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郵政劃撥：5008-2177／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請註明：訂閱天主教周報） 
訂費：國內新台幣1200元、港澳大陸美金65元、亞洲澳洲美金85元、歐美非洲美金95元。                          

天主教周報 網頁搜尋網站：http://www.catholic.org.tw/catholicweekly/index.htm
（或由【天主教台北總主教公署】網站進入）

主曆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切
  in 在基督

內重
建一omnia

天主教周報
主曆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24專題報導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30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人：洪山川／地址：(106)台北市樂利路94號／電話：(02)2737-2839／傳真：(02)2737-1326／電子郵件：catholicweekly@gmail.com

的喜樂旅程
■文．圖／吳若望修女

國際聖體大會2012 熱身報導系列 3

從《天主教周報》近三期的報導，我們看到豐

富的國際聖體大會的資訊和分享，從一位法

國女平信徒艾蜜莉．塔蜜絲儀（Emilie Tamisier

，1834-1910）推廣的第1屆聖體大會，主題「聖

體拯救世界」。隨著第50屆聖體大會的來臨，主

題「聖體聖事：與他人和基督共融」，藉著不同

主題和在不同國家的舉辦，教會不斷呼籲普世信

友重視聖體聖事，尤其明年將在愛爾蘭舉行，相

信這對整個大公教會和愛爾蘭天主教會都會重

新帶來一股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愛爾蘭總主教

Martin誠懇地說明：2012年國際聖體大會是在受

傷的愛爾蘭教會舉行，雖然我們受傷了，但我們

更專注在醫治的這條路上，藉由聖體聖事更新的

靈性生命，走向醫治的道路。也在這個世代裡，

教會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是的，整個教會走在歷史的過程中，她的喜樂及憂

傷仍不斷鼓舞教會走在信仰的旅程中，仰望基督在聖

體聖事中的臨在，教會從不會失去信、望、愛三德，

也在此聖事中，不斷擷取更新的力量。因此也讓生活

在台灣這小小羊棧中的我們，帶著懇切和祈禱的心，

用不同方式參予這場盛會，也許我們不能親臨現場，

但是藉著每一天與聖體聖事的接近，我們已經與整個

教會不斷喜樂和共融合一。因此讓我們共同走向「擘

餅的喜樂」旅程。
慶祝感恩祭

以下這一段聖言，出自聖保祿宗徒的親身體驗，「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
衪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祝謝了，擘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
行，為記念我。」 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
這樣行，為紀念我。」 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
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格前11:23-26）〈宗徒大事錄〉也紀錄見證大家
一起懷著歡聚擘餅的喜樂，以上這些經文對教友來

說都並不陌生。這些對聖體基礎的概念，也形成普遍

教友對感恩祭中聖體的肯定，天主教會更在16世紀

的特利騰大公會議第22節議案（17.9.1562）列出對

感恩祭的理論，有下列數點：1.彌撒是一個真的祭獻

，紀念和不流血地重演基督的苦難；2.大會推崇羅馬

正典，即今日感恩經第一式；3.認可教會沿用的感恩

儀式；4.大會囑咐：教友不單心神參與彌撒，也於感

恩祭中領主……；5.大會以為

不適宜感恩祭中用地方言語，

要司鐸或代表，藉講道解釋天

主聖言或彌撒奧蹟。而梵二的

禮儀革新中更是鼓勵所有在地

教會，積極推行本地化，在禮

儀中使用地方語言和聖樂，也

使得今日的感恩祭的慶典，在

許多方面更親近當地信友。（

請參考輔大神學院神學論集55

）看了感恩祭的最重要歷史的

簡略說明，我們真的感謝天主

讓今日的信友參與的每一台感

恩聖祭時，能用我們能懂得語

言和歌曲，更加喜樂的慶祝主

耶穌在聖體聖事中親自來到我

們中間，和每一個教友親密相

遇共融。

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參與投

入慶祝每一次的感恩祭，這的

確是每一個基督信友要時時要

準備的功課，有時候會聽到神父們說：「這個時代來

參加感恩祭領聖體的教友人數多，但是來辦和好聖

事的少」。或是抱怨教友在望彌撒時姍姍來遲！在感

恩祭中我們要慶祝聖體奧蹟的臨在，確實我們的身、

心、靈都需要善作準備，好迎接主耶穌的來到。以下

提出7點基本的預備，期許能讓我們能在這信仰的旅

途上彼此共勉。

一、閱讀反省、領受和聆聽聖言：當日彌撒中的讀經

與福音的先預備和默想（這在台灣教會是有必

要推行的，在修院的修道者在前一晚有預備隔

日經文默想的習慣，可能為大多數的教友是沒有

這樣預備的，但值得我們勉勵實踐）。

二、身、心、靈和好合一的預備及領受和好聖事：包

括對天主、大自然、近人的所有態度的反省。

三、外在的整潔與合宜的打扮穿著。

四、專心參與每一台彌撒及聆聽神父講道。

五、謙誠熱心領受聖體感謝主恩。

六、感恩祭後準備好心靈被派遣去傳揚福音與在日常

生活中。

七、分別時彼此之間問候和祝福。

若能如此忠實修練以上7項基本功夫，準備好自己

全心參與每一次的慶祝感恩祭，必然滴水穿石使靈

修更上層樓，亦會讓個人更加認識和熱愛聖體聖事。

生活中的擘餅

除了慶祝感恩祭在生命旅程中的準備和重要性，更

願以生活的層面來看聖體聖事在基督徒生活裡的效

果。我們都知道厄瑪烏二徒，原本在失望的旅途中，

而在擘餅中認出了主復活的面容，生命全然更新，這

精彩的一幕幕情景，更是點燃不少基督信友的信心和

熱情。為台灣所有的基督徒來說，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的確可能充滿著挑戰性，挑戰著相信主的跟隨者，可

能在一大間的工作場所，同事很多，自己卻是孤零零

的天主教徒，讀書時同學不少，但是信仰孤單，結婚

嫁娶也都使信仰有時變得更加不明確和模糊，不然

就是自己信了主，家人不了解，甚至鬧革命，也許會

連飯前禱都想偷偷躲起來祈禱。這些情況真的突顯

出台灣教友的某部分圖像縮影。這也是在信仰多年後

看到和經驗的台灣教會。多少回，我們會聽到他人想

放棄信仰或改信其他宗教，難道我們就無法持續這

信仰的熱情嗎？相信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在生活中不

斷的與主相遇，不停地參與擘餅。為每一位願意與主

相契的信友來說，什麼是生活中的擘餅和持續的擘餅

，以下的幅度可以讓我們在

生活中彼此提攜互勉。

╬堅持並培養每一日固定

祈禱的習慣。閱讀聖言、聖

人傳記、靈修書籍、誦唸玫

瑰經奧蹟等。

╬培養默觀生活，固定朝

拜聖體，陪伴聖體。

╬除了主日彌撒，至少選擇

參與堂區一種善會團體。

╬參與堂區家庭拜訪及病

人探視。

╬每年利用假期，至少安

排1次或2次朝聖的活動，見

證和分享他人的信仰生活。

╬參加其他教堂活動，活

絡信仰。

╬家庭中的佈置，要有信

仰清楚標記，若是全家人是

教友，找出一段時間每日共同祈禱，或固定時間做信

仰分享。

╬在工作職場或外出，身上配戴十字架或信仰標誌

，一方面宣告信仰，二來可以增加福傳機會及和別人

交談的空間。

╬把每日所接觸到的人事物，或是世界各地及台灣

發生的新聞事件，好的感恩，不好的事情用交託天主

的心情來為這事件念一遍〈天主經〉或〈聖母經〉，

或做一個短禱，祈求天主聖化這個世界。

╬關懷宇宙萬物，力行環保。時時把握機會宣傳福

音。

若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如此身體力行，那實踐出來

的基督徒生活言行，一定能引響家庭和社會，也一定

讓那位為了你我而屈尊就卑，臨在於聖體聖事內的君

王持續在我們生命旅程中發光發熱，引導我們行走天

路。
聖體奧蹟是教會信仰核心

生命本來是一趟走上天上耶路撒冷的朝聖之旅，而

聖體聖事就是陪伴我們行走一生的天糧，五傷畢奧

神父如此說：「世界可以一天沒有陽光，但卻不能一

天沒有感恩祭。」影響普世教會至深的聖方濟，在重

視主耶穌基督至聖體血的同時，亦不忘「道成人身」

的天主聖言，常提及二者的相互關係。他在給聖職人

員信中所論述，「我們知道，不先有祝聖的聖言，便

不可能有聖體」的主張，為我們現代信友就真有當頭

棒喝的警惕作用。在解釋〈天主經〉的時候，聖方濟

深深地體認到，我們祈求的日用糧，就是天父「你自

己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確，聖體奧蹟一

直是教會的信仰真正核心。

今年暑假8月何其有幸前往聖地耶路撒冷，和葡萄

牙法蒂瑪，與法國露德聖母顯現等地朝聖；無論是在

聖地耶穌聖墓大殿，或是法蒂瑪與露德聖母顯現地

，我們都參加了隆重的聖體遊行大禮，由其在露德，

當天恰巧是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日，無數的信友，

從世界擁入，除了懇求治癒的奇蹟，就是謙心的參與

聖體遊行和晚上的燭光遊行。廣場上的3至4萬多人

，從兒童、坐在輪椅的病人、青年、成人、婦女、長

者等，不同膚色的民族聚在一起，全場如此靜默，凝

視同一方向，一個看起來不起眼的白色奧蹟，當大司

祭（主教或神父）手捧著至聖聖體走在人羣中，不斷

向全世界宣告救恩早已臨在於全世界，而且就是在此

時此刻，及每一次的感恩祭中，見證此情此景，又給

我們每一個信友帶來對聖體聖事怎樣的觸動和愛情

呢？ 

【王顥／台北報導】為慶祝2011年

馬德里世界青年日台灣團順利達成任

務，9月2日上午10時30分，外交部5樓

會議廳開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茶會。百

餘位青年朋友與外交部沈呂巡政務次

場、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蒙席及世青

台灣團的領隊、嘉義教區鍾安住總主

教等歡聚一堂。（見右圖，王顥攝影）

此次世青台灣團逾600多位青年達成

一次成功的青年外交。茶會伊始，外

交部沈政務次長即致詞表示：外交部

近年來推動許多政策，希望能讓台灣

的青年朋友們能夠與世界接軌。而這

次的世界青年日也是外交部付出努力

開花結果的成效，像是歐洲旅遊免簽

證便在這次的世青團有著相當重要的

地位：試想600多人排隊簽證將會多麼

的勞神費時，隨後再向現場青年朋友

簡介外交部近年來推動的「青年外交

」政策，如增加免簽證國家、青年遊

學打工等政策，希望青年朋友們能夠

多多的去看世界，上一代沒做好的，

這一代要為下一代做好，不要因為台

灣缺少聯合國會籍而阻礙了年輕人出

去看世界的權利。

隨後，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蒙席致詞

，陸代辦先表示，台灣能夠有如此眾多

的青年以朝聖者的身分參與世青，醒目

的在世界舞台上呈現天主教會在亞洲

的面貌。隨後與在場青年們分享教宗8

月24日對世青的談話，並勉勵在場的青

年們秉持信仰，彼此相愛，與親友分享

在馬德里的經歷與感動。

嘉義教區鍾安住主教致詞，表示為

了世青團成行，事前就有完善的準備

會，與教廷詳加討論「國旗」等國際

事務，才能讓中華民國的國旗飄揚在

馬德里廣場上。鍾主教並肯定此次台

灣世青團的成就，青年們優秀的表現

，外國朋友對台灣青年讚不絕口，是

成功的國民外交。現在就要開始為兩

年後的巴西里約熱內盧世界青年日做

準備，期有更高的國際地位，並帶著

更多的青年朋友作出更好的表現。

接著，由青年代表文化大學數學系

陳同學分享在馬德里世青的見聞，在

早上烈日當空，夜裡卻下起大雨的馬

德里，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因為彼

此的信德共融，讓他大開眼界。

沈政務次長闡析，教宗本篤十六世

於2009年派相當資深的董高樞機主教

為特使，來台主持天主教在台開教150

周年閉幕彌撒，顯見教宗對台灣的重

視，沈政務次長並以屏東萬金聖母聖

殿上的題字「奉旨」表示，這是他的

老祖宗沈葆楨對天主教會的貢獻。

最後，與會的青年們合唱此次世青的

主題曲〈Firmes en la fe〉，隨後合照、

享用茶點，並分享彼此在世青的見聞，

在快樂的氣氛中結束此次茶會。

王榮和蒙席晉鐸60周年鑽石慶
加拿大卡加利城華人堂區盛大慶祝

【加拿大卡加利城訊】「我們跌倒

，要再站起來；失敗了，便重新開始

。只要信靠、跟隨天主，甚麼也不用

驚怕！」這是王榮和蒙席在8月13日，

卡加利城華人天主教團體為他慶祝晉

鐸60周年鑽石慶時，他發表致謝詞，

對教友們說的金玉良言。短短的幾句

話語，已將對天主無限的愛及信靠表

露無遺，他更要將這萬分珍貴的恩寵

，提醒教友，使我們一生受用。

王蒙席曾旅居卡城近20年，每年寒

暑假，若工作或時間許可，王蒙席都

會盡量抽空到卡城，一方面小作休息

，另一方面也不忘探望這裡的華人教

友。無論到醫院、老人院、教友家，

只要是需要他幫忙的教友，神父都會

為他們祈禱、祝福，將他的愛心、關

懷分施給這裡遠居海外，卻有幸遇上

這位熱心愛主愛人的慈愛神長。實在

感謝天主的恩賜！

近20年來，教友們當然和王蒙席已

成為亦師亦友的「自己人」！今年欣

逢王蒙席晉鐸60年，也是他老人家88

大壽，卡加利華人堂區，特別是國語

組的弟兄姊妹們，已在好幾個月前開

始籌備王蒙席晉鐸60周年

鑽石慶典。慶祝會在8月13

日，也是堂區慶祝聖母升

天的同一時間，因為王蒙

席特別孝愛聖母瑪利亞，

我們將王副主教晉鐸鑽石

慶的喜樂和感恩，誠意獻給我們敬愛

的聖母媽媽！

聖母升天瞻禮慶典當天，感謝天主

的眷顧，天氣非常睛朗。王蒙席和他

在美國的胞弟王榮勤神父，以及卡城

華人天主堂主任司鐸阮明聰神父，帶

領教友約300人之多，一同在去年新建

成的聖母岩前誦念玫瑰經，而青年們

更以美妙的舞蹈，配合〈聖母頌〉獻

給聖母媽媽呢！

接著便是在聖堂舉行彌撒聖祭，由

王榮和蒙席主禮、王榮勤神父和阮神

父共祭，神聖莊嚴的禮儀，讓教友們

都沉浸在祈禱與共融的平安喜樂中，

一同讚美天主，感謝天主無限的恩寵

，賜給我們很好的牧羊人，帶領我們

更認識天主，認識聖母，認識教會，

成為熱心的教友！

王蒙席晉鐸60周年慶祝晚會，教友

們都興高采烈參與這個難得見證的盛

事。有青年舞獅助慶，打鑼打鼓的奏

樂聲，增添不少熱鬧氣氛。接著是神

父們切金豬和蛋糕，設計別出心裁的

蛋糕，上面刻有十字架、聖爵和念珠

。晚餐非常豐富，教友們一邊飽享美

食，一邊觀看介紹王蒙席的短片，其

樂融融！（見上圖，加拿大卡加利城

華人堂區提供）

更有表演節目，其中包括鋼琴演奏

、唱歌、舞蹈及笑話，十分精彩！神

父們與則濟利亞聖詠團一同大合唱〈

高山青〉，全場教友都手舞足蹈的加

入行列，將整晚氣氛帶至高潮。

晚會在感恩氣氛中結束，我們全心

感謝天主，看禮堂內充滿溫暖；我們

高聲同唱：「主，祢的聖愛像海洋。

」感謝天主賜給我們信仰及善牧，祈

求天主繼續降褔王蒙席，恩寵滿溢！

擘餅

▼

小耶穌與聖體聖事／吳若望修女油畫

▲擘餅的旅程／來自義大利的聖體聖事海報

【台北訊】國際明愛會來函迫切呼

籲全球明愛響應，救助在衣索比亞等

鄰近遭乾旱飢荒的災民們！這是60年

來最大的一場災難，有400多萬名災民

在缺水、缺糧的飢餓中等待救援，預

算大約需要美金214萬9,143美元！

明愛會首先要紓解災民家庭的乾旱

問題，明愛會負責為6500名災民提供

食物及水，特別以婦女及幼童為優先

。明愛會也要幫助村莊建造小水壩、

建蓄水池、引水渠等措施，阻止溪水

快速流失。明愛會現以卡車由遠處載

水至各村莊淨化後飲用。明愛會並分

發送特殊的種子給災區，這類種子適

合乾季播種，並教導災民耕種技術、

畜牧方法，以備應付未來的乾旱期。

衣索比亞明愛會與國際明愛會密切

配合，努力執行緊急救援，更需要大

家的支援參與！台灣明愛會誠懇呼籲

您，將一餐的費用捐獻來救命！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143701（請註明：為東非乾旱）

明愛會呼籲
賑濟衣索比亞旱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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