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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一切對環境的衝擊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均由最貧困的人承受。求祢
光照掌權者和富有者，不要讓他們陷於冷漠的罪過。 
 
進堂詠 
上主，你所加於我們的一切，都是按照公正的審判而行的；因為我們
得罪了你，沒有聽從你的誡命。但求你光榮你的名，按照你的無限仁
慈，對待我們。 
 
讀經一（放蕩不羈者的狂歡，也就完了。） 
恭讀亞毛斯先知書 6:1, 4-7 

全能的上主這樣說： 
「那些安身於熙雍，自恃於撒瑪黎雅山，自命為諸民之首的人，

是有禍的。他們躺在象牙床上，橫臥在軟榻上，吃著羊群中的羊羔，
及牛欄中的牛犢，伴著琴聲吟詠，自比達味，發明樂器，大碗喝酒，
以上等的油抹身，但對若瑟的崩潰，卻漠不關心。為此，這些人，現
在就要先被擄去；放蕩不羈者的狂歡，也就完了。」——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46:7, 8-9, 9-10 
【答】：我的靈魂，你要讚美上主。（詠146:1） 
領：上主為被欺壓的人辯護；上主賜食物給飢餓的人；上主使被囚的

人，獲得自由。【答】 
領：上主開啟瞎子的眼睛；上主使傴僂的人挺身；上主喜愛正義的人；

上主保護旅客。【答】 
領：上主扶助孤兒寡婦；上主迷惑惡人的道路。願上主永遠為王！熙

雍，你的天主萬壽無疆！【答】 
 
 
讀經二（務要保守這訓令，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顯現。）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前書 6:11-16 

天主的人哪！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忍和良善；
要努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要爭取永生。你正是為此而蒙召，並
為此，在許多證人面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 
我在使萬有生活的天主前，及在曾對般雀比拉多宣示過美好誓言的基
督耶穌前，命令你：務要保守這訓令，不受玷污，無可指摘，直到天
主在預定的時期，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出來。 
天主是那真福、唯一全能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獨享不死不滅者，
住於不可接近的光明中，沒有人看見過，也不能看見的。願尊威和永
遠的權能，歸於他！阿們。——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耶穌基督本是富有的，卻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

而成為富有的。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已享盡了你的福，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

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16:19-31 

那時候，耶穌對法利塞人說： 
「有一個富翁，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奢華宴樂。另有一個

乞丐，名叫拉匝祿，滿身瘡痍，躺臥在富翁的大門前。拉匝祿指望得
到從富翁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飢，但只有狗來舔他的瘡痍。那乞丐死了，
天使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抱裡。那個富翁也死了，被人埋葬了。 

「那富翁在陰間，痛苦地舉目一望，遠遠看見亞巴郎，及在他懷
中的拉匝祿，便喊叫說：父親亞巴郎！可憐我吧！請打發拉匝祿，用
他的指尖，蘸點水，來涼潤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燄中，非常痛苦。 

「亞巴郎說：孩子，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
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
除此之外，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隔著一個巨大的深淵，就算有人願意，
從這邊去到你們那邊，也不可能，從那邊來到我們這邊，也不可能。 

「那富翁說：父親！那麼，就請你打發拉匝祿到我家去，因為我
有五個兄弟，叫拉匝祿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亞巴郎說：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讓他們聽從好了。 
「那富翁說：不，父親亞巴郎！倘若有人從死者中，到他們那裡，

他們必會悔改。 
「亞巴郎給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

中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上主，求你記得你許給你僕人的諾言，它給我帶來了希望。在我的憂
苦中，你的諾言就是我的安慰。 
 
 

拉匝祿的啟示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路加福音是社會性最強的，時時表現出對財富的嫌惡及對窮人

的關懷，並明確聲明「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和「富貴的人是有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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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日的比喻是路加所獨有，極有可能是向著撒杜塞人而說的，
因為他們多半富有，而且極多做司祭；他們不信死人的復活和來世的
生命，故傾向現世的享樂。比喻似乎是向著這類人而說的，但當然也
能挑戰我們。 
  福音比喻中的人物有名字這是第一次，「拉匝祿」有「天主助
佑」的意思。以名字的中文諧音和意義，我們可譯做「賴天佑」，名
字已透露出天主對窮人的眷顧。富翁本無姓名，西方後來給他起名叫
Dives，這是拉丁文財富的意思，在中國可能稱他「戴金發」。故事
很簡單，但不易把握它的深意。難道穿得好、吃得好就要下地獄嗎？
不過，當司祭的撒杜塞人卻知道耶穌影射他們。 
  比喻中的富翁，過著不相稱的、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他「身穿紫
紅袍和細麻衣」，顯示出司祭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他卻「天天的奢華
地宴樂」，完全與貧窮的猶太社會背道而馳，而且也不理會法律的要
求，既不工作，亦不守安息日。可見他只顧自己享樂，不守法律，也
不理天主，更不理別人。 
  法律和先知都要求以色列人幫助窮人，而乞丐就是社會上無法照
顧自己的人。拉匝祿「滿身瘡痍」，明顯地是個有病的人，無法假
裝，有狗來舐他的瘡痍，他也弱到無力趕走。這個乞丐就在富翁的門
口，即在富翁必經的路上，他不可能見不到。拉匝祿要求的，只是桌
上掉下來的碎屑，通常是給狗吃的，但也得不到。這個富翁是認識拉
匝祿的，因為比喻中他兩次叫出拉匝祿的名字。這個連舉手之勞也見
死不救的人，自然得到他的報應。拉匝祿雖然沒有做過甚麼偉大的
事，但能在亞巴郎的懷裡受安慰，只因他在世時「受盡了苦」，可見
天主如何善待受苦的人。為那些時常質疑痛苦價值的人，這裡可以得
到一些啟示。 
  故事至此本來可以完結，但為了撒杜塞人及後來的聽眾，比喻加
上下半部。拉匝祿死後，「天使」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裡。此乃教訓
撒杜塞人不要不信天使的存在，或質疑有永生，死後的生命是承受著
今生的果。以色列人自恃有亞巴郎做祖先，比喻卻指明即使呼叫「父
親亞巴郎」，也無際於事。富翁要求亞巴郎打發拉匝祿回去警告他的
五個兄弟，免得他們重蹈覆轍。亞巴郎的回應是，如果他們連舊約梅
瑟和先知的要求也不能守，遑論新約中耶穌從死者中復活，他們更不
會相信。梅瑟與先知要求以色列人善待有需要的兄弟，那麼明顯的啟
示都不能守，又怎能期望不信有復活的撒杜塞人去相信耶穌基督的復
活？ 
  比喻在當時是有特定的對象，亞巴郎雖然沒有打發拉匝祿回去警
告那五個兄弟，但實際上，那五人是獲得警告的，因為那「五個兄
弟」在場聆聽耶穌的比喻，只要他們回去善待周圍有需要的兄弟姊
妹，他們便算明白耶穌的教訓。那五個兄弟亦能夠指我們，可見拉匝
祿與富翁雖是虛構的人物，但那五個兄弟卻是活生生的真人。 
  我們可能生活上沒有做不准做的事，如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
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等，就以為了不起。倘若我們完全不理會一些

應做的事，生活只為自己打算，天主地位很低，又不關心別人的需
要，即使他們就在自己身旁，我們便是富翁的翻版。 
  讓我們求天主幫助我們明白自己就是「五個兄弟」中的一個，比
喻也為我們而說的。只要我們注意聖言的要求，又有憐憫心關懷別人
的需要，我們實在不必有死去的親人奇蹟性地報夢，才會相信人生不
應只顧享樂，還有比享樂更重要的事要做。 
 
反省與實踐: 
1. 我是否常常關懷弱小？ 
2. 當看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尋求協助時，我的反應是什麼？是否祈求

天主賞賜慈悲的心，伸出援手？ 
3. 我們是否常常反省自己的生活？為喜悅的事向天主獻上感恩；將

悲傷的事奉獻給主，請求祂的仁慈撫慰？ 
 

禱文： 
1. 請為街上的流浪兒童得享家庭溫暖祈禱。祈求仁慈的天主眷顧街

童，幫助他們找到家庭的溫暖，及善心人士的照顧；有朝一日能
自立生活，創造自己的未來。 

2. 請為世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早日結束祈禱。祈求明智的天主賜給人
們智慧，早日解決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貧苦人也能同享升學、富
裕的生活權利。 

 
 

窮人是橋樑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這段福音讀起來聳人聽聞。我們千萬不要遽下定論，說它「只

不過」是個比喻、或者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故事。其實它正是我們生命
的寫照，而且講故事的這一位與我們一般人不一樣，祂能夠洞察人們
的舉手投足，尤其是人們的心思念慮。 
   當今的街頭巷尾，躺臥在富人門前的「拉匝祿」不計其數。不
少國家裡，窮人們的境遇跟耶穌時代如出一轍：他們虛弱地躺臥在
地，「滿身瘡痍」，饑腸轆轆，同時還不乏幾隻流浪狗在他們悲慘、
骯髒中如影相隨。 
   奧地利的街頭看不到躺臥的窮人，但是種種其它形態的貧窮，
諸如孤寂、精神渴求、以及與日俱增的物質需求，雖然可能無形無
狀，卻理當跟「躺臥在我們門前」的窮人一般令我們怵目驚心。 
   拉匝祿躺臥之處的大門背後，住著「一個富家人」，耶穌沒有
報上他的名字。這個富人的日子過得很逍遙，一切應有盡有。耶穌有
羨慕那人的資產嗎？難道祂是一位社會革命家，想鼓噪群眾反對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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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嗎？當然不可能，這則故事的主旨非常非常嚴肅：那位富人已經對
家門口的窮人視而不見了。也許他根本不是個惡毒的人，也許他對朋
友們一向慷慨大方。但他不知道怎麼變得像瞎子一樣盲目了，那才是
致命的危險。我們的種種過失與疏忽都被記錄在每個人的生命冊裡，
凡是我該做卻沒有做到的，將永遠無法彌補。 
   這則比喻似乎就是耶穌要我們瞥見的死亡之後的情形，它不是
任何有關天堂與地獄、樂園與永罰的「報告」。耶穌意在撼醒我們：
趁還來得及的時候做點事情吧！人一死，甚麼都太遲了。到了那邊以
後，有一個無法逾越的深淵，將樂園（「亞巴郎的懷抱」）與「陰
間」（受苦的地方）隔開。我們一旦到了某一邊，就無法橫跨到另一
邊。但是當我們活著的時候，還有選擇的可能。你只要打開你的家
門，意識到拉匝祿的存在。如果你的內心能夠感受到他的需求、他遭
受的痛苦，如果你把餅分點給他吃，那麼你與他之間就不會有任何深
淵。 
   在陰間遭受痛苦的富人請求亞巴郎，打發拉匝祿用指尖蘸點
水，越過深淵來涼潤他被火燄灼燒的舌頭。這不分明意味著：「窮人
是能把你從陰間永罰裡救出來的橋樑；但你必須把握時機，現在就跨
上橋。」 
   當耶穌叫出拉匝祿的名字時，就是在親口暗示窮人的重要性。
在天主面前，窮人絕對不只是沒有名字的數字而已。更饒富意義的
是，「拉匝祿」在希伯來文的本義是「天主親自施救」。天主對人的
幫助，不僅僅侷限於賜予窮人樂園；祂也藉著窮人幫助富人，使富人
不致心硬。 
   無論是誰，如果在生活中（以任何形式）對貧窮人視若無睹，
將無法進入天國。這是耶穌急切、語重心長的訊息。從耶穌時代起，
就有許多人聽從了祂；還有許多人儘管沒有聽過祂的話，卻已活出祂
話中的真精神，因為他們從來不忽視家門口的拉匝祿。窮人是幫助他
們最終抵達樂園的橋樑。 
 
反省與實踐: 
1. 我們生活周遭，有許多各種類型的窮人。我看見他們嗎？還是視

若無睹？ 
2. 當我發現周遭的窮人時，我伸出雙手幫助他們嗎？ 
3. 我能意識到窮人是幫助我最終抵達樂園的橋樑嗎 
 

禱文： 
1. 請為每一位基督徒祈禱。在我們周圍，有各種類型的窮人，祈求

仁慈的上主開啟我們的眼目，恩賜我們慈善的心腸，能伸出雙
手，溫暖的回應他們的真實需要。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富人與拉匝祿的比喻"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耶穌同情窮人，但是他不主張革命，他的訊息是純粹宗教性的，
他勸富裕的人救濟有需要的人。他說：「要用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為在你們匱乏的時候，好叫他們收留你們到永遠的帳幕里。」這是上
主日彌撒中所記載的「不忠信（不義）的管家」的比喻所留給我們的
教訓。 

本主日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彌撒中的福音也記載一個比喻，是
「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耶穌所講的這個比喻可分兩幕，一幕是在
世上演的，一幕是在陰府里演的。在這個比喻中耶穌戲劇性地描述了
富翁和拉匝祿在那兩個舞台上所扮演的極其不同的角色。 

「陰間」一詞，希伯來文稱作「謝奧耳」，原來是指所有死者的
靈魂聚集的地方。根據耶穌時代猶太人的思想，陰間分做一上一下，
上面是義人享福的地方，耶穌稱它為「亞巴郎的懷抱」，下面是罪人
受刑的地方，耶穌把它稱為「陰間」。這兩個地方的中間有一道鴻溝
相隔，兩邊的人只能遙遙相望，卻不能相接近。接著耶穌又采用猶太
文學上講比喻的特色，來給比喻的主題做進一步的發揮。他在比喻的
故事中插入几個情節，不但使故事更為戲劇化，而且更藉著故事中人
物的發言，令人更易于領會比喻中所包含的教訓。 

今世的禍福是暫時的，轉瞬便云消霧散。死後的賞報和刑罰卻是
永遠的。那個富翁知道的太晚，懊悔也來不及了。但是耶穌的比喻還
沒有講完，他要藉著那個可憐的富翁與祖宗亞巴郎的對話，來強調信
友們當聽從上主藉教會的訓導，和及時悔改自新的道理。 

在我們剛才聽到的比喻中，耶穌沒有說明那個富翁的財產是怎樣
得來的，也沒有交代那拉匝祿是怎樣淪落為乞丐的。耶穌講這個比喻
并沒有表示鄙視金錢的意思。他不過是教訓世人提防一種與金錢有關
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醉生夢死」。它的特徵是第
一奢侈，第二不相信神的存在。 

依照耶穌留給我們的訊息，世界是天主創造的，世界上的財富原
是為人類享用的。各人的私有財產是天主托給人經理的事物，人不可
擅自妄用。耶穌曾講「不忠信的管家」比喻，勸人要善用世上的財
富，救濟有需要的人。他說：「這樣在金錢失去價值的時候，有朋友
接你們到永遠的帳幕里」。現在他又講「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警
告世人不要浪費財物、漠視別人的需要，否則他們也要像比喻中的那
個富翁一樣，到地獄里去永遠受苦。到了那時，他們要懊悔，已來不
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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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社會正義－優先關愛貧窮人 
    本主日選讀的《路加福音》記述富翁和乞丐拉匝祿的比喻。富
翁的罪不全在於奢華地宴樂，而在於他天天遇到這個在他大門前的
乞丐，既認識他名叫拉匝祿，可是連桌上的碎屑也沒給過他。他稱
亞巴郎為父親，理應記得梅瑟的訓示：「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肋 25：23），更應聽過先知的話：「豈不是要人將食糧分給飢餓
的人，將無地容身的貧窮人領到自己的屋裡，...」（依 58：7）但
他沒有遵循，他心中只有自己和他的五個兄弟；他不懂得關愛那在
困乏中的拉匝祿，這與他所學、所信、所生活的，顯然是背道而馳。 
        第一篇讀經亞毛斯先知的譴責，在於以色列人的自恃、在
於領袖們的自命，不只是因為他們吃羊羔、牛犢，喝酒詠唱，而更
因蔑視了自己同族中較弱小兄弟的成敗——對若瑟的崩潰，漠不關
心。（弟前 6：6-7） 
     富翁和亞毛斯先知書提及的領袖們，相信都是敬畏天主的人，
嚴謹遵循了梅瑟的法律和禮規，但忘記了更應在生活中回應天主神
聖的召喚。保祿宗徒說：「你要追求正義、虔敬、信德、愛德、堅
忍和良善，要奮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要爭取永生：你正是為
此而蒙召，...」（弟前 6：11-12）現今我們活在這個崇尚享樂和
自我中心的世代，我們又如何理解上主的召喚呢？ 
     耶穌用了一個富有又冷漠的人和一個貧窮又有需要的乞丐的比
喻去教訓我們要對人有憐憫心，以免太遲而被來世裁判。這段福音
的內容與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正義及人權有關。 
     「邪惡的不平等仍存在著，打擊著千千萬萬的男女。這種不平
等公開地違反福音：人的平等尊嚴要求達到更為人道及比較公平的
生活條件。在人類大家庭內各成員、各民族間，所有經濟、社會上
過分的不平等，是一種恥辱並違反社會正義、公平及人位格的尊
嚴，...」(教理 1938) 
     以下的介紹是教會四個社會訓導的核心主題，簡述信友為何對
人要有憐憫之心： 
     人人平等——「既然每人都擁有靈性，既皆為天主依自已的肖
像而造生，既皆擁有同一本性及出自同一本原，既皆為基督所救贖，
並擁有同一使命和同一超性命運。基本上，人人一律平等。」《教
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9 
     維護人性尊嚴及人權——每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具有
無限尊嚴和獨特價值，因而在本質上，每一個人都擁有直接源於人
性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我們有責任維護人性尊嚴和人人平等的原則，
以及捍護人權。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起，社會訓導更強調對人的價

值的重要；它喚醒人在強調物質生活之餘，更要重視精神和信仰生
活。 
     團結關懷——維護個人基本權利重要，但不要忽略了尊重他人
權利的義務，因此社會訓導提出了「團結關懷」的原則。天主造人
不但使人互維關係，而且期望人建立密切的關係，休戚相關，願意
與人分享所有，彼此連繫和彼此負責。基於此，我們有責任維護大
眾公益，互相合作和分享，務求使每一位成員能實現其個人潛能和
生命價值。團結能協助我們正視「其他的人」——不能看待他們如
同是一種工具，而是他們與我們具有同等的地位。天主是我們共同
的天父，我們在基督內同為兄弟姐妹。《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39,40 
     優先關愛貧窮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中指出，
貧窮人是基督最鍾愛的一群。教會關懷貧窮人是由於貧窮弱小者較
無力保衛自己的權利，故要特別照顧和關心他們，使他們成為社會
的積極參與者，從而令社會每一個人更能公平和諧地參與。 
     事實上，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更明確肯定教會在現世
的使命與建設天國不能分割，教會有責任使人類大家庭變得更適合
人性。社會訓導提出的都是重視人性尊嚴和人類團結包容的理想原
則，亦期望我們按這些準則去實踐正義，關愛社群。 
 
生活反思／實踐： 
1. 每個人都會關心自己的生活需求和精神發展，但是否這樣就足夠？

我們有沒有責任關懷其他人的福祉？ 
2. 當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我們會如何取捨？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富翁和拉匝祿的比喻 

【經文脈絡】 
個主日的福音講述耶穌教導門徒正確使用財富的態度（路十

六 1-13），當時也有一些法利塞人在場，他們因此而嘲笑並批評
耶穌，面對這個情況，耶穌駁斥法利塞人（14-18），最後向他們
講述今日的基督徒十分熟悉的「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路十六
19-31）。教會邀請信仰團體在這個主日感恩禮中，再次一起聆聽
這個比喻。整個比喻具有雙重的結構，先是有關兩個人物生前
（19-21）與死後情況的描述（22-23），接著是兩組對話（24-
31）；故事的推展生動有趣，我們按者順序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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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19-21） 
比喻的一開始介紹兩個主要的角色，一位富翁和一個乞丐。

經文對於富翁的介紹非常簡單，沒有提及名字和住處，只強調他
享受著極盡奢華的生活。相對而言，有關乞丐的描述則詳盡的
多，不但詳細說明他的悲慘窘境：孤獨無助地躺在富翁家門口，
身體暴露在狗群和各種危險之中；也指出乞丐的名字叫做「拉匝
祿」。「拉匝祿」是翻譯成希臘文的名字，希伯來原文是「厄里
厄則爾」，意思是「天主幫助」，這是猶太社會中常見的名字
（參閱：創十五 2；若十一）。 

二人的結局（22-23） 
故事非常精簡的描述拉匝祿的結局：他死後被送到亞巴郎的

懷抱中，猶太傳統相信亞巴郎早已經和天主生活在一起（參閱：
路十三 28；瑪八 11）。比喻接著非常詳細地按照猶太的思想方式
敘述富翁的死亡、埋葬，以及他在陰間的悲慘境遇。二人生前和
死後的情況剛好對調：富翁在生前在豪宅內日日宴飲享樂，拉匝
祿只能躺臥在豪宅門前，忍受野狗的侵襲；然而二人死亡以後，
富翁卻只能在陰間（天堂外）忍受折磨，痛苦地仰望在天堂內享
福的拉匝祿。 

第一段對話（24-26） 
在富翁和亞巴郎的第一段對話中，自稱是「兒子」的富翁求

亞巴郎，派遣他所熟識的拉匝祿來減輕他的痛苦。亞巴郎卻要他
回憶自己和乞丐過去的生活，並且告訴富翁現在所轉換的情況是
合理的。亞巴郎的這段話反映出猶太傳統有關「報復」或「報
酬」的教導（參閱：路一 53，六 20-26）。亞巴郎同時告訴富
翁，人死後和生前的情況大不相同：在生前，如果富翁願意便可
以輕易地接近乞丐，但在死後，二人之間則存在一個不能跨越的
鴻溝。 

第二段對話（27-31） 
第二段對話具有一個雙重的結構，富翁首先呼喊亞巴郎為

「父親」！（主日感恩祭典翻譯為「祖宗」，非常不恰當！）並
向亞巴郎祈求另外一個恩典。這位富翁請求亞巴郎派遣拉匝祿去
「警告」自己的弟兄們，好使他們能夠得救。「警告」一字按原
文字義更好直接翻譯為「作見證」，這是路加常常採用的初期教
會宣講常用的表達方式（參閱：宗十 42，十七 31）。 

亞巴郎回答富翁的話「活著的人有梅瑟和先知的教導已經足
夠」，也同樣地反映初期教會的宣講方式（參閱：路二四 27、
44；宗三 21-25）。富翁則辯駁說：由亡者中帶回來的訊息超越先
知的教導，可以促使人「悔改」；亞巴郎卻回答說：聆聽復活者
和聆聽梅瑟與先知們其實是緊密相關的，不聽從梅瑟和先知的
人，也不會聽從由死亡中復活的人。 

整個比喻隨著這個教導而結束，而這個結束語非常具有路加
作品的特色：「悔改」本是一切宣講的最終目標，而所謂「有人
由死亡中復活了」，當然使讀者立刻聯想到耶穌基督。 

和若望福音的關連 
比喻的結尾所說的「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也無法使人

信服」，使人想起若望福音十一章耶穌復活拉匝祿的故事。根據
若望所記載的故事，拉匝祿的復活不但沒有讓猶太宗教政治領導
人物相信耶穌，反而促使公議會做出殺死耶穌的決議。 

【綜合反省】 
這個比喻以對話的形式描述富翁的命運，對讀者提出深刻的

教導，整個敘述含有高度的「警告」意味。警告當時的聽眾以及
日後的讀者，不要和這位「富翁」一樣，應該按著生命的法律善
度生活，以免成為「聾子」，以致於連由死亡復活者所帶來的訊
息也無法聆聽。 

就整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脈絡來看，路加運用這個故事指
責當時信仰團體的敵人，控訴他們大多貪愛錢財，因此而不接受
耶穌復活的福音喜訊。對今日的讀者而言，主基督也藉著這個故
事警告我們錢財的危險。但是福音並未通盤否定錢財的價值，而
是指出財富可能使人盲目，把人引入絕對的自我中心，自己封閉
心門，無法對先知的教導以及復活的喜訊開放，更看不見生活周
遭需要援助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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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5 SEPT 2022: Twenty-six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All that you have done to us, O Lord, you have done with true judgement, for we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and not obeyed your commandments. But give glory to 
your name and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the bounty of your mercy. 

 

First Reading Am 6:1, 4-7 

A reading from book of Amos 

You who give yourself to licentiousness and revelry will be exiled. 

The almighty Lord says this: Woe to those ensconced so snugly in 

Zion and to those who feel so safe on the mountain of Samaria. Lying on 

ivory beds and sprawling on their divans, they dine on lambs from the 

flock, and stall-fattened veal; they bawl to the sound of the harp, they 

invent new instruments of music like David, they drink wine by the 

bowlful, and use the finest oil for anointing themselves, but about the ruin 

of Joseph they do not care at all. That is why they will be the first to be 

exiled; the sprawlers’ revelry is over.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45:6-10. R. v.2 

 (R)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1. It is the Lord who keeps faith for ever, who is just to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It is he who gives bread to the hungry, the Lord, who sets 

prisoners free. (R.) 

2. It is the Lord who gives sight to the blind, who raises up those who are 

bowed down. It is the Lord who loves the just, the Lord, who protects 

the stranger. (R.) 

3. He upholds the widow and orphan but thwarts the path of the wicked. 

The Lord will reign for ever, Zion’s God, from age to age. (R.) 

 

Second Reading 1 Tm 6:11-16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imothy 

Obey the commandments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Lord. 

As a man dedicated to God, you must aim to be saintly and religious, 

filled with faith and love, patient and gentle.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the 

faith and win for yoursel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 when 

you made your profession and spoke up for the truth in front of many 

witnesses. Now, before God the source of all life and before Jesus Christ, 

who spoke up as a witness for the truth in front of Pontius Pilate, I put to 

you the duty of doing all that you have been told, with no faults or failures, 

until the Appear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at the due time will be revealed 

by God, the blessed and only Ruler of all,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who alone is immortal, 

whose home is in inaccessible light, 

whom no man has seen and no man is able to see: 

to him be honour and everlasting power.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2 Cor 8:9 

Jesus Christ was rich but he became poor, to make you rich out of his 

poverty. 

Alleluia! 

 

Gospel Lk 16:19-3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During your life good things came your way just as bad things came the 

way of Lazarus. Now he is being comforted while you are in agony. 

Jesus said to the Pharisees: ‘There was a rich man who used to dress in 

purple and fine linen and feast magnificently every day. And at his gate 

there lay a poor man called Lazarus, covered with sores, who longed to fill 

himself with the scraps that fell from the rich man’s table. Dogs even came 

and licked his sores. Now the poor man died and was carried away by 

angels to the bosom of Abraham. The rich man also died and was buried. 

‘In his torment in Hades he looked up and saw Abraham a long way off 

with Lazarus in his bosom. So he cried out, “Father Abraham, pity me and 

send Lazarus to dip the tip of his finger in water and cool my tongue, for I 

am in agony in these flames.” “My son,” Abraham replied “remember that 

during your life good things come your way, just as bad things came the 

way of Lazarus. Now he is being comforted here while you are in ag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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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at is not all: between us and you a great gulf has been fixed, to stop 

anyone, if he wanted to, crossing from our side to yours, and to stop any 

crossing from your side to ours.” 

‘The rich man replied, “Father, I beg you then to send Lazarus to my 

father’s house, since I have five brothers, to give them warning, so that 

they do not come to this place of torment too.” “They have Moses and the 

prophets,” said Abraham “let them listen to them.” “Ah no, father 

Abraham,” said the rich man “but if someone comes to them from the 

dead, they will repent.” Then Abraham said to him, “If they will not listen 

either to Moses or to the prophets, they will not be convinced even if 

someone should rise from the dead.”’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Remember your word to your servant, O Lord, by which you have given me 
hope. This is my comfort when I am brought 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