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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經學院 普及課程

瑪加伯上、下



學習大綱

書卷的背景資料

瑪加伯上、下的篇章結構

瑪加伯上、下的內容

瑪加伯上、下的中心主題及訊息



背景資料

 書目位置

 書名

 寫作背景、年代

 作者、語言

 上、下卷的關係



背景資料

書目位置

舊約、歷史書

46卷，位置歷史書最後2卷



背景資料

書名
「瑪加伯」是司祭瑪塔提雅第三子猶大的別名，

意思是「執鎚者」，表示猶大有攻打敵人的勇氣。

後來成為公元前二世紀，為宗教自由而作戰的猶太人

的通稱。

猶大瑪加伯

猶大，又名瑪加伯(加上2:4)

猶大瑪加伯自幼奮勇，他該是你們的將領，作戰攻打

異族。(加上2:66 )



背景資料
「他的兒子猶大又名瑪加伯的，接了他的位。他的眾兄

弟及附和他父親的人，都來輔佐他，大家都奮勇為以色列
作戰。

他增加了自己百姓的光榮，身披甲胄，狀似英雄，腰佩兵
器，領軍作戰，持刀護陣，着手行事有如壯獅，捕獵怒號
好似幼獅。把歹徒搜查追捕，將加害百姓者，以火焚燒。

於是違法歹徒，不寒而慄；作惡匪類，驚惶失措；救國大
業，賴其成功。他使許多君王苦惱，行事卻使雅各伯歡樂，
因為他集合了四散的人。他出巡猶太各城，將城中惡徒剷
除，從以色列挽回聖怒。

他的聲名遍傳地極，他的紀念永受讚美。」

(加上 3:1-9)



背景資料

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傷甚重。

猶大也陣亡了，其餘的人也都逃散。

約納堂便和息孟，將他們的兄弟猶大抬回，埋葬在
摩丁城的祖塋裏。

全以色列都痛哭他，非常悲哀，一連多日哀悼他說：
「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會陣亡？」

猶大其餘的言行，所立的戰功，英勇的事跡，和他
的偉大，都沒有記載出來，因為實在太多了。

(加上 9:17-22)



背景資料
寫作背景、年代
公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巴力斯坦成

了新希臘帝國的屬地。亞歷山大死後，國土被將領瓜分。
巴力斯坦先屬於埃及國的仆托肋米王朝，然後是叙利亞
色婁苛王朝。

猶太人從亞歷山大時代起，一直受希臘文化影響，在叙利
亞安提約古第四統治下變本加厲，

開始了猶太人為宗教自由的戰爭，為時大約四十年的歷史。
(175-134B.C.)

兩卷書記述了民族英雄猶大瑪加伯的事蹟。

加上成書於100B.C.左右，非常接近史實，作者亦查考一
些檔案文獻，如：國會大事錄(加上14:22-23)， 聖所的
銅版(加上14:48)、年鑑(加上16:24)等。

加下成書於124B.C.之後，先於加上



那些年……
馬其頓人、斐理伯的兒子亞歷山大由基廷地出擊，戰

勝了波斯和瑪待國王達理阿以後，遂代之為王，成為

第一位希臘王。(加上1:1)
亞歷山大為王十二年去了世。於是他的臣相各據一方，

他死後，各自加冕稱王，他們和繼位的子孫，以後多

年之久，所做的惡事遍佈全國。(加上1:7-9)
從他們中產生了一條禍根，就是安提約古的兒子安提

約古厄丕法乃，於希臘帝國一三七年登極為王。那時，

在以色列人中出現一些歹徒，煽惑民眾說：「我們去

和我們四鄰的外方人立約，因為自從與他們絕交以來，

就遭遇了許多患難。」這種輿論很受當時人的歡迎…
(加上1:10-12)



那些年……
他們便照外邦人的風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體育

場，且彌補割損的痕跡，背離聖約，為服從外邦人的

規律，自甘墮落。 (加上1:14-15)

安提約古征服埃及以後，於一四三年回國時，北上以
色列，率領大軍直逼耶路撒冷。他不管不顧地進入
了聖所，搬走了金祭壇、燈台及所有器皿。供餅的
供桌、奠酒器、杯盤、金香爐、帳幔和冠冕，連聖
殿正面的金飾，都洗劫得一乾二淨；還拿去了金銀
和貴重的器皿，凡尋到的珍藏寶物，都帶走了。而
且帶着這些東西回國的時候，肆意屠殺，還說了狂
傲的大話；因此在以色列人中，哀聲遍野… (加上
1:20-25)



那些年……
色婁苛死後，號稱厄丕法乃的安提約古繼位稱王。此時，

敖尼雅的弟弟雅松用非法手段，奪取了大司祭的職位…雅

松既然得勢，立刻使本國人民希臘化…把合法的制度廢除，

而倡導違法的新風俗。他故意在城堡下建築了運動場，引

領貴族少年受體育訓練。因了這邪惡而非大司祭的雅松的

過度狂妄，希臘文化和外方風俗達到了極點，以致司祭們

對祭獻的禮儀已不感興趣，甚至輕慢聖殿，忽略祭獻，一

聽到擲鐵餅的訊號，就急忙跑去參加運動場上的違法運動。

他們毫不尊重本國的尊嚴，一心崇拜希臘的光榮。…在提

洛舉行五年一次的運動大會的時候，國王也親自到場，無

廉恥的雅松派了幾個入安提約基雅籍的人，代表耶路撒冷

去作觀察員，又叫他們帶三百銀錢去祭獻赫辣克肋神。

(加下4:7,10-15,18-19)



背景資料

作者、語言
《瑪加伯上》—作者是一位居住巴力斯坦的熱

心猶太人，十分熟識當時的地理、歷史和法
律。原文是希伯來文，但只保存了希臘文譯
本。

《瑪加伯下》—作者是一位僑居在亞歷山大里
亞的虔誠猶太人。原文是希臘文。

 兩卷書均被巴力斯坦以外的猶太人列入《七
十賢士譯本》，但沒有被巴力斯坦的猶太人
列入《正經書目》

 基督教聖經沒有收錄這兩卷書



背景資料
上、下卷的關係
- 上、下卷是兩本不同的作品，沒有關連性。

《瑪加伯上》— 記述猶大瑪加伯、約納堂和息孟
三兄弟的事蹟。它具有史實性，並採用了一些文
獻(14:26-49；8:22-32；10:18-20,25-45等)

《瑪加伯下》— 依照一位基勒乃人雅松所寫的五
卷史書編輯撮要而成(2:23)。有關猶大瑪加伯的
事蹟，與《瑪上》是另一平行叙述，但沒有講及
猶大兄弟的歷史。它並非嚴格記載史實，一共只
記了15年間所發生的事。為激發讀者的信心和宗
教熱情。



篇章結構及內容

瑪加伯上卷

 緒言(第1, 2章) 歷史背景、瑪塔提雅家族

 前編(3:1-9:22) 猶大瑪加伯護教戰爭

 中編(9:23-12:53) 約納堂的事蹟

 後編(13:1-16:22) 息孟的事蹟



篇章結構及內容

瑪加伯上卷
 緒言(第1, 2章)    

- 介紹當時的歷史背景

- 叙利亞的安提約古第四推行希臘文化及多
神教，猶太宗教受到迫害。

- 瑪塔提雅司祭和兒子們以及忠誠的猶太人
以戰爭反抗叙利亞。

- 介紹瑪塔提雅家族 ，猶大瑪加伯的五兄弟，

瑪塔提雅司祭逝世。



篇章結構及內容

瑪加伯上卷
 前編(3:1-9:22)  記述猶大瑪加伯的熱誠英勇

戰績，他擊敗叙利亞三個國王，解救了耶路
撒冷，重新祝聖聖殿，與羅馬結盟，最後在
戰爭中陣亡。

 中編(9:23-12:53) 記述約納堂如何成功解救
了猶太民族，但最後被欺騙、被捕而遇難。

 後編(13:1-16:22) 記述息孟以戰事和外交談
判，達成民族和宗教的獨立，但不幸被女婿
暗殺。



篇章結構及內容
瑪加伯下卷
 緒言(第1, 2章)  兩封信催促僑胞過潔殿節，編輯本書

的資料，著作目的及方法

 記載耶路撒冷聖殿所發生的大事：

- 3     熱心的大司祭敖尼雅保護了聖殿的聖庫

- 4-7  不法的大司祭使聖殿遭受褻瀆，但虔誠的猶太人

為信仰捨生致命。

- 8:1-10:9 天主俯聽猶大瑪加伯和忠信人的祈禱，使他

們戰勝敵軍，並使安提約古第四悲慘死去，

收復耶路撒冷，清潔聖殿，重建新祭壇。



篇章結構及內容
瑪加伯下卷

10:10-13:26 猶太人依賴天主的助佑，戰勝一切仇敵。

14:1-15:36  猶大因賣國的大司祭阿耳基慕的煽動，發

生戰爭，褻瀆天主及聖殿的尼加諾爾戰敗

陣亡。

15:37-39 本書結論



信仰危機—背棄盟約和法律

舊約的中心：盟約、法律、聖殿

中心主題



天主的盟約—法律

 出19:5,6
你們若真聽我的話，遵守我的盟約，你們在萬民中將

成為我的特殊產業。…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
聖潔的國民。

 出20:3-5
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

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
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
忌邪的天主…



天主的盟約—法律

 申6:4-5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

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參考: 谷12:29-30)

 申6:6-9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記在心，

並將這些話灌輸給你的子女。不論你住在家裏，或
在路上行走，或臥或立，常應講論這些話；

又該繫在你的手上，當作標記；懸在額上，當作徽
號；在你住宅的門框上和門扇上。



天主的盟約—法律

 申6:13-15
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只事奉他，只以他的名起誓。

不可追隨別的神，即你們四周民族的神，因為在你中
間的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免得上主你的
天主發怒，將你由地上消滅。

 申7:9
只有上主你的天主是天主，是對那愛他，遵守他誡命

的人，守約施恩直到千代的忠信的天主



天主的盟約—法律

 申10:12-13

以色列！現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麼？是
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
路，愛他，全心全靈事奉上主你的天主，遵
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誡命和法令，好使
你能獲得幸福



天主的盟約—法律

 申30:15-20
你看，我今天將生命與幸福，死亡與災禍，都擺在你

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
誡命：愛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謹守他
的誡命、法令和規定，你必能生活繁榮…必要祝福
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離，不願聽從，被人引去
敬拜事奉其他的神，我今天警告你們：你們必要滅
亡…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們作證：我已將生命與死
亡，祝福與詛咒，都擺在你面前；你要選擇生命，
為叫你和你的後裔得以生存；你應愛慕上主你的天
主，聽從他的話，完全依賴他；因為這樣你纔能生
活，纔能久存。



天主的盟約—法律

選民的禍福存亡，全繫於他們是否忠實遵守盟
約。



信仰危機—背棄盟約和法律
 他們便照外邦人的風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體育

場，且彌補割損的痕跡，背離聖約 (加上1:14-15)

 有許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了他的宗教，向偶像獻祭，
褻瀆安息日。(加上1:43)

 君王的官吏對瑪塔提雅說：「你是這城的首領，有面
子又有勢力，還受兒子兄弟們的擁護。如今，請你首
先前來遵行王的諭令，如同各國的人、猶太居民以及
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作的一般；這樣，你和你的兒子
就算是君王的朋友，你和你的兒子可以榮獲金銀和各
種恩賜。」(加上2:18)

中心主題



宗教迫害—褻瀆聖殿、禁止祭獻

 他們常在聖殿的周圍殺害無辜，玷污聖殿。 (加上1:37)

 有許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了他的宗教，向偶像獻祭，
褻瀆安息日。 (加上1:43)

 王又派遣使臣帶着詔書到耶路撒冷及猶太各城去，令
人隨從外邦的禮俗，廢止聖殿內舉行的全燔祭、和平
祭與奠祭，禁止遵守安息日和慶節，污辱聖殿和神職
人員，且修築祭壇、殿宇和寺廟，供奉偶像，宰殺豬
和不潔的牲畜作祭獻，不准給孩子行割損，且行各樣
不潔和褻瀆的事，自陷罪污，使人忘卻法律，廢除禮
規。凡不遵從王命的人，死無赦。 (加上1:44-50)

中心主題



宗教迫害—褻瀆聖殿、禁止祭獻

 一四五年「基色婁」月十五日，王在祭壇上立了一
個可憎惡的邪物，同時在猶太各城修築了祭壇，在
各家門前及街市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書都撕毀焚
燒，凡搜出存有約書或恪守法律者，不論是誰，都
應按諭令處死。 (加上1:54-57)

 那些給孩子行割損的婦女，他們都按諭令，把孩子
懸在她們脖子上，一同處死；甚至她們的家屬，及
執行割損者，亦應處死。(加上1:60-61)

中心主題



宗教迫害—褻瀆聖殿、禁止祭獻

 王派遣一位年老的雅典人，來強迫猶太人背棄祖傳
的規誡，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並且褻瀆耶路
撒冷的聖殿，將聖殿轉獻與奧林比亞則烏斯神，又
將革黎斤山上的殿宇，依當地居民的要求，獻與克
色尼則烏斯神。…聖殿內充滿了外邦人的放蕩和縱
飲，他們與娼妓淫歡，甚至在聖殿的圍牆內與女人
私通，將犯禁的東西帶入殿內。祭壇上充滿了法律
所禁止的不潔之物，並且不准遵守安息日，不准舉
行祖傳的慶節，連承認自己是猶太人也不許可。

(加下6:1-6)

中心主題



宗教迫害—褻瀆聖殿、禁止祭獻

 誰若決意不採用希臘風俗，依法處以死刑。

 有兩個婦人，因為給孩子割損，就被逮捕受審，令
人將孩子掛在她們胸前，遊街示眾，然後將她們由
城牆高處扔下去。

 此外還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裏聚集，暗地裏舉行安
息日；有人報告給斐理伯，他便下令把他們活活燒
死，因他們寧願遵守聖日，不願自衛。

(加下6:9-11)

中心主題



為保護盟約、法律、聖殿、宗教自由而戰

中心主題

 瑪塔提雅高聲回答說：「即便所有君王國土中的人
民都聽從他，背棄了自己祖先的教禮，服從王的命
令，我和我的兒子以及我的弟兄，仍然照我們祖先
的盟約去行，決不背棄法律和教規…」 (加上2:19-21)

 瑪塔提雅在城內高聲喊說：「凡熱心法律，擁護盟
約的，請跟我來！」接着，他和他的兒子，把所有
的家產都留在城裏，逃到山中去了。那時，有許多
擁護正義正道的人，也都逃到曠野裏去居住

(加上2:27-29)



為保護盟約、法律、聖殿、宗教自由而戰

中心主題

 孩子們！現今你們對法律應熱誠服膺，應為我們祖
先的盟約捨生致命，要懷念祖先當日所創的大業，
這樣纔可獲得無上的光榮和不朽的芳名。 (加上2:50-
51)

 孩子們！你們要剛強不屈，遵守法律，法律必使你
們蒙受光榮。 (加上2:64)

 你們應召集所有遵行法律的人來跟隨你們，為百姓
復仇雪恨。應反抗異族，應堅守法律的規條。(加上
2:67-68)



為保護盟約、法律、聖殿、宗教自由而戰

中心主題

 「我們要挽救百姓免於滅亡，要為百姓及聖
所而戰。」 (加上3:43)

 因為我們在陣上，寧願死，也不願看見我們
的民族與聖所遭遇不幸。 (加上3:59)



中心主題

殉道與見證 – 加下6

厄肋阿匝爾是一位傑出的經師，又是年已古稀，儀表
莊嚴的人。有人用力拉開了他的口，強迫他吃豬肉；
但他寧願光榮捨命，不願受辱而偷生，遂自動走上刑
架，且把肉吐出。(加下6:18-20)

我若是勇敢捨生，我不愧有此高齡，因為我已給青年
留下了一個為可敬的神聖法律，甘心慷慨犧牲的高尚
榜樣。(加下6:27-28)

他的死，不但給青年人，而且也給全國的人民，留下
了剛勇的模範，和大德不凡的記錄。(加下6:31)



中心主題

殉道與見證 – 加下 7
有兄弟七人與他們的母親一同被捕，國王命人用鞭子和牛
筋痛打他們，強迫他們吃法律禁止的豬肉。

我們已經準備，寧死不願背叛我們祖先的法律。

我決不聽從國王的命令，我只聽從梅瑟給我們祖宗立定的
法律命令。

國王和他的侍從都驚異這少年人不怕受苦的精神。

最值得光榮記念的，還是他們的母親。她在一日之內親見
七個兒子死去，還能欣然忍受，因為她全心寄望於上主。



中心主題

光復聖殿 (加上4:36-60 )
「看，我們的敵人業已粉碎，我們要上去清潔聖所，
再行祝聖禮。」於是全體軍隊集合，齊上熙雍山。

於唱歌、彈琴、鼓瑟和鳴鈸中，祝聖了祭壇。全體百
姓都俯首至地，欽崇讚美那使他們成功的上天。八日
之久，舉行祭壇的祝聖典禮，都歡樂地獻了全燔祭、
和平祭及感恩祭。

民眾皆大喜歡，因為異民所加於他們的恥辱，現在全
除去了。

為此他們都拿着花枝，青枝和棕櫚樹枝，歌頌那位賜
他們能順利清潔聖殿的天主；並且大家一致表決，規
定猶太全國人民應每年舉行這慶節。(加下10:7-8)
(祝聖聖殿節 /  光明節 的起源)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他們一見大軍迎面而來，便向猶大說：「我們人數
少，怎能攻打這麼眾多，強大有力的敵人呢？何況我
們今天還未用飯，疲乏無力呢！」猶大回答說：「多
數人困在少數人手裏，是容易的事；用多數或用少數
人施救，為上天沒有區別。因為戰爭的勝利，不在乎
軍隊的多寡，而在乎由天而來力量。…我們是為保護
性命和法律而戰；因此，天主必會親自在我們面前粉
碎他們；所以千萬不要害怕！」

(加上3:17-19, 21-22)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猶大和他的兄弟見形勢危急，敵軍已在自己境內紮營；
又聽說王已下令，要根除自己的百姓，就彼此說：「我
們要挽救百姓免於滅亡，要為百姓及聖所而戰。」於是
集合會眾，準備應戰，且舉行祈禱，懇求仁慈和憐
憫。…那天人人禁食，身穿苦衣，頭上撒灰，撕裂衣
服…你的聖所已被踐踏污辱；你的司祭已蒙難而憂傷。
異民齊來攻擊，要消滅我們！你知道他們對我們所想的
是什麼。除非你援助我們，我們怎能抵抗他們？」

 (加上3:42-44,47.51-53)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他一見敵軍強大，便祈禱說：「以色列的救主，你是
可讚美的！….(加上4:30)

猶大率領三千人，在阿達撒安營。猶大祈禱說：「主
啊！當亞述君王的兵士說褻瀆話時，你的天使出來，殺
死了他們十八萬五千。今天，你也在我們面前，同樣殲
滅這支軍隊罷！使其餘的人知道，他曾咒罵過你的聖所。
請按他的惡行處罰他！」 (加上7:40-42)

約納堂便撕破衣服，頭上撒土，且行祈禱。然後轉過
身來，向敵人進攻，使他們潰敗而逃。(加上11:71-72)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瑪加伯及他的部下，在哀懇祈求天主協助自己作戰
以後，就動員攻擊依杜默雅人的堡壘。他們英勇作戰，
佔據了那些據點，把城墻上作戰的人都擊退，凡落在
他們手中的，都一概殺盡，殺了不下兩萬人。

(加下10:16-17)

瑪加伯和他的部下都頭上撒土，腰束苦帶，懇求天
主，跪伏在祭壇的前階上，懇求天主向他們大發慈悲，
按着法律所宣示的，與他們的仇人為仇，與他們的敵
人為敵。祈禱完畢，就拿起武器出發…天一破曉，兩
軍交鋒：這一方，不是依靠兵力，而是依靠天主，作
為成功和勝利的保證…(加下10:25-28)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國王起了一種野蠻和強橫的念頭，想加害猶太人，
比他父親所行的還要殘酷。猶大一知道這事，便命民
眾日夜呼求上主，求他這次還如從前一樣，拯救他們，
不使法律、國家和聖殿遭受浩劫……眾人一致順命，
一連三天俯伏在地，哀哭禁食，懇求仁慈的上主……
賴天主的助佑來決定一切。將戰爭的勝負全託付於宇
宙的創造者……他給軍隊規定以「天主勝利」為口
號……

(加下13:9-15)



中心主題

祈禱及對天主的信賴

瑪加伯見配備各樣武器的大軍，及兇猛的象隊已擺
好陣勢，便舉手向天，呼求施行奇蹟的上主；他知道
勝利並不在乎武器，而在於上主斷定誰應勝利，就使
誰勝利。

「上天的主宰，求你現在也派遣一位好天使來，在
我們前散布恐怖驚惶。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打擊這些
謾罵和攻擊你聖民的人！」他就這樣結束了祈禱。

(加下15:21, 23-24)



中心主題

復活、永生 (加下 7:9,11,14,23,36,)

我失去現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們這
些為他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活，獲得永生。

深信天主使人復活許諾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
得的；可是為你，卻沒有進入生命的復活

我哥哥們既忍受了暫時的苦痛，如今他們按照天主的
盟約，得到了永生



中心主題

 為亡者代禱(加下 12:42-45)

 去世的聖者為在世的信徒代禱

同心哀禱，求使所犯過惡，得以完全赦免。隨後，英勇的
猶大勸勉民眾避免犯罪，因為人都親眼看見這些陣亡者
因罪所受的罰。於是大眾募集了二千銀「達瑪」，送到
耶路撒冷作贖罪祭的獻儀：他作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的
事，因為他想念著復活；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過的人還
要復活，為亡者祈禱，便是一種多餘而糊塗的事。何況，
他還想到為那些善終的人保留下的超等報酬：這實在是
一個聖善而虔誠的思想。為此，他為亡者獻贖罪祭，是
為叫他們獲得罪赦。



訊 息

 忠於天主 , 持守誡命，至死不渝

 信仰備受考驗，依靠天主

我勸告本書的讀者，不要因了這些不幸而灰心喪志，
反該相信這些災禍並不是為消滅，而只是為懲戒我
們的民族罷了。……他的憐憫總不離棄我們：雖然
用患難來懲戒自己的百姓，卻不放棄他們。

(加下 6:12, 16)



訊 息

你們要世世代代這樣存想：凡是仰望他的，決一無
所缺。不要怕惡人的議論，因為他們的光榮要變成
糞土蛆蟲，今日飛黃騰達，明日即為黃花；人一歸
於灰土，他的計謀也雲消霧散。孩子們！你們要剛
強不屈，遵守法律，法律必使你們蒙受光榮。

(加上 2:61-64)



訊 息

 為信仰作證 瑪10:22 , 28 , 32-33 , 38 ;  11:12

你們為了我的名字，要為眾人所惱恨；唯獨堅持到底

的，纔可得救。

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但更

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肉身陷於地獄中的。

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

以猛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凡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 , 也要把自己的靈魂
託付給忠信的造物主 , 專務行善。

(伯前4:19)

 伯前3:13-16 ; 4:8-10

 信德的表率 希11  ; 11:32-38

 眾多如雲的證人 12:1



德訓篇 2:1-6  怎樣應付試探

 我兒，你前去服事上主時，應固守正義與敬畏，
並應預備你的心承受試探。

 使你的心居正不偏，堅忍不拔；應側耳聽取明智
的言語；在災難中，不要慌張。應靜心等待天主
的照顧，與天主保持聯繫，總不要離棄他，好使
你至死充滿幸福。

 凡降到你身上的，你都要接受；在痛苦中，你要
忍受；在各種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因為金銀
應在火裏鍛煉，天主所喜悅的人，也應在謙卑的
火爐中鍛煉。

 你只管信賴天主，他必扶持你；你應修直你的道
路，要仰望他，要保持敬畏他的心，至死不替。



德訓篇 2:11-13

請你們追念前代，看看有誰依賴了上主，

而受了恥辱？有誰保持了對他的敬畏，而

被遺棄？有誰呼求了他，而被他輕視？因

為，上主富於慈惠寬仁；在患難中，赦免

罪過，並施救恩。



往昔所有的 , 將來會再有;

昔日所行的 , 將來會再行;

太陽之下決無新事

只是對往者 , 沒有人去追憶…

訓道篇 1:9,11



反思：
今天還有宗教迫害嗎 ?

在甚麼地方 ?

以甚麼形式 ?

真正的信仰是甚麼 ? 

如何維護我們的宗教信仰 ?

我們的盟約、法律、聖殿……

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罷！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
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
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

(若4:21,23)



感謝 !  

主佑您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