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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常年期第⼗七主⽇ 彌撒主題 真正的需

要：聖神在我們中間 
一、引言： 

1. 字義：增餅奇蹟 

1餅：食糧。基督徒食糧：樂園的蔬菜到曠野的瑪納到天國的聖言、聖體。 

2奇蹟：超自然的能力。 

3增餅奇蹟：天主的仁慈與慷慨使祂伸出雙手，滿足眾人的需求。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信任上主。 

2愛德：要我做什麼��保持合一。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天主慷慨與仁慈會滿足眾人的需求。 

3. 過程： 

1眾人吃了：還有剩餘 

2上主伸手：滿足眾生的需求 

3耶穌增餅：讓眾人任意吃。 

4保持合一：只有一個身體，一個主子，一個信徳，一個洗禮。 

4. 結論：眾人吃了��上主伸手��耶穌增餅��保持合一。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列下四：42~44 眾人吃了，還有剩餘。（慈悲）    b.詠一四四：10~18 上主祢慷慨伸出雙手，滿足眾生的需求。(餵養)    c.若六：1~15 給坐下的人分餅，讓眾人任意吃。（憐憫）    d.弗四：1~6 只有一個身體，一個主子，一個信徳，一個洗禮。     
2. 讀經一：列下四：42~44 眾人吃了，還有剩餘。 

背景：增餅奇蹟──化毒物為食物；納阿曼的病獲治癒  

a. 有一個人：1從巴耳沙里沙來�給天主的人：�用口袋帶來�用二十個初熟大

麥作成的餅�一些新麥穗。 

b. 厄里叟：�說：�分給人民吃吧�僕人說：�這一點東西�怎能擺在一百個人

前面�厄里叟回答：�儘管分給人民吃吧�因為上主這樣說：「他們吃了，還有剩

餘」。 

c. 結果：�僕人：�把食物擺在他們面前�他們：�都吃了而且還有剩餘�正如上

主說的。 

d. 結論：正如上主說的：「他們都吃了，而且還有剩餘」──信德 

3. 聖詠詠一四四：10~18 上主祢慷慨伸出雙手，滿足眾生的需求。 

a. 上主，願：�一切受造：�稱謝祢�眾聖徒：�同聲讚美祢�講述祢王國的光

榮�傳頌祢行事的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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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眾人：�都：�舉目�仰望祢�祢：�按時賜給他們食糧�慷慨伸出雙手，滿足

眾生的需求。 

c. 上主：�行徑：�至公�至義�作為：�聖善無比�親近所有：�誠心�誠意�

呼求祂的人。 
d. 結論：上主慷慨，滿足眾生需求。 

4. 福音：若六：1~15 給坐下的人分餅，讓眾人任意吃。 

背景：耶穌增餅奇蹟──猶太人不信耶穌；步行水面  
a. 耶穌：1渡海：�渡過加里肋亞海…到對岸�一大群人因為看見耶穌所行神蹟

�都跟隨祂3上了山：�和門徒坐在那裡�那時逾越節快到了�試探斐裡：�「我

們從哪裡買餅給這些人吃？」�斐理回答：「就算兩百塊銀幣的餅…」�安德說：

「五餅二魚…」。 

b. 耶穌增餅：1說：�「你們叫大家坐下」�群眾就在那裡草地上坐下了�男人

的總數約有五千�增餅：�拿起�祝福�感謝�分給�分魚：�也照樣�讓大家任

意吃。 

c. 耶穌：�吩咐門徒：�「把剩下的收起來�免得浪費了」�他們：�就把眾人吃

飽以後所剩的五個大麥餅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眾人：�看見耶

穌所行奇蹟就�就說：「這的確是那位要到世界上來的先知」�祂：�看出他們要

來強迫祂做國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d. 結論：耶穌藉增餅奇蹟，讓眾人都吃飽了。 

5. 讀經二：弗四：1~6只有一個身體，一個主子，一個信徳，一個洗禮。 

背景：應保持教會的合一──求賜信徒認識基督的愛；脫去舊人換上新人 

a. 要求你們：�我：�這為了主�而被囚禁的人�行事為人：�務必與所受寵召

相符�作為：�凡事謙遜、和藹、忍耐�以愛心彼此擔待�盡力以和平作為聯繫的

力量、保持聖神所賜的合一。 

b. 理由：1只有一個：�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只

有一個：�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 

c. 祂：�超越眾人2貫通眾人�在內眾人。 

d. 結論：成為一體，因祂超越、貫通、並在眾人之內。 

6. 故事：1買個奇蹟 �只有你欣賞我 �奇蹟的十二條件 

	你我都可以成為創造奇蹟的那個人 

7. 結論： 

a. 真正的需要：眾人吃了��上主伸手��耶穌增餅��保持合一。 
b. 釋義：奇蹟來自真正的需要和信任──僕人聽了厄里叟的話用二十個餅和一些新

麥穗，使眾人吃飽而且還有剩餘；因為上主慷慨伸出雙手，滿足眾生的需求；耶

穌用五餅二魚行奇蹟，讓眾人吃飽，且收集了十二匡籃的大麥餅碎片；我們要保

持聖神所賜的合一，因為我們只有一個身體，一個主子，一個信徳，一個洗禮。 
c. 結論：奇蹟來自於人的信任(聽命於厄里叟、耶穌)，也來自於人的合作(僕人、五

魚二餅)，更來自於天主的慷慨和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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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個奇蹟 
茱莉亞伸直身子,好把襁褓中的弟弟麥可看清楚點。他躺在嬰兒床裡，她聞的到身邊桌上

的藥味。爸媽告訴她，麥可病的很重。 

她並不清楚麥可到底有什麼問題，只知道他似乎不太高興。他老是哭，現在也是。她輕聲

細語：「麥可乖，別哭了。」麥可奇蹟似地不哭了，盯著他姊姊看，眼中泛著淚光。她牽起他

的小手，看著他肥肥的手指，滿是汗水的手指求救般地抓住她的一根指頭。茱莉亞安慰地緊握

了一下。 

這時，她聽到父母在隔壁房裡說話。茱莉亞雖然只有六歲，但她知道，當大人壓低聲音說

話時，就是在討論重大的事情。 

六歲的茱莉亞很好奇，她親了親弟弟，踮起腳尖走到門邊去。 

她父親說：「開刀太貴了，我們付不起。我最近連帳單都付不出來。」 

她母親回答：「現在只能靠奇蹟來救麥可了。」 

茱莉亞疑惑著：「奇蹟是什麼？他們怎麼不去弄一個來？」 

她跑進房間，從存錢筒裡拿出一塊錢，她要去買個奇蹟給弟弟！茱莉亞跑到對街的超市，

收銀台前的隊伍排得很長，茱莉亞插隊進去，但大家並不介意，有些人甚至還覺得好笑。 

第一個和這個臉色紅咚咚的小女孩說話的人，是收銀台前的收銀員。他臉上掛著燦爛的笑

容問道：「小妹妹，我可以為妳服務嗎？」她說：「謝謝，我要買個奇蹟。」 

收銀員說：「對不起，要什麼？」「嗯，我弟弟麥可真的病的很重，我要買個奇蹟。」收銀

員一頭霧水。 

他對小孩沒什麼經驗，於是說：「誰來幫助這小孩？我們沒賣什麼奇蹟啊。」 

一個穿著體面的男士問：「妳弟弟需要什麼樣的奇蹟？」包括茱莉亞在內，大家都轉過身

來看他...... 

「我不知道，爸媽說麥可病的很重。他需要動手術。」 

穿著體面的男士彎下身，示意要她走近一點。他問：「妳有多少錢？」茱莉亞說：「一塊錢。」 

他拿起一塊錢，道：「我想，現在一個奇蹟大約就是這個價錢。我們去看妳弟弟。也許我

有你需要的那奇蹟。」 

幾個月後，茱莉亞看著站在嬰兒床上的弟弟。 

她的父母正和那位穿著體面的男士交談，原來他是位知名的神經外科權威。 

茱莉亞的媽媽說：「大夫，我們還是不知道手術費是誰付的，你說是位匿名的善心人士，

他一定花了一筆不少的錢。」 

醫生心想：「沒有，只花了一塊錢和一個小女孩的信心。」 

 

信心是最好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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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能欣賞我 
 

第一次參加家長會，幼兒園的老師說：“你的兒子有多動症，在板凳上連三分鐘都坐不了，

你最好帶他去醫院看一看。”  

回家的路上，兒子問她老師都說了些什麼，她鼻子一酸，差點流下淚來。 

因為全班 30位小朋友，惟有他表現最差；惟有對他，老師表現出不屑。然而她還是告訴

她的兒子：“老師表揚你了，說寶寶原來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鐘，現在能坐三分鐘了。其他的

媽媽都非常羨慕媽媽，因為全班只有寶寶進步了。” 那天晚上，她兒子破天荒吃了兩碗米飯，

並且沒讓她餵。 

兒子上小學了。 

家長會上，老師說：“全班 50名同學，這次數學考試，你兒子排第 40名，我們懷疑他智

力上有些障礙，您最好能帶他去醫院查一查。”  

回去的路上，她流下了淚。 

然而，當她回到家裡，卻對坐在桌前的兒子說：“老師對你充滿信心。他說了，你並不是

個笨孩子，只要能細心些，會超過你的同桌，這次你的同桌排在 21名。” 說這話時，她發現，

兒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滿了光，沮喪的臉也一下子舒展開來。她甚至發現，兒子溫順得讓她

吃驚，好像長大了許多。第二天上學時，去得比平時都要早。 

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長會。 

她坐在兒子的座位上，等著老師點她兒子的名字，因為每次家長會，她兒子的名字在差生

的行列中總是被點到。然而，這次卻出乎她的預料，直到結束，都沒聽到。 

她有些不習慣。臨別，去問老師，老師告訴她：“按你兒子現在的成績，考重點高中有點

危險。” 她懷著驚喜的心情走出校門，此時她發現兒子在等她。 

路上她扶著兒子的肩，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她告訴兒子：“班主任對你非常滿意，

他說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點高中。”  

高中畢業了。 

第一批大學錄取通知書下達時，學校打電話讓她兒子到學校去一趟。她有一種預感，她兒

子被清華錄取了，因為在報考時，她給兒子說過，她相信他能考取這所學校。 

他兒子從學校回來，把一封印有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室的特快專遞交到她的手，突然轉身跑

到自己的房間裡大哭起來。邊哭邊說：“媽媽，我知道我不是個聰明的孩子，可是，這個世界

上只有你能欣賞我……” 

這時，她悲喜交加，再也按捺不住十幾年來凝聚在心中的淚水，任它打在手中的信封上。 

 

☆一句鼓勵的話 可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與行為 甚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一句負面的話 可刺傷一個人的心靈與身體 甚至毀滅一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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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的十二條件 

(The Twelve Conditions of A Miracle)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空無空無空無空無 大自然不允許真空存在。當一個真空或匱乏狀態形成之

後，大自然會立即運作起來去填補它。內外放空──放空

心思意念，放出手中緊握的所有資源，尋找未知之雲中的

寶藏。 

2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隨著宇宙巨流調整自己，當你開始將別人的利益放在自己

前面時，你的夢想才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前進 

3 祈求祈求祈求祈求 如果你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麼，而且知道怎麼祈求，宇宙

將會以非常震撼且準確的方式滿足你 

4 善用所有善用所有善用所有善用所有 面臨匱乏而向外求援，結果得到一個看似無用的禮物。你

因此陷入絕望深淵？而奇蹟示範者──耶穌的態度與你有

何不同？ 

5 付出付出付出付出 五餅二魚的奇蹟裡，最初的食物來自一份誠心誠意的禮

物。饑餓的小男孩慷慨捐出餅和魚，每當餅被分贈出去，

它的潛能就增加且進一步擴大。 

6 接通宇宙大接通宇宙大接通宇宙大接通宇宙大

能能能能 

罹患血漏的婦人觸碰耶穌的衣裳繸子，她的信念讓自己敞

開，接受醫治的力量。做好適當準備，宇宙大能才能流向

你。 

7 觀想觀想觀想觀想 眼睜睜的望著監視器上的心跳指數開始跳起死亡之舞。我

需要奇蹟！用心靈之眼去觀想她正無病無痛的躺在那

裡……. 

8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感恩是天使的語言。當好事情出現，就說好事情。當壞事

情出現，要多說兩倍的好事情。宇宙會對這些人報以微笑，

並且…… 

9 做得像真做得像真做得像真做得像真的的的的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 

耶穌做的事情非常簡單，他充滿信心，以果斷的分餅行動，

來完成這階段的奇蹟。就好像這些食物真的夠這麼多人吃。 

10 進入循環進入循環進入循環進入循環 在奇蹟的尾聲，當剩下食物被蒐集、再交還出來之後，能

量已經流動一整圈完成了循環，引擎加足了馬力，又可以

展開下一次奇蹟。 

11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只有清澈和穩定的心智，才能分辨出那些選擇是禮物，那

些則是痛苦的假象。當美夢成真，真正的工作才要開始….. 

12 回收回收回收回收 學習大師的秘訣，讓每次奇蹟都比上一次更容易、更自然

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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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可以成為創造奇蹟的那個人 
聰明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幫助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幫助別人。  

某家公司有一個傳統，每年聖誕節夜都會舉辦晚會，並舉行抽獎。抽獎的規矩是這樣的：

每個員工都會繳交十元美金做為基金，全公司共有三百人，換句話說共能募集到三千美金，而

被抽中的幸運兒，就可以將這些錢全抱回家。  

抽獎當天，辦公室洋溢著熱鬧的氣氛，每個人紛紛在紙條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投進抽獎箱

中。 

    但是，一個年輕男子下筆時卻猶豫了。 

    因為他想到，公司的清潔阿姨體弱多病的兒子最近要開刀，但她卻沒有錢支付手術費用，

讓她非常煩惱。  

於是，儘管知道抽中的機會渺茫，只有三百分之一的機會，但男子還是在紙條上，寫下了

那名清潔工的名字。  

緊張的時刻來臨了，老闆在抽獎箱中翻攪了一番，最後抽出一張紙條，而男子也在心中不

斷地禱告：「希望清潔阿姨可以得獎……」  

接著，老闆慎重宣布得獎人的名字……奇蹟發生了！中獎的竟然真的是那位清工！  

辦公室爆出歡呼聲，清潔阿姨連忙上台領獎，幾乎喜極而泣的她，感動地說：「我真是幸運！

有了這一筆錢，我兒子就有希望了！」晚會開始，男子一面想著這個「聖誕奇蹟」，一面踱步

到抽獎箱旁。 

    他順手摸出一張紙條，漫不經心地打開一看，上面寫的，竟然也是清潔阿姨的名字！男子

非常吃驚，接連又抽出好幾張紙條，上面的字跡雖然不一樣，但寫的名字全都相同──都是那

清潔阿姨的名字！  

男子紅了眼眶。他赫然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聖誕節的奇蹟，只不過，奇蹟不會從天上掉下

來，而要人們自己去創造。  

    有一天下午，我跟一個朋友到郊區散步。 

    突然，有一個穿著破爛的老人靠了過來，手中提著一袋袋青菜推銷。 

    那些青菜的賣像很差，菜葉脫水枯黃，上面還有一個個蟲咬的小洞。 

    但朋友二話不說，一口氣買了三袋。 

    老人還很不好意思地解釋：「這菜是我自己種的。前陣子下大雨，菜都泡爛了，樣子不好

看，真抱歉。」  

老人離去後，我問朋友：「你回家真的會吃這些菜嗎？」  

他想也不想地說：「不會，這些菜已經不能吃了。」  

「那你為什麼要買？」  

「因為那些菜不可能有人買。如果我也不買，那個老人恐怕就沒有收入了。」  

朋友的善行讓我十分佩服，所以我追上老人，也跟他買了一些菜。 

    那老人非常高興地說：「我今天賣了一整天，只有你們肯買，真是謝謝你們。」  

幾把根本不能吃的青菜，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當我們陷於低潮的時候，都希望有奇蹟降臨在我們身上；但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是否願

意去做那個創造奇蹟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