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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顯節 彌撒主題 朝拜與顯示 
 

一、引言：朝拜字義。 
1. 字義：朝拜與顯示： 

朝拜：俯伏在地：亞巴郎──a.屬世的朝拜：魔鬼(驕傲與謊言)世俗(權力的原則)
肉身(享樂的原則)偶像 b.屬神的朝拜：以心神和真理朝拜獻上黃金、
乳香和沒藥。 

顯示：耶穌受洗(天主子)；山上顯聖容(十字架上的死亡)；復活顯現(升天之準備)。 
結論：朝拜為了讓天主顯示出來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耶穌是君王、神、人。 
愛德：要我做什麼朝拜祂。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我們要繼承恩許。 

3. 過程： 
   上主榮耀：已照耀在你身上(新耶京，萬民中心)。 

萬民朝拜：普世萬民都要朝拜祢。 
賢士來朝：我們從東方來(使嬰孩耶穌顯示其君王、神性和人性)。 
繼承恩許：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繼承者。 

4. 結論：上主榮耀萬民朝拜賢士來朝繼承恩許(顯示的內容)。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依六十：1~6 上主的榮耀已照耀在你身上。 
b. 詠七十一：2,7~8,10~13 上主普世萬民都要敬拜你。 
c. 瑪二：1~12 我們從東方來朝拜君王。 
d. 弗三：2~6 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繼承者    

2. 讀經一：依六十：1~6 上主的榮耀已照耀在你身上 

背景：新耶京的光榮──上主親自施救；萬民親赴新京   

a. 耶路撒冷啊!：起來發放光明：你的光明業已來到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

在你身上看哪！黑暗籠罩大地陰雲遮蔽萬民但：上主卻照耀著你，祂的
榮耀要彰顯在你的身上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眾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輝。 

b. 舉目向周圍觀看!：聚集：人們都已經集合向你而來你的眾子要從遠

方而來，你的女兒要被抱回來喜樂：你見到這情形，必要喜形於色，你的心
會興奮跳動金銀從海的那邊滾滾而來萬民的財富都流入你的手中。 

c. 榮耀上主：齊集：成群結隊的駱駝米德楊和厄法的獨峰駝滿載：從

舍巴黃金乳香宣揚：上主的榮耀。 

d. 結論：宣揚上主的榮耀，新耶京的光榮。   
3. 聖詠：詠七十一：2,7~8,10~13 上主普世萬民都要敬拜你 

a. 上主：授權君王：公正的統治百姓公道地管理貧民。 

b. 上主為王：正義：伸張如月之恆永享安康統治：領域廣及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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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遠達地極。 

c. 進貢：進貢：眾王塔西的群島的獻禮：君王舍巴的色巴的朝

拜、事奉：眾王朝拜萬民事奉。 
d. 結論：普世萬民都要敬拜上主。 

4. 福音：瑪二：1~12 我們從東方來朝拜君王。 
背景：賢士來朝──生於童貞女；聖家逃往埃及 
a. 對話：賢士：「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哪裏﹖我們在東方見了衪的星特

來朝拜衪。 」黑落德王：一聽說，就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
召集了眾司祭和民間的經師，仔細考問他們：默西亞應當生在哪裏他們對他
說：「在猶太的白冷，因為先知曾這樣記載：『你猶大的白冷啊!你在猶大的群邑
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衪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
黑落德：暗暗把賢士叫來，細詢問他們那星出現的時間然後打發他們往白冷
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嬰孩，幾時找到了給我報信，好讓我也去朝拜衪。」  

b. 星：那星：看，他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走在他們前面直至來到嬰所在的

地方就停在面他們：一見到那星極其高興喜歡。 

c. 朝拜：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衪
打開自己的寶匣，給衪奉獻了禮物：黃金(給國王；進貢之用)乳香(給神；朝

拜之用)和歿藥(給人；埋葬之用)在夢中得到啟示：不要回到黑落德那裏
就由另一條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d. 結論：藉賢士來朝顯示耶穌是君王、神、人；我們可以是星或是賢士。 
5. 讀經二：弗三：2~6 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繼承者 

背景：天主奧秘的宣傳員──在基督內眾人合為一體；求賜信徒認識基督的愛 
a. 天主啟示奧秘：弟兄們：你們一定知道為了你們的好處天主恩寵所託

付給我的職務祂：啟示給我使我知道祂的奧秘。 

b. 奧秘性質：以往：天主沒有啟示給人何人如今：祂藉聖神向祂的

聖宗徒和先知啟示了。 

c. 奧秘的內容：媒介：藉福音外邦人與猶太人：在耶穌內同為：繼

承人一體恩許的分享人。 

d. 結論：奧秘是天主的啟示，藉福音，在耶穌內外邦人與猶太人同為繼承人、一

體、恩許的分享人。 

6. 故事：聖誕節訪客 事奉 顏回輸冠 生命深處，更顯大愛 

7. 結論： 
a. 朝拜與顯示：上主榮耀萬民朝拜賢士來朝繼承恩許(顯示的內容) 

b. 釋義：上主的光榮將照耀在新耶京，使它成為萬民朝拜天主的中心；因此普是

萬民都要朝拜天主；朝拜之實現藉賢士來朝使嬰孩耶穌帶來之禮物顯示其君王、
神性和人性；福音是天主的啟示的奧秘的顯示：因著基督眾人都是恩許的繼承者。 

c. 結論：福音奧秘──藉朝拜耶穌，顯示祂是君王、神、人，我們是恩許的繼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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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訪客 
    村子的街道是空蕩蕩的和靜靜的。雪從仲冬黑暗的天空靜靜地飄落，一些鳥兒在光禿禿

的樹林裡一起縮成一團。 
    附近沒什麼人。誰會願意在這樣寒冷裡在外頭冒風險呢──特別是當在火爐旁有消息分享

的時候，一個國王將在晚上來拜訪的消息。 

    有一個門突然打開了。有一個人走出來對著街道上上下下的打量著。是西滿，村子裡最有

錢的人，看著皇家的遊行隊伍，想要確定它會他的房子停下來。但是沒有人來。 

    西滿走回屋內同時喊他的太太，莎拉。「我正在期盼一位訪客！」他告訴她：「在每一扇窗

子上放一根蠟燭，來幫助他找到我們。然後去煮一餐適合國王的飲食」。 

    西滿的太太衰弱並生病著。她緩慢並痛苦地從一個房間到一個房間，在每個窗台上放一支

點亮的蠟燭。 

    當莎拉來到最後一個窗子時，她聽到一個不斷的敲門聲。她蹣跚的走到門口並打開了門。 

   在門口的台階上站著一位高、瘦的男人，穿著破爛的衣服。 

    「我為我自己和我剛誕生的嬰兒找一個避難的地方」他說：「你願意讓我進去嗎？」 
    西滿看著這個陌生人的破衣服說：「我不會讓乞丐進入我的房子」 
    「你將會因著你的仁慈得到好好的賞報」這個人說。 
    「那麼你是有錢的囉，是嗎？」西滿輕蔑地說。 
    「我可以給你最棒的禮物，但我沒有錢」這個陌生人回答。 
    「正如我所想的，一個貧窮的乞丐」西滿說「我不能讓像你這樣的人四處閒蕩。我正在期

待一個重要和富有的客人。你離開吧！」 
    「喔，西滿」莎拉說：「我們不可以叫這個窮人出去外受寒而不至少給他一些能溫暖他的

胃的東西」莎拉就這樣把這著陌生人拉進房子裡，並給他食物和飲料。然後她把她的圍巾送給

他。「拿去吧」她凝視著他說：「這是我全部所有能給的」。 
    「把這個也給我吧」這個陌生人溫柔的把她的柺杖拿開。「妳不再需要它了」然後他轉身

走出這個房子。 
    西滿凝視著他的太太「妳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妳現在站得那麼直了」。 
    「我現在恢復健康了」她驚叫著「那些痛苦不見了，那個陌生人把我醫治好了」。 
    「不可能！」西滿說「他只不過是一個乞丐」。  
    突然間西滿想起那個陌生人的話：我能夠給你所有禮物中最棒的。他可能是那個國王假扮

的嗎？「我做了什麼呀？」他叫喊著「我必須把她找回來！」 
    他穿上他的大衣和靴子去追這陌生人了。 

西滿聽到有人從很遠處叫他的名字。他跟隨在雪地中的腳印的蹤跡，但是找不到這個陌生

人。他反而看到一個老婦人，在哭泣。在任何其他的晚上，西滿會轉身並直接越過她，但現在，

使他驚訝的是，他蹲下來並問她：「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  
    「我好冷喔」她呻吟著。西滿想起這個陌生人給莎拉的很棒的禮物和他自己的粗暴無禮，

和突然地羞愧，然後他很快的用他的大衣裹住這位老婦人，然後急忙的走開。 
    後來他發現了一個小男孩，他也在哭泣。這個男孩子沒有鞋子，而且他的腳因受寒冷而紅

紅的。再一次，西滿對他自己的反應感到驚訝。 
    他馬上脫下自己的靴子和暖暖的襪子，給了這個男孩子。現在西滿光著腳，沒有等待男孩

子的謝謝就走開了。 
    有人再一次叫他的名字。這一次好像近一些(沒那麼遠)，但是他還是沒有看到人，所以它

繼續跟隨雪中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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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走得更遠時，他發現有一個老人坐在一棵樹下。這個老人沒有外套，而且正在發抖。

西滿毫不遲疑的脫下他的夾克，給了這個老人。現在西滿覺得那麼冷因此感到痛苦。但是這個

痛苦好像沒有關係一樣。在他內的是一種他以前從不曾知道的溫暖。 

    再一次有人叫他的名字，而這一次聲音好像就在他的前面傳過來。 

    那裡站著被西滿拒絕過的陌生人。現在這個陌生人穿著貴重的藍色袍子，不再是一個乞

丐，而是一個國王，一道光芒閃亮的環繞著他。 

    國王說：「西滿你已經通過了我給你設定的這個考驗，跟著我的腳印再走遠一些，你會發

現我的兒子在等待著你」。 

    西滿照著所聽說的做。 

    他跟隨著腳印而來到一個馬厩。 

    有一個新生的小孩在裡面，被放在稻草做的搖籃裡，躺在馬槽裡。 

馬厩散發著溫暖的光華。西滿敬畏並害怕的跪著並開始祈禱。 

然後那個男孩以一種讓西滿心裡滿充滿平安、愛和喜樂的微笑往上看著他，並歡迎他。這

真的是所有禮物中最棒的。 

 

 

 
 

事奉 
 在聖殿為聚會場地掃地排桌椅是事奉，在家中為嬰孩換洗尿片也是事奉。 

 與人接觸關懷牧養是事奉，留守家中養兒育女也是事奉。 

 聖殿中的活動是事奉，市場上的升斗尺度也是事奉。 

 開拓教會是事奉，營造美滿家庭也是事奉。 

 合乎真理的理性解經是事奉，涵蘊著真理的感性見證也是事奉。 

 奔跑行走是事奉，躺臥休息也是事奉。 

 工作是事奉，等候也是事奉。 

 開放家門學習接待外人是事奉，站立破口守望防堵也是事奉。 

 站講台是事奉，洗廁所也是事奉。 

 開口講述福音是事奉，安靜內室禱告也是事奉。 

 指摘罪惡痛斥罪行是事奉，有智慧有耐心面對不義之事也是事奉。 

 得人如得魚的喜樂豐收是事奉，傳道一百二十年只有一家八口信主也是事奉。 

事奉是──做神要我做的，不計大小、不分裡外、不論貴賤；向主做
的、為主做的、與主一起做的──就是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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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回輸冠 
顏回愛學習，德性又好，是孔子的得意門生。 
一天，顏回去街上辦事，見一家布店前圍滿了人。他上前一問，才知道是買布的跟賣布的

發生了糾紛。只聽買布的大嚷大叫：「三八就是二十三，你為啥要我二十四個錢？」 
    顏回走到買布的跟前，施一禮說：「這位大哥，三八是二十四，怎麼會是二十三呢？是你

算錯了，不要吵啦。」 
買布的仍不服氣，指著顏回的鼻子說：「誰請你出來評理的？你算老幾？要評理只有找孔

夫子，錯與不錯只有他說了算！走，咱找他評理去！」 
顏回說：「好！孔夫子若評你錯了怎麼辦？」 
買布的說：「評我錯了輸上我的頭。你錯了呢？」 
顏回說：「評我錯了輸上我的冠。」 
二人打著賭，找到了孔子。孔子問明了情況，對顏回笑笑說：「三八就是二十三哪！顏回，

你輸啦，把冠取下來給人家吧！」 
顏回從來不跟老師鬥嘴。他聽孔子評他錯了，就老老實實摘下帽子，交給了買布的。那人

接過帽子，得意地走了。對孔子的評判，顏回表面上絕對服從，心裡卻想不通。他認為孔子已

老糊塗，便不想再跟孔子學習了。 
第二天，顏回就借故說家中有事，要請假回去。孔子明白顏回的心事，也不挑破，點頭准

了他的假。 
顏回臨行前，去跟孔子告別。孔子要他辦完事即返回，並囑咐他兩句話：「千年古樹莫存

身，殺人不明勿動手。」 
顏回應聲「記住了」，便動身往家走。 
路上，突然風起雲湧，雷鳴電閃，眼看要下大雨。顏回鑽進路邊一棵大樹的空樹幹裡，想

避避雨。 
他猛然記起孔子「千年古樹莫存身」的話，心想，師徒一場，再聽他一次話吧，又從空樹

幹中走了出來。他剛離開不遠，一個炸雷，把那棵古樹劈個粉碎。顏回大吃一驚：老師的第一

句話應驗啦！難道我還會殺人嗎？ 
顏回趕到家，已是深夜。他不想驚動家人，就用隨身佩帶的寶劍，撥開了妻子住室的門栓。

顏回到床前一摸，啊呀，南頭睡個人，北頭睡個人！ 
他怒從心頭起，舉劍正要砍，又想起孔子的第二句話「殺人不明勿動手」。他點燈一看，

床上一頭睡的是妻子，一頭睡的是妹妹。 
天明，顏回又返了回去，見了孔子便跪下說：「老師，您那兩句話，救了我、我妻和我妹

妹三個人哪！您事前怎麼會知道要發生的事呢？」 
孔子把顏回扶起來說：「昨天天氣燥熱，估計會有雷雨，因而就提醒你『千年古樹莫存身』。

你又是帶著氣走的，身上還佩帶著寶劍，因而我告誡你『殺人不明勿動手』。」 
顏回打躬說：「老師料事如神，學生十分敬佩！」 
孔子又開導顏回說：「我知道你請假回家是假的，實則以為我老糊塗了，不願再跟我學習。

你想想：我說三八二十三是對的，你輸了，不過輸個冠；我若說三八二十四是對的，他輸了，

那可是一條人命啊！你說冠重要還是人命重要？」 
顏回恍然大悟，「噗通」跪在孔子面前，說：「老師重大義而輕小是小非，學生還以為老師因年

高而欠清醒呢。學生慚愧萬分！」 
從這以後，孔子無論去到哪裡，顏回再沒離開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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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深處 更顯大愛 
 

▲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 22 日下午 6 時 42 分安息主懷，享壽 90 歲。與癌症「共處」五年多，

演講二百場次，教導人們別當逃兵，要當人生常勝軍。（本報資料照片/呂家慶攝） 

     

七月卅一日，樞機主教單國璽寫下病中感言，以「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為題，

發表在天主教教友週報。他舉自己三次病中出糗的經驗，讓他原本與一絲不掛地懸在十字上垂

死的耶穌，有一段距離的問題徹底解決了！感覺莫大輕鬆感。  

    單主教文中記載，第一次出醜是六月底，因肺部積水住進高雄市聖功醫院，醫生讓他吃一

種強烈利尿劑，以便將肺部積水排出，他毫不知情，正在舉行聖祭時藥性發作。  

    開始他強忍，讀經後褲子已尿溼一半，不得不去洗手間，地板上也撒滿尿水。這是他晉鐸

五十七年來，舉行彌撒時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糗事，「使我的尊嚴和顏面盡失，在修女和醫護人

員面前，真感到無地自容。這是天主治療我虛榮心的開始」。  

    第二次是由高雄轉到台北耕莘醫院後發生。「因為兩天沒有大便，吃一些瀉藥，半夜藥性

發作，便叫醒熟睡的男看護攙扶去入廁。剛進入化粧室，還未到馬桶前，糞便不自禁地撒在地

板上。」當時男看護不小心踏上一堆糞便，滿腹不高興，一邊用水沖洗，一邊抱怨。  

    「他將我弄髒的睡衣脫下，讓我赤裸裸地坐在馬桶上，用水沖洗我兩腿上的糞便，同時如

同大人訓斥小孩子一樣，教訓我這個九旬老翁：『離馬桶兩三步，你都忍不住！給我添這麼多

麻煩！」  

    單國璽寫道：「這時我感覺自己好似剛滿週歲的小孩子，無言以對。他的每句話猶如利刃，

將我九十年養成的自尊、維護的榮譽、頭銜、地位、權威、尊嚴等一層層地剝掉了。」  

    但次日早晨，那位男看護還是畢恭畢敬地照顧他，好似不知夜間那件不愉快的事。「感謝

天主利用那位男看護不但治癒了我心靈的宿疾，使我煥然一新，恢復了兒童的純樸、天真、謙

卑…，也治療了從小養成的羞怯，絕對不要人看到自己赤身一絲不掛。自從那夜被脫去睡衣沖

洗糞便以來，這種羞怯已完全消失。」  

    第三次是兩星期前，他剛住進耶穌會頤福園內。因為腳水腫，早飯後，在不知情下，醫護

人員給他吃一種強烈排尿劑，但那一天上午他必須去耕莘醫院接受放射性治療。一個排尿器具

都沒有準備。途中藥性發作，強忍了十分鐘，終於不能再忍下去，便尿溼了半條褲子和輪椅坐

墊。到了醫院後要排隊入廁時，又有尿液排出，褲子更溼。就這樣上了腫瘤科放射台，醫護和

技術人員看得很清楚…」。  

    「這時的我，連最後一點尊嚴也喪失了。其實九旬病翁一生累積的榮譽、地位、敬愛…等，

對於牧靈、福傳、拯救人靈、愈顯主榮，雖然有了不少助益，但有時，至少在下意識裡，讓他

自滿，洋洋得意，有時甚至成了他追求的目標。」這些「愈顯主榮」的墊腳石，反而成了他親

近「掏空自己」一絲不掛懸在十字架之耶穌的「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