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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 年 4 月 10日 
題目： 傳布喜訊者若翰 (路三1-18) 
       ~~你們的天主來了~~ 
       
講者： 林康政先生 
      
     『主日聖言誦讀』 
         作者  



  

 

 

 

 

聖經牧民~~天主教的讀經法 

聖言誦讀(啟示#25) 
 

 誦讀:選字句 
 
默想: 智者光照 
           (天主教教理) 
 
祈禱: 與主交心 
 
默觀: 在行動中看見 





聖言誦讀聚會 

祈求聖神光照 

誦誯：聖神，請你降臨，充滿你

信徒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你

的愛火，亞肋路亞 

  



I.閱讀(LECTIO)：路三1-18 
1凱撒提庇留執政第十五年，般雀比拉多作猶
太總督，黑落德作加里肋亞分封侯，他的兄
弟斐理伯作依突勒雅和特辣曷尼地方的分封
侯，呂撒尼雅作阿彼肋乃分封侯， 
2亞納斯和蓋法作大司祭時，在荒野中有天主
的話，傳給匝加利亞的兒子若翰。 
3他遂走遍約但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
為得罪之赦。 
4正如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書上記載的：『在荒
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
路，修直他的途徑！ 



 

5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岳邱陵要剷平，彎
曲的要修直，崎嶇的要開成坦途！ 
6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 
7於是，他對那些前來要受他洗禮的群眾說：
「毒蛇的種類！誰指教你們逃避那就要來的
忿怒？ 
8那麼，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罷！你們心裡不
要以為：我們有亞巴郎為父。我給你們說：
天主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 
9斧子已放到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10群眾向他說：「那麼，我們該作什麼呢？」 
11他答覆他們說：「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
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應照樣作。」 
12稅吏也來受洗，並問他說：「師傅，我們
該作什麼呢？」 
13他向他們說：「除給你們規定的外，不要
多徵收！」 
14軍人也問他說：「我們該作什麼呢？」他
向他們說：「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詐；對
你們的糧餉應當知足！」 



 

15那時，百姓都在期待（默西亞），為此，
人人心中推想：或許若翰就是默西亞。 
16若翰便向眾人說道：「我固然以水洗你
們，但是比我強的一位要來，就是解他的
鞋帶，我也不配。他要以聖神和火洗你們。 
17木已放在他手中，他要揚淨自己的禾場，
把麥粒收在倉內；至於糠秕，卻要用不滅
的火焚燒。」 
18他還講了許多別的勸言，給百姓傳報喜
訊。 



II.默想 (MEDITATIO)： 
請記下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一)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依40:1-11) 
  
 
1.「你們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罷！」你們的天
主說。 
2你們應向耶路撒冷說寬心的話，並向她宣告：
她的苦役已滿期，她的罪債已清償，因為她為
了自己的一切罪過，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雙倍
的懲罰。 
3有一個呼聲喊說：「你們要在曠野中預備上主
的道路，在荒原中為我們的天主修平一條大路
！ 



 
  
 

4一切深谷要填滿，山陵要剷平，隆起的要削為平
地，崎嶇的要闢成坦途！ 
5上主的光榮要顯示出來，凡有血肉的都會看見：
這是上主親口說的。」 
6有個聲音說：「呼喊罷！」我答說：「我呼喊什
麼？」「凡有血肉的都似草，他的美麗似田野的花
； 
7上主的風吹來，草必枯萎，花必凋謝。【的確，
人民好像草。】 
8草能枯萎，花能凋謝，但我們天主的話永遠常存
。」 
9給熙雍傳喜訊的啊！請登上高山！給耶路撒冷報
喜訊的啊！請大聲疾呼！高呼罷！不要畏懼！向猶
大各城報告說：你們的天主來了！ 



II.默想 (MEDITATIO)： 
(二)向百姓傳報喜訊 (依61) 
  
 
1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
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了
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 
 
2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揭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
期，安慰一切憂苦的人...... 
 
8, 與他們訂立一項永久的盟約。 



II.默想 (MEDITATIO)： 
(三)百姓期待默西亞 ~~默西亞之使命  
 
#714.為此，基督開始宣講福音時，把依撒意亞
的這篇文字應用在自己身上(路 4:18-19)： 
 
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 
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II.默想 (MEDITATIO)： 
 
教理#711.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 43:19)。先知
的路線是循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期待默西亞，
另一個則宣告新的神；兩者都匯聚於小小的
「遺民」身上，即那些期待著「以色列的安慰」
和「耶路撒冷的救贖」(路 2:25,38)的貧苦民
眾。 
 
 



II.默想 (MEDITATIO)： 
教理#712. 
所期待的默西亞面容的特徵在厄瑪奴耳篇(「依
撒意亞因為看見了他 (基督 ) 的光榮」：若 
12:41)，尤其在依撒意亞先知書第十一章一至
二節中已開始顯露出來：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
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上主
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
達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祂內。 
教理#713.  
默西亞的特徵特別在「上主僕人」的詩歌中啟
示出來。這些詩歌昭示耶穌苦難的意義，並指
出祂以甚麼方式傾注聖神，好能賦予大眾生命
...... 



II.默想 (MEDITATIO)： 
 
(四)以聖神和火洗  
教理#715. 直接有關派遣聖神的先知記載，乃
是天主用恩許的言語，以慈愛和忠誠的語調，
向自己子民的心靈所說的神諭。聖伯多祿則在
五旬節早上宣揚這些神諭的實現。依照這些恩
許，在「末期」天主聖神將要更新人心，在他
們心中寫上新的法律，祂要聚集四散和分裂的
子民，並使之和好；祂要轉化先前的創造，而
天主將與人類和平相處。 



II.默想 (MEDITATIO)： 
 
(四)以聖神和火洗~~ 聖神藉若翰準備子民 
教理#716 「貧窮」的人即那些謙卑、溫良、完
全信賴天主奇妙計劃的百姓，即那些只期待默
西亞正義而非世人正義的人，這些人在預備基
督來臨的恩許期間，最終是聖神隱秘使命的偉
大成就。他們那種受聖神淨化和光照的心，就
是在聖詠中所透露的。在這些窮人中，聖神要
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 
(路 1:17)。 



II.默想 (MEDITATIO)： 
(四)以聖神和火洗~~ 聖神藉若翰準備子民 
教理#717.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
名叫若翰」(若 1:6)。若翰「還在母胎中就已
充滿聖神」(路 1:15,41)，這是由於基督的緣
故。祂剛由瑪利亞因聖神而受孕。於是瑪利亞
對依撒伯爾「探訪」，就成了「天主對自己百
姓的眷顧」。 
 
教理#718. 若翰就是「那位要來的厄里亞」(瑪 
17:10-13)；聖神之火在他內使他成為那要來的
上主的前驅。聖神在前驅若翰身上完成了「為
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百姓」(路 1:17)的工作。 



II.默想 (MEDITATIO)： 
(五)預備上主的道路~~ 若翰洗者的使命 
教理#523.  
洗者聖若翰是主的直接前驅，被派來給祂準備
道路。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路 1:76)，是眾
先知中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個；他揭開了福
音的序幕；他在母親的胎中，便已接納基督的
來臨。他成為「新郎的朋友」(若 3:29)而覺得
非常高興，並指出基督是「除免世罪的……天
主羔羊」(若 1:29)。他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
力」(路 1:17)走在耶穌前面，他以宣講及使人
悔改的洗禮，最後藉殉道為祂作了見証。 



II.默想 (MEDITATIO)： 
(五)預備上主的道路~~ 若翰洗者的使命 
 
教理#524.  
教會每年在舉行將臨期禮儀時，就在實現對默
西亞的這種期待：藉著參與對救主第一次來臨
的長期準備，激發信徒們對祂第二次來臨的熱
切願望。教會藉著慶祝前驅的誕生和殉道，認
同他的願望：「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
若 3:30)。 
 
~~ 丙年將臨期主日禮儀 



II.默想 (MEDITATIO)： 
(六)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 
~~人要以皈依準備救主的來臨、盟約的實現 
教理535. 耶穌的公開生活，是若翰在約但河為
祂授洗時開始的。若翰「宣講悔改的洗禮，為
得罪之赦」(路 3:3)。一大群罪人：稅吏、軍
人、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及娼妓，都到他那裡
去受洗。連耶穌也來受洗，若翰猶豫不決，但
耶穌堅持著，終於受了洗。於是聖神藉鴿子的
形象，停在耶穌身上，「並有聲音從天上」說
：「這是我的愛子」。這是耶穌作為以色列的
默西亞和天主子的顯示 (Epiphany)。 



II.默想 (MEDITATIO)： 
(六)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 
~~人要以皈依準備救主的來臨、盟約的實現 
教理#1888.  
因此，應該求助於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並呼
籲人經常需要進行內在的皈依，為促成社會的
改變，使它真實地為人服務。確認人心皈依為
首務之急，非但絕不免除，反而更負起責任，
對引人犯罪的結構和生止善，而有利於善。 



II.默想 (MEDITATIO)： 
(六)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 
~~人要以皈依準備救主的來臨、盟約的實現 
教理#1889.  
沒有恩寵的幫助，人不能「明辨介於懦弱和暴力之
間的窄路，前者向罪惡低頭，後者流於與罪惡搏鬥
的幻想，實則使之變本加厲」。這是一條愛德的道
路，就是愛天主和愛近人的道路。愛德在社會誡命
中佔著最重要的位置。愛德尊重他人和他人的權利
。愛德要求實踐正義，也唯有愛德能使我們做到。
愛德啟發自我奉獻的生活：「不論誰，若想保全自
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凡喪失性命的，必要保
存性命」 (路 17:33)。 



III.祈禱 (ORATIO)： 
IV. 默觀(CONTEMPLATIO) 
 
~ 牧民活動： 
可以文字、符號及圖示，記錄今天聖言誦讀 
路三1-18的訊息，分組進行 
日期 
 
字句 
 
訊息 



III.祈禱 (ORATIO)： 
IV. 默觀(CONTEMPLATIO) 
 

~~ 牧民活動： 
行動  
＃你如何效法洗者若翰，在你身處的家庭、工
作和社團中，傳布福音喜訊，準備人接受救主？ 
＃回應救恩的盟約，度悔改和皈依生活，如改
變懷習、善待弱小者、活出正義，關愛社會貧
窮。 
 
備註 
～～個人／團體禱詞：＿＿＿＿＿＿＿＿＿ 











『主日聖言誦讀』FB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lectiodivina.sunday/ 

推介:『福音新傳與教理講授』FB群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atechesis/ 



網上支援，電郵，默想資料 

試讀本： 

https://issuu.com/wisdompress/docs/978
9866036217 

現在台北輔神禮儀中心網頁上, 有 

聖言誦讀專欄，配合本書的應用：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
blic/liyi/topics/sacrament/chant/discuss/
discuss.html 



I. 配合讀經的步驟 

穿插四個步驟—————本書四個部份 
1. 誦讀(選句子，讀三篇)—>經文摘要 
 
2. 默想20分鐘 —>  教理回應 
 (聆聽主話， （條號——智者啟導 
  教理光照）   綜合——聖神回應） 
 
3.  祈禱 —>   由開始，默想至結束 
 
4.   默觀 —>  要理重溫 
       + 訊息與行動：寫週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