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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八主日 
  

減少用水...關掉不必要的燈... 重複使用物件，而非隨手扔掉，那
就是…..愛德行為。求祢傾注祢愛的力量，使我們能夠保護生命及美
善。 
 
進堂詠 
天主，求你快來救我；上主，求你速來助我。上主，你是我的助佑和
救援，求你不要遲延。 
 
讀經一（人所受的一切勞苦，究竟有什麼益處？） 
恭讀訓道篇 1:2; 2:21-23 

訓道者說：「虛而又虛，萬事皆虛。 
「人以智慧、學問和才幹，勞苦得來的，卻要留給那未曾勞苦過

的人，作為產業：這也是空虛和大不幸。人在太陽之下，所受的一切
勞苦，以及操心的事，究竟有什麼益處？其實，人天天所有的，無非
是悲苦和煩惱，連在夜裡，內心也得不到安息：這也是空虛。」——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90:3-4, 5-6, 12-13, 14,17 
【答】：上主，從永遠到永遠，你是我們的靠山。（詠90:1） 
領：你命世人歸回灰塵，說：歸來，亞當的子孫！因為千年在你眼前，

好像剛過去的昨天，又好像夜裡的一更。【答】 
領：你使他們消逝，有如清晨一覺，又使他們有如剛萌芽的青草，早

晨還青綠茂盛，晚上就凋謝枯萎。【答】 
領：求你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歲月，使我們學習內心的智慧。上主，

求你歸來，尚待何時？求你快來憐恤你的僕役！【答】 
領：讓我們清晨就飽享你的慈愛，歡欣鼓舞，天天愉快。願上主、我

們的天主，廣施恩寵，使我們工作順利，事業成功。【答】 
 
讀經二（你們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督。）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5, 9-11 
弟兄姊妹們： 

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
督坐在天主的右邊。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因為
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當基督，我
們的生命，顯現時，那時，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出現在光榮之中。 

為此，你們要致死屬於地上的肢體，致死淫亂、不潔、邪情、私
慾，及無異於偶像崇拜的貪婪。 

不要彼此說謊。你們原來已經脫去舊人，及舊的行為，且穿上了
新人；這新人是按照他創造者的肖像而更新的，以獲得真知灼見。在

這事上，已沒有希臘人或猶太人、受割損的或未受割損的、野蠻人、
叔提雅人、奴隸，或自由人的分別，而只有基督：他就是一切，並在
一切之內。——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3）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所儲備的，將歸誰呢？） 
恭讀聖路加福音 12:13-21 

那時候，人群中有一個人，向耶穌說：「師父，請吩咐我的兄弟，
與我分家吧！」 

耶穌對他說：「人哪，誰派我做你們的判官，為你們分家呢？」 
於是，耶穌對群眾說：「你們要謹慎，躲避一切貪婪，因為一個

人縱然富裕，他的生命並不在於他的資產。」 
耶穌對群眾講了一個比喻，說：「有一個富翁，他的田地出產豐

富。他心裡想：我可怎麼辦呢？因為我已沒有地方，收藏我的物產。
於是，他說：我要這樣做：我要拆毀我的倉庫，另建更大的，這樣就
能夠收藏我的一切穀物和財產了。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
你存有大量財物，足夠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樂吧！ 

「天主卻對他說：糊塗人哪！今夜就要收回你的靈魂，你所儲備
的，將歸誰呢？ 

「那些只為自己累積財產，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人，也是如此。」
——上主的話。 
 
領主詠 
你從天上給他們降下食糧，具有各種美味，適合各人的口味。 
 
 

信仰與世物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天的福音是由一個問題開始，有人請求耶穌幫他處理分家的
事，耶穌借此講出祂對世物的態度，並用一個糊塗富翁的比喻，要人
認清生活中的優次。猶太人遇到宗教、倫理、家庭、或生活上的問題
或訴訟時，都會找一個德高望重的師傅作裁決。雖然耶穌說明祂的來
臨主要並非為處理分家等問題，但祂仍然給了一個清楚的答案。祂指
出：第一，所有紛爭、訴訟多出自人的貪婪；第二，生命的目標應是



 

 

2 

 

追求天主的國，而不在於擁有更多的財富，死亡能奪去這些東西。耶
穌來臨的目的主要是宣講天國的喜訊，祂不斷重覆這個訊息；祂沒有
叫人遠離世界，而是教人以追求天主的國為生命中的最高優次，一切
離開這目標的事都應該捨棄。若天主的國臨在家庭中，家庭成員怎會
爭家產？ 
  我聽過一個感人的故事：有兩兄弟，哥哥結了婚，有兩個子女，
弟弟仍是單身。父親死後，兩人平分了父親的家產。但是，弟弟認為
哥哥有家庭，應分七成，自己要三成便足夠了。但他明白哥哥講求公
道，不會接受這樣的分法；於是，他每過幾天便在晚上暗地裡拿一袋
榖，放到哥哥的倉裏，希望慢慢地把自己所分得的一部份給哥哥。哥
哥亦有同樣的想法，自已有妻子和子女的支持及照顧，弟弟卻孤苦伶
仃，所以弟弟需要多些資產，以備不時之需。哥哥亦每過幾天便在晚
上拿一袋榖，放到弟弟的倉裏。過了一段日子，兩人都發覺自己的榖
沒有減少，他們就感謝天主的照顧。直到一天晚上，兩兄弟在路上相
遇，看見對方都背著一袋榖，才發現真相，感動得痛哭起來。這種農
村故事，美得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一個有愛心、有天國在心中的
人，又怎會貪婪地為家產而爭訟呢？ 
  福音中，耶穌表面上對這分產問題愛理不理，其實祂已經指出了
一個處理世事的途徑，就是不要做一個糊塗的人，只把目光放在自己
身上，要清楚天國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終向。反省這段聖經時，我
們會聯想到究竟信仰和俗世生活的關係應是怎樣？有人會採取一刀兩
斷的態度，即是說：信仰超越了政治、經濟及社會，教會應把目光放
在純宗教的事情上，不應理會世俗的事。這種一刀兩斷的做法和態
度，的確可使教會避免很多麻煩，不會與政治、權力糾纏不清，但亦
使教會和我們的信仰脫離現實的生活。假如我們好好的思索耶穌今天
所講的說話，便會明白耶穌的原意不是如此；祂要我們認清自己生活
的目標，並且清楚優次是怎樣：人應該時常把天主及祂的國放在首
位。當人確定自己的目標後，他整個生活就會朝著這目標走，而對世
物就會有一個不同的態度。世物只是工具，假使它能幫助人達到生命
最終目標時，我們便不怕擁有它；如果它阻礙我們達到這目標時，我
們便應明智地、果敢地捨棄它。 
  聖經上有很多人物能幫我們看到這一點。匝凱在未皈依耶穌基督
前，認為財富是生命中的最高優次，不惜以欺騙手段聚斂財富，導致
他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當他碰到耶穌，接受衪為自己生命的目標
後，天主的國來臨到他的身上，他便有勇氣喜樂地捨棄使他遠離天主
與鄰人的財物：「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我如果欺騙過誰，
我就以四倍賠償。」（路 19：8） 

今天的福音中，耶穌不像其他師傅一樣，為人裁決分家的問題；
提出問題的人，大概失望而去，不知道耶穌其實並沒有迴避他的問
題，而是已經給了他一個精彩的答案：不要貪婪，不做只顧「吃喝玩
樂，享受人生」的糊塗人，要為天國積蓄財富。我們作基督徒的，今
天亦遇到同樣的問題：如何處理世事世物？福音並沒有要我們不理世

事，而是要求我們認清生命中的優次，生活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基督
徒必須在天國的大前提下，去處理政治、社會、經濟、人生等等的問
題。 
 
反省與實踐: 
1. 我個人目前的信仰情況，和俗世生活的關係如何？我個人認為，

教友與教會要採取何種作法和態度，才能既不脫離現實生活，又
可避免麻煩的世俗問題？ 

2. 我自己的生活目標與優先次序為何？與耶穌的教導有無違背？我
要如何調整？ 
 

禱文： 
1. 請為遭受災難的人們祈禱。仁慈的天主，求禰憐憫那些遭遇災難

的人們，幫助他們脫離險境、重獲喜樂平安的生活。 
2. 請為每位基督徒的生活目標與優先次序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求

禰幫助每位基督徒時常將禰的國放在首位，在生活中能清楚地分
辨如何取捨世物，使我們不迷失方向，堅定持續地走向天主應許
之地。 

 
 

糊塗人哪！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爭奪遺產是家庭關係中最令人痛徹心肺的事！常導致家庭四分

五裂，甚至家庭成員之間因此積年累月地長期交惡，而毀於一旦。耶
穌為甚麼對此袖手旁觀呢？倆兄弟為分家而相持不下，耶穌應該當他
們的協調人。祂不是曾親口說過：「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嗎？
（瑪五 9） 
   耶穌拒絕插手管這起兄弟鬩牆事件，絕不是因為祂擔心惹火燒
身，祂清楚知道該如何平息紛爭。舉個例子，當門徒們曾為他們中誰
最大（男人從古至今都喜歡彼此一較高下）而爭論不休時，耶穌果斷
地加以制止。 
   基本上說來，耶穌是在為爭執提供了一個解決之道。如果爭執
雙方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非常荒誕無稽，那麼衝突頃刻就會煙消雲散。
「糊塗人！」耶穌這樣稱呼那個富人。他只顧慮田地是否出產豐富以
及如何增產，卻忘記最重要的事情――無論我們多麼成功、積聚多少
財富，生命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中，天主隨時可以說：「今夜就要索
回你的靈魂！」 
   耶穌是否鄙夷生財之道呢？公平劃分家產是否在祂眼裡完全不
重要呢？許多人心存假設，覺得教會（甚至耶穌自己）把賺取利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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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繁榮視為罪過。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不免責怪教會的經濟立場
過於「偏左」。 
   事實上，耶穌向來積極肯定優良的、成功的商業行為。最膾炙
人口的莫過於塔冷通的比喻：第一個人領取了五個塔冷通（數目龐大
的金子度量衡），第二個人領了兩個；倆人因各自成功賺取了等值的
塔冷通，而被大加讚許（瑪廿五 14~30）。耶穌也把別的商業行為引
用在祂的比喻裡：諸如建造房屋、種植葡萄、牧放牲畜、管理莊園等
等。祂總不會忘記讚揚那些一絲不苟做好自己工作的人。 
   即使在今天的比喻裡，耶穌並沒有責備獲得良好收成的農夫，
也沒有批評他為大豐收而建造新糧倉。耶穌所不屑的愚蠢與糊塗，指
的是新科富豪天真幻想的如意算盤，好像一旦獲得大量的財物，他就
實現了一切――「我富可敵國，為甚麼不可以高枕無憂呢？」 
   假如我們少一點「糊塗」，多牢記生命的短暫，那些無意義、
昂貴、引發仇恨的遺產繼承爭吵，會不會立即迎刃而解呢？每當計劃
未來時，我都會習慣性地提醒自己：「一切交給天主！」我豈能預知
明天呢？耶穌教導我們：「躲避一切貪婪」，因為貪婪既愚蠢又危
險！ 
 
反省與實踐: 
1. 我追求的生命重心是什麼？是人間的財富、權勢，還是天國？ 
2. 我精細地規劃自己的未來，還是將一切交給天主？ 
3. 即使生命操之在「主」，我是否仍認真的工作、盡本分？ 
 

禱文： 
1. 請為天主子民祈禱。唯有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引領我們通

往天國。祈求天主恩賜我們能認清世俗的名利權貴都是虛幻，而
一心追尋天國的永恆。 

2. 請為全球正遭受水患侵襲的災民祈禱。今夏有許多國家受到暴風
雨侵襲，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重創。祈求天主恩賜，氣候儘快
恢復正常，災民能早日重整家園，生活步上正軌。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在天主面前的富有"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我們中國向來以農立國。我國古代的政治家孟軻談論農民的心理

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這是很有
見解的話，因為就一般人的經驗來說，財產給人一種安全感，使人覺
得可以規划自己的未來，運用自己的自主之權。本主日彌撒禮儀，從
另一個角度來考察同一的問題。在彌撒福音上耶穌說：「你們要小

心，要戒絕一切貪心，因為人即使富足有餘，他的生命卻不在于他擁
有的財產。」 

本主日彌撒福音的內容包括一件「軼事」、一個「教訓」，和一
個「比喻」。「教訓」就是上面說過的耶穌的話：「你們要小心，要
戒絕一切貪心，因為人即使富足有餘，他的生命卻不在于他擁有的財
產」。「軼事」敘述耶穌拒絕為人處理財物﹔「比喻」說明為自己積
蓄財產的糊涂。 

世上財富是一種可疑慮的事物。這是在舊約聖經中已經出現過的
思想。一般而論，舊約聖經把財富看為天主的祝福，但是舊約聖經也
譴責人的貪婪﹔而且，其中有几處明白地指出財富給人帶來災禍。本
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在這篇讀經中，訓導篇
的作者以永恆觀點觀察人生，發現人生短促，轉瞬即過，一生辛苦，
等于捕風捉影，毫無收成可言。 

耶穌對世上財富的看法，主要發表在他的山中聖訓中。此外，他
也曾講過「寶貝和珍珠」的比喻和「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的
教訓。他更將「舍棄一切所有」作為做他門徒的條件。聖詠第 94篇
說：「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不要再像在默隸巴那樣心頑。」所謂心
頑就是耶穌所譴責的貪婪世物而不對天主開放的意思。 

基督信徒的不貪婪世物，植根于他們所領受的聖洗聖事。在本主
日彌撒中的讀經二里，聖保祿宗徒談及基督信徒生活的理想與實踐。
他認為基督信徒既然領受了聖洗聖事，已經與基督一起死而復活了。
他們應該追求天上的事，不可再沈湎于罪惡了。他把貪婪看作是「偶
像崇拜」。 

我們要跟基督一起出現在光榮之中，因此我們要把在我們身上仍
屬于地上的肢體治死。對聖保祿宗徒來說，鏟除淫亂、不潔、邪情、
惡欲和無異於偶像崇拜的貪婪，并不僅是倫理上的要求，而是出于我
們新的本體。我們已屬于天上的神國，所以必須擺脫舊人的習氣與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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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第十誡 — 毋貪他人財物 
 

今天讀經的主題與「避免貪戀世物」有關。一般來說，舊約中
早期的經典對永生的觀念不太清晰，故此都會視地上的財富為上主
對善人們的祝福。但訓道篇的作者在這問題上卻認為人一生辛勞，
最終仍是徒勞無功，一無所獲。他勸勉世人要唯獨信賴上主，因為
只有這樣才可得享安全。若將這篇讀經與今天福音的章節互相對照，
則會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人世間的所有財富都只是過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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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應是在天主面前「致富」，因為只有天上的聖城才是我
們永恆的家鄉。讀經二選自哥羅森人書，保祿宗徒強調基督徒在接
受洗禮後應有的新生活：就是追求天上的事情，並且摒棄俗世的一
切，包括淫亂、不潔、邪情、惡慾和貪婪等。這不僅是倫理上的要
求，更是由於我們在受洗後的新本性，已經在聖神內復活和重生，
屬於天上的神國，故此只應追求天上的光榮。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穌再次教導我們面對世間財富時應有的態
度。整篇讀經可以分為三個部份，就是一件事件，一個教訓和一個
故事。一件事件就是耶穌拒絕為他人處理財物和分家的事宜；一個
教訓就是耶穌要求我們要戒避貪婪；最後就是一個故事，耶穌以此
說明人只懂得為自己在現世中積聚財富的糊塗。的確，人的貪婪往
往使人看不到生命中的真正需要，就是在天主面前致富，即與天主
及他人建立一個更深入的愛的關係。 
    十誡中最後的一誡教導我們不要貪戀別人的財物。這條誡命擴
展並補充第九誡的禁止肉身的貪慾，而第十誡則禁止貪婪他人的財
物，是第七誡所禁止的偷竊、搶奪和欺詐之根。貪婪，如行淫一般，
源於誡命所禁止的祟拜偶像，第十誡是針對心靈的意圖，連同第九
誡總括十誡的各條誡命。第十誡禁止我們不義地去貪那不屬於我們，
而屬於別人或者應該是他人的事物（教理 2534-35）。當教會談及
第七及第十誡時，很多時強調私有產權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即我們
不可以不合法地剝奪他人這項權利，但同時也強調財物和私產在整
個天主創造及救世計劃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即我們要善用天主所賞
賜的財物，把它們成為愛主愛人的工具，為服務天主的旨意而作出
貢獻。 

第十誡禁止貪心及對地上財富過度的佔有慾，以及對財富及其
權勢的無節制的貪婪。此誡命還禁止人有行不義的慾望，以致損害
近人的世間財物（教理 2536）。第十誡也要求人從心裡消除嫉妒。
嫉妒即眼見他人的財物而感到不快，也是想將之據為己有的過分慾
望，即使非法也不惜。嫉妒往往招致更大的壞事。智慧書上說：
「就是因了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入了世界。」（教理 2538-39） 
    在教會的傳統上，貪婪和嫉妒都是七罪宗之一，即由此而誘發
其他邪惡和罪行。（其他五罪宗是驕傲、慳吝、迷色、忿怒和懶
惰。）聖奧思定常常視嫉妒為「特別屬於魔鬼的罪」。從嫉妒生怨
恨、誹謗、誣衊、幸災樂禍，對他人的發達不快等。當嫉妒驅使人
希望別人遭遇重大災害時，就是大罪。嫉妒是不快的一種表現，因
此是對愛德的拒絕；受過洗的人應以慈善加以抗衡。嫉妒往往來自
驕傲，受過洗的人應練習度謙遜的生活。當人懂得為弟兄的進步而
高興時，天主就因而立刻受光榮。因為祂的僕人已知道克服嫉妒，
視他人的功績為自己的喜樂（教理 2539-40）。 
    耶穌吩咐祂的門徒，要愛祂勝過任何事物及任何人，並要他們
為了祂和福音的緣故，捨棄他們的一切所有（路 14:33）。耶穌以
窮寡婦給門徒作榜樣，指出這寡婦是從她的窮困中，把她所有的一

切生活費都獻出了。擺脫財富的命令，為進天國是必須遵守的。在
山中聖訓裡，耶穌也稱讚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瑪 5:3）。聖言稱人
精神上的謙抑自下和淡泊為「神貧」；聖保祿也舉出天主的貧窮為
例，他說：「祂為了你們成了貧窮的」（格後 8:9）。總的來說，
所有基督徒都要正確地誘導自己的情感，以免違反福音的貧窮精神，
去享用世物及依戀財富，而阻止其追求完全的愛德。的確，對真正
幸福的渴望，使人擺脫對現世財物的過分依戀，而在享見天主及在
天主的真福中得到滿足。看見天主的人，就已經得到一切可能想像
的財富（教理 2544-48）。 
    梵二大公會議也教導我們要好好地運用財物去實踐愛德，尤其
是現在世界上大部份人尚處於貧困之中。信友們有義務盡其所能，
解救現代疾苦；並且應如古時的習慣，不唯以剩餘財物，而且以自
己的生活必需品來賑濟他人。因為基督教會的光榮與標誌便是信友
們的貧窮及愛德精神（現代 88）。 
 
生活反思／實踐： 
1. 在日常生活中，你有經驗過貪婪和嫉妒嗎？你會怎樣處理這些慾

望和誘惑？ 
2. 你會怎樣處理你的財物，好使它們成為你在日常生活中愛主愛人

的工具？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正確地評價現世的財富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內容仍是一段耶穌在「旅程」中給予的教導，主題是
有關如何正確地面對世上的財物。故事的開始報導有人因為和自家兄
弟爭奪財產而來求助於耶穌，但對這人沒有更進一步的介紹，因此重
點在於耶穌在這個情況之下所給的教導。祂講述一個比喻，說明人們
一昧的追尋財富是至為愚蠢的事。 
一個突發狀況 
路加福音十二章一開始敘述成千累萬的群眾聚在耶穌跟前，而耶穌卻
似乎只針對門徒發言，訓勉他們要「勇敢地承認信仰」（十二 1-
12）；正當耶穌教導門徒們的時候，群眾中突然有一個人插嘴打斷耶
穌的話，向祂提出一個問題。 
專注於天父派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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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稱呼耶穌為「師傅」，並且祈求祂為他的案件做出判斷：「請
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吧。」這人對耶穌的稱呼以及他所提的問題顯
示，他是按著猶太的風俗而把耶穌看為一位熟悉法律的老師（參閱：
戶二七 8-11）。耶穌嚴厲地拒絕這人的請求：「誰立了我做你們的
判官及分家人呢？」（參閱：出二 14）這話說明耶穌認為這人所提
出的請求和天父派遣給祂的使命無關；另一方面，耶穌的回應也教導
在場的門徒，宣揚福音的時候應該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不要捲入世俗
的法律爭執之中。 
財富並非永生的保證 
這兩個兄弟有關家產的爭執，反應出他們對財物的貪婪，這原是猶太
人對於當時的外邦人最大的指責之一。耶穌不僅責斥提出這樣要求的
人，也同時清楚地警告在場的群眾「要謹慎，躲避一切貪婪，因為一
個人縱然富裕，他的生命並不在於他的資產。」耶穌強調豐富的資源
和財產並非真實永遠生命的保證（參閱：路九 25；十六 13-26），因
此警告人戒避貪婪；祂的教導與所提出的理由和當時人的觀念是相當
不同的。 
愚蠢富翁的比喻 
接著耶穌講述一個比喻，透過生動地描述一個富翁的心態更進一步說
明祂的教導。當時的聽眾由這位富翁心中暗自忖度、自言自語的話
中，生動地看見一個具體的圖像。但是，這個情況與前面有關貪婪家
財的事件似乎並沒有直接關連，而是和耶穌的教導所顯示的主題有
關，也就是人們企圖藉著豐富的資產來保障生命的確定性（參閱：訓
八 15）。比喻最後以天主的嚴厲恐嚇做為結束，清楚地說明，在天
主的眼中看來，把現世的財富當做生命保障是十分愚蠢的行為，這樣
努力的人只看重現世短暫、而且不斷遭受死亡威脅的生命，完全不顧
個人最終生命的結局（參閱：詠三九 7）。 
比喻的教訓 
耶穌最後採用一個諺語的形式總結這個比喻：「那位自己厚積財產而
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這句話言簡意賅地要求人們，應該
在天主前積蓄財富，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只在這個世上積蓄自己的財
寶。和其他福音相較，路加福音的末世論的特徵比較強調「個人的」
末世（參閱：路二十 27-40；二三 39-41），這段經文的結尾就明顯
地含有這種特徵；此外這個比喻也間接傳達路加福音另一個特殊的關
心，就是財富不應使人自私，而應成為關懷服務窮人的工具（參閱：
路十六 9；十八 22；宗四 34-35）。 
綜合反省 
路加福音的作者透過這段經文教導當時的聽眾，以及日後的讀者面對
世上財富時，應有的正確態度，整段經文也顯示出耶穌絕對地集中自
己的心神，專注於天父給祂的派遣，並且警告人們財富的危險。 
這段敘述重複了耶穌生前的教導，一方面顯示耶穌忠實於自己的派
遣，另一方面也警告一切的人 ― 尤其是基督徒 ― 不可過度貪圖世
上的財富。整個人類的歷史證明這段教導極為重要，因為財富一方面

常常對人造成極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往往使人盲目。耶穌所說的
比喻引導人清楚地瞭解，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財富之上是多麼的愚
蠢；只有當人們把財富運用在照顧他人和服務他人的目的時，現世的
財富才成為引人獲得天上真實生命的真正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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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uly 2022  Eighte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O God, come to my assistance; O Lord, make haste to help me! You are my 
rescuer, my help; O Lord, do not delay. 
 

First Reading Eccl 1:2; 2:21-23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What do people gain by all their work? 

Vanity of vanities, the Preacher says.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For so it is that a man who has laboured wisely, skilfully and successfully 

must leave what is his own to someone who has not toiled for it at all. 

This, too, is vanity and great injustice; for what does he gain for all the toil 

and strain that he has undergone under the sun? What of all his laborious 

days, his cares of office, his restless nights? This, too, is vanity.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89:3-6. 12-14. 17. R. v.1 

(R.) In every age, O Lord, you have been our refuge. 

1. You turn men back into dust and say: ‘Go back, sons of men.’  To your 

eyes a thousand years are like yesterday, come and gone, no more than 

a watch in the night. (R.) 

2. You sweep men away like a dream, like grass which springs up in the 

morning.  In the morning it springs up and flowers: by evening it 

withers and fades. (R.) 

3. Make us know the shortness of our life that we may gain wisdom of 

heart.  Lord, relent! Is your anger for ever?  Show pity to your servants. 

(R.) 

4. In the morning, fill us with your love; we shall exult and rejoice all our 

days.  Let the favour of the Lord be upon us: give success to the work 

of our hands. (R.) 

 

Second Reading Col 3:1-5, 9-11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lossians 

Seek the things that are above where Christ is. 

Since you have been brought back to true life with Christ, you must 

look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aven, where Christ is, sitting at God’s right 

hand. Let your thoughts be on heavenly things, not on the things that are 

on the earth, because you have died, and now the life you have is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But when Christ is revealed – and he is your life – you 

too will be revealed in all your glory with him. 

That is why you must kill everything in you that belongs only to earthly 

life: fornication, impurity, guilty passion, evil desires and especially greed,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as worshipping a false god; and never tell each 

other lies. You have stripped off your old behaviour with your old self, 

and you have put on a new self which will progress towards true 

knowledge the more it is renewed in the image of its creator; and in that 

image there is no room for distinction between Greek and Jew, between 

the circumcised or the uncircumcised, or between barbarian and Scythian, 

slave and free man. There is only Christ: he is everything and he is in 

everything.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t 5:3 

Alleluia, alleluia!  Happy the poor in spiri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theirs!  Alleluia! 

 

Gospel Lk 12:13-2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o whom will all this wealth of yours go? 

A man in the crowd said to Jesus, ‘Master, tell my brother to give me a 

share of our inheritance.’ ‘My friend,’ he replied, ‘who appointed me your 

judge, or the arbitrator of your claims?’ Then he said to them, ‘Watch, and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avarice of any kind, for a man’s life is not made 

secure by what he owns, even when he has more than he needs.’ 

Then he told them a parable: ‘There was once a rich man who, having 

had a good harvest from his land, thought to himself, “What am I to do? I 

have not enough room to store my crops.” Then he said, “This is what I 

will do; I will pull down my barns and build bigger ones, and store all my 

grain and my goods in them, and I will say to my soul: My soul, you have 

plenty of good things laid by for many years to come; take things easy, eat, 

drink, have a good time.” But God said to him, “Fool! This very nigh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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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will be made for your soul; and this hoard of yours, whose will it 

be then?” So it is when a man stores up treasure for himself in place of 

making himself rich in the sight of God.’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You have given us, O Lord, bread from heaven, endowed with all delights 
and sweetness in every ta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