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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六主日 
 
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
~ 瑪竇福音 5:37 
 
進堂詠 
上主，求你速來救我：作我避難的磐石，獲救的堡壘。因為你是我的
磐石，我的堡壘，為了你的名，求你引導我，指教我。 
 
讀經一（天主從不吩咐人作惡。） 
恭讀德訓篇 15:16-21 

如果你願意，就能遵守上主的誡命；你是否忠信，完全在於你的
自決。 

上主在你面前，放置了火與水，你可任意伸手選取。生死善惡，
都擺在人面前；人願意什麼，就賜給他什麼。因為，上主的智慧，廣
大無邊；他無所不能，無所不見。他的眼睛注視敬畏他的人；他洞悉
人的一切行為。3他從不吩咐人作惡，也從未准人犯罪。——上主的
話。 

 
答唱詠 詠119:1-2, 4-5, 17-18, 33-34 
【答】：遵行上主法律的人，真有福。（詠119:1） 
領：品行完備，遵行上主法律的人，真有福。遵守上主誡命，全心尋

求他的人，真有福。【答】 
領：你頒發了你的命令，叫人嚴格遵行。願我的行徑堅定，並遵守你

的法令！【答】 
領：請恩待你的僕人，使我生存，並聽從你的教導。求你開啟我的眼

睛，明察你法律的奧妙。【答】 
領：上主，請指示給我你的法令，我要仔細遵守。求你教導我遵守你

的法律，我要以整個心靈，持守不渝。【答】 
 

讀經二（這智慧是天主在萬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榮，所預定的。）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2:6-10 
弟兄姊妹們： 

我們在成全的人當中，也講智慧，不過，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
是今世將要消滅的、有權勢者的智慧。 

我們所講的，是那隱藏的，天主奧秘的智慧；這智慧是天主在萬
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榮，所預定的。今世有權勢的人當中，沒有
一個認識這智慧，因為如果他們認識了，就決不會將光榮的主，釘在
十字架上。經上這樣記載：「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
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 

可是，天主藉著聖神，將這一切，啟示給我們了，因為聖神洞察
一切，就連天主的深奧，他也洞悉。——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天國的奧秘，啟示給小

孩子。（參閱瑪11:25） 
 
福音（古人雖聽說過，我卻對你們這樣說。）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7-37 

福音（古人雖聽說過，我卻對你們這樣說。） 
恭讀聖瑪竇福音 5:20-22,27-28,33-34,37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我告訴你們：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

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 
「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應受裁

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的，就要受裁判。 
「你們一向聽說過：『不可姦淫！』我卻對你們說：凡注視婦女，

有意貪戀她的，這人已在心裡姦淫了她。 
「你們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發虛誓！要向上主償還你的

誓願！』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總不可發誓。 
「你們應這樣：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

惡。」——上主的話。 
 

領主詠 
他們吃了，而且吃得十分飽飫。天主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耶穌與舊約法律《妥拉》 
                                                                      房志榮神父 著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今天的彌撒福音選讀，繼上主日的瑪竇福音第五章，讀第 17-37

節，共 21節經文。樂仁出版的《偕主讀經四福音》，把瑪五 17-48
標為「耶穌與法律」，分為六段予以評述。第 6段，38-48「論復
仇」，留待下主日誦讀，今天選讀的是前五段。耶穌在此顯示他對舊
約法律的立場。首先普遍地評論法律，即猶太傳統所稱的「法律和先
知」。這一名稱涵蓋 13卷舊約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梅瑟五書，加
上四卷前先知書，和四卷後先知書。餘下的 11卷智慧書較接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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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評論的方式是用對立句：「你們聽過……但我告訴你們」，
顯示耶穌教導的權威高於舊約的法律。今先聽首段耶穌說他與法律的
關係，然後聽後四段的對立句說法。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法律和先知。我不是來廢除，
而是使它達到圓滿。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消滅了，法律上的一
點一劃也不會作廢，直到全部達到圓滿。所以，無論誰廢除這些誡命
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別人這樣做，他將是天國裡最小的；但無論誰
遵行這些誡命，又教導別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裡要成為偉大的。我告
訴你們：除非你們的正義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正義，絕不能進天
國。」（17-20）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在於內在化地遵行法律，需
親近天主。 

第二段、論寬恕：「你們聽過這句話告誡古人說：『不可殺
人』；『殺人者必受審判』。但我告訴你們：誰說自己的弟兄是『白
癡』，必受公議會的制裁；誰罵自己的弟兄是『瘋子』，就要被投到
地獄的火裡。所以，當你到祭台前獻你的供品時，如果想起有兄弟對
你不滿，你應把供品留在祭台前，先去與他和解，然後再來獻你的供
品。當你和對頭還在法庭的路上時，要趕快與他和解，免得他把你交
給判官，判官交給獄警，把你關在監裡。我實在告訴你，除非你還清
最後一分錢，你絕不能出來。」（21-26）給天主獻禮前，該與弟兄
和好，與天與人的關係相扣。 

第三段、論邪淫：「你們聽過這句話：『不可姦淫。』但我告訴
你們：凡注視女人而起淫念的，這人在心裡已姦淫了她。如果你的右
眼使你犯罪，挖出來，就丟掉！寧可損失一個器官，比你全身丟進地
獄更好。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便砍下來，丟掉！寧可缺乏一個肢
體，比你全身下地獄更好。」（27-30）語重心長！ 

 第四段、論離婚：「古人又說過：『誰若休妻，應該給她一分
休書。』但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除非因為妻子不忠，否則就是使
妻子犯姦淫；誰若娶被休的婦女，也是犯姦淫。」（11-12）天主教
不容許離婚，是要守住耶穌所說的這些話。 

第五段、論發誓：「你們也聽過這句給古人的教訓：『不可背棄
誓言，你要履行向上主許下的誓願。』但我告訴你們：不可發誓。不
可指天發誓，因為那是天主的寶座；不可指著地發誓，因為那是祂的
腳凳；也不可指耶路撒冷發誓，因為那是大王的城；你也不可指著你
的頭發誓，因為你無法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所以，你們說話，是
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多餘的話，都來自邪惡。」 

讀經一，《德訓篇》十五 15-20，選自舊約末期的一位猶太智者
本西拉 Ben Sirach 寫的一卷大書，思高聖經介紹他說：「本書的作
者生活在舊約末期，成了引導熱心的猶太人進入新約的先鋒。他論天
主的『智慧』所表達的深意，在新約的啟示下，昭然若揭，因為基督
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在他內蘊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格前
一 24哥二 3）」。本書可分上下篇，上篇一章至四二 14，講論敬畏
上主為生活的準則，遵守法律是幸福的基礎；四二 15至五十章，讚

揚以色列民族的歷代英雄。最後第 51章，是作者的禱詞和他最後的
勸言。略知本書的背景後，現在展讀今天選讀的 6節經文（十五 15-
20），不難體會到本西拉所肯定的人的自由，與天主的智慧和大能，
是息息相關的。耶穌在今天讀的福音中，先肯定了法律，然後又在第
二段至第五段，把法律向前推進了一步。 

讀經二，格前二 6-10，把上主日保祿開始說的話，繼續說下去。
那裡，保祿說，他只講基督的十字架，不講智慧；這裡卻說，他也講
智慧，但不是世界的智慧，也不是統治者的智慧，而是天主奧秘的智
慧，這是 6-7 二節所作的轉折。下面 8-10 三節是講解這智慧的特
色：首先今世有權有勢的人，不知這智慧為何物，他們把耶穌釘死在
十字架上證明他們的無知（8）。其次，這智慧超越人的所見、所
聞、所想，一如聖經裡說過的（9）。最後，只有聖神能給人這智慧
（10）。為進一步懂得保祿在此想說的智慧是什麼，必須把本章 11
－16 節繼續讀下去。 

 人有心神，透過心神人得知自己的事；同樣，在天主內，聖神
是天主的神，聖神明瞭天主的事（11）。天主把聖神給了我們，使我
們明瞭天主給予我們的一切（12）。這裡保祿再度提及他在格城宣講
的策略，不是用人的智慧，而是以聖神所教的言詞，不過現在他加上
一句「給屬神的人講論屬神的事」，這樣把聖神與人的歸屬連起來
（13）。保祿繼續說相反的一面：「然而屬血氣的人，不能領受天主
聖神的事，因為這為他是愚妄；他也不能領悟，因為這些事只有藉聖
神才可審斷。」（14）最後 15-16 二節可算是結論：「屬靈的人能看
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他。『誰曾知道主的心？誰會教導他？』
至於我們，我們有基督的心。」（和合本 20－12 修訂版）可見，格
前二 6-10，與 11-16 形成一個整體，若再跟前面的 1-5 一起閱讀，
就能把握保祿在格林多宣講的核心了。 

 
 
反省與實踐: 
1. 在我心中有不滿和仇恨嗎？我願意學習寬恕，讓別人和自己都得

到平安和自由嗎？ 
2. 我可以如何以純淨之心，毫無雜念，事奉上主？ 
3. 我可以如何因愛上主，而將他的律法內在化，不是只死守規條？ 
 

禱文： 
1. 請為基督徒祈禱。基督教導信徒們生活的準則。祈求仁慈的上主

恩賜每一位基督信徒，能領悟福音的真精神，以純淨之心事奉上
主，並彼此寬恕，使自己和他人都得到心靈的自由。 

2.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祈求仁慈的上主恩賜各國政治領袖，都能真
誠地追求和平，讓世界和國家，都能重享和平，生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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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大憲章之ㄧ 
張春申神父 著 

默想: 
耶穌基督在天國來臨的新時代中，宣告了山中聖訓的大憲章，

信友由於經驗到天國來臨，在生活中必須整體地變化，具有創新的面
貌。不過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雖然山中聖訓稱為大憲章，但這是現
代人的一種說法，作為福音生活的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山中聖訓的
確可稱為憲章，但是自它並非法律條文的內容而論，它不能與現代的
憲章相提並論。山中聖訓中耶穌不是在立法，而是根據新時代精神，
指出生活的方向。今天的福音（短式）中，教會選擇了三項與教友生
活有關的事件，使我們具體地看見天國要求的特點。 

首先，耶穌表示天國的義德勝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後者
根據的是舊約時代梅瑟的法律；而天國的義德，不在乎法律和命令，
更重視在新時代中，天父透過人心的要求。只要分析今天福音中的三
項事件，便能見出二者之間的差別。 

梅瑟傳下來的法律說：「不可殺人」；耶穌卻禁止向弟兄發
怒。字面上已經可以見出耶穌要求得更多。但是透過字面，我們必須
提出耶穌要求得更多的理由。原來在天國來臨的新時代中，基督的門
徒深深經驗到天父對待人類的新面貌。祂的定義是愛：祂接受人類如
同子女；祂的態度是寬恕，而非發怒。因此，宣講天國來臨的耶穌，
自然要求人效法天父待人的態度去對待別人。人類都是天父拯救的子
女，彼此都是弟兄。天父不向我們發怒，我們怎能向弟兄發怒呢？ 

梅瑟傳下來的法律說：「不可姦淫」，耶穌卻禁止意淫、心裏
的貪戀。當然這在字面上要求得更多。不過我們也必須認清耶穌的要
求與天國來臨之間的關係，因為祂的一切必須根據這個背景來了解。
原來耶穌啟示的天父，不只是天上的父，也是在暗中看見一切的父；
祂不只是連頭髮都一一數過的全知天主，也是以祂子女心靈作住所的
天主。祂不但知悉人心，而且要求心靈的潔淨。如是說來，耶穌禁止
意淫，也是新時代中理所當然的要求了。 

梅瑟傳下來的法律說：「不可發虛誓！向上主所許的誓願都要
實踐！」耶穌卻說總不可發誓。有關這項事件，解釋起來相當複雜，
最大的困難是教會似乎並不隨從耶穌的要求，繼續准許，甚至有時要
人發誓。我們先解釋耶穌為什麼禁止發誓，然後解釋教會為什麼准許
發誓。嚴格說來，不論在天主之前或在人前發誓，都是人與人之間已
經失去信任的現象；所以需要以天主之名或用其他的方式發誓，為證
明言語的可靠。耶穌在祂的新時代中，由於天父言出必行，絕對真
實，所以要求信徒說話要效法天父，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彼此互相
信任，毋庸動輒發誓。這是耶穌禁止發誓的原因，實在與天國來臨密
切相關。至於教會今天仍舊允許發誓，那是一個現實問題。雖然天國

已經臨近，但是尚未圓滿地為人徹底接受，在這有罪的世界中，人間
未能彼此絕對信任，於是在有些情形下，仍得發誓為證。不過，這實
在不是福音的理想。 

今天山中聖訓所指的三項事件，值得我們再三反省，如果我們
真正經驗到了天國來臨，自然會遵照耶穌的指南去實行。 

 
反省與實踐: 
1. 我常因向別人發怒，而傷害他人嗎？ 
2. 我的心靈潔淨嗎？還是常不免會貪戀別人？ 
3. 我能贏得別人的信任嗎？還是常需發誓，以換取信任？ 
 

禱文： 
1. 請為教會的更新與復興祈禱。耶穌的山中聖訓，向我們提出了新

的價值觀。祈求天父恩賜所有天主子民實踐真理的熱情與毅力，
按照福音精神生活，使得教會能不斷更新，充滿生機。 

2. 請為所有因自然災害受苦的人祈禱。在我們歡慶春節之時，世界
各地，仍有許多人因暴風雪、水災、火山噴發、森林大火等災害
而受苦。祈求天父恩賜他們能儘快脫離艱難困境，生活恢復正
軌。 

 
 

第六主日"福音與道德"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彌撒中聖道禮儀的主題是「福音與道德」。內容涉及三點： 
第一點論道德的起源在於天主 
第二點論基督福音與傳統道德的關係 
第三點論奉行福音教訓是真正的智慧 
今天彌撒中的讀經一選自德訓篇第 15 章第 16 到 21 節。內容

談到人的自主之權：天主造人，賦給人良心，判別善惡，又給人自
主之權，要為自己行為的善惡負責，這樣，歸根結底，天主是道德
的根源，人要以良心，為自己的行為向天主負責。 

道德與福音同出一源。在原則上，兩者並不對立；但是，實際
情形卻並不如此簡單。在今天彌撒福音中，耶穌一方面聲明他來不
是為廢止，而是為成全梅瑟的法律；另一方面卻又強調他的訓誨與
前人的教導不同。這無非是藉著猶太基督信徒中間的辯論，來說明
基督福音與傳統道德之間的關係。 

今天彌撒中的讀經二取自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在書信
中，聖保祿宗徒勸勉信友奉行福音的教訓。他稱這教訓為奧妙的智
慧，又稱它為十字架的道理。他說這教訓不是憑人的智慧，卻是憑
天主的大能。奉行它，是人的真正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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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道德與福音原來同出一源：天主，兩者並不對立。但是
道德的判斷必須運用人的理智，而人理智的運用，往往受私慾感情
的干擾，不能時時公正，處處妥貼，它的結論有時不免會與良心道
德的原則相抵觸。因此，在基督福音與某地某時的傳統道德之間，
便發生了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基督信徒便要記住剛才所聽
到的聖保祿宗徒的話，而作出明智的選擇，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奉行福音和良心道德才是真正的智慧，也是人真正的幸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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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主題：人類自由與基督愛的法律 
 
聖經教導我們，有智慧的人會遵守天主的法律和誡命，和諧地

配合天主的計劃，獲享美滿的人生。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祂滿全愛
的法律並教導我們善用自由，選擇「生命」，追求永遠的福樂。 

 在讀經一中，德訓篇作者指出天主的智慧是廣大的，生死善惡，
都擺在人前。天主創造人時，賦予人自由去抉擇路向，「人所擁有
的真正自由是天主肖像的傑出標誌」（天主教教理 1712）。這自決
的能力，目的在「使人自動尋求天主，皈依天主，而抵達其圓滿幸
福的境界」。（現代 17） 

 我們作為有權行使自由的個體，並不意味著可以任意説、或做
任何事。天主從未吩咐人作惡、犯罪。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人性尊嚴要求人以有意識的自由抉擇而行事，即出於個人的衷心
悦服，而非岀於內在的盲目衝動，或外在的脅迫而行事」。（現代
17） 

舊約時代，天主把以色列子民從奴役中釋放出來，訂立盟約：
「我要做他們的天主，他們做我的人民」（參閲希 8:8-10）。，又
藉梅瑟在西乃山上頒佈十誡。誡命在盟約之內取得圓滿的意義，指
出選民歸屬天主，銘記是天主主動愛了他們；以民敬畏威嚴的天主，
誡命不敢不從。 

聖保祿宗徒在讀經二中指出天主早已為人類計劃了一套「眼所
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想像不到的幸福（格前 2:6）。」勸勉信友
接受天主的智慧。耶穌基督甘願聽從聖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的交
付、 犧牲，「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跡時，把人圓滿地展示給人自
己，向人揭露其崇高的召叫（天主教教理 1701）。」天主子耶穌基
督用祂的自由意志配合天父的救恩計劃，令我們人類的幸福成真。 

但「天主的智慧」，不是人人知曉，聖保祿勸勉信徒要打開心
扉，讓聖神灌注。聖奥斯定也提醒我們「天主為造你不需要你，但
為救你，卻非你不可。」願意服從誡命，選擇「生命」；拒絕服從，
便是「死亡」。善與惡，只是一念之差，這關乎基本抉擇。聖詠的
作者頌讚品行完備而遵行上主法律的人，真是有福。自由在他們身
上「是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長和成熟的力量。當自由以天主、我
們的真福為依歸時，便達致其完美的境界（天主教教理 1731）。」 
     基督親臨人間，從實際人性生活中，揭示了基督徒應有的生活
態度。耶穌在褔音中清晰地説：「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而是為成
全（瑪 5:17﹚。」祂替誡命增添積極的意義。在耶穌身上『不可殺
人』、『不可姦淫』、『不可發虛誓』，不再是刻在石板上的規條，
而是寫在人心上的義德。耶穌要求我們各自約束內心的歪念，尊重
身體的神聖，要與人和好。尊重言語自由：是就說是，非就說非。
指出誡命的核心價值就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愛人如己。」
（天主教教理 2055） 

 福音的勸諭與誡命是不可分割的，我們跟隨耶穌基督，必須遵
守誡命，潔淨心靈，預防犯罪，但不是像法利塞人般只著重外在行
為。新約的法律就是愛的法律、恩寵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天主
教教理 1985）耶穌的法律「稱為愛的法律，因為它是由聖神所灌注
的愛推動人行事；稱為恩寵的法律，因為它通過信德和聖事的途徑，
賦給實踐的力量。稱為自由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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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教理 1972） 

 耶穌基督是法律的圓滿實現，祂用「愛心」取代「懼怕」。愛
德是基督信徒修德的泉源和終點。愛德確保和淨化我們愛的能力、
提昇人的愛到達天主之愛那超性的完美境界。（天主教教理 1827）
只有在愛的氛圍中，我們才可以真正體會到作為天主子女的榮耀。
「因為在耶穌基督內賜與生命之神的法律，已使我獲得自由，脱離
了罪惡與死亡的法律。」（參閲羅 8:1-2、迦 5:1）。 

 藉聖洗聖事我們已被祝聖，且在基督內成為新造的人，我們必
須接受聖神的德能，努力擇善棄惡，渡聖善的生活。「人越是為善，
越是自由」。除了為美善和正義服務，沒有真正的自由。選擇「不
服從及邪惡是濫用自由，使人淪為『罪惡的奴隸』。」（天主教教
理 1733）法律的滿全就在於此。 
 
生活反思／實踐： 
1. 我們有否善用「自由」，選擇行動或不行動、做這事或做那事，

來回應上主的召叫？在日常生活中，能否實踐以愛為出發點的倫
理生活？ 

2. 檢視自己在領洗後，每當面對重大抉擇時，是怎様做出決定的，
現在處境又如何？遵守天主的誡命會否令你感到壓迫/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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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yesu.org/lessons/growth_sundaygospel/B_baptism.php 

美國最近對天主教徒舉行了一次測驗，結果顯示，在接受測驗
的人當中，能完整地說出十誡的，還不到一半。你呢？你不妨現在
就試試，看你說不說得出十誡是那十誡。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測驗成
績不太理想，今天的福音也許可以給你一點幫助，因為在今天的福
音中，耶穌就談到了其中的三條：殺人、姦淫和發虛誓。 

在今天的福音中，當時聽耶穌講話的人聽出耶穌話中有話。他
們懷疑耶穌想要改寫或廢除他們世世代代奉為神聖的法律。但耶穌
向他們保證，祂不會如此做：「我來不是要廢除﹝法律或先知﹞，
而是要成全」(馬 5:17)。難道這意思是說，天主給梅瑟的法律並不
完全嗎？不是的，耶穌說，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新的法律，而是
更深刻地了解現存的法律。在那個時候，人們以能夠遵守法律為滿
足，但他們往往只是機械化地按照最低限度的要求，去履行某個行
為或避免某個行為。耶穌注意到如此的「守規矩」缺少精神。驅使
人們遵守天主誡命的應該是「愛」，而不只是墨守律法。  

每一件行為背後的動機是我們要注意的。例如我們遵守交通規
則，是為了避免被警察開罰單，還是因為我們重視安全？前者的動
機出於害怕，後者則是出於愛和尊重。對耶穌來說，遵守誡命的動
機應該是尊敬天主、尊重他人。如此的敬重是出自一個人的愛心。 

我們都知道殺人是不對的。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是傷害的行為。
但耶穌卻把第五誡的意義提昇了一步。祂說我們不能以僅僅不殺人
為滿足，我們更應該抑制自己的怒氣，不侮辱他人，不傷害對方的
心。 

穌給了我們工具，讓我們不只是了解法律字面的意義，也了解
法律背後的精神。今天的答唱詠，為福音作了完美的總 
結：「遵行約法，全心尋求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反省 
一、在今天的福音中，我認為耶穌的那句話，是較難做到的？我要向

何處尋求力量？ 
二、溫習第四誡到第十誡。這七誡所談到的都是我與他人的關係。這

幾個誡命字面上的要求是什麼？這些誡命的精神又是什麼？ 
三、我對殺人、姦淫、離婚、發誓等的看法，與耶穌所教訓的，有不

同之處嗎？今天的福音，是否讓我改變了我為人處事的某些態度
與動機？ 

 
 

本週行動 
在本週內，請與一位你曾傷害過的人，或曾傷害過你的人和好。請求
他的寬恕。也試著寬恕他。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更大的義德  

【經文脈絡】 
瑪五 17-48 的內容在「山中聖訓」中是一個完整的單元，講

論「更大的義德」。由於篇幅頗大，教會邀請信友們分別在這個
主日和下個主日的感恩禮儀中聆聽，這個主日選讀瑪五 17-37，下
個主日則繼續瑪五 38-48 的內容。 

耶穌在這段講話中，首先整體性地宣告自己對於法律的態度
（瑪五 17-19），接著連續具體地舉出六個例子，說明什麼是「更
大的義德」（瑪五 20-48），講述的方式則是採取一種「反論」的
形式：「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 …… 我卻對你們說 …… 」 

耶穌對法律的態度（17-19） 
法律和先知並沒有因為耶穌的來到而失效，相反的，所有法

律，不論大小，都必須「成全」，但是必須以一種新的方式使之
圓滿實現，這裡所強調的是具體的行動！ 

1.「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
除，而是為成全。」（17） 

耶穌用這句話更正人們對祂的誤解（參閱：十 34）。真正的
重點是「耶穌的來臨」，耶穌是決定一切的關鍵。祂告訴信仰團
體，祂不但尊重法律與先知，更要使之達於成全。方法是要求人
人遵守法律和先知的教導，但不只是按文字，而更是按法律原本
的精神，也就是必須按照耶穌方式理解並實現「法律與先知」。 

2.「我實在告訴你們：即使天地過去了，一撇或一畫也決不
會從法律上過去，必待一切完成。」（18） 

這句話以更強的語氣重複前一句的肯定。此處所謂的「一撇
或一畫」在希臘原文是 jota，這是希臘字母中「最小的字母」！
這是以一種極度生動而且誇張的方式強調，法律的有效性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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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樣。由於這是耶穌說出這樣的話，顯示祂的話有一樣的效
果（二四 35：「天地要過去，但是我的話，絕不會過去。」） 

3.「所以，誰若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也這樣教訓
人，在天國裡，他將稱為最小的；但誰若實行，也這樣教訓人，
這人在天國裡將稱為大的。」（19） 

這節經文一開始的「所以」，顯示這是耶穌前兩句話的結
論。耶穌用「最小者」與「最大者」這樣的鮮明對比，說明遵守
與不遵守法律將導致的不同結局。這裡的「小」與「大」是生動
的圖像性語言，其實就是表達被排除在天國之外與進入天國的不
同情況。經文強調，在天國中「行為」與「教導」並重：誰若言
行一致，遵守並教導法律，就必得進入天國；反之，便將被排拒
於天國之外。 

4.綜合反省 
耶穌這段對比強烈的言論，反映出猶太基督徒對法律的理

解。我們當然不能誤認為，耶穌贊同每一個法律細節，祂是提出
警告，基督徒不可任意將古老天主子民法律從中排除。此外，由
於人的緣故，很容易使遵守法律變成形式主義，因此舊約的先知
們多次對法律提出批判，耶穌也一樣提出批判。接下去的經文就
是更具體的表達耶穌關於法律的批判。 

「更大的義德」 
1.「我告訴你們：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

德，你們決進不了天國。」（20） 
這節經文是一個標題性的引言，說明整段經文的主題是「更

大的義德」。經師和法利塞人在耶穌前後的時代，一直被視為義
德的標準，耶穌卻強調進入天國的條件是，必須有超越經師和法
利塞人的義德。這句話在當時的人聽來，相當匪夷所思，於是耶
穌以「反論」的方式舉出六個例子更進一步地說明（21-48） 

這裡是福音中第一次出現「進入天國」這樣的表達，作者將
猶太傳統中進入「福地」，以及後來進入「聖殿」的圖像，繼續
引伸轉變成這個進入「天國」的概念。下面的論述都是以對比的
方式說明「有分於天國」和「無分於天國」的情況或條件。 

2.反論（20-48） 
耶穌舉的六個例子都以相同的對比方式呈現：「你們一向聽

過對古人說 …… 我卻對你們說 …… 」。前半段「對古人說」
的內容根本上來自梅瑟的法律 ― 十句話 ― 或後人對法律的詮
釋；後半段則是耶穌提出的「新」的詮釋。耶穌說話時以「我卻
對你們說」的形式開始，顯示出祂「權威」（參閱：七 29），而
這裡的「你們」，在經文中當然是指當時的聽眾，但是在瑪竇寫
作時心中所想的則更是表達一個特殊的團體，也就是門徒（基督
徒）的團體。這個關係是瞭解這整段經文的基礎。 

3.第一個例子：發怒與和好（21-26） 

第一個例子以梅瑟法律中「不可殺人」的禁令出發，討論弟
兄團體內彼此間的關係，耶穌的教導遠超過「不可殺人」，而是
要求不對弟兄發怒（21-22）、與弟兄和好（23-24）、不可與弟
兄興訟（25-26）。 

(1)「猶太法庭」只判斷罪的嚴重性，因此絕對禁止殺人；然
而，耶穌卻指出天主的審判卻更根本地指向一切可能傷害「弟兄
團體」的根本因素：發怒、責罵、諷斥 …… 這些內在因素是造
成一切罪惡與傷害的根本原因，因此基督徒都必須完全避免。 

(2)耶穌並非只是消極的禁止發怒，而更積極地要求採取正確
的行動：弟兄們必須與對手甚至仇敵和好！沒有與弟兄和好，就
不可能進入與天主共融的情境。這段經文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
是，耶穌在教導中根本不討論「對手」是否有錯！因此基督徒只
要發現「你的弟兄有事反對你」，就有義務主動與弟兄和好。耶
穌生動地舉出一個前往聖殿祭獻的情境做為例子，更凸顯祂的核
心教導：天主「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九 13；十二 7） 

(3)福音故事中的例子顯示出逐步升高的情境，耶穌的講話從
「禮儀崇拜」提升到「法庭訴訟」，但是要求卻是一樣的，弟兄
之間絕對不應彼此興訟，而且更該相互和好，因為「愛德」超越
一切。 

4.第二個例子：姦淫和誘惑（27-30） 
(1)第二個例子是家庭關係的領域，也就是今日所謂的「兩性

關係」。耶穌教導的出發點是梅瑟法律規定的「不可姦淫」，但
祂卻更指出這種罪惡並非只在於外在的姦淫罪行，行為已經是
「結果」，因此耶穌要求保護內心思想的潔淨，才能真正從根本
杜絕罪源（27-28）。 

(2)接著耶穌再次以生動的例子說明祂的教導（29-30）：任
何可能引發罪惡的因素，都應該立刻消除，即使造成身體的傷害
亦不足為惜，因為罪惡將導致地獄永罰。耶穌以終極關懷教導人
如何面對倫理抉擇：永福的價值遠勝於暫時的慾樂！ 

5.第三個例子：禁止「離婚」（31-32） 
第三個例子討論婚姻關係。猶太傳統中婚姻關係的結束除了

死亡外，就是男人給自己的妻子開立「休書」。傳統猶太社會
中，並沒有「離婚」這個詞彙；今日教會的用語中，嚴格而言也
不存在，只是一種直接借用自民法的通俗表達方式。 

我們這裡不深入猶太人關於婚姻的細節討論！耶穌「禁止離
婚」的命令建基於天主關於婚姻的神聖旨意，不考慮現世生活中
具體的實踐問題。這其實是整個山中聖訓的根本基礎，也是造成
今日的我們產生瞭解困難的根本「問題」。 

6.第四個例子：禁止發誓（33-37） 
第四個例子討論關於「發誓」的問題。 
(1)整個討論的出發點「不可發虛誓」（33），並不是直接來

自於「十句話」（參閱：出二十 7），而更是出自肋十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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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願、還願」在猶太傳統中是常見的現象，而且總是和呼求雅
威緊密相連，誓願在宗教意義上的基礎是雅威也指著自己發誓
（創二二 16；出二二 13等）、祝福或詛咒。 

(2)耶穌首先清楚明確地教導「絕對」禁止發誓（34-35），
同時說明這個禁令所根據的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基於天主的
絕對性，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屬於祂（依六六 1），因此不可指
著天主發誓；第二個理由則是由於人本身的不可靠，人對自己的
生命根本無能為力，當然更不能指著人發誓。最後，耶穌提出
「積極的命令」作為結論：「是就說是，非就說非」（37）！ 

(3)綜合反省：事實上，禁止發誓的命令在實際生活中難以實
現，連保祿也常以天主的名發誓（例：格後一 23）。耶穌是在天
國的幅度下提出教導：天國是天主以真理與信實治理的國度，在
其中生活的信仰團體成員也應該如此彼此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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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eb 2023 Six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Be my protector, O God, a mighty stronghold to save me. For you are 

my rock, my stronghold! Lead me, guide me, for the sake of your 

name. 

 

First Reading  Eccl 15:15-20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Ecclesiasticus 
He never commanded anyone to be godless. 

If you wish, you can keep the commandments, to behave faithfully 

is within your power.  He has set fire and water before you; put out 
your hand to whichever you prefer.  Man has life and death before 

him; whichever a men likes better will be given him. 
For vast is the wisdom of the Lord; he is almighty and all-seeing. 

His eyes are on those who fear him, he notes every action of man. 

He never commanded anyone to be godless, he has given no one 
permission to si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18:1-2. 4-5. 17-18. 33-34. R. v.1 
(R.) Happy are they who follow the law of the Lord! 

1. They are happy whose life is blameless, who follow God’s law!  They 

are happy those who do his will, seeking him with all their 
hearts. (R.) 

2. You have laid down your precepts to be obeyed with care.  May my 

footsteps be firm to obey your statutes. (R.) 
3. Bless your servant and I shall live and obey your word.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consider the wonders of your law. (R.) 

4. Teach me the demands of your statutes and I will keep them to the 
end.  Train me to observe your law, to keep it with my heart. (R.) 

 

Second Reading  1 Cor 2:6-10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God in his wisdom predestined our glory before the ages began. 

We have a wisdom to offer those who have reached maturity: not a 

philosophy of our age, it is true, still less of the masters of our age, 

which are coming to their end. 
The hidden wisdom of God which we teach in our mysteries is the 

wisdom that God predestined to be for our glory before the ages 

began. It is a wisdom that none of the masters of this age have ever 

known, or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we teach 
what scripture calls: the things that no eye has seen and no ear has 

heard, things beyond the mind of man, all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These are the very things that God has revealed to us through the 

Spirit, for the Spirit reaches the depths of everything, even the depths 
of Go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See Mt 11:25 
Blessed are you,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you have revealed 
to little ones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Gospel Mt 5:20-22. 27-28. 33-34. 37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Such was said to your ancestors; but I am speaking to you.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tell you, if your virtue goes no deeper 

than that of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you will never get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You have learnt how it was said to our ancestors: You must not kill; 

and if anyone does kill he must answer for it before the court. But I 

say this to you: anyone who is angry with his brother will answer for it 
before the court. 

’You have learnt how it was said: You must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I say this to you: if a man looks at a woman lustfully, he has 
already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er in his heart. 

‘Again, you have learnt how it was said to our ancestors: You must 
not break your oath, but must fulfil your oaths to the Lord. But I say 

this to you: do not swear at all. All you need say is “Yes” if you mean 

yes, “No” if you mean no; anything more than this comes from the evil 
on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hey ate and had their fill, and what they craved the Lord gave them; 

they were not disappointed in what they cra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