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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寤》

》

我們定這個課程的模式，目的是希望能增加各位對聖經的興趣，甚至會想更深入地，

更有系統地去認識，所以我們有一個願想，就是希望藉著無花果樹下的課程引起各

位將來去讀聖經學 和聖神修 課程的意欲 》

無花果樹下，是一種生活模式，所以來緊的 40 堂， 是從牧民的角度去探討聖經經

文 》

》

年整個課程的主線是：耶穌問： 你是我的門徒嗎？ 》

又假設耶穌再來時會問我們四個問題：》

1. 你如何對待天主所創造的美好地球？》

2. 你如何對待自 ？》

3. 你如何對待人？》

4. 你是我的門徒嗎？》

大家不要急於回答，請上完 40 堂後才 回答耶穌 》

》

蔡華璋師兄將 醒寤 放在第一堂，可謂喻意深長 》

何謂 醒寤 ？》

為什麼要 醒寤 ？》

》

谷 13 章》》》》》》》》》》預言聖殿的毀滅和 來的災難》

瑪 24：1-14》》》》》》》耶穌的預言》

》》》》》》耶穌在他的 世言論中要我們醒寤 》

》》》》》》耶穌幾時講 世的言論？》

》》》》》》瑪 24：1-3 可說是耶穌的 世言論的小引 參見谷與路相對照之處 ，給我們

指出耶穌什麼時機上發表了這篇關於 世的言論 》

》》》》》》耶穌在受難前的第四天，即聖主日瞻禮三晚上 星期二 ，日將西落的時候，

他與門徒大概由東門步出聖殿，過了克德龍溪，沿著橄欖山坡上去，似乎有意到橄

欖山上過夜 參見路 21：37 正行之間，忽然宗徒們站住，回頭讚歎聖殿的巍峨

建築 其中有一個門徒 谷 13：1 向耶穌說： 師傅！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

的建築啊！ 其餘的門徒也極感興奮 》

》》》》》》其中一個或兩個指著聖殿的裝飾，誇耀聖殿的美麗 路 21：5 ，但耶穌卻憂

鬱地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一 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這裡決沒有一塊石

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 》

宗徒被眼前的景物吸引，而我們同樣 是一樣，只看到眼前景物 》

》》》》》》》》宗徒們聽了這話，就不再作聲，默默地繼續前行，思想耶穌剛才所說的話

他們大概不走在一起，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後面：或三人一組，或兩人一組，

向前進行 忽然，耶穌站住坐在山上；那時第一組 按谷 13：3 記載：是伯多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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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 若望和安德肋 ，便 私下 前來問耶穌說： 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要發

生這些事？又什麼是你來臨和時代窮盡的先兆？ 這時其餘的宗徒也來到了，圍著

耶穌坐下 宗徒們所問的雖是兩件事，然而這兩件事卻混在一起 因為在宗徒的心

目中，猶太人的世界 日是與默西亞光榮的來臨和世界 日緊緊相連的 所以他們

問：》

1  聖殿的毀滅要發生在什麼時候？》

2  在默西亞來臨和世界窮盡以前又有什麼先兆？》

》》》》》》耶穌以倒句法答覆了宗徒們雙重的問話 宗徒們先問： 什麼時候 ，以後才

問 什麼先兆 但耶穌回答時，先說五個 先兆 ，最後才講 時候 瑪 24：32-36 》》》》》

第一段內 瑪 24：4-14》=》谷 13：5-23 與路 21：8-19 ，耶穌指給門徒五個不同的

先兆：前兩個 瑪 24：4-8 完全與谷和路所記的相同，第三個 瑪 24：3』10 只

有一部份相同，最後兩個 瑪 24：11-14 則為瑪所獨有 》

》》》》》》第一個先兆 瑪 24：4』5 節 是來自假基督方面的誘騙： 因為將有許多人假

冒我的名 … 即冒用我的名 ，因為 默西亞只有耶穌一人，事實上，由史家若

瑟夫的名著猶太戰爭得知，在公元 70 年以前不久，出現了一些自稱默西亞的人，騙

了許多人成為自 的黨羽 但不久就被人完全消滅了 》

天我們可能比較難遇到這種情況，不過我們可以角度轉一轉，從外來的變內在

的去反思，不難看到自 心中也有一種聲音是來自假基督，例如：我們會將自 的

思維意欲套上天主，當作是天主的旨意，自欺欺人 》

》》》》》》第二個先兆 瑪 24：6-8 是可怖的災難 到處有 戰爭的風聲 ， 飢荒

瘟疫和地震 ，這些名詞常見於先知書內，尤其多見於默示體的著作內，大 是指一

些可怖的災難 事實上，由歷史得知，在公元 70 年以前就有過許多這樣的災禍：有

過戰爭，與戢爭相繼而來的瘟疫和饑荒；參閱宗 11：28 在小亞細亞一帶 公元 61

與 62 年 及龐培城 Pomp享ii 公元 63 年 等處 有過許多大地震 但耶穌提醒門

徒們說： 但還不是結局 ， 這一 只是痛苦的開始 那 正的浩劫，聖殿的毀壞，

耶路撒冷的消滅，還在後面，所以耶穌勸宗徒們 不要驚慌 痛苦 一詞，按希

臘語是指婦女 娩的 痛 這比喻在舊約中是常見的，指示絕大的痛苦，是在喜事

以前必須有的痛苦，就如婦女不經過 娩的 痛，就不能有子的喜樂一樣 此處所

暗示的是在這場大痛苦以後，默西亞國的來臨 若 16：20-22，羅 8：22，默 12：2 》

日的人害怕和不 面對痛苦，會給自 很多理由和藉口去逃避痛苦 我們每一

個人 是天主臨在的聖殿，我們要怎樣才能確保這聖殿不被自 去毀滅？ 》

》》》》》》第三個先兆 瑪 24：9』10 是門徒將受迫害 關於門徒們所要受的迫害，谷

13：9-13 與路 21：12-19 有更 盡的敘述 瑪 10：17-23 也有與此幾乎相同的記載

耶穌預先說出這些迫害的目的，在於堅固宗徒與弟子的信心，指給他們這一 不

出他的預料，並且與他有關： 為了我的名 此外，耶穌也預言了將有許多人要

背棄他 這是每次風暴中所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有許多殉教的，另一方面也有許多

背教的 但有些學者以為 9』10 兩節所說的，卻是指示猶太人於耶路撒冷被圍期間，

內部所發生的 裂 》

殉道═從天主是愛的 大我 理的角度去看，背教═從人的自身 小我 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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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看 當我們向人說出耶穌的名 時，有沒有反思自 是否配得起這名 ？ 》

》》》》》》第四個先兆 瑪 24：11-13 是假先知的誘騙 此處的誘騙與 5 節和 23-26

節所記載的有所不同， 見各註 事實上，當耶 失陷前九年， 經出現了許多假

先知 羅 16：17-18，迦 1：6-9，格後 11：13 等處 由於他們的引誘與欺騙，許

多人的愛情 冷淡了 12 節 》

我們 有先知職，我們有沒有反思過：當我們在人前表現時，是光榮天主，還是

光榮自 ，我們的言行會不會成為反見證，變相引人離開天主？ 》

》》》》》》第五個先兆 瑪 24：14 ，是福音 佈普世 谷將此置於第三個先兆內，見

13：10 第一段的最後這一個先兆，看來 帶有指示世界 日的意味 固然聖保宗

公元 70 年前寫的書信上，曾提到福音 遍普世 得前 1：8，哥 1：6』23 》希臘

文中 全世界 一詞，不過只是指當時所認識的世界 這由 14 節最後一句： 然後

結局纔會來到 的話，更可以證明，是指世界的結局，決不是單指耶 的毀滅 至

於 給萬民作證 一句瑪 10：18 ，就上下文看來，是指福音 在世界 日以前，

達於地上萬民，使不信的人們，審判的天主前無話可說 保祿在羅 1：5也用了同樣

的一句話，然而意義較狹 》

當福音 佈普世之後，是否 世便來臨？》

這裡我們應 注意：耶穌並沒有說福音 遍普世後，結局立時要來 為此我們仍不

知道，福音 遍普世以後，世界是否還要繼續 在，或要繼續 在到何時 見 36

節 》

》

路 21：31-36》》》》》》時時醒寤準備》

》》》》》》耶穌提醒門徒千萬要醒寤，因為我們不知道主什麼時候要來，所以應常準備

不懈 》

》》》》》》瑪 24：43』44 人子來臨的時辰雖是不一定的，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推諉怠情的

理由 這時辰固然是不一定的，但他的來臨卻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應當時時準備，

因為我們不知道天主審判的時期何時來到 見得前 5：2 就如一個家主，正因為

他不知道盜賊幾時要來，所以應夜夜提防戒備 家主對自財物尚且如此，那 ，我

們對我們的永生更當如何？這一個比喻，雖然谷也記在此處，但由路 12：39』40 看

來，是耶穌在別的一個機會上講的 》

》

瑪 25：1-13》》》》》》》十童女的比喻 從地球資源的角度去探討，如何善用世物 》

》》》》》》十童女的比喻不見於谷與路，但在他們所記的福音中，卻也有幾處與此比喻

相同的教訓 谷 13：35，路 12：36 13：25 在解釋這比喻以前，我們不妨簡略

紹巴力斯坦一帶，當時一直到現在，尚流行的結婚習俗 》

》》》》》》閃族人結婚，接連七天舉行慶祝 創 29：27，民 14：12，多 11：19 ；最後

一天更為熱鬧 前幾天新郎與新娘各自在家舉行慶祝，且多半是在夜間 到了夜間

涼爽的時候，新郎同他的 朋友，新娘同她的女朋友，各在家中聯 取樂 到了最

後的一個晚上，新郎與自 的朋友，靜悄悄地向新娘的家裡進發 新娘在自 的家

裡，盛裝等候，有女友在旁照料陪伴 新郎來了，她們就唱歌迎接 新娘要到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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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她們也一路歌聲相送 新娘預備好了以後，就有人在門外等候守望，一見新郎

來到，就大聲喊： 新郎來了！ 新娘的女友就唱著歌，提著燈出來迎接新郎，引新

郎到新娘房內，然後再整隊向新郎家中進發 加上 9：37-39 ，一路歌聲不絕；到

家後就關上大門，舉行婚禮，設宴款待賓客，直鬧到深夜，才盡 而 這是當時

盛行的風俗，但也有仍然依照古時的習 ，在新娘家舉行婚禮婚宴的 民 14：10-18，

多 6：13 8：19 直到現在，在一些阿刺伯的部落中，還有這樣的風俗 》

》》》》》》這比喻既是以民間的婚禮為背景，所以我們對於當時民間結婚的風俗，不能

不有個概念，但不能全依照當時的婚姻習俗，來推論這比喻的含義，因為在這裡不

是講民間習俗，而是以民間習俗曉喻人與天國的關係 為就合取譬的用義，自然有

些地方，不盡然與民間習俗相同，明瞭了這一點，對於比喻中所能遇到的一些困難，

自可迎刃而解 》

》》》》》》1 節 那時 是瑪竇愛用來承上起下的一個 眼，此處卻指前章最後所說的

那要來的一個時辰 前章勸人要醒寤，要準備，等待不知何時要來的主人 這一

章內的兩個比喻，與前章 所有的 僕人的比喻 ， 是教訓人應如何醒寤，等待主

人的歸來 》

》》》》》》耶穌在這裡，並不是把天國比做十個童女，而是以十個童女出迎新郎的事，

來比擬人應如何準備迎接，由天上乘雲降來茵定王國的人子 童女是指結婚期內伴

隨新娘的 女，與現 所謂的女儐相 我們俗稱的 姊妹 ，非常相似 因為她們

是些尚 結婚的 女，所以稱她們為童女 》

》》》》》》 十個 並非限定只是十個，而只是取譬時，要把她們 為兩類，就假定她

們是十個 十 表示成數，所以以十個童女來代表整個人類 自 的燈 ，因為

婚禮是在夜間舉行，所以不能不帶上自 的燈，一來用以迎接新郎，二來婚禮完畢，

半夜回家時，也有燈照路 這些燈平常 是泥燒的，式樣大小，雖隨時代而變，但

大體上 是中 兩頭略尖，正中有一 口，用以灌油，前有嘴，後有把 在發掘的

古墓中，常發現一些泥燒的燈 出門時便裝上燈 婚禮最後一天的夜裡，童女結

隊提燈迎接新郎，護送新娘，是婚禮中最精彩的一段，所以耶穌拿來取譬立論 》

》》》》》》第一節是整個比喻的樞紐，所以立刻點出這十個童女，是準備迎接新郎 有

些古抄卷和所有拉丁與敘利亞譯本， 作 ……迎接新郎和新娘 如新郎在新娘家

舉行婚禮，就不必再提新娘，因為新娘 在家中 但當時的風俗，多半是新郎到新

娘家，迎接新娘到自 家裡舉行婚禮的，所以大月些古抄本增 和新娘 三 ，但

全比喻始終不提新娘 耶穌所講的婚宴比喻，絕 提及新娘 並且重要的古抄卷

缺，所以這三 大概是後人根據希臘和羅馬的風俗，而增補的 》

》》》》》》糊塗與明智的 別，由 3』4 兩節看來，全在於她們辦事有沒有打算：糊塗的

見燈裡滿了油，就不打算帶油了 只看眼前 明智的卻不然，燈裡雖然滿了油，仍

隨身帶上油 放眼將來 油壼有可添的油，就不怕新郎遲到 新郎自然是耶穌自

22：1』2 ，新娘即是聖教會 默 19：6-9 這十個童女，代表整個聖教會的人，

為此比喻內，就不必提及新娘了 》

我們可從另一角度去看，以油去比喻地球資源 》

》》》》》》耶穌最後降來接他的新娘 聖教會 時，這十個童女就要出來，迎接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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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新娘進新郎的父家舉行婚筵 但新郎幾時來，她們卻不知道，為此應 時時準

備停當 至於新郎何以遲遲不來，比喻中沒有說出；無疑的，這是暗示耶穌第二次

降來，並不是很快的事 新郎遲遲不來，是這比喻的關鍵，有了這一遲延，才可看

出童女的智與不智，引出下面一大段文章 》

》》》》》》十個童女為新娘的婚事，日間 忙了一 ，到了夜裡等久了，是容易瞌睡的

但她們的燈仍然點著，怕新郎忽然來了，趕不及準備 童女睡了，也不能算是她們

的過錯，因為明智的也睡著了 糊塗童女的過錯，不在於他們睡覺，而在於她們事

先沒有充 的準備 新郎遲到，也只能遲到半夜，否則，就要改日結婚了 由此可

見，耶穌之來不但晚，而且必然很晚 快到半夜，人想新郎不會來了的時候，他竟

然來了 十個童女由夢中驚醒，第一件注意的事，自然是她們的燈 糊塗的見自

燈裡的油快完了，就向明智的借油；而明智的說：怕彼此 不夠，要她們自 另買

明智的童女也只能如此答覆 這就是她們的明智：事前有準備；正當其事時，更不

容寬鬆 你們…為自 買罷！ 這是解決問題最妥當而又最徹底的辦法 人得救與

否，全在於自 ，外來的援助，於他有利與否，須看及時不及時：如不及時，到頭

還是於事無補 所以人 及時救自 的靈魂，這是下數節的意思 》

》》》》》》糊塗的童女去買油的時候，新郎來到了，預備好了的明智童女，就提著燈迎

接突然駕臨的新郎 新郎進來以後，門就關上了 10 節與 2節前後相映：五個糊塗

的正趕著去買油，五個明智的正忙著迎接新郎 及至糊塗的買油趕回來，門 關上

了 她們雖在外面懇求，然而所得的答覆是 我不認識你們 ，即謂 成定局； 我

不認識你們 ，即謂你們沒有名 參加我的婚宴 為此準備迎接新郎的，不但要有燈，

而且也要備油 燈代表的是信德，油代表的是對天主對人的愛德 有信德而沒愛德，

就如有燈而沒有油，信德也失去了效用 瑪 7：21-23，雅 2：14-26，若一 2：4-6

五個糊塗童女，就因為缺 了油，而耽誤了迎接新郎的良機；人如缺 了愛德，仍

然救不了自 的靈魂 但是我們卻不能由這個比喻，就斷定有一半數的人，不得救

靈魂，因為這不是耶穌劃 她們的本意；就如他們雖然是童女，但全比喻卻不注重

她們的童身，所以不能由此斷定，凡要參加天國婚宴的，就非保守童身不可 》

》》》》》》新郎──耶穌是一定要來的；但幾時來，卻不知道 惟其如此，就 常有準

備 所以 13 節總結說： 你們 醒寤 醒寤 二 ，並不是指守夜不寐，而是指

常準備 不知道的 那日子 ，即前章 36 節所說的，惟獨天父知道的公審判的日

子；不知道的 那時辰 ，但人讀來，總不免要聯想到自 死亡的日子和時辰，因為

死亡引人進入永遠 死亡何時來臨，人卻不知道，所以 常準備 這也是這個比喻，

給我們每人的好教訓 》

醒寤的相反──沉迷 溺 消耗 浪費》

》

路 16：19-31》》》》》》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 從自我的角度去探討，如何善用世物 》

你認什麼才是幸福？什麼才是你唯一的幸福？》

》》》》》》耶穌所講的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 為兩 ：一 是在世上演的 19-22 節 ，

一 是在陰府內演 23-31 節 這個比喻是繼續有關善用世物的教訓 不義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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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教訓我們，要善用時機，才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 富翁的比喻告訴我們，妄

用世物所遭受的惡果 這個比喻顯然是說明上文的論調： 在人前是崇高的事 ，描

寫富翁在世的驕奢淫佚； 在天主前卻是可憎的 ，描寫他在陰間的可憐狀況 路 16：

15 天地過去，比法律的一筆一劃失落，還要容易 一句 路 16：17 ，指出梅

瑟及先知仍然在教訓人如何纔可以到亞巴郎懷裡去，並如何纔可以免入地獄 》

》》》》》》這個比喻又指出財富的危險，但是沒有一處暗示財富的不當，也沒有暗示富

翁應當放棄他的財富，只暗示他不應當在他的財富中尋找他最後的幸福 他必須把

世上的財富充作獲得更高超而又永久的幸福的工具 他本來可用這些所謂不義的財

富與拉匝祿及其人交接為友，憑藉這些朋友能安全地進入 永遠的帳 裡 但他卻

以他的財富為他的幸福，為他所知道的唯一幸福 他如失掉這些財帛，便是什麼

失掉了，毫無幸福可言 我們由這比喻中所獲得的重要教訓是：握有廣大的財富，

而單為自 用，不把寶藏貯蓄在天上，是最不幸的事 紫紅 乃顏料之一種，其

色 於紫與大紅之間，此種顏色採自一種蚌類，價值昂貴 古時此顏料出產著名之

地，以提洛為最 縫製紫紅袍，耗費甚大，因此只有富人才可購得 細麻衣 即以

枲麻所織，古埃及以善織枲麻布馳名天下 熱帶的王家富戶多以此麻布為衣 故事

中的富翁不但衣飾華麗，而且還終日宴飲作樂 》

》》》》》》 拉匝祿 是當時最普通的名 ，含有 受援助者 的意思 有些人以為此

名是 厄耳哈匝爾 El享a循ar 一名的簡稱 這個討飯的拉匝祿不但渾身瘡痍，而

且還常受饑餓的侵襲 20-21 節 在此饑病交迫之際，躺在富翁的門前，欲食富翁

桌下的餘屑，亦不可得 》

》》》》》》耶穌在此把拉匝祿的困境形容得可算刻畫入微了 所說的 狗 ，不是指富人

家中的狗，而是無家的餓狗，牠們往來通衢 巷 ，尋覓道旁所棄的食物，啃嚙所棄

的腐肉及骨頭 牠們圍住拉匝祿，吮舐他的瘡膿，而富翁卻置之不顧 富翁觥籌交

錯，及時行樂的生活，與窮人饑病交迫的生活，沒有比這裡描繪得更清楚的了 》

》》》》》》耶穌在 22 節調換了一個 景：貧窮乞食的拉匝祿，結束了他痛苦的一生，被

天使送到亞巴郎的懷中 這種富有比喻式的言詞，完全符合當時有關來世生活的觀

念，及耶穌所說的 理 古猶太經師以為義人死後，他的靈魂被天使引入極樂的境

界，這個地方或被描繪為伊 樂 或被稱為 亞巴郎的懷抱 義人的靈魂除非由

天使引導是不能進入怡 的 討飯的拉匝祿由極悲慘的境遇被領到和平的怡 在

天父懷裡所 受的永遠和平乃是人類 正的怡 》

》》》》》》按 Bamidbar》Rabba』11 記載： 經師梅爾 M享ir 說：和平的最大的，因為應

受讚頌的天主沒有給義人創造更美麗的和平，當義人離開世界的時候，有三隊天使

和平地走在他們前面，第一隊說：進入安息！第二隊說：安 在自 的處所！第三

隊說：躬行正直的人！ 參照依 57：2 亞巴郎是 正以色列子民的祖先，他先

到了這個怡 ，等待迎接他的子孫 他把他們抱在懷中，如抱自 的愛子；愛子安

息在他的懷抱，猶之乎嬰兒睡在母親的懷裡一樣：這是愛情的結合 》

》》》》》》拉匝祿生時除了狗來舐他的瘡痍外，沒任何伴侶，現他卻如同愛子一樣安息

在父親懷中 亞巴郎的懷抱裡 一語僅是一種比喻之詞，形容與可愛的父親在一起

的親密來往和齊全的福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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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富翁也死了，他的屍體當然是在哀榮中被抬進墓穴；可是他的靈魂，

迅如閃電墮入陰府，在那裡找到了她永久的葬所 》

》》》》》》耶穌依 閃族比喻的特色，對自 的道理願意再作進一步的探討，遂使這個

故事更為戲劇化，讓比喻中的人物有發言的機會，同時襯托出一些特殊的景色，使

人藉這故事的變化，更容易領悟所含的道理 23 節 陰間 一詞，其本來的意義並

非專指 受永刑的所在地 ，而是指所有死者靈魂聚集的地方 為此宗 2：27-31 一

段，以及信經中 載有耶穌基督降入 陰間 的事 中文信經舊譯為地獄 根據當

時猶太人的思想，陰間 為二：一上一下，上面是義人 福的地方──亞巴郎的懷

抱，下面是 人受刑的地方 此處 陰間 一詞，無疑是指 人受苦的地方 這兩

地方的中間，有一鴻溝相隔，兩邊的人只能 相望，卻不能相接近 富翁下到陰

間後，慘受著應受的苦刑 》

》》》》》》從他與亞巴郎的對話中，可以看出苦刑的猛烈：試看富翁受苦的悲慘！試看

富翁哀求的可憐相！希望拉匝祿用手指蘸一點水潤涼他的舌頭而不可得，把一滴水

看作最大的慰藉，但是有沒人給他 他生前貪饕的喉管，現在卻為口渴及烈火所煎

熬，口渴的刑罰是多麼可怕！這個富翁也像以色列子民一樣稱亞巴郎為 父 ，是強

調他與亞巴郎之間的親屬關係，以求打動亞巴郎的父親心腸 耶穌在這裡卻指明他

們的命運完全改變：以前是討飯的拉匝祿向他乞食，現在富翁向拉匝祿求助乞憐 》

》》》》》》25』26 節亞巴郎用了兩個理由婉轉地拒絕了富翁的要求：一是富翁生前驕奢

淫佚， 盡了世福，而拉匝祿生前貧病交迫，受盡了人的 待 天主的公義現在恢

了均等：現在拉匝祿 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 這正應了本章 15 節： 在

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卻是可憎的 那句名言 另一個理由是，無底的鴻溝將

他們永遠隔離，永遠不能再互相往來！在陰間受罰者的運數是永遠注定了 你們走

進來的，把一 的希望拋在後面罷！ 參閱但丁 Dant享 神曲‧地獄 第三篇第

三節 》

》》》》》》這個比喻尚不止此，耶穌接著又用一小 來闡明一種深奧的道理 27-29

節 不幸的富翁既知道自 注定受永遠的刑罰，便請求亞巴郎打發拉匝祿去警戒

他的家人，叫他活著的兄弟們及早歸正，痛改前非，以免日後也來這地獄中受苦

但是亞巴郎的答覆簡短而堅決： 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了 按法律書

及先知書是在會堂當眾朗誦的，至於雓集 Hagiographa ，──除了五卷經

M享gilloth 以外，──卻不是公開朗讀的 為此，那富翁如果聽從了梅瑟及先知的

教訓，不致遭受這樣的苦刑 他所以受到亞巴郎的斥責，是因為他沒有聽信天主的

勸諭 舊約上屢次見到扶助窮人的勸諭 參閱出 22：25-26，申 24：6 10：13，依

58：7，歐 6：6，亞 6：1-4，德 35：4 ，人活著的時候應當善守規誡 法律及先知

書清楚說出了天主的旨意，順從這些法律及先知的勸諭的，必能獲得永生 》

》》》》》》被罰受苦的富翁所提出的藉口，正是 日多人所一再指出的唯一藉口 30

節 他們要求證據，要求特別的靈蹟在他們眼前出現 但這是一種愚昩 不恭 鹵

莽和假託 因為像這種在 理的光明下情願閉目的人，決不會相信 理或回心轉意

的，也決不會有什麼靈蹟在他們眼前出現的 宗 4：16，若 11：47-50 法利塞人，

雖然親眼看見了拉匝祿的 活及耶穌 活，仍然固執不信 耶穌對心身貧窮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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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貪婪成性的法利塞人講出這個比喻，是想指出在現世窮奢極侈，錦衣玉食的人及

甘心受貧苦的人在來世命運的區別 》

》》》》》》金口聖若望 St》John》Chr復sostom 說： 富有的及貧窮的人，你們要騰寫出

這個比喻 你們富有的人要寫在你們房屋的牆壁上 你們貧窮的人要刻在你們的心

板上 如果塗抹了，再重新刻畫 最好富有的人也如同窮人一樣刻在他們的心板上，

因為這個比喻為他們將是 正哲理的主要教訓 此外耶穌還指出富翁受罰的 正

原因：驕 的富翁輕視了聖寵的平常方法，固執謝絕了天主的邀請及要求 》

》

一個 實的故事 》

一個森林猴子的故事 》

醒寤的條件 》

》

魔鬼會設很多陷阱在我們前面，讓我們在不知覺的情況下踏進去 》

醒寤──是良心的呼喚，是需要作判斷 做選擇 要懂割捨，懂放棄 》

》》》》》》》》選擇與放棄的基礎是在乎我們對天主的愛有幾深 》

我過人的思考認為──醒寤是不會沉迷或沉溺於不恰當或相反天主旨意的事情；》

》》》》》》》》》》》》》》》》》》》》不會作過度的消耗，去傷害天主創造的地球；》

》》》》》》》》》》》》》》》》》》》》不會任意浪費天主賜與的恩寵和愛 》

世界 日好像很遠，但天主的打擊却不知何時會到──我們要時常醒寤 》

我們做好準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