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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復活期第四主日 彌撒主題 善牧愛祂的羊 
一、引言： 

1. 字義： 

 認識：就是位際之間所能經驗到的最親密的共融。 

 廢石與基石：詩人以廢石比作被列國輕慢的以色列，但天主卻揀選了他們作為基

石，即默西亞神國的基礎。耶穌將此石頭比作自己(瑪廿一：42；谷十一：11；宗

四：11)。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耶穌是善牧。 

愛德：要我做什麼成為善牧和基石。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耶穌為羊捨命。 

3. 過程： 
天主的救恩：藉耶穌基督，因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恩。 

上主的作為：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耶穌是善牧：為羊捨命。 

天主的真相：我們要看見並相似祂，因我們是天主的子女。 

4. 結論：天主的救恩上主的作為耶穌是善牧天主的真相。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宗四：8~12 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恩。 

b. 詠一一七：1~9,21~29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c. 若十：11~18 善牧為羊捨命。 

d. 若壹三：1~2 我們要看見天主的真相。 

2. 讀經一：宗四：8~12 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恩 

背景：伯多祿的答辭──伯多祿與若望被捕受審；伯多祿治好胎生瞎子。  

a. 伯鐸：受審時：在議會充滿聖神說你們：民間的領袖和長老們如

果你們今天詢問我們的、是關於對一個病人所行的善事就是他怎樣痊愈了因

耶穌基督之名：那麼你們各位和以色列全體民眾要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個

人痊愈了，是憑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 
b. 耶穌基督：那一位：就是被你們所釘死天主又從死人中所復活的這位

耶穌：就是被你們『建築工人棄而不用的石頭祂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救

恩：除了祂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恩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

使我們能賴以得救的。 
c. 結論：救恩來自耶穌督，我們能賴祂得救，因祂是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

成了屋角的基石。 
3. 聖詠：詠一一七：1~9,21~29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a. 頌謝、投奔：頌謝上主：因為祂美善寬仁祂的慈愛永遠常存投奔上主：

勝過依賴世人勝過依賴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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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主：我稱謝祢：因為祢俯允了我將祢的救恩賜給了我上主的作為：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在我眼中神奇莫測。。 
c. 讚頌：你們：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我們從上主的殿內向你們祝福天

主：祢是我的天主，我稱謝祢祢是我的天主，我讚揚祢頌謝上主：請大家

祂美善寬仁祂的慈愛永遠常存。 
d. 結論：讚頌上主的作為，因祂使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4. 福音：若十：11~18 善牧為羊捨命 

背景：耶穌是善牧──人子來世審判世人；耶穌是天主子 

a. 比喻：善牧：耶穌說：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命傭工：不是牧人羊也

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了，就拋下羊逃跑了狼：就抓住羊把羊群趕散了。 
b. 善牧：認識：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

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一牧一栈：我還有別的羊，不在這羊棧裏我該把他

們領回來，他們要聽我的聲音這樣將來只有一個羊群，同屬於一個牧人。 
c. 生命：父與我：父愛我因為我捨棄我的生命好再把它取回來捨命：

誰也不能奪去我的生命，是我甘心情願捨棄的我有權捨棄它，也有權再把它取

回來這是我從我的父所接受的命令。 
d. 結論：耶穌是善牧，祂甘心為羊捨命。 

5. 讀經二：若壹三：1~2 我們要看見天主的真相 

背景：天主的子女應相似天父──提防假基督；愛人的命令 

a. 認識：父：是怎樣愛我們祂使我們稱為天主的兒女而我們也真是如此

世人：不認識我們因為他們不識父。 
b. 身份：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兒女將來：究竟如何現在還不明顯可是

我們知道：一旦明顯了我們都要像祂因為我們將看見祂的真相。 
c. 結論：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應該認識父、相似天父，因為我們將看見祂的真相。 

6. 故事： 羔羊的說服力 教宗若望廿三 10 條聖訓 寓言故事 

第 466 號囚犯的番茄 四塊糖的省思 

7. 結論： 

a. 善牧愛祂的羊：天主的救恩上主的作為耶穌是善牧天主的真相。 
b. 釋義：耶穌是愛祂的羊群的善牧，救恩來自耶穌督，我們能賴祂得救，因祂是匠

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讚頌上主的作為，因祂使匠人棄而不

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應該認識父、相似天父，

因為我們將看見祂的真相。 

c. 結論：效法耶穌成為善牧、基石和天主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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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的說服力    
要說服一個人最好的辦法是為他著想.. 

一個牧場主養了許多羊。他的鄰居是個獵戶，院子裡養了一群兇猛的獵狗。 這些獵狗經

常跳過柵欄，襲擊牧場主人的羔羊。 

牧場主幾次請獵戶把狗關好，但獵戶不以為然，口頭上答應，可沒過幾天， 他家的獵狗

又跳進牧場橫衝直闖，咬傷了好幾隻小羊。 

忍無可忍的牧場主找鎮上的法官評理。 

聽了他的控訴，明理的法官說：我可以處罰那個獵戶，也可以發布法令讓他把狗鎖起來。

但這樣一來你就失去了一個朋友，多了一個敵人。 你是願意和敵人作鄰居呢？還是和朋友作

鄰居？ 

當然是和朋友作鄰居。 牧場主說。 

那好，我給你出個主意，按我說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證你的羊群不再受騷擾， 還會為你

贏得一個友好的鄰居。 

法官如此這般交代一番。牧場主連連稱是。 

一到家，牧場主就按法官說的挑選了 3 隻最可愛的小羔羊，送給獵戶的 3 個兒子。 

看到潔白溫順的小羊，孩子們如獲至寶，每天放學都要在院子裡和小羔羊玩耍嬉戲。 

因為怕獵狗傷害到兒子們的小羊，獵戶做了個大鐵籠，把狗結結實實的鎖了起來。從此，

牧場主的羊群再也沒有受到騷擾。 

為了答謝牧場主的好意，獵戶開始送各種野味給他，牧場主也不時用羊肉和奶酪回贈獵

戶。漸漸地兩人成了好朋友。 要說服一個人，最好的辦法是為他著想，讓他也能從中受益。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十條聖訓 
 

一、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活在「當下」，不用感覺到必須一次解決所有的問題。 

二、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使自己行為表現良好。適當地穿著。優雅地談話。我的態度寬容和

靄富於同情心。不挑剔批評。我能改變自己本身之前，不去改變他人。 

三、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快樂的過日子。 

四、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讓自己去適應環境，不要求所有境遇都要順我的意。 

五、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花十分鐘讀聖書，因為我的靈魂是如此的需要。 

六、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作好事，不告訴任何人。 

七、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實踐困難的事。當某人傷害我的時候，我會試著不露出自己的傷口。 

八、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規畫自己的生涯，即使我不能根上計畫的詳細進度，至少我已經著

手去完成計畫。如此一來，我不至感到失落，也不會變得軟弱無能。 

九、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相信，儘管天地間存有萬事為物，天主卻無微不至的照料我，好似

我是唯一住在塵世的人。 

十、 至少在今天，我要試著不讓恐懼戰勝我。我相信，這個世界是多麼美麗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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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 
    北歐一座教堂裡，有一尊耶穌被釘十字的架的苦像，大小和一般人差不多。因為有求必應，

因此專程前到這裡祈禱，膜拜的人特別多，幾乎可以用門庭若市來形容。  

    教堂裡有位看門的人，看十字架上的耶穌每天要應付這麼多人的要求，覺得於心不忍，他

希望能分擔耶穌的辛苦。  

    有一天他祈禱時，向耶穌表明這份心願。  

    意外地，他聽到一個聲音，說：「好啊！我下來為你看門，你上來釘在十字架上。但是，

不論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都不可以說一句話。」  

    這位先生覺得，這個要求簡單。  

    於是耶穌下來，看門的先生上去，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般地伸張雙臂，本來苦像就雕刻得就

和真人差不多，所以來膜拜的群眾不疑有他，這位先生也依照先前的約定，靜默不語，聆聽信

友的心聲。  

    來往的人潮絡繹不絕，他們的祈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無論

如何，他都強忍下來而沒有說話，因為他必須信守先前的承諾。  

    有一天來了一位富商，當富商祈禱完後，竟然忘記手邊的錢便離去。他看在眼裡，真想叫

這位富商回來，但是，他憋著不能說。  

    接著來了一位三餐不繼的窮人，他祈禱耶穌能幫助它渡過生活的難關。當要離去時，發現

先前那位富商留下的袋子，打開，裡面全是錢。窮人高興得不得了，耶穌真好，有求必應，萬

分感謝地離去。  

    十字架上偽裝的耶穌看在眼裡，想告訴他，這不是你的。但是約定在先，他仍然憋著不能

說。  

    接下來有一位要出海遠行的年輕人來到，他是來祈求耶穌降福他平安。正當要離去時，富

商衝進來，抓住年輕人的衣襟，要年輕人還錢，年輕人不明究理，兩人吵了起來。  

    這個時候，十字架上偽裝的耶穌終於忍不住，遂開口說話了。  

    既然事情清楚了，富商離去找冒牌耶穌所形容的窮人，而年輕人則匆匆離去，生怕搭不上

船。  

    偽裝成看門的耶穌出現，指著十字架上說：「你下來吧！那個位置你沒有資格了。」  

    看門人說：「我把真相說出來，主持公道，難道不對嗎？」  

    耶穌說：「你懂得什麼？那位富商並不缺錢，他那袋錢不過用來嫖妓，可是對那窮人，卻

是可以挽回一家大小生計；最可憐的是那位年輕人，如果富商一直纏下去，延誤了他出海的時

間，他還能保住一條命，而現在，他所搭乘的船正沉入海中。」  

    這是一個聽起來像笑話的寓言故事，卻透露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自認為怎麼樣才是

最好的，但事與願違，使我們意不能平。  

    我們必須相信：目前我們所擁有的，不論順境、逆境，都是對我們最好的安排。若能如此，

我們才能在順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舊心存喜樂。  

    人生的事，沒有十全十美。但是，我願認真活在當下。  

    送給你們一段馬斯洛說過的話：心若改變，你的態度跟著改變；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

改變；習慣改變，你的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  

    在順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舊心存喜樂，認真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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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6 號囚犯的番茄 
 

1964 年，羅本島監獄來了一位新犯人。 

像其他犯人一樣，他一進門就被扒去衣服，換上了統一的囚服，上面寫著︰第 466 號。 

他是一個政治犯，所以被推進了一個不足 4.5 平方米的單人牢房。從此，他過上了“暗無

天日”的生活。陰暗的牢房，頭頂上吊著一盞昏黃的燈，每天被囚禁 23 個小時，僅僅在上午和

下午各有半個小時的放風時間。他幾乎從來沒有見過羅本島監獄的太陽，也很少有機會感受到

窗外的絲絲風聲，唯一能感知的只有灰頭土臉的囚犯，還有他們的呻吟聲。 

羅本島監獄是個人間地獄，那裡的獄警動輒就對已決犯們揮起皮鞭，殘忍地在綻開的皮肉

上潑辣椒水，大多數人都是在獄警的皮鞭和辣椒水下度日的。幸虧他是監獄長特別安置的要

犯，要不然，他也一樣逃脫不了獄警的魔爪。 

已經記不清多少個日子，他幾乎每天都目睹兩個獄警拖著一個犯人，死尸一樣地從刑訊室

出來，每次都看得他義憤填膺。他想改變監獄的現狀，無奈的是，身為要犯的他也是自身難保。 

後來，他和眾已決犯被安排到羅本島監獄的采石場上去做苦工，每天在持槍看守的監督下

拼命地搬運石頭，動作稍慢就有被毒打的威脅。另外，所有的已決犯只準逗留在這個采石場裡，

一旦踏出采石場的邊緣，就會被無情地射殺。由於石灰石在太陽的照射下具有極強的反光，長

期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他，每天看到的只有刺眼的白色強光，以至於他的視力逐漸下降。 

雖然他的視線逐漸變得模糊，但他的目光卻依然炯炯有神。有一次，他利用放風的機會，

大膽地向監獄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監獄的院子裡開辟一片園子!他的這一想法剛一退場

門，就被監獄當局無情地否決了。但他並沒有灰心，幾乎一有機會就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經

過了無數次的否決，大約過了 5 年左右，他的愿望終於實現了。 

監獄當局同意了在監獄牆腳的一片狹長地帶供他開辟園子，並且破天荒地給他提供了番

茄、辣椒等蔬菜的種子。 

羅本島監獄的院子裡從此多了一抹動人的綠色。他每天從采石場回來就潛心照料自己的園

子。許多人都說他是監獄裡的“植物學家”，而他自己則把那片園子看作自己的心靈園地。每當

采石場上的鍛石刺傷了他的眼睛，他就回到自己的園子四處看一看。那一片生命的綠色舒緩他

眼睛的疲勞，消解了在采石場裡所遭受的疲憊和委屈。 

但是，由於氣候的惡劣，園子的第一茬收成並不是很好，僅僅斬獲了一籃子不怎么紅潤的

番茄。他一個也捨不得吃，都分給了自己的獄友和獄警們。 

令人驚訝的是，自從有了這片菜地之後，整個監獄有了很大的改觀。每到放風時間，許多

獄友都會幫助他來照料一下滿園的蔬菜，在獄警們不注意的時候，他們還能揣幾個番茄回去。 

更令人稱奇的是，獄警們的態度似乎也變得和藹多了，因為，他總是把新採摘的番茄發給

獄友們，然後再由他們送到獄警們手中，吃了犯人的番茄，獄警們拿鞭子的手，也不再那麼蠻

橫了。一個黑人獄警說，每當我莽撞地舉起鞭子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這是一群給我番茄吃的人，

在我的眼裡不再有什麼已決犯，他們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已決犯和獄警們的關係逐漸融

洽起來，羅本島監獄不再是冷酷無情的“人間地獄”了。 

這位第 466 號囚犯，在羅本島監獄整整種了 18 年的菜園，直至他被轉到另一家監獄。 

這位第 466 號已決犯不是別人，正是南非黑人總統曼德拉。他用幾只番茄就讓整個監獄變

得融洽起來，他不是在經營菜園，而是在耕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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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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