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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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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的慈愛瀰漫大地。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亞肋路亞。 
 
讀經一（我們要轉向外邦人。） 
恭讀宗徒大事錄 13:14,43-52 

那時候，保祿和巴爾納伯，由培爾革經過各處，到了丕息狄雅的
安提約基雅。安息日，他們進了會堂，坐下。 

有許多猶太人和皈依猶太教的虔誠人，隨從了保祿和巴爾納伯。
兩人同他們談話，勸他們務要堅持天主的恩寵。 

下一個安息日，全城的人幾乎都聚集起來，要聽天主的聖道。猶
太人一看見這麼多人，就滿懷嫉妒，反對保祿所講的，且加以辱罵。 

保祿和巴爾納伯卻放膽地說：「天主的聖道，本來應該先講給你
們聽，但因你們拒絕接受，並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們就要轉
向外邦人，因為主如此命令我們，說：『我已立你作為外邦人的光
明，把救恩帶到地極。』」 

外邦人聽了，都很喜歡，讚美主的聖道。那些被預定獲得永生的
人，就都信了。主的聖道於是傳遍了那地方。 

猶太人卻挑唆敬畏天主的尊貴婦人，及城中要人，發動迫害保祿
和巴爾納伯，把他們驅逐出境。兩人就當著他們，拂去腳上的塵土，
往依科尼雍去了。門徒都充滿喜樂和聖神。——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00:1-2, 3, 5 
【答】：我們是天主的子民，是他牧場的羊群。（詠100:3） 
領：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要興高采烈地事奉上主；走到上主面

前，應該歡呼！【答】 
領：你們應該明認上主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們；我們非他莫屬，是

他的子民，是他牧場的羊群。【答】 
領：因為上主良善寬仁，他的慈愛直到永恆，他的信實世世常存。

【答】 
 
讀經二（羔羊要牧放他們，要領他們到生命的水泉。） 
恭讀默示錄 7:9,14-17 

我、若望，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
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
白衣，手持棕櫚枝。 

長老之中，有一位告訴我，說：「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
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因此，他們得
以站在天主的寶座前，且在他的殿內，日夜事奉他。那坐在寶座上
的，也必要住在他們中間。他們再也不餓，再也不渴；烈日和任何炎
熱，再也不會損傷他們，因為，那在寶座中間的羔羊，要牧放他們，
要領他們到生命的水泉；天主也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把永生賜給我的羊。） 
恭讀聖若望福音 10:27-30 

那時候，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
跟隨我；我把永生賜給他們，他們永遠不會喪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中，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群賜給我；我父超越一切，為此，誰也不能從我父手
裡，將他們奪去。我與父原是一體。」——上主的話。 
 
領主詠 
善牧復活了！他曾為自己的羊群交出性命，甘願為他們接受死亡。亞
肋路亞。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吳智勳神父 

默想: 
     今日是聖召主日，傳統稱這一天為善牧主日。善牧主日能給人
一個印象以為單指神父作為牧者的聖召，改稱為聖召主日，可以包括
修士和修女的聖召，目的是希望整個教會能為各種聖召祈禱。 
  談聖召並不容易，因為如果講得太理想，例如：聖召是一項如何
慷慨、高貴、聖善的抉擇，修道生活何等喜樂、完美、甘飴，好像廣
告般誇張地報喜不報憂，這樣祗會令人覺得缺乏真實感。如果只強調
令人洩氣的一面，例如：這種生活如何孤單、艱苦、缺乏支持、易受
批評，做成修道人消沉、沮喪、多人離開等，這樣似乎又以偏概全。
本週的福音前歡呼及福音本身沒有提及牧羊生活艱苦的一面(與羊共
睡及羊不聽話)和危險的一面(常要戒備野獸及竊賊的襲擊)，衹提到
「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讓我們以這兩句話來作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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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我的羊」這句話是對所有修道人的要求，要求修道人認
識所照顧的人。「認識」不是資料記誦，例如：名字、家庭背景、才
能、興趣等，認識必須包括關係的建立。創世紀裏說：「亞當認識了
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懷了孕」，就是以「認識」去形容夫婦親密的
關係，而因著這親密的關係才產生愛情結晶。耶穌所講的「認識」是
指一份關愛，祂那麼愛護祂的羊，願意把最好的東西（永生）賜給他
們，並保護他們不受危害，「誰也不能從我手中將他們奪去」。要建
立關係就必須關懷愛護，把教友看成是自己的子女一樣，平時不但要
多見面，甚至一個微笑、幾句問候的說話、握一握手、一封短信、與
他們一齊歡笑，一起哭泣，讓他們感受到一份溫暖，而非公事公辦的
冷漠，對關係的建立都有幫助。 
  除了為聖召祈禱以外，每一位基督徒可以具體地做的就是第二句
話：「我的羊也認識我」。耶穌清楚的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
認識他們，他們也跟隨我」。這假定了真正的羊是願意聽耶穌的話，
跟隨祂的意思去生活的人。耶穌願意教友認識他們的牧人，這不光是
指要知道所屬堂區神父修女的名字，更要了解他們，關心他們的生
活，與他們建立一份關係，一份感情。假使把修道生活看成是避世悲
觀的出家，捨不得讓子女進去「受苦」，或當有才華的、樣子漂亮的
去修道時，自己會在言語間表示可惜和浪費，那是多麼不認識、不敬
重牧者的修道生活！這種錯誤心態為聖召帶來很大的阻力，故此，羊
群必須了解關懷他們的牧者。如果牧者有一群視他如子女兄弟姊妹的
羊群，何愁沒有好牧人？倘若一個牧人生活表現不理想，不單他個人
要負責，他四周的羊群也要負責。愛是有感染力的，假使一個牧者生
活在有愛心的環境裏，他會感受到愛的力量，亦會將這份愛傳出去。
如果我們想起自己的牧人時，只想到他的不是之處，他如何市儈、高
傲冷漠、不近人情，那麼，我們應反問：我們究竟給了牧人一個怎樣
的環境，令他變得如此可憐呢？不要忘記，每一位修道人都是懷著滿
腔熱誠去修道，為基督奉獻一生；假如今天他變了質，變得比周圍的
人還要市儈，那麼，我們是否也要負上責任呢？我們有沒有關懷認識
我們的牧人，給他一個有愛心的環境，讓他感受到百倍的賞報呢？ 
  一位外籍神父分享自己的聖召時說：西歐聖召少的原因之一，是
很多人已不再敬重這種生活方式了，他痛心地回憶自己決定去修道
時，家人愕然地說：「今天還有人去做這種傻事嗎？」的確，如果連
自己的家人都不接納這種生活，很難想像聖召會得到支持。假如你的
子女輕視聖召生活，是否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種下不敬重的種子，
令子女無法感受到做牧人的價值呢？很多修道人在分享自己修道的過
程時，都會說母親居功至偉，而聖召主日通常與母親節十分相近，在
此我特別向母親呼籲，希望母親們將修道的價值傳給子女。今天讓牧
人與羊群一起為聖召祈禱，在聖召少的地方，求莊稼的主人能感染多
些年輕人回應；在聖召多的地方，求莊稼的主人好好培育年輕人。彼
此都要緊記耶穌的話：「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反省與實踐: 
1. 本週主日默想告訴我們，建立關係要從關懷愛護開始。其實我們

來到教堂裡面，遇到不熟的教友或初次來教堂的慕道友，也都可
以給他們一個微笑、問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卻可以促
進整個教會良性循環，以改變一般人對天主教教友態度冷淡、很
少福傳的刻板印象。現在就從狹小的自我空間走出來，開始實踐
吧！ 

2. 牧者和羊群在一起，就如同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是多麼溫
馨、令人稱羨的圖像！愛的感染力可形成良好互動的環境，這是
每一位教友都要負起的責任。 
新任的本堂神父或修女到我們的堂區服務時，我要如何避開閒言
閒語、以訛傳訛，以真誠的心與正向的行動主動關懷認識他
（她）？ 
儘管牧人有不是之處，我該加入批評的行列？還是我能忠心地為
他祈禱，多讚美他的優點，使我們的牧人越來越好？ 

 

禱文： 
1. 請為司鐸及男女修會會士的聖召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我們的善

牧，求禰激發更多青年選擇以神職及修會生活方式來跟隨禰、服
事禰，充滿著禰所賜與的恩寵與愛情來牧養羊群、服務世人。 

2. 請為新領洗的教友祈禱。祈求天主聖神光照他們的心，使他們在
自己的生活中看見天主的召喚，幫助他們在短暫的榮華世界裡作
鹽作光，完成天主交付給他們的使命。 

 
 

我的羊認識我的聲音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復活期的第四主日被稱為「善牧主日」，所以在禮儀年的週期
中，我們會聽到三篇耶穌有關「牧人」的訓導。今天的福音特別短，
但寓意卻極其深遠。耶穌在這篇讀經之前曾說：「我是善牧：善牧為
羊捨掉自己的性命。」（若十11）祂告誡聽眾，要提防那些唯利是
圖、枉顧羊群安危的假牧人。 
   羊群怎麼知道誰是好牧人？誰是壞牧人呢？秉持祂一貫的講
法，耶穌引證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在那個時代，人們非常熟悉牧
人的生活方式，耶穌於是由此打開話匣：「當牧人把羊〔從羊棧〕放
出來以後，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決不
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若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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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群聽聲音，從而認出他們的牧人。對羊群來說，牧人的聲音
是他們信靠的訊號。祂認識他們，他們也認識祂。耶穌想藉此比喻表
達甚麼呢？最首要的是，祂認識祂的羊群。祂比我更加認識我自己。
我的自我認知有多少呢？別人經常比我更瞭解我自己，更清楚我的優
缺點。然而即使我大大增進自我認知的能力，我對自己仍舊是霧中看
花。 
   耶穌不是僅僅認識我一丁點，而是完全看透我的心。天主明察
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教理》指出：「天主是全知的。」但是，那不
應該在我們的心中激起恐懼。天主絕非一個「霸權老大」，無孔不入
地監視人們的一舉一動，鉅細靡遺地偷窺大小隱私，不容許我有任何
隱身的小角落。 
   耶穌認識我，就像牧人認識他的羊群一樣。祂知道我們的需
求，並且屬意要帶領祂的羊群前往好的牧場。善牧耶穌親口說：「我
賜予你們永生！」祂認識我們，不是為了懲罰我們，而是為了安全無
虞地把我們帶到永生的牧場。就像善牧為了保護羊群而奮起防衛獵食
動物，耶穌鏗鏘有力地宣佈：「他們永遠不會喪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中把他們奪去。」 
   不要害怕天主的全知！祂的全知與祂的慈悲密不可分。令我們
欣慰的是，雖然凡事無法逃過祂的火眼金睛，但祂絕不詛咒我們。事
實上，有許多聲音在咒罵我！我們喋喋不休地互相攻訐，彼此看不順
眼，巴不得抓住別人的把柄。同時，我心裡還有另一個聲音會責備
我：「你不應該這樣做！」每當我們果真不幸犯錯時，自我批評與自
責在所難免。內外的責罵聲此起彼伏，經常把我們逼得發瘋。 
   儘管如此，有一個聲音聽起來不一樣：「我的羊聽我的聲
音。」那聲音是為你好，既不五雷轟頂地咒罵你，又不替你粉飾太
平。那聲音告訴我真相，並且充滿愛與仁慈。那就是祂的聲音，善牧
耶穌的聲音！ 
   耶穌的聲音能藉著聖經、通過我所愛的人，在我的心裡向我發
言。在喧鬧嘈雜的環境中，能夠認識那聲音至關重要，因為它能引領
我邁向正途。我徹底信賴那聲音，它帶領我走上生命的道路。 
 
反省與實踐: 
1. 我能在各種紛雜的喧囂之中，分辨出耶穌的聲音嗎？ 
2. 我信任基督的聲音，願意跟隨這聲音而生活嗎？ 
3. 我真正體認到基督是我的善牧嗎？ 
 

禱文： 
1. 請為所有的司鐸祈禱。復活期第四主日，是「善牧主日」。基督

是善牧的最佳典範，祈求上主祝福每一位司鐸，都能效法耶穌的
良善心謙，成為關懷羊群，甚至不惜為羊群捨命的善牧。 

2. 請為新教友祈禱。在新教友的習道期中，祈求上主引領每一位新
教友，都能跟隨善牧，善度教友生活，融入教會的大家庭。 
 
 
 

復活期第四主日 "我將永生賜予我的羊"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是復活期第四主日。本主日彌撒的福音，在禮儀年甲、
乙、丙三年，都取自聖若望福音第10章，主題也都關于耶穌善牧。甲
年講耶穌是羊棧的門；乙年講耶穌為羊舍命；丙年講的是耶穌將永生
賜予他的羊。 

今年是禮儀年歷上的丙年。彌撒中的兩篇讀經和福音分別取自宗
徒大事錄第13章第14以及43到52節，聖若望默示錄（啟示錄）第7章
第9以及14到17節，聖若望福音第10章第27到30節。福音講耶穌將永
生賜予他的羊。讀經一宣布耶穌所賜予的永生的普遍性：不但以色列
子民可以得到，普世萬民都有資格分享。讀經二更指出經受迫害和獲
得永生的密切關系。 

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以游牧為生的阿蘭人。他們生活于游牧文化
中，對游牧生活具有深刻的經驗。為此，在他們的文學中，「牧者率
領羊群」是一個屢見不鮮的比喻。在他們看來，牧者既是領袖，又是
伴侶。他是一個強壯的人，能夠保護他的羊群，抵抗入侵的野獸；他
對自己的羊卻很溫和，他認識它們的情況，適應它們的處境，把它們
抱在懷中，他愛護它們如同自己的兒女一樣。他的權威不容置疑，就
是建立在犧牲和慈愛之上。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也采用了牧人和羊的比喻。當他在加里肋亞
開始傳教時，許多人來聽他的宣講，他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
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有一個客納罕婦人祈求耶穌拯救她患
病的女兒，耶穌起初推辭，說他來是「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
穌對他所招集的信徒們講話，教訓他們不要害怕，因為天主把聖神賜
給了他們。他稱他們為「小小的羊群」。當耶穌初次派遣十二位宗徒
出外傳教時，他叮囑他們說：「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
又說：「你們要提防世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議會，要在他們
的會堂里鞭打你們；并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帶到總督和君王前，
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證。」在山中聖訓中，耶穌也警告人們提防假先
知，說他們「外披羊毛，內里卻是凶殘的豺狼」。 

在本主日彌撒的福音中，耶穌用羊來比喻他的忠實信徒。他表示
了他對他們的認同。他們認識他的聲音，跟隨他；他也認識他們，許
給他們永生。 

在讀經二里，聖若望宗徒不但描述了耶穌所賜給的永生并不限于
以色列人，且也普及世界上各個民族，并更強調天堂里永遠的真福
說： 我、若望，看見不可勝數的人群，他們來自各個國家、各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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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各個民族、各個語言；他們身穿白袍，手執棕櫚枝，站在寶座和
羔羊面前。 

若望宗徒用了「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洗白他們的長袍」和「天主將
擦干他們的眼淚」這樣生動并且中肯的話，來描繪獲得了永生的基督
信徒，包括他們的奮鬥，和天主的安慰。 

總之，永生雖然是耶穌的恩賜，但是同時也要求我們去發奮努
力，積極爭取的。 

天父，我們的善牧，請垂顧你聖子以寶血所救贖的羊群，引領我
們到達永生的牧場。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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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基督的天主性 
復活期第四主日又稱「善牧主日」，教會喜歡用牧人的形象代表耶
穌，羊群代表祂的跟隨者。讀經一是關於保祿第一次傳教之旅所發生
的事。保祿和巴爾納伯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傳道，雖有許多猶太
人聽從了他們的教訓，但亦惹來不少同族人的嫉妒和反對，致使他們
不得不宣告要順從天主的意思將救恩帶給外邦人。信了主的外邦人都
非常喜歡，因為他們被預定獲得天主的救恩。兩位宗徒雖然遭受迫
害，被逐離去，但他們卻充滿喜樂和聖神。選讀的聖詠是一首讚美詩
歌，邀請天下萬民歸向天主，成為天主的子民，成為他的羊群。聖詠
描述的景象只有在新約時代才得以實現。 
        若望福音十章有很大的篇幅是關於耶穌是善牧的道理。前面
的十七節，耶穌用比喻指出善牧與羊群的關係密切；善牧要認識、保
護、帶領羊群，並為羊捨掉性命。而本主日讀經27至30節的重點是善
牧耶穌要把永生賜給他的羊，沒有人能把羊從耶穌的手中奪去，因為
是天父將羊群賜給他的。最後一句「我與父原是一體」更讓人明白耶
穌就是真正能帶給世人救恩的天主聖子。今天的讀經二聖若望默示
錄，出現了天主的寶座和受到光榮的羔羊。這羔羊要牧放來自各邦
國、各民族不能數清的群眾，要拭去他們的眼淚，領他們暢飲生命的
水泉。這羔羊固然就是耶穌基督，與天主父永遠同享光榮的那位。 
        至聖三位一體的奧跡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奧跡，以及
所有其他信仰奧跡的泉源(參《教理》234)。因此，為免信仰內容出
現偏差，教會在宗徒時代就已經採用了一些簡短的標準條文去表達和
傳遞自己的信仰。然而為了解基督是人而天主的奧跡，教會在最初的
幾個世紀裡，曾出現了一些異端。這些異端常常徘徊於基督是否有完
整的天主性或完整的人性的爭論中。不同時代出現的異端計有：嗣子
論、幻象論、亞略主義、奈斯多略主義等均促使教會積極駁斥和作出

回應。公元325年，教會在尼西亞召開了大公會議「承認聖子與聖父
『同性同體』，就是聖子與聖父同是一個天主。」又於381年於君士
坦丁堡召開的第二屆大公會議，「承認祂是『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
世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參《教理》
242)。這兩屆大公會議遂制定了我們今天在感恩祭裡唸的「尼西亞．
君士坦丁信經」的內容。 
        事實上，耶穌兩性一位的道理為基督徒至為重要。耶穌是真
天主才可使人得救恩，因為唯獨天主才可以赦人的罪，賦予新生命。
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從聖子的人性的位格內，體會到天主對人類深深
的那份愛情，所給予的救贖和生活的榜樣。耶穌身為天主，自受孕一
刻便取了人性，將祂的天主性永遠與人性結合，共存於一個位格內。
這個永不挽回的行動和標記，讓我們想起每次舉行感恩聖祭在奉獻禮
時，主祭注水於酒內時默念的說話：「酒水的攙合，象徵天主取了我
們的人性，願我們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天主對我們的愛是多麼真
實和偉大！在這「善牧主日」，讓我們感謝善牧基督為他的羊群所作
的一切，尤其是他的救恩。 
 
生活反思／實踐： 
1. 試反省一下為什麼「耶穌基督是真人真天主」的道理，為你有什

麼重要的意義。 
2. 一直以來，教區主教代表著基督來牧養我們，故被稱為牧者。我

們未必有機會見到我們的主教、與他交談或聽他的道理，但我們
可以透過公教報，多留意他的牧函或文告以了解他對教區的期
望，及對我們的囑咐、帶領和指引。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在愛中合一    

經文脈絡 
復活期第四主日是「國際聖召節」，又稱為「善牧主日」。教會禮儀
年甲、乙、丙三年這個主日彌撒中的福音，都選自若望福音第十章：
甲年1-10節、乙年11-18節、丙年27-30節；因為若望福音第十章記載
了耶穌的「善牧言論」。這個情況再次顯示教會禮儀選經的根本預
設，基督徒應該對聖經整體經文非常熟悉，否則只有片段的言論，非
常容易陷入斷章取義的危險。 
這個困難在今年（丙年）表現的尤其清楚，因為若十27-30這段經文
並非獨立的「善牧言論」，而是出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之中，也就是
耶穌於重建節的慶期中，在耶路撒冷聖殿內的撒羅滿遊廊下和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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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情況中。當時談話的主題是關於耶穌「默西亞」（24）、以及
「天主子」的身份（33-36）。就整體的若望福音而言，這次辯論使
福音敘述達到更關鍵的階段，使耶穌更接近死亡和光榮的時辰（31、
39）。因此，讀者在閱讀本文時，至少應該閱讀整段辯論的過程（若
十22-39）。 
濃縮的「善牧言論」（27-28） 
耶穌於這段談話的一開始就指出猶太人不相信祂（的身份、言語、作
為），在這個情況之下，耶穌舉出「他的羊」的態度來做對比，同時
也說出自己對羊的態度，因為二者之間是不可分的。 
這短短的兩節經文（27-28）其實就是前面「善牧言論」（1-18）的
濃縮：耶穌說：「他的羊聽他的聲音」（比較：4-5、16）、「他認
識他們」（3、14），「他們跟隨他」（4），「他賜予他們永生」
（10）；在每一句關於羊群的話之後，耶穌都提出一個保證或許諾。
這些話使「羊群」和「不信的猶太人」之間的對比顯得更為強烈，同
時也清楚表達出，耶穌對於屬於祂的羊的關心與照顧：祂認識他們，
對他們非常熟悉，和他們密不可分，給予他們永遠的生命，並且保護
他們不會被任何人奪去。在這段話當中的「喪亡」和「永生」形成強
烈的對比，而第28節的最後一句話「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奪
去」，也使人想起「善牧言論」中所提到的傭工和野狼（12）。 
若望團體的自我認知 
這簡短的兩節經文萃取了「善牧言論」的全部精華，由此可見「善牧
言論」的思想極為重要，很可能就是若望團體的基本要理，反應他們
的自我認知：若望團體的成員知道，他們和在團體（羊棧）外的人明
顯地不同，因為他們和耶穌（善牧）緊密相連，擁有耶穌和天父的保
護與照顧，沒有人可以奪走他們的救恩產業。 
現實生活充滿考驗 
不過另一方面，這樣積極的肯定語調，大概也反映出另外一種極端情
況的弦外之音：團體的成員當然會遭受誘惑，甚至跌倒犯罪。若望團
體的具體生活情況其實非常險惡，不但面臨不少迫害威脅（參閱：若
十六1-4），而且團體內部的和諧與團結也遭受威脅，根據若望壹
書，在團體內已經有假教師出現（參閱：若壹二18-19）。團體的成
員在這種情況之中，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相信自己是屬於耶穌羊群
的人，生活在耶穌的保護之中。 
天父是超越一切的保護者 
耶穌保護羊群的權柄來自於天父，天父的能力超越任何邪惡力量。羊
群真正的擁有者是天父，祂把羊群託付給耶穌，使耶穌能夠把救援帶
給他們（參閱：六37-39；十七6-10），由於耶穌把一切都寄託在天
父手裡，因此祂說「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羊群）奪去」
（28），因為「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將他們奪去」（29）。 
若望福音多次記載耶穌和不信的猶太人之間的辯論，耶穌不斷地強
調，祂的權威來自於祂實行天父的旨意，並且在天父內行使一切權柄
（參閱：五19-30；八16-19）。在若望福音第十章的經文中，耶穌死

亡的思想已經隱約浮現（參閱：若十10-18），但是在耶穌死亡之
後，門徒仍然不用害怕，因為天父將親自保護耶穌的門徒們（參閱：
若十七11-12），天父的力量保護他們脫免一切邪惡的威脅，以及一
切敵人的攻擊（若十七15）。這就是若十29經文的主要意義。 
耶穌說明祂要保護屬於祂的羊群，並且解釋這個力量來自於天父之
後，更進一步地強調「他和父原是一體」（30）。若望福音多次記
載，耶穌說祂和父一起工作（若五17、19），祂和天父旨意間的和諧
與一致性（若五30；八16）以及祂完全按著天父的旨意說話、行動
（若六38；八26；十18），但這裡卻是最強而有力的表達：「祂與父
原是一體」。這句話把前面的一切都包括在內，在領導與保護羊群的
過程中，父與子的合一性變成了整體性，因為羊群同時屬於父和子
（若十七10），而且被接納到父和子的共融中（若十14；十七21-
23）。耶穌死亡前以大司祭的身份祈禱，使這個子和父之間的共融合
一，成為合一的原始模型和典範，成為所有天主子女應該到達的目
標。在這一個非常簡短的句子中，我們看見耶穌和天父之間的奧秘關
係，以及基督徒召叫的深度。 
綜合反省 
耶穌和猶太人的辯論時，啟示自己是「善牧」，祂認識祂的羊，祂的
羊屬於祂，祂也屬於他們。羊群認識善牧的聲音，相信祂、跟隨祂；
耶穌有來自天父的力量，因此可以保護他們，在各種危險中救出他
們，賜給他們永遠的生命。誰屬於耶穌基督，誰就隱藏在天主內，任
何邪惡與死亡都不能傷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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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y 2022 : Fourth Sunday of Easter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The merciful love of the Lord fills the earth;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e heavens 
were made, alleluia. 
 
First Reading Acts 13:14, 43-52 
A reading from Acts of the Apostles 
We are now turning to the gentiles. 

Paul and Barnabas carried on from Perga till they reached Antioch in 
Pisidia. Here they went to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and took their seats. 

When the meeting broke up, many Jews and devout converts joined 
Paul and Barnabas, and in their talks with them Paul and Barnabas urged 
them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grace God had given them. 

The next sabbath almost the whole town assembled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When they saw the crowds, the Jews, prompted by jealousy, used 
blasphemies and contradicted everything Paul said. Then Paul and 
Barnabas spoke out boldly, ‘We had to proclaim the word of God to you 
first, but since you have rejected it, since you do not think yourselves 
worthy of eternal life, we must turn to the pagans. For this is what the 
Lord commanded us to do when he said: 

I have made you a light for the nations, 
so that my salvation may reach the ends of the earth.’ 
It made the pagans very happy to hear this and they thanked the Lord 

for his message; all who were destined for eternal life became believers. 
Thus the word of the Lord spread through the whole countryside. 

But the Jews worked upon some of the devout women of the upper 
classes and the leading men of the city and persuaded them to turn against 
Paul and Barnabas and expel them from their territory. So they shook the 
dust from their feet in defiance and went off to Iconium; but the disciples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the Holy Spiri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99:1-3. 5. R. v.3 
 (R) We are his people, the sheep of his flock. 
1. Cry out with joy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m, singing for joy. (R.) 
2. Know that he, the Lord, is God. He made us, we belong to him, we are 

his people, the sheep of his flock. (R.) 
3. Indeed, how good is the Lord, eternal his merciful love. He is faithful 

from age to age. (R.) 
 

Second Reading Rv 7:9, 14-17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the Apocalypse 

The Lamb who is at the throne will be their shepherd and will lead 
them to springs of living water. 

I, John, saw a huge number, impossible to count, of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race, tribe and language; they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throne and in front of the Lamb, dressed in white robes and holding palms 
in their hands. One of the elders said to me,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through the great persecution, and because they have washed 
their robes white again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they now stand in front 
of God’s throne and serve him day and night in his sanctuary; and the One 
who sits on the throne will spread his tent over them. They will never 
hunger or thirst again; neither the sun nor scorching wind will ever plague 
them, because the Lamb who is at the throne will be their shepherd and 
will lead them to springs of living water; and God will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I am the good shepherd, says the Lord; I know my sheep, and mine know 
me. 
Alleluia, alleluia! 
 
Gospel  Jn 10:27-30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 give my sheep eternal life. 
Jesus said: ‘The sheep that belong to me listen to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they will never be lost and no 
one will ever steal them from me. The Father who gave them to me is 
greater than anyone, and no one can steal from the Father. The Father and 
I are on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he Good Shepherd has risen, who laid down his life for his sheep and 
willingly died for his flock, allelu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