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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志榮神父   
　圖／路透

【梵蒂岡電臺訊】教宗本篤十六世9

月22日至25日，在德國展開第21次國

際性牧靈訪問，這一次也是他作為伯

多祿的繼承人第3次回到他的祖國。4

天的活動很緊凑，教宗前往柏林、愛

爾福特和弗里堡等3個教區牧靈，但

活動範圍並不僅限於天主教會，因為

教宗也是應德國總統武爾夫的邀請，

所進行的也是國是訪問，並且應德國

聯邦議院主席邀請，在聯邦議院發表

演講。此外，教宗也要會晤猶太教和

穆斯林團體的代表，到愛爾福特馬丁

路德生活過的奧斯定會隱修院，與信

義宗福音派教會的成員一起舉行大公

禮儀。

教宗的座機9月22日上午10時15分

，在柏林國際機場降落，德國總統武

爾夫和總理默克爾女士在座機的扶梯

下親自迎接教宗，其他政界人士和教

會領導人，柏林教區總主教韋爾基同

輔理主教、德國主教團主席弗里堡教

區卓利希總主教率領的一個教友團體

也到機場迎接。當教宗出現在機艙門

口時，響起21響禮炮表示歡迎，幾名

兒童走到教宗面前，獻上鮮花，教宗

滿面笑容，親切地表示謝意。（見上

圖，路透）

德國官方歡迎教宗的儀式不在機場

，而是在總統官邸，即柏林的觀景堡

舉行。這座宮樓建於1785年，是皇帝

費德里科的么弟費爾迪南多親王的

住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毀壞，

1959年重建，作為聯邦總統的官邸。

與宮樓相連的英國花園，係由英國王

室出資，於1952年重新修建整理。歡

迎教宗的儀式就在花園內舉行。

教宗乘座車抵達觀景堡時，武爾夫

總統偕其第一夫人已在那裡迎候。（在

歡迎儀式中，武爾夫總統首先向教宗

致詞，他說很高興看到教宗回到自己

的家。然後，武爾夫總統將話題轉入德

國的歷史，強調這段歷史與基督信仰

密切交匯。他列舉出上個世紀幾位信

仰的偉大見證：朋諤斐爾、埃迪特·施

泰因和利希騰貝格，他們因反對無視

於天主的暴政而付出生命代價。他又

說，若沒有基督信仰價值觀和波蘭天

主教工人作出的努力，沒有教會和若

望保祿二世的支持，促成德國再次統

一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

武爾夫總統接著說，在目前多元化

社會中，信仰不再被人作為指明方向

的燈塔，它需要得到肯定。他提到，

數百萬名德國基督信徒為世上的窮人

所作的貢獻，為此，他感謝教會和本

篤十六世。他說，在德國，教會和國

家政教分離，但教會不是一個另類社

會，她生活在人群中，回答人們的許

多疑問。最後，武爾夫總統對天主教

會在德國開啟的對話進程，以及本篤

十六世在愛爾福特與信義宗福音派教

會人士會晤，表示讚賞。

教宗在接受歡迎儀式的致詞中首先

感謝武爾夫總統的邀請。這是他此行

發表的第一篇講話。他也向德國聯邦

政府、議院和參議院，柏林市政府以

及籌備他這次牧靈和國事訪問的人們

致謝。教宗強調，儘管他這次的國是

訪問是為進一步加強德國與聖座之間

已存在的友好關係，他回德國訪問的

主要目的，不是為達到特別的政治或

經濟目的，而是為與人們見面，並與

大家談論天主。

教宗指出，我們正在見證對宗教信

仰逐漸冷淡的社會，這個社會認為，

真理是作決定的阻礙，因而，優先從

功利上考慮。教宗指出，人類共同存

在需要有一個具黏合性的基礎，否則

，人類就會變得十分個人主義化。宗

教，就是成功社會生活的一個基礎。

教宗引用了一位誕生於兩個世紀前

的社會改革者，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所說的：「正如宗教信仰需

要自由，自由也需要宗教信仰。」這

句話至今仍然十分切合時宜。

教宗指出，有一些價值是絕對不能

被操縱的，這樣，我們的自由才有保

證。當人感到對真理和善有責任時，

他會立即同意這個看法：只有在對更

大的善負起責任時，自由才能有所發

展。善，是為所有人而存在；也因此

，人必須時時關心他的近人。人與人

之間不建立關係，便不能度自由的生

活。

「在人類的共生中，沒有休戚相關

的關係，自由是不可能的。」教宗強

調。人的行為若損害到他人，這不是

自由，而是害人害己的罪惡行為。只

有運用自己能力去為他人謀得利益的

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不僅在個人

層面如此，在社會層面也是如此。

在結束他的致詞時，教宗提到了德

國的歷史，儘管曾有黑暗的時刻，仍

然能讓人們從中汲取教訓。德國有今

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謝自由的力量，

這份自由是在天主和彼此前所負起的

責任而形成的。在一個需要深入文化

革新和重新發現基本價值的世界，需

要有負責任的自由，好能去建設一個

更美好的未來。

歡迎儀式結束後，德國總統武爾夫

陪伴教宗進入觀景堡宮樓，兩位領袖

舉行了私人會談。武爾夫1959年在奧

斯納布呂克出生，曾是執業律師，是

基督民主聯盟的成員，2010年當選總

統，已婚，有一個兒子。

與德國總統會談之後，教宗又乘座

車抵達德國主教團在柏林的所在地，

與總理默克爾女士舉行了非常親切

友好的會談。默克爾女士在近日歐洲

經濟危機中主張採取強硬措施，她於

1954年出生在漢堡，父親是信義宗教

會的牧師，母親是英語和拉丁語教師

。默克爾女士獲得萊比錫大學物理學

博士學位後，從事物理化學的研究工

作。柏林圍牆拆解後，投身政治，加

入新成立的「民主覺醒」黨和基督民

主聯盟，自2005年11月起擔任聯邦總

理，2009年連任。

教宗9月22日下午有3項活動：在柏

林的國會大厦向聯邦議員發表演講；

然後與猶太人團體的代表會晤；最後

在傍晚6時30分，在柏林奧林匹克運

動場為當地信友舉行一台感恩祭。  

聖體降福的故事

若說我是因看到一次聖體降福而進了天主教會，

亦不為過。這話怎說呢？試把這個小故事從頭

說起。我的故鄉，安徽貴池縣，亦稱池州府，是個小

文化城。南門外有奇山，是個旅遊勝地。岳飛來過奇

山的翠薇亭，留下一首詩，刻在一處石壁上：「經年

塵土滿征衣，得得蹄聲上翠微，好水好山玩不盡，明

月催乘馬蹄歸。」杜牧從山上往下看，詩興大作，寫

了一首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

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西門外有杏花村

，北門外有百雅山，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景色，我小

時常去這些地方玩。

我家住在南門的一條街上，離家不遠，有一座福音

堂，我們孩子有時進去聽牧師講道。記得「有人把屋

子建在沙灘上，有人建在磐石上」的道裡，最初就是

在福音堂聽到的。母親的娘家劉氏是一個大家庭。

過年過節她都帶我到那裡去/過節。劉家在北門牌坊

街的末稍，離天主堂不遠。一天午後，我們幾個孩子

到天主堂去玩。這時，大約是下午3時左右，恰好有

聖體降福。我們進到聖堂裡去看，發現跟福音堂很

不一樣。祭壇上有鮮花，有點燃的蠟燭，還有6個孩

子，每人持著美麗的燈架，緩步走出，虔誠地站在兩

邊。

最引人矚目的是祭壇下面中間的那個外國人，身

上穿著金繡大衣，對著祭壇一會站，一會跪，最後一

次還大聲唱歌。唱的好像是「讀外國書目」（聲調是

Tribue quaesumus）。只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別的地方是看不到的。之後，不記得是怎樣作的決定

，要跟母親一起到天主堂去學道裡。我在男堂，跟傳

教員洪大發弟兄學，母親在女堂跟

獻堂會貞女學。1年後，大約是1937

年4月14日，我們母子兩人同一天領

了洗，她聖名瑪利亞，我聖名馬爾谷

。天主帶領人認識祂和祂的教會，就

是這樣神奇，有誰知道祂的路呢！我

進教的緣起竟因看到聖體降福。

不久，我進了小修院。西班牙耶穌

會神父教授拉丁文一級棒。在小修

院打下的拉丁文基礎，是以後學其

他外語的最好準備。至今我唱拉丁

歌，背拉丁歌，毫不費力，只覺其味

無窮，樂此不疲。其中，聖多瑪斯為

聖體聖事所寫的許多聖歌，信理和

熱情兼容並包，澎湃洋溢，最能幫助

我們拜聖體時運用。如〈我今虔誠朝

拜〉(Adoro te devote)，共有7段詩節

，一步步把這至聖奧蹟的內涵說出，

再以滿懷熱情表達我們的感恩和朝

拜。拉丁詩的形式把中文的七絕和

五絕兩種詩體合併著用，一句七字，

一句五字，非常有趣。原有拉丁文詩

節與中文詩譯對照如右：

一如上說，在此所抄錄的三段詩

節，是聖多瑪斯所寫的第1、3、7三

段。餘下的2、4、5、6四段，為整個

有關聖體的道理，也很重要，而同時

與之相應的朝拜和感恩之情的表達

，也是在聖體前的適切態度和默觀

祈禱。下面我仍以七五字句的譯法

試著譯出，以配合拉丁文的樂調。譯

完這四段詩節後，再從第一詩節到

第七詩節，逐節予以神學和靈修的

解釋，作為朝拜聖體的詩歌。

第二段
視覺、觸覺、味覺，都不能體驗，只聽主之聖言，

才得以相信；我信祢是天主子，連所行所言，沒有比

真理之言，更值得相信。

第四段
喔、主的聖死，永久之紀念；祢是生命之糧，給人

真生命；求祢使我身心，靠祢活一生；並常在祢那裡

，品嚐主甘甜。

第五段
雖不像宗徒多默，親見主五傷，祢是真實天主，我

心口稱揚；教我日復一日，加深信靠祢，以祢作我希

望，愛祢永無疆。

第六段
以血育幼靈鳥，耶穌我恩主，求以至聖寶血，滌淨

我罪污，一滴寶血神效，拯救此塵寰，所有人間罪孽

，一筆勾消完。

眾所周知的是，聖多瑪斯智力高超，分析仔細，說

理透明，天地人物，經他一解說，清清楚楚，令人如

卸重負，心情為之一爽。很難得的是，同一個聖多瑪

斯，在寫有關聖體聖事的許多詩歌時，又表現得熱情

奔放，用各種語詞、比喻、隱喻、暗示等，說出他的

仰慕、感恩、熱望，以及對普世人類的關懷和代禱。

此外，他是用對禱方式，向聖體聖事中的主耶穌說話

，以信德體驗麵酒形下的大愛化身，說出他的信、望

、愛，和對救主的感恩圖報。深信這不只是他個人的

祈禱，也為我們提供了極有效的祈禱模式。下面略

作神學和靈修淺釋。

這七段與主耶穌的對話，循序漸進，一步步說出虔

誠、朝拜、信德、驚嘆、奉獻、委順、懺悔之情。這

是第一段詩節的主旨。中譯最後兩句：「因瞻望爾奧

蹟，心喜不自主。」把原文的消極語句，譯成了積極

的句子。唱起來很順口，不過拉丁原文的懺悔心情不

復存在了。那兩句是：「因為小視你的人（指不信聖

體奧蹟的人），將失去一切。」(Quia te contemplans 
totum deficit)。這不是指責別人，而是自認信德的不

足。信的越多，得的越豐。完全不信，就失去一切。

反省一下我們教會對感恩祭的重視，的確是如此。

人的心身合一存在，是造物主的傑作。身體的五官

把有形世界傳入人的精神界。這一輸入的後果及其

以後的操作使人有智愚之別。不過信德是另一範疇

。智愚都能信，而信是由聽得來的。在這面對聖體

的第二段禱詞裡，聖多瑪斯明言五官中，只有聽覺

與信有關，其他的感官，像視覺、觸覺、味覺（不提

嗅覺）都幫不上忙，或發生不了作用。在基督信仰

裡，由於新舊約聖經的啟示，的確把聽（覺）說得非

常重要。以色列最大的誡命就是以「聽」開始的：「

聽啊，以色列」（申6:4）。保祿也說：「未聽到祂

，怎能信祂呢？」（10:14）耶穌在聖體中的臨在，
是許多信理中的一項，特別被稱為「信德的奧蹟」（

成聖體後的宣報）。

第三段禱詞繼續解釋這一奧蹟。當日釘在十字架

上的耶穌，把自己的天主性隱藏起來，目前在聖體

中，連祂的人性也看不到。所能看到的只是餅和酒

的形像。不過耶穌在建立這「聖事中的聖事」時，親

口說過：「這就是我的體，這就是我的血」，我聽了

，我也信，並宣揚開來，既信又講：耶穌是真天主，

又是真人：「二者我皆信仰，二者並宣揚。」最後還

要像一同被釘十字架的右盜一樣，求耶穌在他的王

國裡「記我一念！」：「緬懷我於爾邦，如右盜所望

！」這樣把信理和史實連在一起，不單翔實可靠，並

且生動感人。

餘下的四、五、六、七段，因為篇幅空間不夠，無

法多講，只略提每段主旨：四、聖體是耶穌聖死的紀

念，祂的死帶給我們新生；五、耶穌身上的五傷，會

增加我們的信、望、愛；六、以血養子的神話，耶穌

使之成為事實；七、最後的祈禱：在世只憑聽和信

，將有一天，可以親眼看見至愛的主。這不是奢望，

而是主自己的許諾：「我們必要像似祂，因為我們

要看見祂是怎樣。」（若壹3:3）那時信、望都不需
要了，只有一個愛。這是聖多瑪斯所求的，我們拜

聖體時，也不妨作同樣的祈求。

國際聖體大會2012 熱身報導系列 6

謝 啟

榮和於今年10月2日晉鐸60周年

，本堂基隆和平之后堂全體教友，

在傳協會及聖母軍領導之下，於9

月17日（星期六）為榮和的晉鐸鑽

石紀念提前舉辦感恩聖祭和一系列

的慶祝活動，由台北總教區大家長

洪山川總主教主持大禮，台中榮休

王愈榮主教及30多位神父共祭。修

會的神父、修女們也在百忙中前來

祝賀。當日活動盛況空前，恩友們

都盡心竭力、出錢出力。榮和感動

至深，由衷申謝，無以回報，謹借

天主教周報表達無盡謝忱，並祈求

天主恩佑大家，聖母特愛。

                                           

                     末鐸

王榮和 敬上

2011年9月20日

教宗德國牧靈訪問 總統和總理機場親迎

1 我今虔誠朝拜，隱形之天主，
主在麵酒形下，隱藏真面目，
我之心靈全部，唯有爾是屬，
因瞻望爾奧蹟，心喜不自主。

Adoro te devote, latens Deitas,
Quae sub his figuris vere latitas : 
Tibi se cor meum totum subjicit, 
Quia te contemplans totum deficit.

2 眼見手摸口嚐味，引我入迷途，
獨有耳能聽正道，我乃成信徒，
一切吾主之聖訓，信之深且固，
上天下地之真理，從祢口中出。

Visus, tactus, gustus in te fallitur,
Sed auditu so1o tuto creditur:
Credo quidquid dixit Dei Filius:
Nil hoc verbo veritatis verius.

3 昔者十字架上，天主性隱藏，
今在麵酒形下，人性亦不彰，
二者我皆信仰，二者並宣揚，
緬懷我於爾邦，如右盜所望。

In cruce latebat sola Deitas, 
At hic latet simul et humanitas :
Ambo tamen credens atque confitens,
Peto quod petivit latro paenitens.

4 雖不能像多默，見主的聖傷，
但我也要歡呼，宣佈我信仰，
「我主，我的天主！」求賜我熱腸，
常有信望愛三德，日後得榮冠。

Plagas, sicut Thomas, non intueo
Deum tamen meum te confiteor :
Fac me tibi semper magis credere,
In te spem habere, te diligere.

5 噢，生活之糧-主死亡的紀念 
能給人帶來生命，
求使我一意為祢生活，
並常在祢身上得美好體會。
               (吳新豪神父譯)

O memoriale mortis Domini,
Panis vivus vitam praestans homini,
Praesta meae menti de te vivere,
Et te illi semper dulce sapere.

6 主、耶穌，良善的鵜鶘鳥。
請用祢的血來洗滴我污穢。
祢一滴血使人得救，
療癒世界創傷。  (吳新豪神父譯) 

Pie pellicane Jesu Domine,
Me immundum munda tuo sanguine,
Cujus una stilla salvum facere
Totum mundum quit ab omni scelere.

7 耶穌我今仰瞻，爾掩障形像，
一心虔恭求爾，滿全我渴望，
日後揭開帳幕，享見主榮光，
面面相對瞻仰，歡樂永無疆。阿們

Jesu, quem velatum nunc aspicio,
Oro fiat illud quod tam sitio :
Ut te revelata cernens facie,
Visu sim beatus tuae gloriae. Amen.

我今虔誠朝拜(Rhythmus S. Thomae Aquinat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