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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四旬期第五主日 彌撒主題  基督生命的根源 
一、引言： 

1. 字義：服從：(obedience)；奧秘(mystery) 
 「服從」(obedience)：原來的意思是說「傾聽」；也就是聽從別人所說的話，並

實行他們的命令。根據聖經的記載，服從的神學意義是指人決定在萬世萬物中實現
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表現於祂的律法、先知的預言、基督的言行和使徒的教
訓中。基督徒的服從理想，既不是個人絕對的自決，也不是在服從中自我的降服。
而是通過對權威者的順服，人的自我可以得到實現；因為這些權威者代表上帝，藉
著服從他們，就是服從上帝的旨意；而唯有上帝的旨意配得無條件的服從。 

 奧秘 mystery：來自拉丁文 mysterium，可譯作「奧理」，「奧蹟」，或「奧秘」。「奧

理」指天主啟示的奧理，它的含義以條文為主，「奧蹟」一詞卻著重這些條文所表
達的事實。傳統神學認為真正的奧蹟可以綜合為以下三則：聖三奧蹟、降生奧蹟、
和恩寵奧蹟。神學也指出這三項奧蹟具有同一基礎，即天主的「奧秘」。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基督是生命的根源。 
愛德：要我做什麼如一粒麥子一樣埋在地裡，以便結出許多子粒。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基督是我們救恩的泉源。 

3. 過程： 
主立新約：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純潔的心：求祢給我再造一顆。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 
救恩泉源：基督從苦難中學習服從，成了一切服從祂的人們，永遠救恩的泉源。 

4. 結論：主立新約純潔的心一粒麥子救恩泉源。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耶卅一：31~34 天主與以民立新約，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b.詠五十：3~4,12~15 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c.若十二：20~33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 
d.希五：7~9 基督學習了服從，成了一切服從祂的人們，永遠救恩的泉源。    

2. 讀經一：耶卅一：31~34 天主與以民立新約，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背景：天主與新以民訂立新盟約──南國也要由充軍之地歸來；內在的新約永不廢

棄。   

a. 訂立新約：看：時日將到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約不像我

昔日與他們的祖先訂立盟約我：握住他們的手引他們出離埃及時雖然我是
他們的夫君，他們已自行破壞了我這盟約 

b. 新盟約：願在那些時日後：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裏寫在他

們的心頭上內容：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作我的人民。 

c. 盟約的效果：誰也不再教訓：自己的近人或弟兄說：「你們該認識上

主」理由：因為不論大小，人人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過犯，不
再記憶他們的罪惡。 

d. 結論：天主要寬恕以民的過犯，與他們立新約，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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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詠五十：3~4,12~15 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a. 天主：祢：是仁慈的求祢憐憫我依祢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求你：

把我的過犯洗盡把我的罪惡除淨。 

b. 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不要：從

祢的面前把我拋棄從我身上將祢的聖神收回求祢：使我重獲祢救恩的喜樂
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 

c. 我要：引導：惡人走上祢的道路罪人也要歸依祢。 

d. 結論：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重獲救恩。 

4. 福音：若十二：20~33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 

背景：耶穌對民眾最後的講詞──耶穌榮進聖京；聖史的感想 

a. 想拜見耶穌：有些希臘人：在那些上來過節崇拜天主的人中他們：
來到加里肋亞貝特賽達人斐理伯前請求他說:「先生! 我們願拜見耶穌。」
斐理伯：就去告訴安德肋然後安德肋和斐理伯便來告訴耶穌。 

b. 耶穌開口向他們說:「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
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
於永生誰若事奉我：就當跟隨我如此我在那裡，我的僕人也要在那裡我父
必要尊重他現在：我心神煩亂，我可說什麼呢？我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
罷？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辰父啊!光榮你的名罷!」 

c. 當時：有聲音：來自天上說：「我已光榮了我的名，我還要光榮。」
在場：聽見的群眾，便說:「這是打雷。」另有人說:「是天使同他說話。」
耶穌回答說:「這聲音不是為我而來，而是為你們現在就是這世界應受審判的
時候，現在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趕出去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
吸引眾人來歸向我。」 

d. 結論：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  

5. 讀經二：希五：7~9 基督學習了服從，成了一切服從祂的人們，永遠救恩的泉源。 

背景：基督永為大司祭──大司基基督同情人的弱點；責讀者幼稚愚蒙 

a. 基督：當衪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衪脫離死亡的天

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衪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 

b. 衪：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
為一切服從衪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c. 結論：耶穌是大司祭，藉服從天父旨意，成為我們永遠救恩的根源。 
6. 故事： 肯定自己 煩惱的根源 喬裝的耶穌 多少人沒熬過那三釐米 天堂 

生命語錄 

三、結論： 

1. 基督生命的泉源：主立新約純潔的心一粒麥子救恩泉源 

2. 釋義：天主與以民立新約，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我們要求上主為我們再造一顆純潔

的心，好能獲得救恩；基督以一粒麥子死在地裡的精神，拯救我們並吸引我們歸向祂；
耶穌基督從苦難中學習服從，成為我們永遠救恩的泉源。 

3. 結論：基督是我們生命和救恩的永遠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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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自己 
1. 一個有智慧的人，必須懂得「看得破、放得下」，也「將別人的責罵，視為一種禮物」，就

像「感謝玫瑰有刺」一樣，因著責罵，讓我們有更多的省思和警惕。 

2. 吳伯伯和伯母，兩人都是教育界的前輩，分別在國中、國小任教二十多年，也是人人羨慕

的模範夫妻；因為，他們不知道是怎麼教的，居然可以把一女一男調教得那麼好！ 

3. 尤其是女兒，美麗又大方，才藝更是出眾，鋼琴彈得真棒，舞蹈、書法也屢屢在比賽中獲

得佳績。 

4. 女兒高中畢業後，就考上台大醫學院的牙科，後來到某大醫院實習，因表現優異，也當上

了主治大夫。年紀輕輕的，就成為牙科主治大夫，真不簡單呀！ 

5. 而且，最令吳伯伯、伯母高興的是，女兒終於與相戀八、九年的男友(也是醫師)結婚了。 

6. 哪知，才結婚不到一年，我，竟接到吳家寄來的訃聞，謂女兒已經「因病去世」。我有點錯

愕，輾轉打聽，才聽說，吳小姐不是生病，而是「跳樓自殺」！啊，怎麼會呢？是誰害死

她的？ 

7. 「是她先生啊！」我的朋友偷偷告訴我說：「吳小姐才結婚不到一年，就發現她先生有外遇，

和醫院裡的護士有染；她受不了刺激和打擊，就跳樓自殺……」 

8. 最無奈的是她的父母親，頂尖優秀的女兒走了，而兒子也在待業中。他的兒子本是第一名

考上知名中學，當了「班長」、也是「樂隊隊長」呀！兒子也是成績很棒，可是高三時，換

了一位教數學的導師，極為嚴格。 

9. 一天，升旗時，教官要檢查服裝儀容，導師看到這班長「大盤帽扭曲、歪戴」，就大聲斥責

他：「你當什麼班長？帽子是這樣戴的啊？你很屌是不是？……」 

10. 這時，兒子狠狠地瞪了導師一眼，導師立刻怒罵道：「你不服氣啊？你瞪什麼瞪？」隨即，

導師當眾「啪！」一巴掌，摑在兒子的右臉。 

11. 就這麼一巴掌，把兒子的  自信心和  自尊心打碎了！從此，兒子對導師恨之入骨，也放棄

了數學；每次考試，他的數學一字都不寫，都是「零分」。聯考時，他的數學也是「零分」，

沒考上大學。 

12. 後來，他去當兵、服役回來，沒有學歷、也沒有一技之長，只好暫以開計程車為業。 

13. 看著蹲在牆角的吳伯伯、伯母，我也好想哭；原本美滿、人人羨慕的家庭，怎會變成如此

破碎不堪？ 

14. 美麗的女孩啊，妳為什麼要選擇走上絕路？先生有外遇，是他的錯，妳可以勇敢地走出自

己，何必跳樓結束生命？妳怎麼笨到要「拿別人的錯誤  來懲罰自己」？ 

15. 而聰明、俊帥的兒子啊，老師憤怒地打你一巴掌，是他的不對，你為什麼要拿別人的錯誤

來放棄自己的數學？放棄自己的學業和前途？ 

16. 是的，你痛恨那老師的不該，可是你要勇敢堅強、要挺住自己、要比老師「更棒」、「更有

出息」才是。 

17. 現在，姐姐和你一樣，都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結果，還懲罰到辛苦撫養你們一

輩子、最疼愛你們的年邁父母親。 

18. 其實，每個人都要有「EQ  智慧」，都要為自己負責、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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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的根源 
一次，我們幾位分別了多年的同學相約去拜訪大學的老師。老師很高興，問我們生活得怎

麼樣。 

不料，一句話就勾出了大家的滿腹牢騷，大家紛紛訴說著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壓力大呀，

生活煩惱多呀，做生意的商戰失利呀，當官的仕途受阻呀……仿佛都成了時代的棄兒。 

老師笑而不語，從廚房拿出一大堆杯子，擺在茶几上。這些杯子各式各樣，形態各異，有

瓷器的，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來豪華而高貴，有的則顯得普通而簡陋……老師

說：“大家都是我的學生，我就不把你們當客人看待了。你們要是渴了，就自己倒水喝吧。” 

七嘴八舌，大家說得口乾舌燥了，便紛紛拿了自己看中的杯子倒水喝。等我們手裡都端了

一杯水時，老師發話了。 

他指著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說：“你們有沒有發現，你們手裡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別緻的杯

子，而像這些塑料杯沒有人選中它。” 

當然，我們並不覺得奇怪，誰都希望自己拿著的是一隻好看的杯子。 

老師說：這就是你們煩惱的根源。大家需要的是水，而非杯子，但我們有意無意地會去選

擇漂亮的杯子。這就如我們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的話，那麼，工作、金錢、地位這些東西就

是杯子，它們只是我們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其實，杯子的好壞，並不影響水的質量。如果將

心思花在杯子上，大家哪有心情去品嚐水的苦甜，這不就是自尋煩惱嗎？ 

 

 

喬裝的耶穌 
    有一所修院，過去曾經輝煌一時，吟唱誦經之聲不絕於耳。但是經過慢慢歲月，過去的光
景不在，門可羅雀，眼看這所修院就要關門了。 

    老院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久聞某座山上有一位哲人，充滿了智慧，因此經過長途跋涉，
他請教哲人有何振興修院的辦法？ 

    哲人回答：『我沒有什麼好辦法，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們修士當中有一個人是耶穌喬裝的？』  

回到修院，老院長和大家分享這段經歷，每個人彼此相看，同時也在心中猜想，到底哪一個最
有可能是耶穌裝扮的？ 

    由於耶穌或許會喬裝成任何人的樣子，因此人人都有可能。 

    不久這所修院瀰漫著一股祥和之氣，修士彼此都十分的友愛，大家相處護敬護重。沒有多
久這所沒落的修院，慕道者又絡繹不絕，參加靜修越來越多，修院又恢復往日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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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沒熬過那三釐米！ 
1. 一種只長在中國東邊的竹子  毛竹 

2. 那裡的農民.到處播種，每天精心培養 

3. 種子萌芽，即使農民們幾年來一直精心照顧 

4. 毛竹四年來也不過長 3cm 

5. 別地方的人看到這種情景，搖著頭表示完全不能理解 

6. 但是，竹子 

7. 五年後，以每天足足 30cm 的速度生長著 

8. 這樣只用六週竹子就可以長到 15 米 

9. 這裡瞬間就可以變成郁郁蔥蔥的竹林 

10. 雖然四年間只長了 3cm，但從第五年就開始了暴風成長 

11. 或許看起來六週間好像發生了不可思儀的變化 

12. 但之前的四年間，毛竹將根在塵土裡延伸了數百坪米 

13. 我們身邊也有這樣的人 

14. 即使拚了命也看不到成果，或者即使不被人知道，也堅持到底的人們 

15. 當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也許會以為他們很不幸或認為他們是傻子 

16. 但他們並不是沒有在成長而是在紮根，很深很深很結實的根 

17. 等到時機成熟 

18. 他們會登上別人遙不可及的巔峰 

19. 也許你現在做的事情看不到成果，但不要害怕 

20. 你並不是沒有成長，而是在紮根。 

21. 小夥子們，你們熬過了那三釐米嗎？ 

 

天堂 
在主日學的課堂上，主日學老師問小朋友們說：「如果我把我所擁有的那一棟有大車庫的

房子及車子賣掉，並且將我的錢全部捐給教堂，這樣子我能夠上天堂嗎？」 

小朋友們一起回答說：「不行！」 

主日學老師又問說：「如果我天天把教堂打掃乾淨，清除花園裡的雜草，保持整齊清潔，

這樣子我能夠上天堂嗎？」 

小朋友們還是一起回答說：「不行！」 

主日學老師再問：「嗯……如果我愛護動物，送糖果給所有的小朋友，愛我的太太，這樣

子我能夠上天堂嗎？」 

再一次地，小朋友們還是一起回答說：「不行！」 

主日學老師繼續問：「嗯……那麼我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夠上天堂呢？」 

此時，5 歲的小得利大聲說：「你必需要死掉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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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語錄 
一 生命是由身，心、靈所顯現的生理與心理的現象。 

身體：它所顯現是過去式，就過去你的思想、行為、習慣與生活方式….形成現在你的身體
狀態。 
心：心就是心智（思維、認知的能力和自我意識），心智都來自於過去的學習、經驗、、、
等個人的認知所累積而成的；心智所顯現是現在式，是人一切行為的原動力。生命是透過
心智的運行而表現在身體的狀態。身體反應我們曾經有過的經驗、必將記錄在我們的腦、
肉體、細胞。一切真的這麼寫真、神奇，無形中身體會保留所有生命的體驗，身體宛如一
部自傳。 
靈：靈性的特質是學習、覺性、擴大、永恆、創造與無形的力量連結真愛。它所顯現是未
來式，經由修行、改變、成長、創造，來調整我們心理的程式，並淨化自己所有負面習慣
和傾向，以及一種顯然被預先決定的「命運」的改變及超越。然後根據希望和志向重新程
式化我們自己，創造一個未來的你。 

 二 思想是記憶的一種反應 ，而記憶是以前所累積的知識與經驗的結果。在人生過程中會形成 
    不斷重複的思考模式和態度，而對生命的成長是制約的、束縛的。 因此為了身心靈的成長， 
    必須學習靈修，保持覺性，才不會不自覺變成習慣及心智的奴隸。 
 三 人性透過靈性修持，學習接納、覺知、創造，意識不斷地擴張，有越來越多的悟性，而創

造 
    快樂、健康、美好的人生，並漸與神性連結與發展，顯現生命的奧秘。 
 四 靈的旅程： 小的時候，記憶的知；腦的聰明；知識的學習。 

 長大時候，經驗累積；感官感知；擴展當下。 

 成人時候，駐足當下；展開醒悟；永生拓展。 
五 重新認識自己： 

自己的心智是變化不定的；心智是不斷恐懼難安；我們心智是像一個群眾。潛意識充瞞了
許多虛幻與夢境。在愛與無我的狀態，才能進入內在的真實與愛。 

六 如何覺知：放鬆、放空  ◎覺知內在的紛擾  ◎持續的放空與覺察。人的心靈處於平靜、 
   和諧與平衡的狀態時，才能覺察自己本來面目。 
七 生命的內在是純真的，所追求是一股自信、滿足與喜悅，要的不過就是愛與尊重。生命真 
   的很純真，付出甚麼，就回報什麼。 
八 「是－做－有」的人生法則；先問自己「是」什麼，想要「做」甚麼，最後自己就能『有』 
   甚麼。 
九 Maslow 心理理論：所有的行為是為了滿足「需求」所引起的。 
   人類的五大需求：1.生理的需求。   2.安全的需求。   3.愛與歸屬。   4.自尊。 

5. 自我實現。【人性必須透過靈性的修持，才能尋回生命的純真，而創造人生的喜悅與愛。】 
十 人生指南針：（古希臘哲學之祖泰勒斯） 
   1.人生最難的事是瞭解自己。   2.人生最簡單的事，就是給別人意見與批判。 
   3.人生最快樂的事，就是擁有自己的目標，並且把它完成。  
十一 執著於舊的思考，表示無力應付新的挑戰；執著於名利的占有，表示是被匱乏和不安所

困。 
執著於己見，表是不接納新知；執著於自我為中心，表是規避與別人共存的現象。 
執著於成功的經驗，則暗藏下一步失敗的種子。 

十二 生命的過程，就是面對無常，因此必須修行謙虛及沒有成見的空性，去實現對生命的愛，
去看生命的希望，讓自己不斷創造生命的奇蹟，活出生命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