
Temple was filled with smoke. I said: ‘What a wretched state I am in! I am 
lost, for I am a man of unclean lips and I live among a people of unclean 
lips, and my eyes have looked at the King, the Lord of hosts.’ Then one of 
the seraphs flew to me, holding in his hand a live coal which he had taken 
from the altar with a pair of tongs. With this he touched my mouth and 
said: ‘See now, this has touched your lips, your sin is taken away, your 
iniquity is purged.’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Who will be our messenger?’ I answered, ‘Here I am, send 
m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37:1-5. 7-8. R. v.1 
(R.) In the sight of the angels I will sing your praises,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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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earth’s kings shall thank you when they hear the words of your 
mouth. They shall sing of the Lord’s ways; ‘How great is the glory of 
the Lord!’ (R.) 

4. You stretch out your hand and save me, your hand will do all things for 
me. Your love, O Lord, is eternal, discard no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R.) 

 
Second Reading 1 Cor 15:1-11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I preach what they preach, and this is what you believe. 
Brothers, I want to remind you of the gospel I preached to you, the 

gospel that you received and in which you are firmly established; because 
the gospel will save you only if you keep believing exactly what I 
preached to you – believing anything else will not lead to anything. 

Well then, in the first place, I taught you what I had been taught 
myself, namely that Christ died for our si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that he was buried; and that he was raised to life on the third 
d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that he appeared first to Cephas and 
secondly to the Twelve. Next he appeared t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of the 
brothers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whom are still alive, though some have 
died; then he appeared to James, and then to all the apostles; and last of all 
he appeared to me too; it was as though I was born when no one expected 
it. 

I a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in fact, since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I hardly deserve the name apostle; but by God’s grace that is what 
I am, and the grace that he gave me has not been fruitless. On the contrary, 
I, or rather the grace of God that is with me, have worked harder than any 
of the others; but what matters is that I preach what they preach, and this is 
what you all believ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Mt 4:19 
Come follow me, says the Lord, and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y people. 
Alleluia! 
 
Gospel Lk 5:1-1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hey left everything and followed him. 

Jesus was standing one day by the lake of Gennesaret, with the 
crowd pressing round him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when he caught 
sight of two boats close to the bank. The fishermen had gone out of them 
and were washing their nets. He got into one of the boats – it was Simon’s 
– and asked him to put out a little from the shore. Then he sat down and 
taught the crowds from the boat. 

When 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he said to Simon, ‘Put out into deep 
water and pay out your nets for a catch.’ ‘Master,’ Simon replied ‘we 
worked hard all night long and caught nothing, but if you say so, I will pay 
out the nets.’ And when they had done this they netted such a huge 
number of fish that their nets began to tear, so they signalled to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other boat to come and help them; when these came, 
they filled the two boats to sink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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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Simon Peter saw this he fell at the knees of Jesus saying, 
‘Leave me Lord; I am a sinful man.’ For he and all his companions were 
completely overcome by the catch they had made; so also were James and 
John, sons of Zebedee, who were Simon’s partners. But Jesus said to 
Simon, ‘Do not be afraid; from now on it is men you will catch.’ Then, 
bringing their boats back to land, they left everything and followed him.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Let them thank the Lord for his mercy, his wonders for the children of 
men, for he satisfies the thirsty soul, and the hungry he fills with good 
th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