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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聖事：每月第二、四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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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及第四主日下午 1:00 p.m.，    

         於堂區會議室。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4:00 p.m.，於 Berkeley  Holy Spirit Parish-      

        Newman Hall（2700 Dwight Way, Berkeley,      

        CA 94704，5:00 p.m. 參加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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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第三主日（丙年） 

 

 
         

       教會重要節日或慶典:       

 4/7 救主慈悲主日 

 4/8 預報救主降生 

 4/21 為聖召祈禱 

 4/25 聖瑪爾谷聖史 (慶日) 

 5/3 聖斐理伯及聖雅各伯使徒(慶

日) 

 5/9 耶穌升天 (節日) 

 5/11 中華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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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的職務與命運 福音：若二一 1-19  
 1這些事後，耶穌在提庇黎雅海邊，又顯現給門徒；他是這樣顯現的：2當西滿伯多祿，號稱狄

狄摩的多默，加里肋亞加納的納塔乃耳，載伯德的兩個兒子，和其他兩個門徒在一起的時候，3

西滿伯多祿對他們說：「我去打魚。」他們回答說：「我們也同你一起去。」他們便出去，上了

船；但那一夜什麼也沒有捕到。4已經到了早晨，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沒有認出他是耶穌來。5

於是耶穌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些魚吃嗎？」他們回答說：「沒有。」6耶穌向他們說：

「向船右邊撒網，就會捕到。」他們便撒下網去，因為魚太多，竟不能拉上網來。7耶穌所愛的

那個門徒就對伯多祿說：「是主。」西滿伯多祿一聽說是主，他原是赤著身，就束上外衣，縱身

跳入海裡；8其他的門徒，因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坐著小船，拖著一網魚而來。9當他們上

了岸，看見放著一堆炭火，上面放著魚和餅。10耶穌對他們說：「把你們剛纔所打得的魚拿一些

來！」11西滿伯多祿便上去，把網拉上岸來，網裡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雖然這麼多，網

卻沒有破。12耶穌向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罷！」門徒中沒有人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

道是主。13耶穌遂上前拿起餅來，遞給他們；也同樣拿起魚來，遞給他們。14耶穌從死者中復活

後，向門徒顯現，這已是第三次。15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多

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羔羊。」16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若望的兒子

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牧放我的羊群。」17耶穌第三次

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因耶穌第三次問他說：「你愛我嗎？」便憂愁起來，遂向他說「主啊！一

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群。」「18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你年少時，自己束上腰，任

意往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去。」19耶穌說這話，是指他將以怎

樣的死，去光榮天主。說完這話，又對他說：「跟隨我罷！」 

經文脈絡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若二一 1-19，學者們大多認為若望福音原本應結束於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是由後來的編輯者加入的，

「思高聖經」也清楚地在這一章之前標明是「附錄」。細心地閱讀聖經的讀者，應該會發現這段經文和前面的第二十章很難

連貫在一起，第二十章敘述復活的耶穌在耶路撒冷顯現，而這段顯現故事卻發生在加里肋亞湖邊。 

今日的福音內容分成兩部分，首先是復活主的顯現（1-14），其次是耶穌和伯多祿之間的對話（15-19）。前者又可以分成三

段：徒勞無功的捕魚行動（1-3），豐富的捕魚收穫（4-8），和復活的宴會（9-14）；而復活的耶穌和伯多祿談話的內容則

是關於伯多祿的職務（15-17）和他的命運（18-19）。 

徒勞無功的捕魚行動 
在伯多祿的號召之下七位門徒一起去捕魚，福音作者敘述了其中五人的名字，另外兩位的姓名卻沒有透露。由於若望福音並

沒有報導十二宗徒的名單，載伯德的兩個兒子也只有在這裡被提到，因此「七」這個數字的象徵意義應該大於實質意義。在

猶太傳統中「七」象徵圓滿，這七位門徒大概象徵耶穌的整個門徒團體，他們在耶穌生活的時候曾陪伴著他，在耶穌復活後，

他們的重要性更是明顯。 

這七個人在晚上來到提庇黎雅海捕魚。夜間本是最好的捕魚時間，因為白天時魚都沈在海底休息；雖然如此，他們整夜辛苦

勞作，卻一無所獲。 

豐收（4-8） 
到了清晨，復活主顯現在岸邊；但是，既疲累又失望的門徒們卻沒有認出祂來（參閱：路二四 16）。復活的主親暱地稱他

們為「孩子們」─ 這個稱呼在若望壹書中出現非常多次 ─命令他們向右邊再次撒網，也因此藉著奇蹟顯示了自己；然而，只

有「耶穌所愛的那位門徒」認出祂來。 

「愛徒」是若望福音中最傑出的見證者，福音作者並未透露這人到底是誰。如果根據這段經文，他應該是「七人」中其中之

一，但絕對不會是載伯德的兒子（因此排除了傳統中「若望」的可能性），而應該是那兩位「無名氏」中的一位。 

那時他們大約距離湖岸二百肘，將近一百公尺。伯多祿一聽見愛徒的指認，立刻給赤裸的身體披上外衣，跳入海裡，希望盡

快來到耶穌那裡，這個激烈的反應使讀者們記起他曾三次否認耶穌。而在另外一隻船上的門徒們則前來幫助，好能拉上被魚

充滿的沈重漁網。 

復活的歡宴（9-14） 
到了岸上，他們發現一個「神秘宴會」已經準備好，耶穌命令他們把剛捕的魚拿一些過來。這時候伯多祿「獨自」去把船拉

上來，漁網雖然充滿了魚，網卻沒有破。這段敘述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這些魚象徵經由門徒的宣講而進入「一個教會」的

信徒團體，而伯多祿則象徵著保護、維持教會合一的人物（事實上這裡已為若二一 15以後的對話預作準備）。 

被捕的魚一共是 153條，由於這數字並非「整數」，大概同樣也是一個象徵性的數字，但是學者們至今仍不清楚它所代表的

含意。 

經文接著回到早餐的敘述，由於前面愛徒已經指認了復活的主，又因為門徒們膽怯害羞，不敢詢問耶穌到底是誰，這一切顯

示「復活主」和「世上的耶穌」的存在方式完全不同（參閱：格前十五 35-44）。復活的主把魚和餅遞給門徒們的行動，一

方面可以被瞭解為世上的耶穌和人們一起用餐、進食的延續；另一方面也反映信仰團體「感恩禮」的情景，在這個「早餐會」

中誕生了一個以感恩禮為中心的新門徒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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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的職務 
早餐以後，耶穌單獨轉向伯多祿一人。耶穌以伯多祿和他父親的名字呼喊他：「若望的兒子西

滿」，顯示出這是個人性的對話。耶穌連續三次問他：是否比其他的人更愛他？伯多祿三次都給

予耶穌肯定的答覆，並且指出耶穌知道一切。耶穌三次對伯多祿提出問話，應該使他想起在耶穌

受難時自己曾三次否認和耶穌的關係。 

在伯多祿每次肯定答覆之後，耶穌都託付給他特殊的使命。「餵養」或「牧放」基督的羊群，顯

示耶穌使伯多祿分享祂的善牧職務。耶穌的問話中交互使用「羔羊和羊群」、「餵養和牧放」等

名詞，強調牧人對於羊群無限的關懷與責任，基督是永遠的「首牧」，一切羊群都屬於祂（參閱：

若十 1-18），伯多祿只是受耶穌託付代為照管羊群。 

伯多祿的命運 
做為耶穌的門徒，伯多祿不僅分享耶穌的牧人職務，也必須分享祂的命運。福音作者藉著圖像式的語言表達這一點，伯多祿

在年老時將被人帶到他所不願去的地方，這個地方正是墳墓，而他「伸出手，讓人束上腰」，顯示他將殉道死亡。耶穌說這

話是指「他將以怎樣的死去光榮天主」，在古老基督徒的語言中，「光榮天主的死亡」就是特別指殉道的死亡。教會歷史傳

統也告訴我們，伯多祿後來的確為這信仰奉獻了性命。 

綜合反省 
這段經文充滿與教會相關的隱喻，捕魚奇蹟顯示復活的主永遠和祂的教會同在。聖奧斯定指出：「基督站在永生的岸邊，向

右邊撒出的網給天主的國帶來子民」。門徒整夜勞苦一無所獲，卻按著耶穌的命令再次撒網，因此教會的宣講者必須完全信

賴基督的助佑。 

伯多祿一個人將網拉上岸，以及耶穌和他獨特的對話，顯示基督把教會託付給他。伯多祿曾輕率莽撞地自誇要為耶穌而死

（若十二 37），卻三次否認耶穌；當時他並不瞭解，基督來是為把生命給一切屬於自己的人，當然也包含伯多祿。基督必

須先為伯多祿的得救而死亡，然後伯多祿才能為了基督的福音而死亡。 

伯多祿經歷反應了人的真實情況：在耶穌受難時不敢承認耶穌，在基督復活的光照下看見自己是罪人；而耶穌再次的召叫促

使伯多祿悔改，而使罪惡轉變成恩寵。擁有教會職務的人都應記取這個教導：如果我們愛耶穌，就不可只照顧自己，而應該

牧放耶穌的羊群，並且不是當作自己的羊，而是耶穌的羊群，在他們當中尋求耶穌的光榮，而非自己的光榮。 

 

 

教宗就職大典彌撒講道 
3月 19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舉行了方濟各教宗就職大典彌撒，教宗在彌撒中作了精彩的講道：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感謝天主能夠在聖若瑟的節日上舉行這台伯多祿繼承人的就職彌撒，他是瑪利亞的丈夫、普世教會的

主保。這個節日碰得非常巧，非常有意義，它同時是我前任教宗的主保節。這樣，我們在祈禱中使彼此的關係更加密切和真

誠。 

我向在座的樞機、主教、神父、執事們致敬，也向會士和修女以及所有教友致敬；我也感謝其它教會團體，以及猶太團體的

代表和其它宗教團體的光臨，我也感謝各國首領和代表以及外交使節的光臨。 

我們在福音中聽到，若瑟做了天主所吩咐給他的話，他把他未婚妻接到他家中。在這句話中，已經包括天主交托給若瑟的使

命，即是作看護者。做誰的看護者？耶穌和瑪利亞的看護者。但他的看護任務也延伸到了教會裡。這是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所強調的，他說，聖若瑟真誠地關心著瑪利亞，並在喜樂中致力於教育耶穌；他同樣也是耶穌奧體——教會的看護者，而

瑪利亞就是這教會的形象和模範。                                                                                                                                                         

若瑟是如何完成其看護使命的呢？他是在沉默和謙虛中完成的，但也是在時刻的臨在和完全的忠實中完成的，即使當他不理 

解的時候亦如此。從他娶了瑪利亞到耶穌十二齡講道，他一直都在愛和體貼中陪伴著他們。在瑪利亞的平安中，有他的陪伴， 

在她生活的困難中，也有他的陪伴；他陪伴瑪利亞在去白冷登記，並陪伴她在喜樂中生育；在逃往埃及的過程中，有他的陪 

伴，在焦慮中尋找耶穌時，也有他的陪伴；之後在納匝肋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他還陪伴著瑪利亞，並在作坊裡教耶穌學習做 

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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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是如何活出其他看護耶穌、瑪利亞和教會的聖召的？他不停地注意天主，向天

主的標記開放，並時刻準備好完成天主的計畫，而不是尋找他自己的計畫。這正是

天主在第一篇讀經中向達味所要求的。我們在第一篇讀經中聽到，天主所願意的，

不是一座由人手所造的住所，而是人對其言語和計畫的忠誠。是天主自己要建造他

的住所，不過是用帶著他精神的活石來建造。若瑟之所以是保護者、看守者，是因

為他懂得聆聽天主，懂得讓天主的旨意來帶領。正是為此，他才會敏感於天主所委

託給他的人的需要。他懂得在現實中解讀事件的發生，關注他周邊的事，懂得做最

明智的決定。 

透過他，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可以看到，如何才能自由和及時地回應天主的召叫。

我們也看到什麼是基督徒聖召的核心，這核心就是基督。我們需要把基督放在我們生命裡，好能看護別人和創造物。看護者

的聖召不僅僅關係到我們，它還有一個人性的層面，它關係到所有人。我們應該看護所有創造物及它的美麗，就像我們在創

世紀裡所讀到的那樣，也像聖亞西西方濟各所告訴給我們的那樣。尊重天主的一切創造物和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意味

著看護別人，關心所有的人，用愛去關心每一個人，尤其是孩子、老人和那些最弱小的人，而他們卻往往處在我們心靈的邊

緣地帶。這也意味在在家庭裡彼此關心，夫妻要彼此愛護，作為父母，他們要關心孩子，而孩子後來也要成為父母的看護者。

這還意味著在真誠中生活，在友誼中生活，在尊重、信任中彼此看護。總之，一切都交托給人去看護。而這是關係到我們所

有人的責任。讓我們成為天主恩賜的看護者。當人不負這個責任的時候，當我們不關心創造物和我們弟兄的時候，那時毀滅

就會來臨，人心就會變硬。 

在每個歷史階段，不幸的是，總有一些人在破壞和扭曲男人和女人的面貌。我請求所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中負有責任的人，

以及一切有善意的男女，做創造物的看護者，因為天主的計畫就彰顯在創造物裡。做他人和環境的看護者，不允許我們讓那

些死亡和毀滅的標記橫行在我們的世界。為能夠看護，我們也需要關心我們自己。我們知道，仇恨、貪欲、驕傲會讓我們的

生命變得骯髒。看護意味著對我們的情感，我們的心保持警惕，因為好的和壞的，建設性的和破壞性的意向都是從那裡生出

的。 

我們不應該害怕溫和和善良，也不要害怕和善。在此，我補充一點，看護和關心要求善良，要求在善良中去生活。在福音裡，

若瑟顯得很堅強、勇敢和勤奮，但他的心靈裡卻充滿和善。善良並不是懦弱者的德性，相反，卻是靈魂之力量的見證，是關

注別人，憐憫別人，對別人的開放和愛的能力的見證。所以，我們不應該害怕善良和溫和。 

今天，在這個聖若瑟的節日裡，我們慶祝新羅馬主教和伯多祿繼承人的就職。耶穌基督給了伯多祿一個權力，但這是怎樣一

個權力呢？在耶穌三次問伯多祿是不是愛他後，耶穌三次邀請他，讓他做耶穌的羊群的牧人。永遠不要忘記，真正的權力是

服務。教宗也一樣，他需要不斷的深入這個服務，而這個服務的高峰是十字架。他需要學習若瑟的謙虛、具體和富於信德的

服務，應該像若瑟一樣伸開雙臂，為看護所有的天主子民，並在真誠和溫和當中接受全人類，尤其是那些最窮、最弱、最小

的人，即瑪竇在其福音中所說的那些饑渴者、作客者、病人和被囚的人。只有用愛服務的人才懂得看護他們。 

在第二篇讀經中，聖保祿講到亞巴郎在無望中希望並相信了。在無望中懷有希望，是的，在烏雲密佈的今天，我們仍然需要

看到希望的光明，並給我們自己希望。用善良與愛的眼光去看護創造物和所有男女，意味著打開希望的視野，意味著在陰雲

中打開一條光明的縫隙，意味著把希望的熱量傳遞給別人。而對信徒，對我們基督徒來說，就像對亞巴郎和聖若瑟一樣，我

們在天主的視野裡所懷有的希望，存在於基督內，並建基在磐石上，即建基在天主身上。看護耶穌和瑪利亞，看護整個受造

物，看護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最貧窮的人，看護我們自己：這就是羅馬主教被召要完成的任務。但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召去完

成這個任務，為能夠讓希望的星辰放出光芒。用愛去看護天主所給予我們的。為此，我祈求童貞聖母瑪利亞、聖若瑟、聖保

祿和伯多祿，以及聖方濟各的代禱，好使聖神陪伴我的職務，我也請求你們所有的人為我祈禱。阿門！ 

 
堂區佈告 

• 耶穌會士甘國棟神父主領八天依納爵神操避靜. 主領初階及進階各一次的八天個別靈修指導避靜. 這是開放給 

      灣區各華人團体教友參加的. 詳情如下:         

進階：2013年 09月 27 日 4:00PM ~ 10月 06日 10:00AM (限額 8 位) 

初階：2013年 10月 11 日 4:00PM ~ 10月 20日 10:00AM (限額 8 位) 
      因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 有意願參加的兄姊，請填妥 2013-八天神操申請表(附件) 寄給饒瑞美姊妹 ivycchu@yahoo.com 。 若您想對神 

       操有更近一步的瞭解或想聽聽已參加過兄姊們的分享，請參閱 "依納爵神操-北美加州"的部落格 (http://ignatiusspirituality.blogspot.com)   

• 天主教中英對照舊約全書即將出版, 敬請踴躍訂購, 每本$10.00。 

• 天主教教理《簡編》每本$15.00,請大家把握這個充實教理知識的機會! 

• 堂區通訊歡迎大家投稿分享信仰生活的心得。 

• 三月份第二主日彌撒奉獻所得:$ 145.00。 

•  三月份第四主日彌撒奉獻 $ 122.00。 

• 三月份第四主日團體奉獻 $ 56.00 

• 主日彌撒奉獻如開支票，抬頭請寫：Oakland Chinese Pastoral Center. 團體奉獻如開支票，抬頭請寫： 

 

http://us.mc1212.mail.yahoo.com/mc/compose?to=ivycchu%40yahoo.com
http://ignatiusspirituality.blogspot.com/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ulY3g-GyIA5NaM&tbnid=UExjleiiucBjuM:&ved=0CAUQjRw&url=http://www.taiyangbao.ca/topnews/158005/?variant=zh-hans&ei=P4lWUa3RLeniiwK99YCQBA&psig=AFQjCNEXB6TE2s8-JacxU-oqplmJ0xtGmA&ust=1364712120967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