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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彌撒主題 上主是我的牧者 

一、引言： 

1. 字義：牧者 

1牧者與牧場上的羊群：牧者指「猶大的領袖」，牧場上的羊群指「猶大百姓」 

2牧人：兼具權威與溫柔。 

3基督善牧：聚集��牧養��憐憫��和平。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上主是我的牧者。。 

2愛德：要我做什麼：聚集��牧養��憐憫��和平。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基督是我的牧者。 

3. 過程： 
   1聚集與牧放：天主要集合殘存的羊，並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 

2我一無所缺：上主使我實在一無所缺。 

3愛護與憐憫：因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 

4和平與合一：在基督內我們(外邦人與猶太人)合一，因祂是我們的和平 

4. 結論：聚集與牧放��我一無所缺��愛護與憐憫��和平與合一。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 耶廿三：1~6 我要集合我殘存的羊，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使祂們享受安寧。（慈悲） 

b. 詠廿二：1~6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餵養) 

c. 谷六：30~34 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憐憫） 

d. 弗二：13~18 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雙方合而為一。(合一) 

2. 讀經一：耶廿三：1~6 我要集合我殘存的羊，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 

背景：假先知謠言惑眾──先知警告君王苛尼雅；有關假先知神諭  

a. 上主說：�有禍了：�那些把我牧場上的羊群殘害趕散的牧人�對牧放我子民的人說：

�你們沒有照顧羊群，反而驅散趕走了他們�現在，看哪，�我必照你們的德行懲罰你

們。 

b. 我要：�從各地：�集合我那些殘存的羊�領牠們再回牠們的羊棧�使牠們滋生繁殖�

興起牧者：�牧放牠們�使他們無恐無懼�再也不會失掉一個。 

c. 日子將到：�我要：�給達味�興起一支正義苗牙�使祂：�執政為王�斷事明智�

在地上執行公道正義�在祂為王時：�猶大獲救�以色列享受安寧�眾人們將稱祂為：『上

主是我們的正義』。 

d. 結論：上主要集合殘存的羊，並興起牧者來牧放牠們，使祂們享受安寧。 

3. 聖詠廿二：1~6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餵養) 

a. 煉路(去惡)：�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祂使我：�使我憩息在翠綠

草地上�又領我走進幽靜溪水旁�使我精神振奮，體力恢復。 

b. 明路(行善)：�領我：�為了光榮祂的名�踏上正途(慕義) �我：�走過陰森幽谷�

不怕凶險�因祢與我同在�使我：�祢的木棒和木杖�欣慰舒暢。 

c. 合路(聖化)：�為我擺設宴席：�在我敵人面前�頭上傅油�使我杯爵滿溢�沐浴在：

�恩寵�幸福中�在我一生歲月裡�住在上主的殿裡：�在我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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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論：上主是善牧，祂是道路，也引我走上靈修的道路。 

4. 福音：谷六：30~34 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憐憫） 

背景：首次增餅──黑落德以為若翰復活；步行水面  

a. 宗徒們：1與耶穌：�聚集�報告所作所交的一切3耶穌囑咐：�你們來�私下到荒

野去�休息一會�他們：�因未來往的人太多�使他們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便乘船巧巧

的往偏僻的地方去了。 

b. 群眾：1人們：�看見他們離開�許多人：�也知道他們要去的地方�從各城鎮步行一

起往那裡去�比他們先趕到了。 

c. 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群人：�就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好像沒有牧

人的羊�遂：�開口教訓他們。 

d. 結論：基督愛護宗徒們，並憐憫那些跟隨祂的群眾。 

5. 讀經二：弗二：13~18 天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雙方合而為一，（和平）。 

背景：在基督內猶太外邦人合一──天主使人在基督內新造；天主奧秘的宣傳員 

a. 你們：�從前：�遠離天主�如今：�親近天主�在耶穌基督內�靠祂的血。 

b. 耶穌基督：1祂：�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2以自己的身體：�拆毀了中間

的阻隔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並且：�廢除了法律規條，使雙方在祂身上成為新人，

得以和平相處�以十字架消除仇恨，使雙方合成一體，與天主和好。 

c. 耶穌來：�傳報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遠處的人�也傳報給我們近處的人2因為：

�我們雙方都藉著祂，在同一聖神內�我們雙方才可進到父面前。 

d. 結論：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成為一體並與天父和好。 

6. 故事：1寓言故事 2在角落休息的魚 �至少今天 �兩枚硬幣的分配 	木匠 


教宗方濟各 2015年新年要求 

7. 結論： 

a. 牧者：聚集與牧放��我一無所缺��愛護與憐憫��和平與合一。 

b. 釋義：天主要集合殘存的羊，並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使牠們享受安寧；上主是善牧，

祂使我一無所缺，祂是道路，並引我走上靈修的道路；基督愛護宗徒們，並憐憫那些跟

隨祂的群眾，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猶太人和外邦人

成為一體，並與天父和好。 

c.c.c.c. 結論：上主是善牧，祂要集合殘要集合殘存的羊，並興起牧者來牧放牠們，使牠們享

受安寧。基督善牧愛護宗徒們，並憐憫那些跟隨祂的群眾；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

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成為一體，並與天父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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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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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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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落休息的魚 (值得深思的故事) 
 

有個朋友去京都的時候，偶然進了一家店，他說因為坐在隔壁桌的人講的話實在太有趣了，所以

就不知不覺聽了起來。 

他們談的是養殖小鰤魚的事。 

鰤魚是養在架在海裡的四方形網裡，小鰤魚會在網裡繞圈圈的游來游去，養殖的人讓魚充分的環

游，並不斷餵食，讓魚長大。 

可是有一天，那位坐在隔壁桌的人，也就是從事養殖小鰤魚業的老先生一看網裡， 卻發現網的

四個角落竟然有偷懶不游的小鰤魚，這些魚要是不游就不會長大。 所以，他就想了個辦法，既然四

方形網的角落會讓魚躲在那裡偷懶，乾脆架成圓形的網算了。 

他的構想的確很有效果，小鰤魚果然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只能在圓形的網裡環游， 可是問題卻

發生了，架起圓形網的數個月後，小鰤魚全都死光了，因為太累而累死了。 

結果，他再一次架起四方形的網，然後往養魚網裡面看，他這次發現偷懶不游的並非特定的魚群，

而是互相輪流，原來魚兒們都是適度的休息後再游的。 

 

"休息是必要的" 

認為人的價值是以做事來證明，或是被人認可才能證明的人，或許很難休息，但有時候什麼也不

管就休息，說不定反而會發現什麼也不做的自己，其實也是很有價值。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要懂得舒解自己的壓力，別太累了！ 

 

至少在今天／教宗若望廿三世座右銘 
1. 至少在今天，我只活於「此刻」，我不急著想要立刻解決我所有的困難與問題。 

2. 至少在今天，我衣著得體、態度和藹、談吐優雅、心地善良。我不挑剔、不批評他人。同時，在

改變自己之前絕不期望他人改變。  

3. 至少在今天，我珍惜自己仍活在今天當中，而讓日子快快樂樂的渡過。  

4. 至少在今天，我學習適應環境而不幻想環境適應我。  

5. 至少在今天，我的心靈因渴慕天主而願意花些時間去讀聖書、聽聖言。  

6. 至少在今天，我不欲人知的日行一善。  

7. 至少在今天，我不再耿耿於懷的把他人對我造成的傷害牢記心中。  

8. 至少在今天，我完成了生命的規劃；付諸實行時，有時因自身的懶散而跟不上進度，但是我確知

我已在成功的道路上邁進。這樣，我就不至於永遠生活在一事無成的追悔中。  

9. 至少在今天，我深信天主視我為世上僅存者似的無微不至的呵護著。  

10. 至少在今天，我看到了世界的美好與美麗而不再生活在絕望與恐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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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枚硬幣的分配 
  

1945年 10月，男孩出生於巴西伯南布哥州的一個農民家庭。因家裡窮，從 4歲起，他就得到街

上販賣花生，但仍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上小學後，他常和兩個小伙伴在課餘時間到街上擦鞋，如果

沒有顧客就! 得挨餓。    

12歲那年的一個傍晚，一家洗染舖的老闆來擦鞋，三個小男孩都圍了過去。  

老闆看著三個孩子渴求的目光，很是為難。  

最後，他拿出兩枚硬幣說：誰最缺錢，我的鞋子就讓他擦，並且支付他兩元錢。”     

那時擦一雙皮鞋頂多 20分錢，這十倍的錢簡直是天上掉餡餅。  

三雙眼睛發出異樣的光芒。  

“我從早上到現在都沒吃東西，如果再沒錢買吃的，我可能會餓死。”一個小伙伴說。  

“我家裡已經斷糧三天，媽媽又生病了，我得給家人買吃的回去，不然晚上又得挨打……”另一

個小伙伴說。  

男孩看了看老闆手裡的兩元錢，頓了一會兒，說：“如果這兩元錢真的讓我掙，我會分給他們一

人一元錢！”  

男孩的回答讓洗染鋪老闆和兩個小伙伴大感意外。  

男孩說：“他們是我最好的朋友，已經餓了一天了，而我至少中午還吃了點花生，有力氣擦鞋。

您讓我擦吧，我一定讓您滿意。”  

老闆被男孩感動了，待男孩擦好鞋後，他真的將兩元錢付給了男孩。而男孩並不食言，直接將錢

分給了兩個小伙伴。  

幾天后，老闆找到男孩，讓男孩每天放學後到他的洗染鋪當學徒工，還管晚飯。 

雖然學徒工工資很低，但比擦鞋強多了。  

男孩知道，是因為自己向比自己窘困的人伸出援手，才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從此，只要有能力，他都會去幫助那些生活比自己困難的人。 

後來他輟學進入工廠當工人，為爭取工人的權益，他 21歲加入工會，45歲創立勞工黨。 

2002年，他提出“讓這個國家所有的人一日三餐有飯吃”的競選綱領，贏得了選民的支持，當

選總統。 

2006年，他競選連任，又再次當選總統，任期 4年。 

8年來，他踐行“達則兼濟天下”的承諾，使這個國家 93%的兒童和 83%的成年人一日三餐都得

到了食物。 

而他帶領的巴西也從“草食恐龍”變成了“美洲雄獅”，一躍成為全球第十大經濟體。    

沒錯，他就是 2010年底任期屆滿而卸任的巴西前總統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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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 
兩位兄弟分別住在相鄰的牧場上，可是兄弟倆早已水火不容。他們第一次嚴重的衝突始於四十年

前，那時他們並肩經營農場，合用機器設備，按照需要交換工作和買賣貨物，一切順利進行。 

後來這種長期的分工合作關係結束了，從一個小小的誤解開始，衍生出很深的心結，最後，迅速

擴大到雙方互用惡毒的語言咒罵彼此，接著是數個星期的沈默和冷戰。有一天早上有人敲了若望的門，

若望開門後看到一個手提木匠工具箱的男人。 

「我正在找可以打幾天零工的工作機會，」「也許農場上到處都有一點小活需要人去做，我可以

幫你做嗎？」 

「沒錯，」哥哥說道：「我有一份工作要給你做，」你看小溪對面的那座農場，那是我鄰居的，

事實上，那是我弟弟的，上個星期中間相鄰的地方，還是一片草地，我弟弟用堆土機築起河堤，現在

變成一條小溪橫在我們之間。 

「好呀！」他可以故意給我難堪，但是，我會比他做得更絕，你看到放在穀倉裏的木樁了嗎？我

要你替我做一道圍籬，八呎的圍牆，那麼我再也不用再看到他的地方，無論如何都要澆他一盆泠水。 

木匠回答說：「我想我已明白這種情形了，告訴我釘子和鏟子在哪裡？我會完成這項工作，而且

讓你很滿意。」 

這位哥哥需要到鎮上添購補給品，所以，他幫忙木匠準備好材料，然後離開農場到鎮上，往返要

花費一整天的時間，這位木匠一天下來，都忙著測量、鋸木頭、釘釘子，當太陽下山的時候，這位農

夫回到農場上，木匠也才剛完成築籬的工作。 

那位農夫眼睛睜的好大，下巴差點掉下來，溪邊沒看到任何一點圍籬的影子，卻有一座橋，一座

橫跨小溪兩岸的橋。蓋得非常好，扶手和所有的一切都做得盡善盡美，此時，他的鄰居，也是他的親

弟弟，正走過來，弟弟伸出自己的雙手。 

「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傢伙，在我說了那些話和做了那些事以後，你還是蓋了這座橋。」 

這對兄弟各站在橋的兩端，他們在橋的中央相會，他們的手緊握在一起，他們轉頭看見木匠把工

具箱掛在自己的肩上。 

哥哥說：「不，等一下，再留幾天吧，我還有許多工作要交給你做。」 

「我喜歡留下來，」木匠回答說：「但是我還有許多橋等我去建造。」 

 

教宗方濟各 2015 年新年要求 
1. 不要流言蜚語。 

2. 吃完你的餐點。 

3. 爲他人騰出時間。 

4. 買更樸素的東西。 

5. 接觸活生生的窮人。 

6. 停止論斷他人。 

7. 友好對待異議者。 

8. 作出承諾，比如婚姻。 

9. 讓「詢問上主」成爲習慣。 

10. 要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