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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 彌撒主題 教會的信德與權能 
ㄧ、引言：  

1. 字義： 
教會：英文作 Church 是來自晚期希臘文 Kyriakon，意謂「上主的聖殿」。拉丁文

Ecclesia 是希臘文的直接音譯。含有召集人民，邀請人赴會之意。 

信德：按神學「人的意志在天主聖寵的光照與感動之下，推動理智，使之信從天

主所啟示的真理」，它主要的官能好似理智的動作，但在聖經中的信德更是一種心智
的作用。 

天國：聖經內的「天國」不在指示天主的居所，而在指明萬物對天主所有的服從

的關係，及天主顯示其勢力和光榮的領域。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愛德：要我做什麼：成為磐石，建立教會，赦罪。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進天國，得永生。 

3. 過程： 
是主救我：伯鐸脫離黑落德的手 

救我脫離：脫離一切恐懼 

天國鑰匙：耶穌在伯鐸身上建立教會，為罪的釋放與束縛 

進入天國：救恩──解除罪的束縛、得到釋放。 

4. 結論：是主救我救我脫離天國鑰匙進入天國。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宗十二：1~11 現在我確實知道，是主救我脫離了黑落德的手。 
b. 詠三三：2~9 上主救我脫離了一切恐懼。 
c. 瑪十六：13~19 你是伯鐸，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d. 弟後四：6~8,17~18 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準備好。 

3. 讀經一：宗十二：1~11 現在我確實知道，是主救我脫離了黑落德的手。 

背景：雅各伯殉難，天使救伯多祿安提約教會信徒相愛，黑落德慘死。 

a. 黑落德王：磨難和殺害：磨難教會中的一些人，殺害若望的哥哥雅各伯

命人連伯鐸也加以拘捕一看到猶太人歡喜那時正是無酵節把他押在監
裡：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人看守願意在逾越節後，給百姓提出。 

b. 教會...祈禱：伯鐸：被看管在監獄中教會就為他懇切祈禱提出前一夜：

被兩道鎖鏈捆著睡在兩個士兵中間獄門前還有衛兵把守天使顯現：有一
道光照亮了房間天使拍著伯鐸的肩膀喚醒他說：「快快起來」，鎖鏈就從他手
中脫落 

c. 伯鐸：天使向他說：「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都照辦了天使吩咐他說：

「披上你的外衣跟我來！」他就出來跟著走，還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實在
的事，只想是見了異象纔清醒過來說：現在我確實知道主派了天使來救我
脫離黑落德的手和猶太人希望的事。 

d. 結論：天主的救援──黑落德王與猶太人迫害教會；教會為伯鐸懇切祈禱；天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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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救他。 
4. 聖詠三三：2~9 上主救我脫離了一切恐懼。 

a. 我：要讚美：要時時讚美天主口舌不斷讚頌心靈因上主而自豪謙卑的

人聽了也必歡躍尋求了上主：祂就應允了我救我脫離了一切恐懼。 

b. 你們：請同我一起：讚揚上主頌揚祂的光榮仰瞻祂：就會喜形於色
絕不至滿面羞慚體驗並觀看：上主是何等美善投奔祂的人真是有福。 

c. 人們：貧困的一呼求上主立刻俯允拯救他脫離一切艱辛敬畏上主的

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紮營護守。 
d. 結論：上主救我脫離了一切恐懼。 

5. 福音：瑪十六：13~19 你是伯鐸，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背景：立伯多祿為教會的磐石──提防法利塞人的酵母；首次預言受難 
a. 人子是誰？：耶穌問：「人們說人子是誰？」門徒說：「有人說是洗

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有人說是耶肋米亞，或先知中的一個。 
b. 我是誰？：耶穌問：「你們說我是誰呢？」伯鐸回答：你是默西亞

永生天主之子。 
c. 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這不是血肉之人啟示給你而是我在天

之父我也給你說：你是伯鐸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邪惡的勢力決不
能戰勝她權柄：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
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d. 結論：耶穌因伯鐸的信德而在他身上建立教會，並把束縛與釋放的權柄交給他。 
6. 讀經二：弟後四：6~8,17~18 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準備好。 

背景：勝利在望，初次受審不論順逆務必宣講，問候與祝福 

a. 勝利在望：我已被奠祭──離世的日子，已經近了：已打完這場好戰已

跑到這場賽跑的終點已保持了這信仰報酬──正義的冠冕：已為我準備好
了 就是那公義審判的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也賞給一切
愛慕祂顯現的人。 

b. 報告初次受審：主：在我左右，加給我力量使福音的宣講藉著我而完

成使萬國的人都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中被救出主定要救我：脫離各種兇惡
之事也要使我安全的進入祂天上的國願光榮：歸於祂於無窮世之世。 

c. 結論：勝利在望，因此務必宣講福音；主必要使我進入天國。 
7. 故事： 四塊糖的省思 天堂裡的農夫 五分七毫 馬鞍峰教會的異象  

權力的本質 很棒的要與你分享 不可思議 

 

8. 結論： 
a. 教會的權能與信德：是主救我救我脫離天國鑰匙正義冠冕。 

b. 釋義：上主因教會的信德(祈禱)拯救伯多脫離黑落德的手(政治迫害)和猶太人

希望之事(宗教迫害)；尋求上主，祂會救我們脫離一切恐懼；耶穌要在伯鐸身上
建立教會，以便帶來救恩(教會的權能)，就是解除罪的束縛並帶來釋放；保祿作
證天主要救我們脫離兇惡，使我們安全的進入天國。 

c. 結論：教會的信德和權能帶來救恩──解除罪惡、帶來釋放，並進入天國、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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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塊糖的省思 
  

育才小學校長陶行知在校園裏看到男生王友用泥塊砸自己班上的男生，當即制止了他，並
讓他放學後到校長室去。 

放學後，陶行知來到校長室，王友已經等在門口準備挨訓了。 

一見面，陶行知卻掏出一塊糖送給他，並說：「這是獎給你的，因為你按時來到這裏，而
我卻遲到了。」王友驚疑地接過糖。 

隨後，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到他手裏，說：「這塊糖也是獎給你的，因為當我不讓你再
打人時，你立即就住手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我應該獎你。」王友更驚疑了，他的眼睛睜得
大大的。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塊糖塞到王友手裏，說：「我調查過了，你用泥塊砸那些男生，是因為
他們不守遊戲規則，欺負女生；你砸他們，說明你很正直善良，有跟壞人抗爭的勇氣，應該獎
勵你啊！」 

王友感動極了，他流著眼淚後悔地說道：「陶.....陶校長，你.....你打我兩下吧！我錯了，我
砸的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學呀！.....」  

陶行知滿意地笑了，他隨即掏出第四塊糖遞過去，說：「為你正確地認識了錯誤，我再獎
給你一塊糖，可惜我只有這一塊糖了，我的糖發完了，我看我們的談話也該完了吧！」說完，
就走出了校長室。 

一代教育家陶行知的這種教育方式在今日是很難見到了。 

教育工作者也好，父母親也可，請不要動輒擺出威嚴的面孔去訓斥孩子。 

尊重他們，他們才會尊重你，並聆聽你的教誨。 

千萬要記得：當你想要幫助孩子前，必須先擄獲孩子的心！ 

 

天堂裡的農夫 
 

從前，一個生活貧窮、心地虔誠的農夫死了，來到了天堂的門前。同時來的還有一位生前
富甲一方的大財主，他也想進天堂。 

聖彼得拎著鑰匙來了，他打開了大門讓進了財主，似乎沒有看見農夫，就把門隨手關上了。
這時外面的農夫聽到了財主如何受到各種各樣的禮遇和接待，那兒既有奏樂，又有歌唱，最後
一切又歸於平靜了。 

聖彼得又來了，打開了門，讓農夫進去了。農夫原想他進去後也會有奏樂和歌唱，可裡面
竟是靜悄悄的一片。不過他還是受到了很熱情的接待，天使們走來歡迎他，只是沒有誰來唱歌。 

於是農夫問聖彼得為什麼財主來給他唱歌，而他來卻不一樣，好像天堂和人間一樣，也存
在著偏心。聖彼得回答說：“根本不是這回事，你和任何別的人一樣對我們來說都很可愛，也
一定會和那富人一樣享受天堂裡每一樂趣，但是像你這樣的窮人每天都有人來到天堂，而像這
樣的富人一百年內進天堂的卻只有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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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七毫 
神可以怎樣使用五分七毫？ 

 

這是一篇被翻譯了的真實故事，是從一位澳洲牧者的心聲分享中得知道的，很多人都被這
故事深深觸動著。 

一個正在啼哭的小女孩站在一所非常狹小的教會門外。因為教會的人多，她被擠了出來。
教會的牧師遇上了她，聽她帶淚的傾訢，說：「我今天沒有主日學課了！」牧師看看她，是如
斯衣衫襤褸，儀容也不甚整潔，心中大概了解箇中原因。便拖著她的手，領她進入主日學的課
室，很不容易才為她找一個座位。 

當天晚上，這小女孩在床上回想自己能上主日學課經歷，心中充滿感恩，同時，她也記念
許多和自己相近的小孩，因為教會狹小，便沒有機會認識和敬拜主耶穌。 

大概兩年後，這小女孩在她所居住的貧民區寓所內逝世。她的家人便邀請了那位慈心的牧
者來為她處理身後之事；因為這位牧師巳成為她生前的摯友。當他們正要把小女孩的身軀搬出
去的時侯，一個大概是從垃圾堆拾回來小錢包跌了下來。錢包是又舊又破的，內中有一張字條，
寫的明顯是小孩子的筆跡；內容也表露著一個孩童純真的希冀──它說：「這是獻給神的，要把
我們小小的教會建得大一點，讓更多的小孩子能上主日學！」錢包內還有五毫七分（57 cents）。
原來在過去兩年裡，這小女孩正為神和祂的教會積蓄金錢。 

這位牧師讀了那小女孩的字條，眼淚是不能抑止地掉了下來。當主日崇拜時，牧師把小女
孩的字條和那又殘又舊的紅色小錢包放在講壇上；然後，便把小女孩對神，對教會和對別人無
私的愛宣讀了出來。牧師鼓勵教會的執事和會眾， 要同心努力，完成這子女孩的遺願。峰迴
路轉，這小女孩的故事被一份報章知道了，並且把它刊登出來。接著，一位地產商在報上閱讀
了這小女孩的意願，深被感動，便把一塊價值不菲的地段賣給那小小的教會。售價呢？是五毫
七分（57 cents）！ 

五年內，那教會的肢體同心捐獻，並且因那小女孩感人的事蹟， 各地也有獻金寄來，絡
繹不絕。這小女孩的五毫七分（57 cents），也很快地就累積達廿五萬元，這是當時（本世紀初）
一筆非常龐大的款項。 

今天，你若到了美國的費城，望一望那所偌大的浸信會聖殿教堂（Temple Baptist Church），
它的禮堂能容納三千三百人；還有那所聖殿大學（Temple University），及那間好撒瑪利亞人醫
院（Good Samaritan Hospital）和一幢主日學大樓；你就曉得那小女孩的心願巳成真了──再沒
有小孩子會因為教會狹小而失去上主日學和敬拜主耶穌的機會了。在這主日學大樓內，你也可
以看見一幅畫照，正呈示著那小女孩歡悅的笑容，她的五毫七分（57 cents）和那純真的奉獻，
巳寫下一段傳奇的歷史。與這小女孩的畫照並列的，還有那位慈心的牧者的畫像，他們都在那
裡見證神在人對祂的愛慕上所添上豐滿的祝福。 

我覺得這個真實的故事，就像五餅二魚的現實版一樣。「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
卻能。」（路十八章二十七節）主將這個小女孩的心願成真，好讓其他的小孩子都有機會認識
神。雖然我小時候沒有因為人太多或地方太少而上不了主日學，感受不了那種滋味。卻令我深
深體會到主並不在乎我們付出的多與少，而是我們愛祂有多深！但願我們所有基督徒都有一棵
如這小女孩那樣渴慕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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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峰教會的異象 
華牧師第一次主日講章，一九八 0 年三月三十日 

 
我們的夢想是一個使受傷的、抑鬱的、受挫的，以及迷惑的人找到愛、接納，幫助、希望、

赦免、指引以及鼓勵的地方。 

我們的夢想是能與南橙縣成千上萬的居民分享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我們的夢想是歡迎兩萬人在這教會的大家庭裡，彼此相愛、一起學習、充滿歡笑並享受和
諧的生活。 

我們的夢想是藉著查考聖經、小組、研討會、退修會以及聖經學校來造就眾人靈命的成熟。 

我們的夢想是幫助信徒發覺神所賜給他個人的恩賜與才幹，裝備每個人從事非凡的事工。 

我們的夢想是差派數百名宣教士與教會工作者到全世界各處，每個信徒在每天的生活中服
事。差派成千的信徒到世界每一洲去作短期宣教。每一年都開拓一間教會。 

我們的夢想是一塊至少五十英畝的土地，作為南橙縣教會的所在。其上建有美觀卻簡樸的
設施，包括一個可容納數千人的敬拜中心、一個協談與禱告中心、查經及訓練平信徒的教室，
以及休閒區。所有這一切設施都是為牧養全人──屬靈的、情緒的、身體的以及社交的──並
且設置在一個令人安息又得激勵的園區中。 

今天我站在你們的面前，以信心保證這些夢要成真。為甚麼？因為這些是從神而來的感
動！ 

權力的本質 
曾經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女士，在離開政務官的職務後，在遠見雜誌上發表第一

篇的文章，就對權力作了深度的反思─「當權力在手」，除了她深刻的省思與洞見之外，最扣
住心弦引發共鳴的，是她與小孩的一段對話。 

龍應台女士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文化局的活動有很多企業廠商的贊助。有一次和一
家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合辦活動，他們捐給了文化局八千雙跑鞋。在愉快的合作過程中，熱情
的廠商經理說：「局長，帶孩子來買鞋，給您打對折。」 

當十三歲的孩子從德國飛來，龍應台女士準備帶他到鞋店去買鞋。孩子很興奮，因為那是
名牌，但是他回過頭來對龍應台說 ：「不過媽媽，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 

「什麼意思？你在說什麼？」注重公私分際的龍應台女士大吃一驚。 

孩子慢條斯理地解釋說：「經理的半價優待來自你和他們的合作，那是政府的行為。 由政
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你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孩
子說完就轉身去玩電腦，留下龍應台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孩子說得完全正確，媽媽竟然被
孩子教訓。 

回神過來，龍應台女士追過去問他：「你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概念呢？你怎麼知道公器不能
私用，而且還會對現實生活中的事情，能做對錯的價值判斷呢？你的公民教育是怎麼形成的
呢？」 

孩子不耐煩地瞪了一眼，說：「吉斯是怎麼下台的？」 

吉斯是德國 PDS 黨的主席，因為公務常常飛行，所以累積了附贈里程，他就利用這附贈
里程去度私人的假期。吉斯因此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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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的要與妳分享 
有個女人她勤奮，善良，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讓家人過上好日子… 

她是一個孝順、體貼的好女兒，是一個賢慧的好妻子… 

然而她卻沒有兼顧好自己的身體，老天也沒有因為她是一個所有人眼中的好人而放過她，
最終還是把她帶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女人想，我在生前積德行善，死後應去天堂，可是被上帝一腳踢到了地獄。女人百思不得
其解，於是去天堂問清原委… 

上帝將她帶到一個可以看到人間百態的窗口，女人清楚的看到… 

由於自己的離開，年邁的父親不得不去當大門管理員勉強糊口…丈夫摟著別的女人，再也
不管孩子的學習生活。再看看心愛的孩子，學習越來越差也因無力支付高昂的學費，遭受著同
學們的排斥與嘲笑… 

女人將這一切看在眼裡，心直在淌血… 

這時上帝說話了：因為妳的離去，妳的至親至愛陷入極度痛苦之中，在人間過著地獄般的
生活，憑什麼妳該進天堂？ 

你愛家人要從愛自己開始吧，才有能力愛別人，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給家人遮風擋雨… 

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首先要善待自己的身體珍愛自己，才能熱愛生活熱愛事業… 

所以再苦再累，為了家人，不論男人女人，微笑著說：該休息了，沒有了身體，一切都是
浮雲… 

不可思議 
1. 一張一百塊的鈔票在教會奉獻的時候是多麼大的面額，但逛街買東西的時候就變得很少，

真是不可思議； 
2. 一小時參加彌撒就變得很長，但是看一套電影就覺得很短，真是不可思議； 
3. 當我們祈禱時找一個字說出來是很困難，但我跟朋友聊天時就口若懸河，真是不可思議； 
4. 有人覺得讀一章聖經覺得很難又悶，但可以看幾百頁的小說，真是不可思議； 
5. 人人都想在演唱會或遊戲中坐前排，但去參加彌撒就總想坐最後一排，真是不可思議； 
6. 我們要教會預先兩三個星期通知活動才能安排自己的時間放在時間表裡，但我們只需兩三

分鐘就安排好其他活動，真是不可思議； 
7. 我們很困難才從天主學到真理和與人分享，但很容易就學到講閒話，甚至謠言滿天飛，真

是不可思議； 
8. 我們相信報紙雜誌裡面講的每件事，但卻懷疑聖經裡面記載的事蹟，真是不可思議； 
9. 人人都想上天堂，卻不願意去探索任何東西，真是不可以思議； 
10. 我們常常將笑話從電郵傳來傳去，但當我們要將天主的資訊傳給別人的時候卻一再考慮，

真是不可以思議； 
11. 你現在看到這個資訊，最後願意傳給每一個朋友，假如你不這麼做，就奪取得到祝福的機

會，也都奪取別人得到祝福的機會，可能你的朋友正需要認識那位元不可思議的主！真是
不可以思議！ 

12. 最不可以思議的是這位上主從來未曾放棄過我們這些心硬的不可思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