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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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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將平安賜給期待你的人民，好使你的先知被人認為忠實。
上主！求你俯聽你僕人和以色列的祈禱。 
 
讀經一（上主撤銷了要加於百姓的災禍。） 
恭讀出谷紀 32:7-11, 13-14 

那時候，上主訓示梅瑟說：「你下去！因為，你從埃及國領出來
的百姓，敗壞了。他們很快就離開了我所指示給他們的道路，為自己
鑄了一隻牛犢，朝拜牠，向牠祭獻，並且說：『以色列，這就是領你
離開埃及的天主。』」 

上主向梅瑟說：「我看這百姓，真是一個執拗的百姓！你讓我向
他們發怒，消滅他們；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 

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說：「上主，你為什麼要向百姓發怒
呢？這是你以大力，用強硬的手臂，由埃及國領出來的百姓。「求你
紀念你的僕人亞巴郎、依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向他們發誓
說：我要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樣多；我必將所許諾的那整
塊土地，賜給你們的後裔，叫他們永遠擁有。」上主於是撤銷了要加
於百姓的災禍。——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51:3-4, 12-13, 17,19 
【答】：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路15:18） 
領：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依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

罪惡。求你洗盡我的過犯；求你除淨我的罪惡。【答】 
領：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

神。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收回你的
聖神。【答】 

領：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天主，我的
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答】 

 
讀經二（基督耶穌來，是為拯救罪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前書 1:12-17 
親愛的： 

我感謝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他賜給了我能力，因為他認為我忠
信，就委派了我去為他服役。原先，我是個褻瀆者、迫害者和施暴
者；但是，我蒙受了憐憫，因為，我當時是在不信之中，出於無知，

而做了那些事。然而，我們的主，賜我格外豐厚的恩寵，使我在耶穌
基督內，有了信和愛。 

這話是確實的，值得完全接納的，就是基督耶穌來到世界上，是
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憐憫，是為
使基督耶穌，在我這個魁首身上，顯示出他的寬大和忍耐，為給將來
信靠他而獲得永生的人，一個榜樣。 

願尊崇和光榮，歸於萬世的君王：那不死不滅，不可見的唯一天
主，於無窮世之世！阿們。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口

裡。（格後5:19） 
眾：亞肋路亞。 
 
福音（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所有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

須悔改的義人。） 
恭讀聖路加福音 15:1-10 

那時候，稅吏及罪人，都來接近耶穌，為聽他講道。法利塞人及
經師竊竊私議，說：「這個人與罪人交往，又同他們吃飯。」 

耶穌於是對他們設了這個比喻，說：「你們當中，那個人有一百
隻羊，遺失了其中一隻，而不把這九十九隻，留在荒野，去尋找那遺
失的一隻，直至找到呢？找到了，就歡喜的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回到家裡，請他的友好及鄰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與我一同歡樂吧！
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我告訴你們：同樣，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的所有歡樂，
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或者，一個婦女，有十個『達瑪』，如果她遺失了一個，那有
不點上燈，打掃房屋，細心尋找，直至找到呢？找到了，她就請朋友
及鄰人來，說：你們與我一同歡樂吧！因為我失去的那個『達瑪』，
又找到了。 

「我告訴你們：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
歡樂。」——上主的話。 
 
領主詠 
天主，你的慈愛多麼寶貴，世人都投奔到你的護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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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天主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日福音的三個比喻，被視為路加福音的心臟，突出了天主的慈

悲。耶穌與稅吏和罪人來往，引起法利塞人和經師的不滿，認為罪人
必須受到隔離，免玷污別人。其實所謂罪人，絕大部份並非窮凶極惡
的人，而是指未能守聖潔法律的人，他們受到重視聖潔的猶太人杯
葛，失去一般社交生活。耶穌以言以行表示天主對罪人寬恕的態度。
三個比喻都講及失去東西：羊、錢幣、兒子，而主角都主動尋找，最
後皆有失而復得的喜樂。 

在亡羊的比喻中，迷途的羊通常是由於愚蠢或貪玩，離開牧人而
流落曠野是死路一條。牧人對羊有深厚的情感，發現有羊迷失，必定
出發找尋，好像老師帶學生旅行，發現少了一個，那有不拼命找尋，
直到找到為止？找到後，牧人「高興的把羊放在肩上」，這是傳神溫
馨的寫法。羊可能驚慌到或餓到不能動，路途既遠，牧人只好把羊放
在最能負重的肩上；他並無一邊行一邊罵，而是「高興地」回來，請
朋友與他一同歡樂。耶穌清楚表明，整個天上會因一亡羊歸來而喜
樂，這與猶太傳統認為「天上因為罪人的被滅除而有大喜樂」剛好相
反。 

失錢比喻的重點明顯在那女人，而非在那錢幣身上。那時的房屋
窗戶少，室內很昏黑，地上鋪了草，找尋失去的錢幣特別困難，但窮
人不見了錢，是不會放棄找尋的；也有人認為十個錢幣是已婚婦女的
頭飾，像今日的結婚戒指一樣重要，難怪婦人著急尋找。比喻的訊息
是：天主不厭其煩地細心尋找罪人，顯出祂對罪人的關懷與耐心，及
找到後那種莫名的喜悅。 

第三個比喻被譽為路加福音最佳的比喻，亦可能是聖經最精彩的
比喻。過去稱「蕩子的比喻」能使人把注意力只放在幼子身上，忘記
父親才是主角，而長子在比喻中的重要性，並不比幼子低。比喻充滿
柔情，使人覺得那父親不但慈悲，簡直是可愛！ 

幼子明顯地是自私的，只顧自己的享樂，完全不理父親的感受。
父親還在便要求分家是大逆不道的，簡直當父親已死，傷透父親的
心，只想著外面世界的美好，自己必須去闖闖，享受外面的自由與快
樂。比喻中的父親非常了解年輕人的心理，知道他不會接受家長式的
管制；愛的關係不能來自強制，只能出於自由的接納。慈悲的父親讓
幼兒離去，希望愛情領他回來，果然柔情獲得勝利！艱苦的環境雖是
幼子回頭的契機，連豬吃的豆莢也得不到，的確迫使他「捫心自
問」，但父親慣常的柔情卻使他有力量與膽量回歸。倘若當日父親聲
色俱厲的趕他出家門，可能幼子現在會絕望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幼子

預先準備好的悔改內容有點無可奈何的勉強，父親歡迎他的真情才使
他嘗到真正的喜樂。 

父親在幼子還在遠處，「便動了憐憫的心」，主動的上前擁抱
他，親吻他，不理會他預先準備好的講詞，反而恢復他原來的地位：
衣服代表榮譽，戒指代表權力，鞋表示兒子的身份。父親不在乎財物
的損失，還宰小牛慶祝。父親的憐憫寬恕，完全出乎幼子意料之外，
他在幻想世界要得到的喜樂，竟然在回歸父家才經驗到，父親的柔情
才是喜樂的泉源。 

耶穌講這比喻，亦指著像長子一樣的法利塞人和經師而說的。長
子同樣地是自私的，他的聽命是慣性的、表面的，並停留在物質的層
次。弟弟的回歸把他壓抑著的自私顯露無遺。弟弟花光了錢竟得不到
懲罰，父親恢復他兒子的地位將會分薄自己的家產；自己一向正直得
不到獎賞，敗家子回來卻得到宰牛慶祝；他心中沒有弟弟的存在，只
稱之為「你的兒子」，更醜化他說他與娼妓耗盡家財；心中輕視父
親，只用「你」去稱呼。嫉妒使他不肯回家。 

比喻的妙處是：父親其實失去兩個兒子，一個已回歸了，另一個
父親仍充滿慈愛的等待著：「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比喻
是以等待長子的回應結束，耶穌代天父向法利塞人和經師招手：「孩
子，來吧！」 

透過這個比喻，耶穌也向我們招手，不論我們是明顯地離開了天
主的幼子，抑或是表面服從，其實是名存實亡的長子，祂都呼喚我們
歸來。真正的喜樂並不在虛幻的花花世界裡，亦不在充滿妒忌、計較
物質者的心中，而在天父的柔情裡。懂得慈悲憐憫的人，才真正了解
來自天主的喜樂。 
 
反省與實踐: 
1. 我曾經有失而復得的經驗嗎？當時是不是感到很喜悅呢？從這三

個比喻中，我是否體驗到了天主尋回罪人的喜樂呢？ 
2. 如果天主沒有不厭其煩地尋找我們、寬恕我們、無條件地接納我

們，我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3. 對於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或對信仰冷淡的教友，我對他們的反應

是像長子那樣冷淡自私？還是能學習像天主一樣，懂得慈悲憐
憫？ 

 

禱文： 
1. 請為對信仰冷淡的教友祈禱。仁慈的主，禰一向不厭其煩地細心

尋找失散的羊，求禰使這些對信仰冷淡的教友們能夠重新投入禰
的懷抱，在禰面前重獲生命的喜樂與力量。 

2. 請為世界各地發生的災難祈禱。求主憐憫禰所創造的萬物生靈，
幫助遭災難肆虐的人民重建家園，安撫受傷的心靈，減少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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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與饑荒，供給災區所需的一切物資與醫療，及早恢復當地原
有的安樂生活 

 
 

富於感染的喜樂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今天福音一開始的說法非常令人驚訝。向來注重細節描述的聖史

路加竟然聲稱：「所有的」稅吏和罪人「全部」被耶穌吸引，聽祂講
道！路加在誇大其詞嗎？難怪有人私下嘀咕：對耶穌心儀神往的人，
是否就是被「虔誠人士」所唾棄的那批人呢？他們為數眾多，有的掙
扎在社會邊緣、有的處境落魄、有的生活「脫序」、還有的無法應付
生計。 
   是何種力量驅使他們嚮往耶穌呢？為甚麼偏偏是他們想聽祂講
道，而貌似虔誠的人卻因為耶穌跟那些人交往、與他們同桌共餐而忿
忿不平？因為在當年，同食共飲不僅僅是與人為伍，還充滿了宗教蘊
涵。與人同桌進餐，代表互通宗教情誼；與人一起擘餅，等於彼此分
享信仰。每當耶穌與「罪人們」坐在一起吃飯時，祂都會對那些人
說：「天主原諒你們、接受你們，你們跟祂已經重修舊好。」 
  面對批評聲浪，耶穌講述了亡羊與失錢兩個比喻，但是祂的著重
點卻在之後的浪子的比喻（見長式）。 
   今天的福音總是讓我回憶起我小時候的本堂神父，他真的相當
善良，我們都十分喜愛他。然而一些虔誠教友看不慣，認為神父好人
做過了頭，因為他會去關心聲名狼藉的夜店常客，也不避諱拜訪生活
方式失序的人。這一切都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
年僅五十四歲就突然去世時，每一個人都難過得如喪考妣。 
   那位本堂神父的祕密是甚麼？耶穌的祕密又是甚麼？就像今天
的兩則比喻所指出的，他們從來不會對任何人無動於衷。一頭羊走失
了，牧人四處尋覓，直到找著，把牠帶回家中；一個達瑪不值多少
錢，但婦人細心尋找，直到找著。 
   為了尋找一頭羊，而置其他九十九頭羊於不顧，這種做法是否
太冒險？這種反應是否不夠審慎、妥當？難道九十九頭羊不比一頭亡
羊更重要嗎？況且那頭羊可能是自己走失的，牠如果多留意跟隊，就
不會誤入歧途。別的羊為甚麼要因為牠的緣故，而被丟在荒野呢？ 
   耶穌說：那九十九位義人無須悔改。祂的口吻不含任何嘲弄的
意思。行走在正道上是件令人欣慰的好事，祂絕不會批評那些真心虔
誠、坦率執著的人。但是耶穌要求「虔誠人士」為每一位回歸正道的
浪子歡欣鼓舞。沒有比這些話更激動人心了。每當一個罪人悔改，天
使在天上就格外喜樂，天主自己更加如此；這種喜樂遠勝於其他無須
悔改的義人回歸天主所帶來的喜樂。每當聽到這種喜悅時，我總不禁

會回想起家鄉本堂神父那無限喜樂的臉龐，他的喜樂感染了所有人，
刻印在我們腦海中。 
 
反省與實踐: 
1. 我如何面對犯錯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還是歡欣慶祝他們的悔

改？ 
2. 我如何面對自己的過錯？遮掩？不承認？不面對？矯飾？還是坦

承不諱、真誠面對，並徹底悔改？ 
3. 當我犯錯時，我期待耶穌如何對待我？我有什麼具體的被寬諒的

經驗，和別人分享？ 
 

禱文： 
1. 請為所有迷失的人祈禱。耶穌用尋獲迷失的羊、丟掉的錢和蕩子

回頭的比喻，告訴我們悔改的珍貴和快樂。祈求天主降福或多或
少迷失在世俗爭逐和虛榮中的我們，能認清生命真正的價值，不
斷悔改。 

2. 請為少子化的危機祈禱。生命是上主珍貴的恩賜，也藉以繁衍人
類的血脈和文化。日益減少的生育率，將帶給國家、民族深遠的
影響。祈求天主恩賜政府和民間足夠的智慧，一起面對並改善此
一危機，讓生命和文化都得以生機蓬勃的延續。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天主的寬赦"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蕩子的比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們已經在四旬期第四主日彌撒
福音中讀到它，但是那里的教訓與本主日不盡相同。四旬期指向耶穌
復活節，預備領受聖洗聖事與重宣聖洗誓愿﹔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教訓
則著重在天主的寬赦。 

比喻中的父親為了他兒子離棄家庭流蕩在遠方而不斷焦慮。比喻
中說，兒子還在遠處的時候，父親就看見他。這意味著，那父親一直
盼望著兒子有朝一日終于要回家，由于不斷的盼望，于是總是這樣凝
視著遙遠的地方。從此可見天主不忘記罪人而耐心等待罪人回頭歸化
的態度。比喻中的父親看到了兒子，便動了憐憫的心。動憐憫的心：
這也是天主對罪人的經常態度。天主本性仁慈，本來就愛寬赦人的
罪。出谷紀稱天主為「慈悲寬仁的天主」，說他「緩于發怒，富于慈
愛忠誠」﹔又記錄了梅瑟的一篇祈禱經文。經文中梅瑟這樣祈求天主
寬赦他的子民，說：「這百姓固然執拗，但求你寬免我們的過犯和罪
過，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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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中的父親，由于對兒子的憐憫，不辭自動走出第一步，「跑
上前去，擁抱他，熱情地親吻了他。」天主就是這樣。這是我們在耶
穌身上可體會到的。比如，在匝凱的故事里，耶穌知道了那位稅務員
要見自己并有悔改的心意，便自動到他的家里去。在這個故事中，耶
穌又宣布了：「人子來，是為找尋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再說，比喻中的蕩子的意向并不完全純正。他回家并不純粹出于
對父親的不知恩或缺少愛情的懊悔。比喻毫不隱瞞他的自私自利：
「我父親有多少 工，口糧富足，而我倒在這里餓得要死！」稅務員
匝凱的光景也是這樣。他起初也并不像有純正的意向，也并沒有表示
對自己罪過有什么懊悔。大致罪人的最初態度，往往只求避免自己的
行為對自己所造成的痛苦。天主卻把這最起碼的態度認作是他們好心
的表示，因而便像比喻中的父親跑過去迎接兒子似的，慈愛地接待
他。 

如果說比喻中的蕩子有什么懊悔的表示的話，那么父親，由于十
分喜樂，竟然沒有發覺。因為他只顧對他的仆人說：「快快拿錦袍
來，給他穿上﹔拿戒指來，戴在他手上﹔拿鞋子來，穿在他腳上。再
把那頭肥胖的小牛牽來殺了，我們歡樂地來吃一頓。因為我這個兒子
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路15:22-25） 

人們往往不懂得天主的寬赦。大概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聖路加特
意藉著耶穌這個比喻，向他的讀者們強調好好接納那些曾犯過罪、而
現在卻同他們一起生活在同一教會內的人。耶穌本人曾遇到過一些
人，他們不能容忍罪人，把罪人看作是被天主所棄絕的一群。蕩子比
喻的一個目的，便是要這些人懂得天主的態度。因此比喻也就談及了
長子的反應。那是耶穌同時代的有些人的反應，那是聖路加的有些弟
子的反應，那也是我們這時代的有些基督信徒的反應。比喻中的長子
認為自己是父親的忠誠仆人，事實上確是如此。他覺得父親對弟弟的
熱烈接待傷了他的心。他對父親一直忠誠，父親從未為他辦過酒席。
那蕩子耗盡了父親的家產，父親卻那么優待他。這也是今日有些基督
信徒們的絆腳石。至少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不能接受有些人一生行
為荒唐，死后卻蒙天主接納，像一生作好教友的人們一樣進了天堂。
這是以斤斤較量的商人心態來估量基督信徒的生活和天主的公義。耶
穌要糾正這個錯誤。他堅決反對任何在天主與人之間引進「我給，你
也要給」那樣買賣關系的宗教觀點。在天主與人之間的首要關系是
愛。比喻中的父親毫無貶低長子的忠誠的意思，相反他著實予以肯
定。「孩子，你常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父親對他
決無不公道之處。他的立場不過是寬赦，是重新賜予生命給那死了的
兒子。 

以上是本主日彌撒福音的教訓。現在我們探究本主日彌撒中的讀
經一和讀經二的內容。讀經一記述拜金牛的故事。天主才頒布了他的
十誡，他的子民以色列便放肆到了拜金牛的地步。這真是一個不可寬
恕的罪過。這故事的要點在梅瑟的那篇祈禱詞上。這是一篇分作几段
結構完整的有力辯護詞。 

天主為什么要毀滅自己的子民呢？以色列是天主的子民，因為是
天主用強硬的手臂把他們從埃及領了出來的。既然用了如此奇妙的驚
人方式拯救了他們，再把他們毀滅，豈非是自相矛盾。 

正因為天主這樣奇妙地拯救了他的子民，在萬民中顯示了他的光
榮，如果現在毀滅他所拯救的人民，便要失去威風。這與天主的面子
有關。叫人家怎樣再能尊重和敬畏他的大能和強硬的手臂呢？由于梅
瑟信德堅強，他不怕這樣冒昧地向天主要挾。 

但是他所提出的最有力論據則是天主的信實。天主既然許諾給他
們先祖一塊土地和許多子孫，現在不能撤銷這許諾，把災難降在他的
子民身上。這故事就以天主寬赦他的子民拜金牛的罪為結束。這是讀
經一的教訓。 

在讀經二里聖保祿宗徒更現身說法，也為天主的寬赦作出了見
証。他原是罪人，天主卻信任他、揀選他，付給他一個使命。那是當
時新生的教會中一件盛事。在別的耶穌所揀選并曾與耶穌一同度過一
段生活的宗徒眼中，保祿，那曾經迫害過他們的人，遽然也滿渥主
寵，像他們一樣當起宗徒來，真是一件奇特而激起反感的事。保祿給
我們指出，只要有信德和在基督內的愛，回頭悔改常是可能的。不但
如此，他更認為自己的犯罪和后來的回頭悔改，都是天主的上智計
划。他說：「耶穌基督要在我身上，顯示出他無限的忍耐，給將來信
賴他而獲得永生的人，一個突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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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天主的慈悲與教會的和好職務 
「慈悲特殊禧年」的舉行是為叫我們默觀天主慈悲的奧蹟，讓

教會將「耶穌基督――天父慈悲的面容」顯示給世人，使他們經驗
天主對人的眷愛，重新得到安慰、寬恕和希望。今天彌撒的幾篇讀
經就是強調天主的慈悲，以及教會作天主與人之間的和好使者。 
     讀經一的背景是梅瑟奉命上山會見天主，百姓見他遲遲未下
山，遂按捺不住鑄造了金牛來崇拜。天主勃然大怒，向梅瑟宣布要
將他們消滅。不過梅瑟向天主求情，提醒天主是祂用大能從埃及國
的奴役中，拯救了以色列子民出來。縱然百姓們執拗叛逆，到底天
主曾向他們的祖先作出了承諾和盟約，天主斷然不會食言罷！果
然，因為梅瑟說項，天主遂改變了祂的主意，撤銷了要加於百姓的
災禍。讀經二裡面保祿宗徒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在皈依基督前所犯下
的罪過，完全因為基督救主的憐憫，才得到寬恕。故此，那真正帶
來救恩的和堪當為人求情的只有耶穌基督，梅瑟在舊約裡充當的角
色只不過是祂的預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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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路加福音講述的幾個有關慈悲的比喻，特別讓人明白天主
對罪人的愛憐。三個比喻分別是亡羊、失錢及蕩子。頭兩個比喻告
訴人天主不惜艱辛地尋找迷失的罪人，好似牧人尋找失去的羊兒、
或婦女找回了失落了的一個達瑪。而最後且最感人的是蕩子與慈父
的比喻。故事中，小兒子大逆不道，放肆無情，傷透了父親的心，
大兒子又惺惺作態地服事父親，背後卻從沒有真心地尊敬和孝順過
他。但作為父親的卻日夜期盼小兒子回頭改過，重投自己的懷抱。
當大兒子表達對父親不滿時，父親卻謙下自己來勸解他。耶穌故意
將三個故事都以主人翁高高興興地邀請好友、鄰居和家人一起慶祝
作為結束，以教訓那些質疑祂的法利塞人和經師：由於天主的仁
慈，所有人都是被邀到赴天國宴席的對象。 
     因著天父的慈悲，祂願意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惡而四散和迷失的
子女，號召整個人類加入祂兒子的教會，使教會成為人類重獲救恩
及合一的地方 (參《教理》845) 。為此，和好的使命是整個教會的
本質。在慈悲禧年裡，教會不只受委託傳報天主的慈悲，還要活出
慈悲，見證慈悲，好能觸動所有人的心，尋找與天父修好的途徑。 
     慈悲之愛的最清楚表達的就是寬恕過犯，教會在這方面履行著
天主給她天人之間和好的職務。她要效法主基督去關注所有在肉身
或靈魂上受苦的人，慰藉和治療人的創傷。教會的和好聖事是基督
建立用來使人體認天主的慈愛，以及獲得內心平安的最佳禮物。凡
願意與天主重新建立關係的人，應像福音中的小兒子，帶著一絲希
望，起身回家。他將會發現教會的門，因著天主的仁慈是永遠為他
打開的；甚至連他演練好的悔改台詞尚未出口，天主已在歡愉中擁
抱著他了。教會斷不能超越天主。天主是怎樣的慈悲接待罪人，教
會也要同樣去做。「人只需做的，是接受邀請去悔改和順服正
義。」（《慈悲特殊禧年詔書》19.3）。 
 
生活反思／實踐： 
1. 用幾分鐘去省察一下：現時在我生命裡有沒有什麼人是我需要與

他修好的？我會用什麼方法去修和？ 
2. 有沒有認識一些教友，因為某種原因而遠離天主不再進教堂？除

了為他們祈禱外，也嘗試將慈悲禧年的喜訊帶給他們，幫助他們
重投天主的懷抱。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亡羊」與「失錢」的比喻 

【經文脈絡】 
路加福音十五章記載三個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比喻：「亡

羊」（3-7）、「失錢」（8-10）、「浪子回頭」（11-32）。這
三個比喻都有相同的主題：遺失和找到、迷失和尋回、邀請大家
一起歡樂。前兩個比喻具有平行對稱的結構，第三個的比喻在結
構上和思想發展上都比較獨特。 

這個主日福音分長式和短式，長式包含路加福音十五章整章
的內容，短式則只包含前兩個比喻（1-10）。由於教會已將「浪
子回頭」的比喻（11-32）安排在四旬期第四主日誦讀，因此我們
這裡只針對前兩個比喻稍作詮釋。 

整段敘述分為三段，首先是對於當時情況的描述（1-2），接
著是「迷失的羊」的比喻（3-7），最後是「失錢」的比喻（8-
10）。兩個比喻的結尾都是耶穌自己提供的結論，當然也是整個
敘述的最高峰。 

耶穌親近罪人 
比喻的開始是對於當時情況的描述：「眾稅吏及罪人們都來

接近耶穌，為聽他講道。法利塞人及經師們竊竊私議說：『這個
人交接罪人，又同他們吃飯。』」由於法利塞人和經師一向排斥
和罪人有任何關係，因此也批評耶穌和罪人來往的態度。在這個
情況下耶穌必須為自己的態度和行動辯護，祂給法利塞人和經師
們講了這些比喻，藉以說明祂和罪人結交往來是正確的。 

兩種對立的態度 
路加非常強烈地表達這兩種對立的態度：「稅吏和罪人」開

放自己，前來聆聽耶穌講道；而自以為虔誠的「法利塞人和經師
們」卻批評耶穌的態度。這兩種對立的態度不僅是延續前一章已
開始的主題（參閱：路十四13、21），更是整部路加福音基本的
關心之一。路加多次敘述耶穌「和罪人與稅吏交往，與他們同席
用餐」，這是表達天主寬恕罪人的記號（參閱：路五27-32，七
34）。 

亡羊的比喻 
面對法利塞人以及經師們的批評，耶穌的第一個回應是向他

們講述「亡羊」的比喻。祂首先描述一個情境，並由此而提出一
個問題：「你們中間有那個人有一百隻羊，遺失了其中的一隻，
而不把這九十九隻丟在荒野，去尋覓那遺失的一隻，直到找著
呢？」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大多以游牧為生，因此當時的聽眾非常熟
悉這個問題所描述的情境。牧人在曠野裡牧放羊群，難免會有羊
脫離羊群而迷失在曠野中，這樣的羊面臨生命的威脅，這時每一
個牧人都會盡力尋找這迷失的羊，「直到找到為止」。牧人找到
迷失的羊時，他的喜樂是如此的強大，以致於不僅把所尋回的羊
「放在肩上」帶回來，並且必須邀請朋友和鄰人一起來分享：
「你們與我同樂罷！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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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錢的比喻 
第二個比喻沒有任何前導性的引言，直接被加在第一個比喻

之後，其所描述的情況也是聽眾輕易能夠領悟的。主角是一位貧
窮的婦女，全部財產僅有十個價值不高的「達瑪」，因此每一分
錢對她而言都十分珍貴。當她遺失任何一個小錢時，自然費盡心
力找尋。比喻描述在她找到所遺失的「達瑪」時，和尋回亡羊的
牧人一樣，獲得極大的喜樂而必須和人分享：於是「她就請女友
及鄰人來說：你們與我同樂罷！因為我失去的那一個『達瑪』又
找到了。」 

比喻的結論 
耶穌以相當隆重的方式為這兩個比喻做出結論：「我告訴你

們……」，這些人重新找回失物所得到的喜樂是一個象徵，使當
時的聽眾明白，一個罪人的悔改將給天庭帶來極大的喜樂，天主
將和祂的使者們一起歡樂慶祝。 

【綜合反省】 
耶穌透過這兩個產生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比喻，引導當時的每

一個聽眾正確瞭解祂和罪人來往的態度，使他們不再消極地輕視
判斷耶穌，而能積極地領悟耶穌的行動是天主愛的表現。路加非
常巧妙地處理了他手中的材料，特別強調人們因找尋所遺失的東
西而有的喜樂，以及和朋友們共同分享的歡樂。 

這兩個比喻非常具有耶穌宣講的特色。路加透過這個故事不
僅教導初期教會的、以及今日的讀者，明白耶穌為什麼特別親近
罪人，而更鼓勵所有的基督徒學習耶穌滿懷愛心地走近罪人，在
教會中不要自我中心地輕視任何人，且必和天主一起為了罪人的
悔改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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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1 SEPT 2022: Twenty-four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Give peace, O Lord, to those who wait for you, that your prophets be found true. 
Hear the prayers of your servant, and of your people Israel. 

 

First Reading Ex 32:7-11, 13-14 

A reading from book of Exodus 

The Lord relented and did not send the evil he had threatened.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Go down now, because your people whom 

you brought out of Egypt have apostatised. They have been quick to leave 

the way I marked out for them; they have made themselves a calf of 

molten metal and have worshipped it and offered it sacrifice. “Here is your 

God, Israel,” they have cried, “who brought you up from the land of 

Egypt!” I can see how headstrong these people are! Leave me, now, my 

wrath shall blaze out against them and devour them; of you, however, I 

will make a great nation.’ 

But Moses pleaded with the Lord his God. ‘Lord,’ he said, ‘why 

should your wrath blaze out against this people of yours whom you 

brought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with arm outstretched and mighty hand? 

Remember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your servants to whom by your 

own self you swore and made this promise: I will make your offspring as 

many as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all this land which I promised I will give 

to your descendants, and it shall be their heritage for ever.’ So the Lord 

relented and did not bring on his people the disaster he had threatene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50:3-4. 12-13. 17. 19. R. Lk 15:18 

 (R) I will rise and go to my father. 

1. Have mercy on me, God, in your kindness. In your compassion blot out 

my offence. O wash me more and more from my guilt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 (R.) 

2. A pure heart create for me, O God, put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Do 

not cast me away from your presence, nor deprive me of your holy 

spirit. (R.) 

3. O Lord, open my lips and my mouth shall declare your praise. My 

sacrifice is a contrite spirit; a humbled, contrite heart you will not 

spurn. (R.) 

 

Second Reading 1 Tm 1:12-17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imothy 

Christ came to save sinners. 

I thank Christ Jesus our Lord, who has given me strength, and who 

judged me faithful enough to call me into his service even though I used to 

be a blasphemer and did all I could to injure and discredit the faith. Mercy, 

however, was shown me, because until I became a believer I had been 

acting in ignorance; and the grace of our Lord filled me with faith and with 

the love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Here is a saying that you can rely on and 

nobody should doubt: that Christ Jesus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I myself am the greatest of them; and if mercy has been shown to 

me, it is because Jesus Christ meant to make me the greatest evidence of 

his inexhaustible patience for all the other people who would later have to 

trust in him to come to eternal life. To the eternal King, the undying, 

invisible and only God, be honour and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2 Cor 5:19 

God was in Christ, to reconcile the world to himself; and the Good News 

of reconciliation he has entrusted to us. 

Alleluia! 

 

Gospel Lk Lk 15:1-1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here will be joy in heaven over one sinner who does penance. 

The tax collectors and the sinners were all seeking the company of 

Jesus to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and the Pharisees and the scribes 

complained. ‘This man’ they said ‘welcomes sinners and eats with them.’ 

So he spoke this parable to them: 

‘What man among you with a hundred sheep, losing one, would not 

leave the ninety-nine in the wilderness and go after the missing one till he 

found it? And when he found it, would he not joyfully take it o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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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ers and then, when he got home, call together his friends and 

neighbours? “Rejoice with me,” he would say “I have found my sheep that 

was lost.” In the same way, I tell you, there will be more rejoicing in 

heaven over one repentant sinner than over ninety-nine virtuous men who 

have no need of repentance. 

‘Or again, what woman with ten drachmas would not, if she lost one, 

light a lamp and sweep out the house and search thoroughly till she found 

it? And then, when she had found it, call together her friends and 

neighbours? “Rejoice with me,” she would say “I have found the drachma 

I lost.” In the same way, I tell you, there is rejoicing among the angels of 

God over one repentant sinner.’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How precious is your mercy, O God!  The children of men seek shelter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