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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常年期第 12 主日 彌撒主題 新造的人 
 
ㄧ、引言： 

1. 字義：新造的人 

新造：重新再造。 

新人：按基督的價值觀生活。 

新造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他人生活。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風浪。 

愛德：要我做什麼：在基督內生活，成為新造的人。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沒有恐懼害怕，而有信德。 

3. 過程： 
天主的智慧：限定海水和海洋。 

頌謝上主：大能(呼風喚雨)與仁慈（平息風浪）。 

平息風浪：我們有信德就不怕 

新造的人：在基督內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4. 結論：天主的智慧頌謝上主平息風浪新造的人。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約三八：1,8~11 你的浪濤到此為止，不得越過。 

b. 詠一 0 六：1,23~31 你們要頌謝上主，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 

c. 谷四：35~41 這人到底是誰？連風浪都聽從祂。 

d. 格後五：14~19 看哪一切都成了新的。 

2. 讀經一：約三八：1,8~11 你的浪濤到此為止，不得越過。 

背景：受造物顯示天主的智慧──勸約伯服從天意；自然現象顯示天主的智慧 

a. 上主：答覆約伯：在旋風中 

b. 上主對海水：海水：洶湧好像胎兒出離母胎是誰：用門把海關閉了？是

我：用雲彩作海的衣服用濃霧作海的襁褓。 

c. 上主對海洋：是我：劃定了界線設立了門和閂說：「你到此為止，不得越

過你狂傲的浪濤到此為止」。 

d. 結論：天主的智慧──管理海與海洋。 

3. 聖詠：詠一 0 六：1,23~31 你們要頌謝上主，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 

a. 他們：作為：乘船放洋航行四海來往經商經驗：看到上主的作為遇到他

在海上所行奇事。 

b. 大能：祂一出命：狂風呼嘯掀起海浪危舟：忽上忽下萬分驚險使他們：

魂飛魄散。 

c. 仁慈：他們：在患難中呼求上主上主：即刻救他們脫離困苦使風暴平息

使怒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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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論：頌謝上主：大能──呼風喚雨；仁慈──平息風暴、怒濤。 

4. 福音：谷四：35~41 這人到底是誰？連風浪都聽從祂。 

背景：平息風浪──種子自長的比喻；治好革辣撒附魔人  

a. 耶穌：對告訴門徒說：我們渡海到對岸去罷他們：就離開群眾耶穌已經在船

上他們就載他走了和祂在一起的：還有別的船。 

b. 風浪：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進船內小船就積滿了水耶穌卻：在船尾靠

著枕頭睡著了他們：叫醒祂對祂說：「老師！我們快淹死了，祢不管嗎？」 

c. 平息風浪：耶穌醒來：斥責了風又對海說：「不要作聲，靜下來！」突然間

就風平浪靜耶穌對門徒說：「你們：為什麼這樣膽怯怎麼還沒有信德呢？」門徒

們：非常懼怕彼此說：「這人到底是誰？連風浪都聽從祂。」 

d. 結論：我們的生命像小船充滿狂風、巨浪、積水；耶穌會平息風浪。 

5. 讀經二：格後五：14~19 看哪一切都成了新的。 

背景：基督的愛催迫宗徒──宗徒為自己辯護的目的；保祿自我辯護與傳教榜樣 

a.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明白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

都死了基督：替眾人死了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那替他們死而復

活了的主而生活。 

b. 新造：從今以後：不再按人的看法判斷人了縱然我們曾經按人的看法來看基督

現在不再這樣做了在基督內：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一切都成了新的。 

c. 結論：在基督內成為新造的人──不再按人的看法來看。 

6. 故事： 該記的與該忘的 上帝有個寬厚的肩膀 讓我來幫幫你 

慈悲自己 新龜兔賽跑  

7. 結論： 
a. 新造的人：天主的智慧頌謝上主平息風浪新造的人。 

b. 釋義：天主的智慧顯示在祂把海關閉並對海洋劃定界線上；我們要頌謝上主，因為祂

的大能和仁慈；我們的生命像小船充滿狂風、巨浪、積水，耶穌會平息風浪；我們要在

基督內成為新造的人。 

c. 結論：在基督內成為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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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記的與該忘的 
 

阿拉伯名作家阿里，有一次和吉伯、馬沙兩位朋友一起旅行。三人行經一處山谷時，馬沙失足滑
落，幸而吉伯拚命拉他，才將他救起。馬沙於是在附近的大石頭上刻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
了馬沙一命。」  

三人繼續走了幾天，來到一處海邊，吉伯跟馬沙為了一件小事吵起來，吉伯一氣之下打了馬沙一
耳光。馬沙跑到沙灘上寫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馬沙一耳光。」  

當我們旅遊回來之後，阿里好奇地問馬沙為什要把吉伯救他的事刻在石上，而將吉伯打他的事寫
在沙上？  

馬沙回答：「我永遠都感激吉伯救我，至於他打我的事，我會隨著沙灘上字跡的消失，而忘得一
乾二淨。」  

記住別人對我們的恩惠，洗去我們對別人的怨恨，在人生的旅程中才能自由翱翔。 

 

 

 

上帝有個寬厚的肩膀 
有個人想捐錢給姆姆，但別人都對他說：「為什麼要給德蕾莎修女?她只會拿來用在快死的人或是

痲瘋病患這些對社會沒有用處的人身上。何不捐去開辦課程或研討會，用於年輕人的教育與扶持一般
家庭?」 

姆姆對此的回應是：「沒錯，我們對社會上無望、無助、一無是處的人們做事，因為我們在他們
身上看到了上帝。」她明白「印度需要規劃，需要團結行動，需要技師、專才、經濟學家、醫生、護
士，以求國家的進步」，但她質問：「我們要等多久，才會看到這些計畫產生成果?沒人知道。在此同
時，人們必須存活下去，要吃、要穿、要受到照顧，我們的工作領域是今日的印度。」 

姆姆說：「這些需求沒有終止的一天，我們的工作就沒有終止的一天。」 

在另一個場合上，姆姆告訴修女們她面臨到類似的批評時如何應對。一次，在班加洛的一場研討
會上，一位與會代表站起來對她說：「德蕾莎姆姆，妳免費供給物資的作法寵壞那些窮人了，他們等
於是喪失了作為人的尊嚴，妳應該至少要收取十派薩，這樣他們才更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大廳裡起了騷動，每個人都靜下來之後，姆姆從容不迫地說： 

「沒有人像上帝那樣的寵壞我們了，瞧瞧祂免費給我們的這些美好的禮物。在座沒人戴眼鏡但你
們都看得見東西。假設上帝要收費才給你們視力，那會怎麼樣呢？在兒童之家我們花很多錢買氧氣救
命，但各位無不持續依賴著氧氣呼吸、生存，卻沒有為此花過一毛錢。」 

語畢，大廳陷入一片深沈的沈默，沒有人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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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來幫幫你 
 你不是 “有名”的那一撥，但是是我能想到發送這則消息的人中的一個。 

以前，在西雅圖的奧運會上，九名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身體有缺陷的運動員，站在了 100 米跑的
起跑線上。 

槍聲響了，比賽開始。不是每一個運動員都在跑，但是每一個運動員都期望參與和獲勝。 

他們三個人三個人的一起跑，其中的一個人拌了一跤，跌倒了，哭起來。其它的八個人聽到哭聲，
於是，他們放慢腳步，往後看。 

後，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停下來，開始往回走…一個患有道斯綜合症的小女孩在他旁邊坐下，
抱著他，問“覺得好些了嗎？”接下來，九名運動員肩並肩的一齊走向終點線。 

所有的觀眾都站起來，熱烈的鼓掌。掌聲持續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看到這一幕的人一直談論著這件事。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之處，我們知道生活中 重要的事情遠不是為自己而去爭取勝利。
生活中 重要的事情是幫助別人去獲勝。即使這可能意味著我們需要放慢和改變我們自己的腳步。 

如果你給別人發送這封郵件，也許我們將成功的改變我們的心，也許也改變了別人的… 

一根蠟燭如果照亮了別人，它就沒有失去什麼。 

當你收到這封郵件的時候，你會知道 

無論我身在何處都會為你祝福，一生幸福! 

 
 ----你永遠的朋友 

慈悲自己 
1. 一個禪者在河邊打坐時，聽到掙扎的聲音。睜開眼睛一看是，一隻蠍子正在水裏掙扎。 

2. 他伸手把它撈上來，被蠍子豎起的毒刺蟄了一下。他把蠍子放到岸上，繼續打坐。  

3. 過了一會兒，他又聽到掙扎的聲音。睜開眼睛一看，蠍子又掉到水裏了。  

4. 又把它救上來，當然又被蟄了一下。他繼續打坐。 過了一會兒，他又有了相同的不幸遭遇。 

5. 旁邊的漁夫說：“你真蠢，難道不知道蠍子會蟄人嗎？”“知道，被它蟄三次了。”“那你為什

麽還要救它？” “蟄人是它的本性，慈悲是我的本性。  

6. 我的本性不會因為它的本性而改變。”這時，他又聽到掙扎的聲音。 

7. 一看，還是那只隻蠍子。他看著自己腫起來的手，看看水裏掙扎的蠍子毫不猶豫地再次向它伸出

手去。  

8. 這時，漁夫把一個幹枯的樹枝遞到他手上。禪者用這根樹枝撈起蠍子，放到岸邊。  

9. 漁夫笑著說，“慈悲是對的，既要慈悲蠍子，也要慈悲自己。 

10. 所以，慈悲要有慈悲的手段。”保護好自己，才有資格善待別人。 

11.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這讓我想到人們常說的一句話：“這年頭，好人難做”。  

12. 是啊，好人行善，是他的本性。但行善的對象卻不一定也是善的；行善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善 

13. 為什麽會這樣呢？正如漁夫所言：“慈悲要有慈悲的手段。”“慈悲是對的，既要慈悲蠍子，也

要慈悲自己。” 

14. 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首先要對自己負責，才能真正做到對其他人負責。 

15. 很難想象，一個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人，怎麽可以照顧好別人。保護好自己，才有資格和能力去

善待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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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龜兔賽跑 
從前有一隻烏龜和一隻兔子在互相爭辯誰跑得快。他們決定來場比賽分高下，選定了路線後，就

開始起跑。 

兔子帶頭衝出，奔馳了一陣子，眼看它已遙遙領先烏龜，心想，反正烏龜爬的慢，它可以在樹下
坐一會兒，放鬆一下，然後再繼續比賽。 

兔子很快地在樹下就睡著了。而一路上笨手笨腳走來的烏龜則超越過它，不一會兒就超過了熟睡
的兔子，到達了終點，成為貨真價實的冠軍。  

等兔子一覺醒來，才發覺牠輸了。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像烏龜有毅力緩慢且持續努力下去的人，會贏得比賽。 

這是從小伴隨我們長大的龜兔賽跑故事版本。但 近有人告訴了我一個更有趣的版本。故事是這
麼連續下去的。 

兔子當然因為輸了比賽而倍感失望，為此他做了些缺失預防工作（根本原因解析）。兔子很清楚，
失敗是因牠太有信心，大意，以及過分散漫。如果自己不要認為勝利是理所當然的，烏龜是不可能打
敗它的。因此，兔子單挑烏龜再來另一場比賽，而烏龜也同意。 

這次，兔子全力以赴，從頭到尾，一口氣跑到終點，領先烏龜好幾公里。 

這故事有什麼啟示？如果兔子不打混，那麼，動作快且前後一致努力的人，將可勝過緩慢且持續
的人。如果在你的工作單位有兩個人：一個緩慢，按步就班，且可靠，另一個則是動作快，且辦事還
算牢靠，那麼動作快且牢靠的人會在公司一直往上爬，陞遷的速度比那緩慢且按步就班辦事的人快。
緩慢且持續固然很好，但動作快且可靠則更勝一籌。 

這故事還沒完。這下輪到烏龜要好好檢討，烏龜很清楚，按照目前的比賽方法，它覺不可能擊敗
兔子。它想了一會兒，然後單挑兔子再來另一場比賽，但是是在另一條稍許不同的路線上。 

兔子同意，然後兩者同時出發。為了確保自己立下的承諾，兔子必須從頭到尾要一直快速前進，
於是兔子飛馳而出，極速奔跑。直到……碰到一條寬闊的河流。而比賽的終點就在幾公里外的河對面。
兔子呆坐在那裡，一時不知怎麼辦。這時候，烏龜卻一路跚跚而來，撩入河裡，游到對岸，繼續爬行，
完成比賽。 

這故事的有什麼啟示？首先，找出你的核心競爭力(你會而別人不會的地方)，然後改變遊戲場
所，發揮你的核心競爭力!!在你的工作單位，如果你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一定要想法創造機會，好
好表現自己，以便讓高層注意到你的能力。如果你的優勢是從事分析工作，那麼你一定要做一些研究，
寫意義的報告，然後呈送上去。順著自己的優勢(專長)來工作，不僅會讓上頭的人注意到你，也會為
自己創造成長和進步的機會。 

故事還沒結束，這下子，兔子和烏龜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牠們一起檢討，兩個都很清楚，在
上一次的比賽中，其實它們可以表現得更好。所以，他們決定再比賽一場，但這次是團隊合作。 

牠們一起出發，這次可是兔子扛著烏龜，直到河邊。在河邊，烏龜接手，背著兔子過河。到了河
對岸，兔子再次扛著烏龜，兩個一起抵達終點。到達終點的時間，比起前幾次都要快。它們都感受到
一種更大的成就感。 

這故事的有什麼啟示？個人「表現優異」與擁有「堅強核心競爭力」固然不錯，但除非你能在一
個團隊內（與別人）同心協力，並掌控互補使用彼此間的核心競爭力，否則你們的表現將永遠在標準
之下。因為總有一些狀況下，你是技不如人，而別人卻幹得蠻好的。 

『團隊合作』要發揮的好，與領導者的態度很有關係。關鍵就在於……讓能發現並且勇於突破某
種『情境』的人來引領團隊前進。 

從這故事中，我們可以學到更多..我們了解，在遭逢失敗後，兔子和烏龜都沒有就此放棄。兔子
決定更拼，並且投入更多的努力。 



第 6 頁，共 6 頁 

在盡了全力之後，烏龜本來天生速度就比不上兔子。因此，烏龜則選擇改變競爭策略。 

在人的一生中，當失敗臨頭時，有時我們需更加努力。有時則需改變策略，嘗試不同的抉擇。亦
或者有的時候，兩者都要一起來。 

兔子和烏龜也學到了 關鍵的一課。當我們不再與競爭對手比較，而開始一起突破某一種『情境』
時，反而能締造出 佳表現。遠遠勝過於自己單打獨鬥!! 

在 1980 年代時，古茲維塔接掌可口可樂執行長，他面對的是對手百事可樂的激烈競爭，可口可
樂的市場成長正被它蠶食掉。 

古茲維塔手下的那些管理者，把焦點全灌注在百事可樂身上，一心一意只想著，如何與百事可樂
爭奪每年增加 0.1%的美國飲料市場成長率。 

古茲維塔決定停止與百事可樂的競爭，而改與 0.1%成長率的『情境』來競爭…把競爭對象轉換
成『情境』。 

他問起美國人一天的平均飲料消耗量為多少？答案是十四盎斯。可口可樂在其中有多少？答案是
兩盎斯。古茲維塔說，可口可樂需要在十二盎斯那塊市場做大佔有率。 

『我們的競爭對象可不是百事可樂』是要佔掉市場剩餘十二盎司的水、茶、 
咖啡、牛奶及果汁。當大家想要喝一點什麼時，應該是去找可口可樂。 

為達此目的，可口可樂開始在每一街頭擺上販賣機，銷售量因此節節上升，成長了近 20%，百事
可樂從此再也追趕不上。 

新龜兔賽跑故事的啟發： 

1. 動作快且前後一致的人總是勝過緩慢且持續的人。 

2. 依著自己的優勢(專長)來工作。 

3. 結合資源且團隊合作的人，總是打敗單打獨鬥者。 

4. 面對失敗時，絕不輕言放棄，要想辦法突破。 

5. 後， 重要的是，與某種『情境』競爭，而不是與某個『對手』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