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比喻篇

(聖猶達堂)

回應聖召要有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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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4:25-35



第1次讀經:
做耶穌門徒的條件(路14:28-33)

25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行，耶穌轉身向他們說：

26「如果誰來就我，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

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

27不論誰，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後面走，不能做我的門徒。

28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籌算費用，是否有力完成呢？

29免得他奠基以後，竟不能完工，所有看見的人都要譏誚他，

30說這個人開始建造，而不能完工。

31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

去抵抗那領着兩萬來攻打他的呢？

32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

33同樣，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門徒。

34鹽原是好的，但如果連鹽也失了味道，要用什麼來調和它呢?

35既不利於土，也不適於糞料，惟有把它丟在外面。有耳聽的，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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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pecific
M = measurable
A = Achievable
R =  Relevant
T= Time -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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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沒有什麼歡呼聲，您仍願意跟隨耶穌嗎?



1我是否能走(完)十字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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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奇遇記」!

宇宙的精算師問每一個臨終的人:
1「你在世界的時間到了啦(你有沒有
數算日子)!

2 這日子後你必定要去那裡呢(不是
無常的)？」

泰利

謝利1

謝
利
2

謝利3

沒有火花的22仔
阿祖



主耶穌選擇跟隨者!    

•您有聖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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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路14:25-35的經文互涉)
智慧女士與愚昧夫人箴言9:1-18節. 
1智慧建造房屋，
2宰殺牲畜，調和美酒，舖設飯桌；
3打發使女出去，在城市高處吶喊….

------------------------------------
(但要小心被愚昧夫人追趕著!
她像獅子捕捉您!她也會哄騙您)

14他(愚昧的人及註4)卻不知冥域在正在那裏，
她教壞人(16-17)，她(愚昧太太)的客人都在
陰府的深處(及其註5 →死亡)



但這五個比喻
若放在丙年23主日 (路14：25-35)

就更容易默想耶穌的教導並準確地明白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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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俗語有云: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您屬明己的人嗎?



第2次讀經 耶穌由14章開始教導天國喜宴(14:1, 7,8,12,13,15,16,17,24都講直到15:2,16,23-4,29,32,34)，14:25-35的切割排陣

III H' c’ i 甲 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行25a

甲’ 耶穌轉身向他們說25b

i’ 甲 一 如果誰來就 我26a

二 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26b

二’ 甚至 自己的性命26c

一’ 不能做 我的門徒26d

甲’ 一 不論誰27a

二 若不背著 自己的十字架27b       

二’ 在 我後面走27c

一’ 不能做 我的門徒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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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文

戲劇述文-直說部份

1st

2nd



耶穌教導人享受1天宴就是做他的門徒→以祂為先14:25-35(28-31b)

III H c’ i’ 甲” 一 1 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塔28a

1’ I A 而不先坐下籌算費用28b

A’ 是否有力完成呢28c

I’ A a 免得他奠基以後29a

a’ 竟不能完工29b

A’ a 所有看見的人都要譏誚他29c

a’ i 說這個人開始建造30a

i’ 而不能完工30b

二 1 (你們中間)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31a

1’ I A 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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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述文-述說部份2

明喻一



耶穌教導人若要享受天國喜宴必以祂為先 14:25-33(31c-35)

III H c’ i’ 甲” 二 1’ I A’ a 能否以一萬人31c

a’ 去抵抗那領著兩萬來攻打他的呢31d

I’ A 如果不能32a

A’ a 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32b

a’ 派遣使節去求和平的條款32c

三 1 同樣33a

1’ I 你們中不論是誰33b

I’ A 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33c

A’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33d 

甲”’ 一 1 鹽原是好的，但如果連鹽也失了味道34a

1’ 要用什麼來調和它呢?34b

一’ 1 既不利於土，也不適於糞料，35a

1’ 惟有把它丟在外面。35b

甲”” 一 有耳聽的35c

一’ 聽吧!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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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述文-述說部份3

的明喻二

耶穌:第
三次說不
能!



南韓的「觀德亭」:fortune cookies

在殉道歷史中記錄了很多殉道者

心聲(作離別時的幸運曲奇)-

決心跟主到底

1  “主，使我知道今天受這個苦

是有意義的，我寧可被他們

打死也不會出賣您，我的主”。

2 “主，想到為這意義受的苦，

我覺得身上有了力量，我握

緊拳頭，閉著眼睛，在心裡

默默地想著耶穌，並向主您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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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曲奇



我有沒有勇氣跟隨耶穌到底!

耶穌對門徒說:
「世界若恨你們，你們該知
道，在你們以前，它已恨了
我。
若是你們屬於世界，世界必
喜愛你們；有如屬於自己的
人;但因為你們不屬於世界，
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
為此，世界就恨你們。」
（若1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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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這五個「不」的比喻屬陣前取勝
的智慧錦囊!

箴言 20:18

• 運籌帷幄，必先要商討;進行
戰事，必該憑智謀。

箴言 25:8

• 你眼若有所見，不可冒然訴
訟;

若使你難堪，你將何以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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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跟隨祂要付出代價的，即把生活中的

首位給天主。家人、連自己，都要排名

第二。(明智)

2讓我們求聖神七恩助佑這神聖火花不息，

堅持把主耶穌和教會所教導的放在首位! 

(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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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智慧錦囊給我們兩個正能量︰



丙年23主日的啟迪(對主的渴慕)與
生命的提醒(火花延續)

集禱經:
天主，你救贖了我們，

又賜給我們義子(女)

的名分；求你仁慈照

顧我們，使你所鍾愛

的子女，因信仰基督，

而獲得真正的自由，並

繼承永恆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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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有誰能想像上主的意願？）

• 恭讀智慧篇 9:13-18

• 有誰能知道天主的計劃，有誰能想像上
主的意願？必死的人的思想，常是不定
的；我們人的計謀，常是無常的；因為，
這必腐朽的肉身，重壓著靈魂；這屬於
塵土的寓所，迫使精神多慮。

• 世上的事，我們還難以測度；目前的事，
我們還得費力追求；那麼，天上的事，
誰還能探究？你如果不賜下智慧，從高
天派遣你的聖神，誰能知道你的旨意？
這樣，世人的道路，才得修正；眾人才可
學習你所喜悅的事，並藉著智慧，獲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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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意願與助佑是我們的聖召原動力!

跟愚昧太太意外多

牠們被中國本地化時稱為白無常或黑無常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費肋孟書 9-10, 
12-17

親愛的弟兄：

我這年老的保祿，現在為了基督耶穌，做囚犯的，

寧願因著愛德求你(費肋孟)，就是為我在鎖鏈中，

所生的兒子敖乃息摩，來求你。我現在打發他，

回去你那裡，【你收下他，】他是我的心肝。我本

來願意將他留在我這裡，叫他替你服事我、這為福

音而被囚的人，可是，沒有你的同意，我什麼也不願意做，好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也許他暫
時離開你，是為叫你永

遠收下他，不再當一個奴隸，而是超過奴隸，作可

愛的弟兄；他為我特別可愛，但為你，不論是肉身方面，

或是主方面，更加可愛。所以，如果你以我為同志，就收

留他，當作收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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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肋孟歸化後，竟把自己的家
獻出，作為信友集會及舉行聖
祭之所（2,4-7節）。他也蓄
養了許多奴隸，其中有一位是

「敖乃息摩」

費肋孟，天
主已救贖了你，
又賜給你天主義
子名分；

求你也仁慈照顧
新領洗的兄弟
敖乃息摩



第3次讀經
恭讀聖路加福音14:25-35

那時候，有一大夥人與耶穌同行，耶穌轉身向他們說：

「如果誰來跟隨我，而不惱恨自己的

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

做我的門徒。「不論誰，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

能做我的門徒。「你們當中，誰願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

籌算費用，看是否有力完成呢？免得他奠基以後，竟不能完工，

所有看見的人，都要譏笑他，說：這個人開始建造，但不能完工。

「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

先坐下，運籌一下，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對方的兩萬人呢？

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國王，離得尚遠的時候，派遣使節，去求和。

「同樣，你們中不論是誰，如果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

的門徒。鹽原是好的，但如果連鹽也失了味道，要用什麼來調和

它呢?既不利於土，也不適於糞料，惟有把它丟在外面。有耳聽

的，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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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蘭修女決心跟隨聖召成聖了：
1910-1997

有一日，德蘭修女聽到來自內心的聲音：「我渴！」

。她知道這是天主的召叫，叫她去服務最弱小卑微的人(3L的人)。

原本她是一位名校校長，但她說：

「就讓天主以祂的方式用我吧！」

她毅然先去醫院接受護理訓練。後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為印度

的加爾各答境內最貧窮的人服務。

幾年後她又成立第一所「垂死者之家」，讓那些貧困孤單的垂死者，

有尊嚴的安然地離世，後來再開設「兒童之家」，為照顧被人遺棄的孤兒。

1963年她又創辦了仁愛傳教男修會。他們在136個國家開始了為窮人服

務。她不屈不撓不停地為3L的人服務(the last, the least and the lost)，直到

1997年9月5日辭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2002年12月列她真福品。

2012年初湯漢樞機安奉她的聖髑在葛達二聖堂。

2016年9月4日由教宗方濟各; 於梵諦岡她被封為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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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愛火藉您在人中(3L)點燃幸福

一個人走走
得快，但不
能遠!



•信徒若想享受天國喜宴 !
惟有跟隨善師 (路18:18)→
到底

•不能隨便、

沒有是但、

沒有求祈!

否則是愚昧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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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
耶路撒
冷

撒瑪黎雅

耶路撒冷

葛法翁



默西亞與門徒所走的踰越之路 (路9.51-19.48)

IIIA耶穌朝向耶路撒冷前行 9:51-56

IIIB跟隨我吧!                                                     9:57-10:12

IIIC 闡述怎麼樣的德行才可獲得永生 10:25-42(38-42)

IIID 子女的真正祈禱 11:1-13

IIIE現世是啞的;                                                         11:14-32

IIIF斥責法利塞人祇顧現世 11:37-12:34

IIIG天國不是將來的 12:35-59

IIIH 天國在召喚以民，希望以民珍惜救恩的機會 13:1-9

IIII 祂在安息日醫好女人 13:10-21

IIIJ 耶京末日時得救的人有多少 13:22-30

(IIIK及IIIK’的核心指出接納耶穌死後三日可得永生嗣業13:31-33)

IIIJ‘耶京末日時，得救者都承認耶穌是主 13:34-35

IIII‘ 祂在安息日醫好男人 14:1-6

IIIH'天國也召喚外人:要世人珍惜默西亞宴席 14:7-15:32

IIIG‘天國不是將來,已臨現眼前 16:1-13

IIIF‘斥責富人不知永生 16:14-17.10

IIIE‘現世是不潔的 17:11-37

IIID‘ 天主子女的祈禱在於求主垂憐 18:1-17

IIIC‘ 如何獲得永生?                                    18:18-34

IIIB‘ 跟隨我吧!                                               18:35-19:10

IIIA‘祂到達耶京，預言末日回歸 19:11-48

(由IIIA-IIIA’共有二十二個反平行體, ABCDEFGHIJJ’KK’I’H’G’F’E’D’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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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H &H’勸說是比照的
救恩與天國宴請



讚頌天主的慈悲 詠90

【答】：上主，從永遠到永遠，你是我們

的靠山。（詠90:1）

領：你命世人歸回灰塵，說：歸來，
亞當的子孫！因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

剛過去的昨天，又好像夜裡的一更。【答】

領：求你教導我們數算自己的歲月，使我們
學習內心的智慧。上主，求你歸來，

尚待何時？求你快來憐恤你的僕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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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梵二的教會憲章五章*#40-42
論教會內普遍成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