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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五主日 
  

不要錯過一句良言，一個微笑，以及任何一個小手勢所能表達的平安
和友善。求祢使我們滿溢平安，好讓我們能夠彼以兄弟姐妹相待。 
 
進堂詠 
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因為他行了奇事。上主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救
恩，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亞肋路亞。 
 
讀經一（眾宗徒聚集會眾，報告天主偕同他們，所行的一切大事。） 
恭讀宗徒大事錄 14:21-27 

那時候，保祿和巴爾納伯，在德爾貝城，傳揚福音，使許多人成
為門徒，以後，回到呂斯特辣、依科尼雍和安提約基雅，到處堅固門
徒的心，鼓勵他們堅持信仰，說：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才能進入
天主的國。兩人在各教會給他們選立了長老，在祈禱禁食以後，把他
們託付於他們所信仰的主。 

以後，保祿和巴爾納伯又經過丕息狄雅，來到旁非里雅，在培爾
革，宣講道理以後，下到阿塔肋雅，又從那裡，乘船往安提約基雅。
他們原來是在那裡，被託於天主的恩寵，做現在已完成的工作。他們
一到，就聚集會眾，報告天主偕同他們，所做的一切大事，及怎樣給
外邦人，打開了信德的門。——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45:8-9, 10-11, 12-13 
【答】：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要世世代代頌揚你，永遠歌頌你的

名。（參閱詠145:1） 
領：上主慈悲為懷，寬宏大方；他常緩於發怒，仁愛無量。上主對待

萬有，溫和善良；對他的受造物，仁愛慈祥。【答】 
領：上主，願你的一切受造物稱謝你；上主，願你的一切聖徒讚美

你，宣傳你王國的光榮，講述你的威力大能。【答】 
領：讓世人盡知你的威能，及你王國的偉大光榮。你的王國，是萬代

的王國；你的王權，永存於無窮世。【答】 
 
讀經二（天主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 
恭讀默示錄 21:1-5 

我、若望，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
不見了，海也沒有了。我、若望，看見那新耶路撒冷聖城，從天上，
由天主那裡降下，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我聽見由寶
座那裡，有一巨大聲音說：「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
們住在一起；他們要做他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同在』，做他們
的天主。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
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看，我已更新了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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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 
恭讀聖若望福音 13:31-33,34-35 

猶達斯【從席間】出去以後，耶穌說：「現在，人子受到了光
榮，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榮。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
光榮，天主也要在自己內，使人子得到光榮，並且立刻就要光榮他。 

「孩子們！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我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
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主說：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
他就結許多果實。亞肋路亞。 
 
 

新天新地 
吳智勳神父 

默想: 
     若望福音敘述在最後晚餐中，耶穌告訴門徒祂會去一個地方，
這地方就是天父的家，那裡有很多住處，衪去原是為給門徒預備地
方。在第二篇讀經「默示錄」中，若望描述在神視中看到的新天新
地。就讓我們來談談這個傳統稱為天國的「天父的家」吧！ 
  從前教會很喜歡講萬民四末，即死亡、審判、天堂、地獄，其中
尤其喜強調地獄。可是在聖經裡，耶穌卻常談論天國，所用之比喻、
圖像亦甚豐富――生命、光明、平安、天父的家、婚宴、種籽、天上
的耶路撒冷、樂園等。地獄呢？相對地貧乏多了，而且都是在講天國
的時候附帶提及，可見地獄是對天國的拒絕。環顧四福音中，講地獄
較多的是瑪竇，瑪爾谷亦只講過一次，路加則無。可能是猶太人重公
義，因此，以猶太人為寫作對象的瑪竇福音，強調拒絕天主的國後果
是嚴重的；路加重慈悲，認為不需要提。保祿在書信中亦只談復活，
只講天國的福音，沒提到地獄。在神學課程裡，「天國」可以是一獨
立科目，但「地獄」從來不是；不過，在避靜和慕道班中，地獄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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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熱門話題。常強調地獄並不健康，亦非福音所在，要改變這現象，
我們便得返回聖經。 
  聖經清楚地說：耶穌來不是為審判，而是為宣講天國的福音，那
麼天國是甚麼呢？今日第二篇讀經提供了豐富的形象。 
  「新天新地」：表示天國與以前的事物完全不同，「先前的天地
都消逝了」，現在是全新的開始；保祿講天國也是點到即止：「天主
為愛衪的人所預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
(格前2：9) 總之，天國是超出人意想之外，聖經只好以「新」字概
括。 
  「新耶路撒冷聖城」: 耶路撒冷之重要是因為有聖殿，聖殿之重
要是因為那裡有至聖所，代表天主的臨在。這裡加上「新」字，以代
表與舊的不同，因為默示錄成書之時，耶京已被毀而聖殿亦不復存
在，但天主的臨在會以「新」的方式到來。 
  「像等待新郎的美麗新娘」：結婚是大喜之日，也是愛心的高
峰，古今中外，新娘子都會在這一天刻意打扮；何況，人心底的愛與
喜悅也會把新娘襯托得格外美麗，難怪聖經作者以「新娘」去形容天
國之美。 
  「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衪要與人居住在一起」﹕這是描寫天國
最有神修味道的一句， 整部若望福音都是要講這個意思――「聖言
成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原文是降生成血肉的聖言與我們住在
同一帳幕裡。在若望看來，與耶穌同住就是人生最大的喜樂和目標。
誰吃基督的肉，喝祂的血，便會住在祂內。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說衪
去是為門徒準備住的地方，好使將來衪在那裡，門徒也在那裡。天國
最重要的，就是天主與人同住的地方。 
  「不再有死亡、悲傷、哭泣、痛苦」: 在天父的家找不到任何消
極的因素，一切都是善的、美好的。 
  聽了默示錄所載，我們好像對天國有比較具體的認識，但回心一
想，我們到底把握了多少呢？其實不多，因為始終沒有人經驗過。保
祿曾提到一次特殊經驗，自己「被提到三層天上去」(格後12：2)，
「他被提到樂園去，聽到了不可言傳的話，是人所不能說出的」。保
祿經驗到甚麼，我們一點也想像不到，他已經清楚地說，那「是人所
不能說出的」；這就是微妙之處，天國總是不能言傳的，正如道德經
上說：「道可道，非常道」。 
  讓我們多強調天國而少標榜地獄，因為愛的吸引比懲罰的阻嚇來
得高尚，況且耶穌來正是為宣講天主的國，天國才是福音所在。聖經
告訴我們，天國是一新天地，很美，沒有痛苦哀傷，人以愛永遠與天
主居住在一起；其他的就讓它保持一份神祕，因為天主總是令人意外
的天主，就讓天國為所有人都是一番驚喜吧！ 
 
反省與實踐: 
天國實在難以用地上有限的言語與物質的比擬來形容，但願我們能像
聖保祿一樣常與主感通，或許能逐漸領受到那「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的神妙所在。天國也是天主為「不見而信」的人，所準備的一份
意外驚喜的禮物。 
1. 天國是天父的家，也是耶穌為我們預備的地方。你嚮往天國嗎？

為什麼？ 
2. 耶穌來到地上，是為宣講天國的福音，身為耶穌門徒的我們，是

不是也要傳講這樣的福音？要怎麼傳講呢？ 
 

禱文： 
1. 請為全世界人類祈禱。祈求天主不斷地引導每一個人的心靈歸向

聖潔與良善，幫助眾人免於靈魂的喪亡，靠著天主仁慈救贖的恩
寵，得以進入永恆的天鄉。 

2. 請為新領洗的教友祈禱。與人同住的天主，求禰使新領洗的教友
能夠常與禰作心靈的感通；復活永生的基督，求禰使他們能夠嚮
往禰為他們預備的天鄉；藉著聖神的德能，使他們的口舌能常常
讚美禰、宣揚禰天國的福音。 

3. 各位教友請彼此代禱。願我們能將基督對我們的愛奉獻給他人，
使我們能彼此分享天父家中的幸福；祈求上主賜給我們傳講天國
福音的能力，好使外邦人得以進入信德之門。 

 
 

在耶穌眼裡重要的事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聖神降臨節之前的三個復活期主日，教會誦唸耶穌「臨別贈
言」的部份章節。祂在受難前夜的最後晚餐時，花了很長的時間，向
同祂在一起的朋友們闡明了一切。門徒們不時地提出問題打斷祂，而
且問題相當多：「到底甚麼事將要發生在禰身上？」「禰為甚麼要受
苦？」「禰死後會去哪裡？」「禰離開後，甚麼事會發生在我們身
上？」「我們以後還會再見面嗎？」 
「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從耶穌的囑咐和宗徒的問話語
氣，我們可以感受到生離死別的痛苦與不捨；然而與此同時，我們更
能感受到信心，因為耶穌在那天晚上愛憐地稱宗徒為「孩子們」，並
且親口保證：「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若十四18〕 
   耶穌的做法與父母親無異，他們希望在臨終前為孩子們妥善地
安排好一切，把自己眼裡最重要的事託付給他們，並且留下能讓他們
刻骨銘心、終生受用的臨別贈言。 
   耶穌對門徒們說話時，用的就是父母親的口吻。祂的話不只在
那一刻有效，而且對世世代代要跟隨祂的人都有效。因此，耶穌的臨
別贈言又被稱為祂的「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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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今天的福音讀經中所聽到的是雙重訊息。第一部份有關
耶穌自己。猶達斯已經離席，他為了出賣耶穌而消失在黑夜裡。不久
後，他要帶領一批兵士前來逮捕耶穌，他會告訴他們怎樣在無以計數
的逾越節朝聖者當中找到耶穌。 
   耶穌在宗徒們畢生難忘的最後晚餐廳裡說：「天主正在光榮
我，我在祂內受光榮。」當時與祂同席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聽得懂祂
言辭間的蘊涵；直到後來，他們才漸漸領悟，現實世界看來無可救藥
的事，將變成光榮的源泉。無助的耶穌落入敵人之手，祂絲毫沒有抗
拒，反而凜然順從天命，因為祂相信並且確認，從那一刻開始的十字
架苦路，絕不是徒勞無益的。儘管從人性的角度去看，當時的情形已
經陷於徹底的絕望，但是耶穌依然堅信，祂所遵循的天主旨意一定導
向美善。 
   就像保祿所指出的，耶穌教導我們相信：「天主使一切愛祂的
人獲得益處。」（羅八28）如果我們全心信賴天主，無論處境多麼兇
險，每件事都會有個好的結局。不過，耶穌的苦難經歷也同樣地昭示
我們：天主沒有免去祂的十字架苦難。我們所揹負的十字架，有時要
經過漫長的時日，才會顯出其美善的結局。耶穌的遺願是：我們要信
賴祂，如同祂信賴了祂的天父一樣。 
今天福音中耶穌遺言的第二部份，是祂出自肺腑的吶喊：「孩子們，
你們該彼此相愛！」父母即將謝世時，常會囑咐自己的孩子們彼此包
容。耶穌的要求更進一步：「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如果祂的孩子們，就是自詡是基督徒的人，彼此仇視、爭吵、不相
愛，那將是最可悲的事，也會造成眾人對耶穌的觀感蒙塵。那就是為
甚麼，耶穌在臨別時刻，特別顧慮祂的門徒們是否能夠真心誠意地彼
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
的門徒。」不幸的是，我們離完成耶穌遺願，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反省與實踐: 
1. 耶穌的臨別贈言，要求我們要彼此相愛。我真的認真看待，努力

實踐嗎？ 
2. 我能認清天國的光榮和人間的光榮不盡相同，而願意堅守福音的

價值觀嗎？ 
3. 無論別人有心或無意，以不正義的態度對待我，我能仍然愛他

嗎？ 
 

禱文： 
1. 請為新教友祈禱。耶穌的臨別贈言，要求跟隨祂的人要彼此相

愛。祈求上主幫助每一位基督徒，尤其是在復活夜剛領洗的新教
友，都能在生活中，切實踐履耶穌愛的囑咐。 
 

 

復活期第五主日 "新世界的新秩序"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聖依納爵說：「耶穌的來臨給人類帶來了他自己，也帶來了新的
事物。」本主日是復活期第五主日。彌撒禮儀講到耶穌帶給人類新的
事物：一個「新天新地」和一條「新命令」。 

本主日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宗徒大事錄第14章第21
到27節，默示錄第21章第1到5節，聖若望福音第13章第31到33以及34
到35節。讀經二講到「新天新地」，福音講到「新命令」。 

「新天新地」是依撒意亞先知提出的一句話，原來指默西亞時代
的太平景象。比如說，那時「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
宿；牛犢和幼師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它們。」依撒意亞先知
說，在新天新地出現的同時，天主要造一座令人喜悅的耶路撒冷，和
一個令人歡樂的百姓。在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二里，聖若望宗徒援引
依撒意亞先知的話，來描寫世界末日的情景，說那時有「新的耶路撒
冷，來自天主，從天而降，像打扮好的新娘，前來迎接她的丈夫。」 

「新耶路撒冷聖城」，在新約聖經里，是指基督的凈配聖教會。
聖保祿宗徒稱她為「我們的母親」。致希伯來人書指她為人生的目
的，說在她那邊有「千萬天使的盛會和那些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
的集會」。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牧職憲章》解釋今日的教會與天上
的耶路撒冷之間的關系說：「教會又稱作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今世
的教會，仍在距離天主甚遠的旅途中，好像充軍者，只渴求天上的事
物，向往坐在天主之右的基督。」 

聖若望宗徒對現今世界持比較消極的態度。他記得耶穌說過：
「世界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在你們以前，它已恨了我。若是你們
屬于世界，世界必喜愛你們，但因你們不屬于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
揀選了你們，為此，世界才恨你們。」所以他特別強調，忠貞的基督
信徒要在今世遭受迫害，但在將來末世時，將獲得天主的親自安慰。
他說：天主要擦干他們的一切眼淚，他們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傷、哭泣和痛苦。 

據聖若望宗徒在讀經二里所描述的，那「新天新地」是要在世界
末日才出現。但是，由于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世界的末日事實上已
經開始。今世的教會，就是世界末日已經開始的有形標記。 

本主日的彌撒福音記載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講話。在這講話中，
耶穌給他的門徒們頒布了一條新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這條新
命令就是耶穌給人類帶來的新世界中的新秩序。 

要明白本主日彌撒的教訓，我們要記得，在我們基督教會的聖經
語言中，「世界末日」是一個超越的觀念。世界末日還沒有到，同時
卻已經開始實現了。因為它還沒有到，所以我們應該期待，應該甘心
接受作基督門徒不可避免的迫害，耐心等待天主親自擦干我們的眼
淚。因為帶來新天新地的世界末日已開始實現了，我們應該歡欣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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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來的新天新地作見證，那就是應該遵守耶穌留給我們的新命令：
「要彼此相愛」。 

基督信徒們的彼此相愛，是我們給耶穌及其帶來的新事物所能作
出的最有力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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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彼此相愛 
今天的讀經引領我們從早期教會的事蹟反思教會存在的本質，在

讀經一中，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團體的存在是建基於宗徒的宣講，並且
由這宣講所滋養著。教會團體是有組織的，由宗徒所選立的長老所帶
領，而在精神上亦充滿祈禱和信德。教會團體要面對不少的困難，卻
又常常充滿著主的愛、平安和喜樂，並藉此吸引了不少的信眾加入到
團體之中。讀經二默示錄的主題是「新天新地」和「新的耶路撒
冷」。在新約中，新耶路撒冷常常是基督的淨配聖教會的象徵。但梵
二的教會憲章也為我們指出了她們之間的關係和差別：「教會又稱為
『天上的耶路撒冷』及『我們的母親』。但是今世的教會，仍在距離
天主甚遠的旅途中，好像充軍者，只有渴求天上的事物，嚮往坐於天
主之右的基督，嚮往那教會生活已經和基督一同潛移於天主之內的境
界，直到與其淨配基督一同出現於光榮中。」（教會憲章6）默示錄
的作者強調，基督徒在現世中一定會受到迫害，但那些堅持到底、忠
貞的信徒將會在基督再來時獲得祂親自的安慰。那時，整個宇宙都會
得到更新，而凱旋的教會將與基督一同出現在永遠的光榮中。 
    很明顯的，今天福音的主題是「彼此相愛」的命令。這是耶穌基
督在受難前的離別贈言中留給門徒的新的誡命。在最後晚餐的記述
中，對觀福音的重點是「感恩祭」的建立，並以此作為對耶穌的紀
念。但若望福音強調的卻是彼此相愛的誡命，並以基督對我們的愛和
犧牲作為我們彼此相愛的榜樣和基礎。在若望的理解裡，彼此相愛是
教會生活中一個很重要的標記，並具有對耶穌作出紀念的意義。因為
當我們彼此相愛時，世人就可認出我們是祂的門徒，是祂淨配聖教會
的一份子。 
    這個主日我們慶祝耶穌給了我們「彼此相愛」的新誡命。但事實
上，愛主愛人的命令在舊約中也不是新鮮的事情。申命紀重申選民們
應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申6：5），而肋未紀也要求
選民們應愛人如己（肋19：18）。那麼，耶穌所說的新誡命的「新」
在那裡呢﹖的確，這「新」不只是耶穌把「愛主」與「愛人」這兩項
命令連結起來，更重要的是耶穌本身，祂的愛、使命、犧牲和祂與人
類所建立的新盟約體現和推動了這項新的命令。換句話說，儘管在舊
約中已有「愛主愛人」的要求，但藉著耶穌的降生和死而復活，天主

子把這新的誡命賜給了我們，更因著聖神的恩寵推動教會把它生活出
來，好使它成為愛的法律、恩寵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正如教理所說
的：「新約的法律稱為愛的法律，因為它更是由聖神所灌注的愛推動
人行事，而非由怕懼之情；新約的法律又叫做恩寵的法律，因為它通
過信德和聖事的途徑，賦給實踐的力量；新約的法律也叫自由的法
律，因為它把我們自舊約禮儀和法律的規則中，解救出來，使我們在
愛德的推動下自發地行事；最後，它使我們能越過僕人的地位――
「不知道他主人所作的事」，成為基督的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
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甚至達到享有繼承權的兒子的地
位。」（1972） 
    這新的誡命並不廢除舊的法律。相反，它成全舊法律，並使我們
發掘出舊法律最原完滿的潛力。耶穌這新的誡命並不是以一連串的法
令的形式出現，它更是指向人的內心，指向教會信眾在聖神內更新了
的生命和生活。教理1968條說：「福音的法律完成了舊約的誡命。主
的山中聖訓，不但不廢止或貶抑舊約法律的道德規範，更釋放深藏著
的潛力，提出嶄新的要求；聖訓為舊約法律啟發了天主的和人性的真
理。它不外加新的規範，卻直接改造行為的根，就是改革人心，是在
那裡，人選擇潔與不潔，也是在那裡，形成信、望、愛三德，並偕同
此三德，修練其他的美德。這樣，福音通過效法天父的完美，藉著寬
恕仇人，為迫害者祈禱，並像天主那樣寬宏大量，把舊約的法律導向
圓滿。」正如聖保祿所說：洗禮使我們都穿上了新人（哥3：10）。
如此，我們也應藉聖神的傾注，穿上這新的誡命作為我們的衣服，不
是停留於法律條文的表面，而是實質地參與教會那生活的，使徒性的
愛的傳承。 
    耶穌不單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如同祂愛了我們；祂更藉具體的
行動把這愛明顯地表達出來，成了我們的榜樣。耶穌一生的工作都是
在流露著祂對人類的愛，但高峰卻是在最後晚餐中祂為門徒們洗腳，
以及一天後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奧跡。在這樣的理解下，感恩祭正
好標誌著我們願意成為基督的肢體，並在祂內彼此相愛、服務和奉獻
的生活和事實。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怎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彼此相愛」的誡命？你認為「彼此相

愛」的誡命是否很難實行？為什麼？ 
2. 你認為每週的「感恩祭」與「彼此相愛」的誠命有什麼實質的關

係？你有沒有在每週的「感恩祭」吸取力量，好能實踐「彼此相
愛」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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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彼此相愛光榮天主    

經文脈絡 
若望福音由第十三章開始福音的第二部分，報導耶穌生命最後幾天，
由最後晚餐開始直到祂死 亡、復活顯現的故事。「最後晚餐」的敘
述包含許多細節：先是耶穌給門徒們洗腳，同時解釋了這個行動的意
義，接著耶穌預言猶達斯要出賣祂，這段經文以猶達斯 離開晚餐廳
做為結束。福音作者特別強調猶達斯出去的時候「正是黑夜」，象徵
他離開了光明進入了黑暗。 
猶達斯離去之後，耶穌開始對門徒們說了一段非常長的談話（若十三
31-十七26），一般學者稱這段談話為耶穌的「臨別贈言」。復活期
第五主日的福音內容就是這段談話的最開頭一段（若十三31-35）。 
「臨別贈言」 
「臨別贈言」 是一種特別的文學類型，就其形式而言，主要是一些
著名的重要人物面臨死亡時所交代的遺囑，而其講述的對象則是與臨
終者具有相當緊密、特殊關係的一個團體； 就內容而言，常是長者
基本的教訓、託付使命，以及希望後人能夠保護這個臨終者的精神遺
產，使他的工作能夠在後世被延續下去。這種文學類型主要產生於古
老的 猶太文化背景，舊約聖經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留下了臨終的言
論。例如：雅各伯（創四九）、梅瑟（申三三）、若蘇厄（蘇二
三）、撒慕爾（撒上十二）、達味王 （列上二）…… 
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 
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也是這類文學作品中的延續，但是它具有最
特別的因素，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並非一個著名人物交代遺言而
已，而是天主子耶穌給予門徒最後的教導，其內容說明門徒團體未來
的生活方向，以及基本的生活態度。 
苦難即是光榮 
出賣者猶達斯在黑夜裡離開晚餐廳，為耶穌的苦難揭開序幕。在這個
時刻耶穌說：「現在人子 受到了光榮，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
榮。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榮，天主也要在自己內使人子得到
光榮，而且立時就要光榮他。」這段經文強調「現 在」，似乎一切
時間的區別都被取消，說明眼前即將發生的事具有「永恆」的效果。
猶達斯的離去將促成耶穌的十字架死亡，然而十字架的死亡並非失
敗，因為事實 上耶穌的死亡是祂被「舉揚」，並且把救援恩寵決定
性的給予人。因此祂死亡的時刻就是受光榮的時辰，而且是耶穌和天
主彼此使對方得到光榮。 
耶穌開啟生命之道 
雖然耶穌稱呼門徒為「孩子們」，這是猶太文化中老師對學生們的親
暱稱呼；但是耶穌所述說的內容則是非常的嚴酷，指出門徒們沒有能

力跟隨祂去。耶穌必須先走向十字架，打開生命之道，然後門徒們才
能跟隨祂。耶穌必須先開啟這個可能性，然後再回來帶領門徒走上跟
隨祂的道路。 
愛的誡命 
耶穌給門徒們留下的生活指引則是一個「新的誡命」，他們如果實現
這個誡命，就存留在耶穌 內，和祂保持緊密的聯繫。他們必須將由
耶穌身上所經驗到的愛分施給他人，成為一個彼此相愛的團體，才能
夠在這個世界上代表耶穌，繼續進行祂的工程。彼此相 愛之所以是
一個「新」的誡命，並非因為在此之前門徒們不認識這個命令；耶穌
給的命令之所以是「新」的命令，是因為這個命令帶來「真生命」的
可能性。這裡所 要求的兄弟之愛，應該在團體內認真地實踐出來，
但是並沒有取代、更沒有排除更為寬廣的「鄰人之愛」或者是對於敵
人的愛，而是弟兄之愛應該激勵團體的弟兄們 愛他的近鄰和仇人。 
綜合反省 
教會歷史中許多學者都認真研究，為什麼「彼此相愛」的命令被稱為
「新的命令」？愛原本屬 於一般普遍的人性本質：夫妻之間、親子
之間本來就會彼此相愛，而且「愛」一直都是維繫人際關係的必然因
素。聖多瑪斯特別提出了三個理由：首先因為這個愛創 造出新的人
類，使人認識基督；其次，這是在基督賞賜給信仰團體的新精神下實
現的愛；第三，這個愛建立了人和天主間「新的盟約」，這個盟約延
續了強調「敬畏 之情」的舊約。 
這個主日感恩禮中第二篇讀經談到「新的耶路撒冷」，一個完全被天
主覆蓋的「新天新地」， 一切受造物都由內在徹底更新。而福音經
文則為整個世界提出新的生活法律：彼此相愛的新誡命。耶穌命令門
徒共同承擔創造新世界的責任，這個世界只有經由基督 徒才能認識
基督。基督徒的「言行」應該使人認出他們真實的「身份」，和他們
這種生命動力的來源，並且因此而歸光榮給復活的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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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y 2022 : : Fifth Sunday of Easter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O sing a new song to the Lord,  for he has worked wonders; in the sight of the 
nations  he has shown his deliverance, alleluia. 
 
First Reading Acts 14:21-27 
A reading from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y assembled the church and gave an account of all that God had done 
with them. 

Paul and Barnabas went back through Lystra and Iconium to 
Antioch. They put fresh heart into the disciples, encouraging them to 
persevere in the faith. ‘We all have to experience many hardships’ they 
said ‘before we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In each of these churches they 
appointed elders, and with prayer and fasting they commended them to the 
Lord in whom they had come to believe. 

They passed through Pisidia and reached Pamphylia. Then after 
proclaiming the word at Perga they went down to Attalia and from there 
sailed for Antioch, where they had originally been commended to the 
grace of God for the work they had now completed. 

On their arrival they assembled the church and gave an account of 
all that God had done with them, and how he had opened the door of faith 
to the pagan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44:8-13. R. cf. v.1 
 (R.) I will praise your name for ever, my king and my God. 
1. The Lord is kind and full of compassion,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love. How good is the Lord to all, compassionate to all his creatures. 
(R.) 

2. All your creatures shall thank you, O Lord, and your friends shall repeat 
their blessing. They shall speak of the glory of your reign and declare 
your might, O God, to make known to men your mighty deeds and the 
glorious splendour of your reign. (R.) 

3. Yours is an everlasting kingdom; your rule lasts from age to age. (R.) 
 
Second Reading Rv 21:1-5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the Apocalypse 
He will wipe away all the tears from their eyes. 

I, John,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 had disappeared now, and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sea. I saw the 
holy city, and the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as beautiful as a bride all dressed for her husband. Then I heard a loud 
voice call from the throne, ‘You see this city? Here God lives among men. 
He will make his home among them; they shall be his people, and he will 
be their God; his name is God-with-them. He will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ath, and no more mourning or sadness. 
The world of the past has gone.’ 

Then the One sitting on the throne spoke: ‘Now I am making the 
whole of creation new.’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Alleluia, alleluia! 
 
Gospel  Jn 13:31-35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When Judas had gone Jesus said: ‘Now has the Son of Man been 
glorified, and in him God has been glorified. If God has been glorified in 
him, God will in turn glorify him in himself, and will glorify him very 
soon. My little children, I shall not be with you much longer.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just as I have loved you, you also 
must love one another. By this love you have for one another,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I am the true vine and you are the branches, says the Lord. Whoever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fruit in plenty, allelu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