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默想 
 
父與耶穌的逾越 
「我出自父，來到了世界上；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若 16:28） 
 
「『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多默說：『主！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

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

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若 14:4-6） 
 
父與獨生子 
「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若 6:44） 
 
「在先知書上記載：『眾人都要蒙天主的訓誨。』凡由父聽教而學習的，必到我

這裏來。」（若 6:45） 
 
「就在那時候，耶穌發言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

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來喜歡這樣。我父

將一切交給了我；除了父外，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也

沒有人認識父。』」（瑪 11:25） 
 
「可是天主藉著聖神將一切啟示給我們了，因為聖神洞察一切，就連天主的深奧

事理他也洞悉。我們所領受的，不是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自天主的聖神，為使

我們能明瞭天主賜與我們的一切。為此，我們宣講，並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詞，

而是用聖神所教的言詞，給屬神的人講論屬神的事。」（格前 2:10, 12-13） 
 
「法利塞人問耶穌說：『你的父在那裏？』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

識我的父；若是你們認識了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若 8:19）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只有那從天主來的，纔看見過父。」（若 6:46） 
 
「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裏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門詳述

了。」（若 1:18） 
 
「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

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 1:14） 
 
父與孝道 
「斐利伯對他說：『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耶穌回答說：『斐

利伯！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



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
（若 14:8-10）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

此。世界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為不認識父。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

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他，

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若一 3:1-2） 
 
「為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

說：『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如果是兒子，賴天主

的恩寵，也成了承繼人。」（迦 4:6-7） 
 
「因為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

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

啊！』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

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

必要與他一同受光榮。」（羅 8:14-17）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因為他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揀選了

我們，為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又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

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他。」（弗 1:3-5） 
 
父與祈禱 
「你們中間那有為父親的，兒子向他求餅，反而給他石頭呢？或是求魚，反將蛇

當魚給他呢？或者求雞蛋，反將蝎子給他呢？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東西

給你們的兒女，何況在天之父，有不更將聖神賜與求他的人嗎？」（路 11:11-13） 
 
「同時，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纔對，而聖神卻

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甚

麼，因為他是按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瑪 8:26-27） 
 
「你們祈禱時，不要嘮嘮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樣，因為他們以為只要多言，便可

獲得垂允。你們不要跟他們一樣，因為你們的父，在你們求他以前，已知道你們

需要甚麼。」（瑪 6:7-8） 
 
「我們在天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如

在天上一樣！我們的日用糧，求你今天賜給我們；寬恕我們的罪債，猶如我們也

寬恕得罪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瑪 6:9-13） 



 
「父啊！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來臨！我們的日用糧，求你天天賜給我

們；寬恕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自己也寬免虧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

（路 11:2-4） 
 
「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要踐行，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若

14:13-14） 
 
「我實在告訴你們：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甚麼事祈禱，我在

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裏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

就在他們中間。」（瑪 18:19-20） 
 
「你們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你們所以蒙召存於一個身體內，也是

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要讓基督的話充分地存在你們內，以各種智慧彼

此教導規勸，以聖詠、詩詞和屬神的歌曲在你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

你們無論作甚麼，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一切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作，藉著他感

謝天主聖父。」（哥 3:15-17） 
 
「你們要充滿聖神，以聖詠、詩詞及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頌讚

美主；為一切事，要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時時感謝天父；又要懷著敬畏基

督的心，互相順從。」（弗 5:18-20） 
 
「至於你，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

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瑪 6:6） 
 
「為此，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們的生活憂慮，或喝甚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

憂慮穿甚麼。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空的飛

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瑪

6:25-26） 
 
父與聖殿 
「耶穌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裏去，並要

在他那裏作我們的住所。』」（若 14:23） 
 
「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誰若毀壞天主的宮

殿，天主必要毀壞他，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這宮殿就是你們。」（格前 3:16-17） 
 
「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



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他，整個建築物

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他，你們也一同被建築，

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弗 2:19-22） 
 
「的確，我們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正如天主所說的：『我要在他們內居住，我

要在他們中徘徊。』」（格後 6:16）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

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嗎？你們原是用高貴買來的，所以務要用

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格前 6:19-20） 
 
「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

路撒冷朝拜父。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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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以心神

以真理朝拜他。』」（若 4:21, 23-24） 
 
父與祭獻 
「在逾越節慶日前，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若 13:1）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自己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

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

受的命令。」（若 10:17-18） 
 
「耶穌說：『阿爸！父啊！一切為你都可能：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是，不要照

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谷 14:36） 
 
「在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喊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捨棄了我？』」

（谷 15:34） 
 
「那時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卻使自己空虛，取了

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

光榮了他；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 2:6-11） 
 
「耶穌遂說：『當你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由我自己

不作甚麼；我所講論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訓的。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他沒有

留下我獨自一個，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若 8:28-29） 
 
「他賜給我們聖神。至於我們，我們卻曾瞻仰過，並且作證：父打發了子來作世



界的救主。」（若一 4:13, 14） 
 
父與司祭和祭獻 
「可是基督一到，就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他以自己的血，一次而為永遠進入

了天上的聖殿，獲得了永遠的救贖。他藉著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

於天主。他的血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為，好去事奉生活的天主。」（希

9:11-14） 
 
「所以弟兄們！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

樂天主的祭品；這纔是你們合理的敬禮。」（羅 12: 1）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祭物已非你所喜；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

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希 10:5, 
8-10） 
 
「所以我們應藉著耶穌，時常給天主奉獻讚頌的祭獻，就是獻上我們嘴唇的佳

果，頌揚他的聖名。至於慈善和施捨，也不可忘記，因為這樣的祭獻是天主所喜

悅的。」（希 13:15-16） 
 
「所以，你們應該效法天主，如同蒙寵愛的兒女一樣；又應該在愛德中生活，就

如基督愛了我們，且為我們把自己交出，獻於天主作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弗

5:1-2） 
 
父與弟兄的愛 
「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

們做贖罪祭。可愛的諸位，既然天主這樣愛了我們，我們也應該彼此相愛。」（若

一 4:10-11） 
 
「從來沒有人瞻仰過天主；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就存留在我們內，他的愛在

我們內纔是圓滿的。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

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我們從他

蒙受了這命令：那愛天主的，也該愛自己的弟兄。」（若一 4:12, 20-21） 
 
「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的

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若

15:9-10） 
 
父與教會 



「我不但為他們祈求，而且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為叫他們合

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

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並且你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若 17:20, 
22-23） 
 
「因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只有一個

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的父，他超越眾人，貫通眾人，

且在眾人之內。」（弗 4:4-6） 
 
父與福傳 
「耶穌向瑪利亞瑪達肋納說：『你到我的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我升到我的父

和你們的父那裏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們的天主那裏去。』」（若 20:17） 
 
「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 28:19） 
 
父、子、聖神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愛情，以及聖神的相通，常與你們眾人相偕。」

（格後 13:13） 
 
「那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天主。他在我們身上蓋

了印，並在我們心裏賜下聖神作為抵押。」（格後 1:21-22） 
 
「聖神既在全群中立你們為監督，牧養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會，所以你們

要對你們自己和整個羊群留心。」（宗 20:28）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愛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憐和同情，你們就

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以滿全我的喜樂。」（斐

2:1） 
 
「你們被召選，是照天主的預定；受聖神祝聖，是為服侍耶穌基督，和分沾他寶

血洗淨之恩。」（伯前 1:2）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

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格前 12:4-6） 
 
「可是你們，親愛的，你們要把自己建築在你們至聖的信德上，在聖神內祈禱；

這樣保存你們自己常在天主的愛內，期望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仁慈，入於永

生。」（猶 20-21） 



 
「你們作妻子的，應當服從自己的丈夫，如同服從主一樣。你們作丈夫的，應該

愛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掉了自己，以水洗，藉言語，來潔淨她，

聖化她。這奧秘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22, 25, 26, 32） 
 
「耶穌說：『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說完這話，就向他們噓了

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若 20:21-22）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我不求你將他們從

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護他們脫免邪惡。」（若 17:18, 15） 
 
「求你以真理祝聖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真理必會使人獲得自由。」「我為

他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若 17:17; 8: 32; 17:19）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園丁。凡在我身上不結果實的枝條，他便剪掉；凡結實

的，他就清理，使他結更多的果實。」（若 15:1-2） 
 
「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若 15:8） 
 
「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 5:16） 
 
「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你們不要思慮：怎麼說，或說甚麼，因為在那時刻，自會

賜給你們應說甚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

（瑪 10:19-20） 
 
「拒絕我，及不接受我話的，自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說的話，要在末日審判他。

因為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他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甚麼，

該講甚麼。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論的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的

而講論的。」（若 12:48-50） 
 
「耶穌呼喊說：『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來的；看見我的，也就是

看見那派遣我來的。』」（若 12:44-45） 
 
「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到的，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

父的話。」（若 14:24） 
 
「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若 14:20） 



 
父與天國 
「耶穌來到加里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說：『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你

們悔改，信從福音吧！』」（谷 1:14-15） 
 
「那撒好種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種子，即是天國的子民，莠子即是

邪惡的子民；那撒莠子的仇人，即是魔鬼；收獲時期，即是今世的終結；收割者

即是天使。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裏，發光如同太陽。」（瑪 13:37-39, 43）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作比這

些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裏去。」（若 14:12） 
 
「再後，纔是結局；那時，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一切掌權者和大能者，把自

己的王權交於天主父。以後，子自己也要屈伏於那使萬物屈服於自己的父，好叫

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4, 28） 
 
「願光榮歸於天主，他有能力堅固你們，使你們合乎我所傳布的福音，和所宣講

的耶穌基督，並合乎所啟示的奧秘——這奧秘從永遠以來，就是秘而不宣的。」

（羅 16:25） 
 
「天國好像一個家主，清晨出去為自己的葡萄園僱工人。他與工人議定一天一個

『德納』，就派他們到葡萄園去了。到了第三時辰、第六、第九、第十一時辰，

他照樣出去僱工人；到了晚上，發工資時，每人都領到一個『德納』。」（參閱瑪

20:1-10） 
 
「誰接納你們，就是接納我；誰接納我，就是接納那派遣我來的。」（瑪 10:40） 
 
「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他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我

父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

們給我吃的......』」（瑪 25:31, 34） 
 
父與信徒的生活 
「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

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瑪 5:44-45） 
 



「至於舌頭，卻沒有人能夠馴服，且是個不止息的惡物，滿含致死的毒汁。我們

用它來讚頌上主和父，也用它詛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讚頌與詛咒竟從

同一口裏發出！我的弟兄們，這事決不該這樣！」（雅 3:8-10）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切不要錯誤！一切美好的贈與，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

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在他內沒有變化或轉動的陰影。他自願用真理之言

生了我們，為使我們成為他所造之物中的初果。」（雅 1:16-18） 
 
「在天主父前，純正無瑕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和寡婦，保持自己不受

世俗的玷污。」（雅 1:27） 
 
「你們以為怎樣？從前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第一個說：孩子！你今天到

葡萄園裏去工作吧！他回答說：主，我去。但他卻沒有去。他對第二個兒子也說

了同樣的話，第二個卻答應說：我不願意。但後來悔悟過來，而又去了。二人中

那一個履行了父親的意願？」（瑪 21:28-31） 
 
「你們不要在地上稱人為你們的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

（瑪 23:9） 
 
「為使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即那光榮的父，把智慧和啟示的神恩，賜與你

們，好使你們認識他；並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為叫你們認清他的寵召有甚麼希

望。」（弗 1:17-18） 
 
「耶穌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的向父親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分給我吧！

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分了。過了不多幾天，兒子把所得的都揮霍盡了。......他反躬
自問：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裏去。......當他們歡宴時，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
對父親說；這些年來我服侍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這個兒子耗盡你的家

產，他一回來，你就為他設宴......」（參閱路 13: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