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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籌備會     
   譯／主教團秘書處   圖／錢玲珠提供 

【雪梨－台北－高雄訊】聖家獻女

傳教修會及聖家善會的雪梨分會、新

北市輔大分會、台北分會及高雄分會

，在2011年12月30日的聖家節，分別

舉行慶祝感恩彌撒暨新會員入會典禮

，場面熱鬧溫馨。

聖家節當天雖然是上班日，但雪梨

分會的修女及會員約有百餘人，仍排

除萬難趕到西區的聖堂隆重慶祝聖家

節，同時慶祝在澳洲為華人牧靈服務

32年的張素蘭修女發願金慶及接納6位

新會員。

感恩彌撒於下午4時舉行，由亞洲中

心主任劉神父主祭，馮神父及澳洲的

馬神父共祭，雪梨華人牧靈的的開山

元老90高齡的張天樂神父全程參與。

馮神父證道時，邀請每位會員到納匝

肋去看看，學習聖家三聖：效法若瑟

的正直，聖母的溫良慈善，耶穌的順

服，納匝肋是第一個修道院，聖若瑟

和聖母培育了第一位司鐸，我們要學

習聖家建立一個和睦的家庭。

2011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上午

10時，聖家修女會總會長廖金常修女

及黃斌瓊修女、李幸珠修女先到達輔

大淨心堂；谷寒松神父也親自捎來祝

福，聖家善會會員及輔大喜樂小組的

夥伴等110人共聚一堂參與聖家節彌撒

，同時見證21位新會員宣誓奉納匝肋

聖家為楷模，加入聖家善會新北市輔

大分會。彌撒由指導神師，也是輔大

校牧汪文麟神父主禮，同時邀請林之

鼎神父共祭。汪神父在講道時認為重

新省思並發揚聖家精神正是聖家善會

的使命，在團體內服務與學習，在出

生率低下及家庭功能的式微下，應讓

更多人見證善會團體如家人般的和樂

共融氣氛及個人家庭的溫馨。

當天下午3時30分，台北分會於景美

會院舉行感恩祭，由洪山川總主教主

禮，聖言會柏殿宏省會長及耀漢會徐

神父襄禮，第五總鐸區的3位神父共祭

，禮儀中有10位新會員入會，修女及

會員、來賓約百人參與此盛會。（見

上圖，聖家獻女傳教修會提供）

洪總主教在講道中剴切指出，社會

的動盪不安，高離婚率造成少子化；

台灣族群複雜，沒有共同的語言，共

同的記憶。唯有基督的愛是我們共同

的語言，效法聖家的典範，有健康的

家庭，才有健康的聖召。

聖家會總會長廖金常修女在致辭中

表示：聖家善會會員全家一起入會，

全家一起參加活動，已漸入佳境，會

員也開始協助修女的工作。

高雄分會也在12月31日下午2時，

在高雄聖家會院舉行「慶祝聖家節暨

歡迎新會員加入等共融活動」，善會

總會及各支會會員等80餘人與會。首

先由何萬福弟兄帶領誦念玫瑰經；感

恩祭邀請杜武吉神父主禮，于惠霖神

父共祭，杜神父論述「我家就是天主

家」的概念，在慶祝聖家節之際，希

望大家有夢最美，秉持信望愛的精神

，將天國的福音傳揚出去，並舉現實

的事例說明，透過台國語交互運用，

大家都覺得獲益良多。講道後即刻舉

行新會員入會儀式。每年聖家節都是

聖家善會新會員入會的日子，去年4個

分會的新會員合計42人，目前全台已

有會員將近600人。 

共融分享時邀請于神父講福音小故

事，會員帶領的手語帶動跳，均獲得

多次如雷掌聲；餐敘共融，豐盛的晚

餐上桌，大家齒頰留香，讚不絕口；

輔導翁修女致贈愛心蛋糕，做為伴手

禮，快樂賦歸。（相關新聞請見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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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聖事：與基督及其他人的共融

普世同慶聖家節 信仰家庭     出發
IV. 聖道禮儀：
    在聖言內與基督共融
「他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

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他們就

彼此說：『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

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

嗎？』」（路24:27，32）

IV.a. 雙重性：天主聖言的讀經台和生命 
     之糧的祭台

65 從厄瑪烏的故事，我們聽到復活的耶穌責備

兩位門徒沒有充分地讓聖經滋養他們的信

仰：「唉！無知的人哪！為信先知們所說

的一切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
（路24:25）在擘餅時沒有打開他們的眼睛使

他們認出祂之前，耶穌先為門徒打開經書向

他們解釋。換言之，在經書中與祂相遇，和

他們在擘餅的信仰中親自與祂相遇，兩者是

密切相關的。若望福音第6章也指出，領受生

命之糧不能脫離聆聽、信賴和活出耶穌基督

的話語。

66 以色列子民的歷史訴說了一個被天主聖言充

滿活力地帶領之民族的故事。世界是藉著聖

言而受造的。先知們曾說出上主的聖言。聖

言仿如親自臨在。以色列子民清楚地知

道，聖言如同雨和雪，不會空空地回到

上主那裡，必完成被派遣的使命。（依

55:10）在聖保祿的書信裡，聖言也被形容

為充滿活力、主動積極。他把厄弗所的長老

們委託給聖言，由聖言來建立他們（參宗

20:32）。在第四部福音的序言，我們看到耶

穌如何實現舊約對天主聖言所說的一切。耶

穌是「道成肉身」，居住在我們中間（若

1:14）。耶穌──從天上降下的聖言，由聖

經傳遞給我們生命的話語，與祂賜給我們滋

養精神的生命之糧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聖

若望壹書開始時描述宗徒們如何聆聽、看

見、默觀和傳報「生命的聖言」。

67 作為古禮的傳承，每次彌撒都會誦讀聖經。

約於公元150年聖猶斯定(St. Justin)以我們今

天仍很容易認識的詞彙論及彌撒聖祭，他為

感恩聖祭慶典的程序提供了基本的描述，直

到我們今天的世代仍是維持一樣的。他提

到，只要時間允許，就「誦讀宗徒的回憶或

先知的著述」；當宣讀員誦讀完畢時，主席

會口頭指導，並敦促大家仿效這些善表。

68 因著認識基督在聖經中的臨在，很多教父

和大公會議的文本在聖體聖事和聖言之間

都畫上等號。安提約基的依納爵 (Ignatius 
of Antioch) 肯定地說：「福音就是我的避難

所，對我來說，那如同耶穌的肉身」。艾爾

勒的凱撒略 (Caesarius of Arles) 寫道：「告

訴我，兄弟姊妹們，你們覺得那一樣更為重

要：天主聖言，還是基督聖體？如果你們好

好回應，必須毫無懷疑地說天主聖言和基督

聖體同樣重要。因此，如果當我們拿著基督

聖體時是那麼的小心以防從手中掉落地上，

當我們聆聽天主聖言的時候，我們不是應該

以同等的謹慎，不要讓我們想及別的事情以

致於分心走意嗎？疏忽聆聽聖言的罪過並不

輕於把基督聖體掉落地上。」聖熱羅尼莫 

(Saint Jerome) 也把上主的體血與聖經的知識

相媲美：「的確，因為上主的聖體是真正的

食糧，祂的寶血是真正的飲料……我們在世

上的實際生活中擁有這福分，能夠領受祂的

體血，不只在奧蹟中，也是在閱讀聖經時。

我們在天主聖言內汲取的真正食糧和飲料是

聖經的知識。」當然，我們也記得聖熱羅尼

莫著名的句子：「對聖經無知，就是對基督

無知」。梵二對於天主聖言的重要性作了很

多的論述。梵二重大的功勞就是力促「為給

信友們準備更豐盛的天主言語的餐桌，應

該敞開聖經的寶庫，以便使教友們，在

規定的年限內，能夠讀到聖經的重要部

分。」（禮儀憲章51）

69 《彌撒經書總論》使用「桌/台」(table) 的

意象來象徵我們在彌撒時圍繞著天主聖言和

基督聖體、及聖道禮儀和聖祭禮儀的關連：

「彌撒是由兩個部分組成：即『聖道禮儀』

（liturgia verbi）和『聖祭禮儀』（liturgia 
eucharistica）。這兩部分密切結合，形成一

個敬禮行動。的確，信友在彌撒中，享用天

主之聖言和基督之聖體的聖筵，能使他們獲

得教導和滋養。」

70 聖道禮儀的主要部分是取自聖經內的讀經，

讀經之間安排了聖詠。講道、信經和信友禱

詞是這部分的延伸和結束。誠然地，在禮儀

的這部分，我們說了和聽了很多話語，我們

今日的世界言語氾濫，我們很容易感到疲

憊，對話語的意義也變得遲鈍。但是，我們

都有這樣的經驗，若適當的話語在適當的時

機說出，對我們是幫助很大的。話語可以安

慰人、鼓勵人，建立或重修友誼，表達愛或

決心。話語傳達的不僅僅是資訊！它們是人

與人之間建立關係的工具。在耶穌基督的例

子更是如此，耶穌基督在教會誦讀聖言時向

我們說話，臨在於建立共融的聖言中。

IV.b. 藉著天主聖神的力量，聖言「把我 
     們基督化」，使我們合而為一

71 聖道禮儀是重要的一刻，它為這個聚集的

團體提供了與耶穌基督豐富且有力的相遇機

會，在祂的聖言內建立我們與祂，以及與彼

此的共融。這相遇是在聖神的力量下發生

的。當我們讀到《讀經集總論》(4)：「不

斷在禮儀中被宣讀的天主聖言，藉著聖神的

能力，時常是生活的和有效的話語。它表達

了天父的愛，這愛對我們永遠不會失去效

力。」聖道禮儀把我們領進由聖神作工的積

極對話中。的確，聖神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回

應天主聖言，使我們與禮儀慶典中所聽到的

一切結為一體，並且渴望實行聖言告訴我們

的一切（參雅1:22）。

72 聖言是藉著聖神的能力建立的共融，因為，

如果我們開放自己，我們在聖言內與耶穌基

督透過對話而相遇，讓自己「基督化」，意

思是說，在我們的生活中引起某種死亡和復

活；聖保祿指的是死於「舊我」，為要穿上

「新人」──基督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完成天

主在我們身上的計劃（參弗4:22-23）。我

們若與宗徒那透過聖經傳遞下來的見證保持

有活力的共融，聖言就幫助我們更深切地瞭

解我們受洗的身分：「我生活已不是我生

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2:20）

如果基督在我們內生活，那麼我們所有人都

成為一體，「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

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

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3:28）

73 正如我們從耶穌「撒種的比喻」（谷4:1-

20）學習到的訊息一樣，天主聖言是包含天

國力量的。它可以結很多很多果實。整個教

會史中很多重要的事件都是由於人們在彌撒

中聽了聖言而改變了人生方向，由此可見，

在彌撒中所宣讀的聖言，可以在生活中產生

很多巨大的影響。是的，聖言是先知性的，

並且是令人不安的！只要想想安當院長 

(Anthony the Abbot)，我們就明白。當他在彌

撒中聽到當時所宣讀的福音時：「你若願意

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

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
（瑪19:21），他便付諸實行，使得他的生命

完全改變。他成為了教會中隱修傳統的創立

人，這傳統以全新的共融生活為特徵，其後

啟迪了無數團體。同樣的，亞西西的方濟與

聖言相遇後，為革新的方濟運動注入了新的

生命。因此，金口若望 (St. John Chrysostom) 

在初期教會提出的忠告仍然深具價值，他曾

對一些人表達這樣的意見：「當你回家與你

的妻子和兒女在一起的時候，應該拿起聖

經，重新閱讀，重複你（在教會）聽到的聖

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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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們揮灑聖神的光彩    為生命填上美麗的色彩

74 我們可以說，在聖道禮儀中的講道，猶如在

領聖體禮中的擘餅一樣，其目的是要鼓勵我

們接受聖言的真理性──它是天主的聖言，

並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行出來。「講道」一詞

來自希臘文，意謂「親密的對話」或「心對

心的談話」。藉著講道，被宣讀的天主聖言

和聖祭禮儀一同成了「對天主在救恩史奧妙

的工作──基督的奧秘──的宣講。」講道

者或選自聖經的讀經，或另一篇來自常年期

或特定節日彌撒的文本，藉著揭示經文的不

同面向，幫助人們開展對基督心意的領悟，

講道者需要同時考慮到慶祝的奧蹟和聆聽

者特殊的需要。講道的目的是要解釋天主聖

言，幫助人們發現自聖體聖事中與基督和與

其他人共融的「生活藝術」。

75 在每周感恩聖祭中誦念的信經，總括了信仰

中偉大的奧秘，信經就像我們的身分證，以

共同的語言表達我們在信仰內的共融。天主

教教理指出：「以信德去誦唸信經，就是與

天主，父、子、聖神共融，也是與整個的教

會共融，她傳給了我們信仰，而我們則在她

的懷裡信從。」事實上，在初期教會基督徒

的墓穴中可以找到「安息」(in pace）的不同

表達方式，這片語不僅僅表達了為亡者祈求

安息，也宣告了這位亡者在世時是活在教會

信仰的共融中。每一次誦念信經時，我們在

天主聖三內重新肯定我們的信仰，天主聖三

是終極的源頭，是教會共融的典範。教會的

使命是要被世人視為「一個在父及子及聖神

的統一之下，集合起來的民族。」

76 誦念信經後，在信友禱詞中我們為整個教會

的需要和全世界的得救表達我們的祈求。在

信友禱詞中擴展了我們對共融的意識，超越

祈禱團體所在地的樊籬。我們充滿信心地祈

禱，依賴耶穌的應許：「我實在告訴你們，

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

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會給他們成

就。」（瑪18:19）在此我們與耶穌站在一

起，在施恩的君王前，為全人類祈求。代禱

這類型的祈禱方式在古代會堂模式的祈禱中

已可找到，基督徒一開始便把它穿插在感恩

聖祭的慶典中。不要以為參與信友禱詞對所

有人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會要求慕道

者在此時離席，因此能夠成為與基督和與他

人結合的祈禱團體是一種特殊的權利。 

V.聖祭禮儀：
  在聖體聖事中與基督共融

「當耶穌與他們住下吃飯的時候，就拿
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
� （路24:30）

V.a. 與最後晚餐互相呼應  

77 厄瑪烏故事的高峰，路加描述復活的基督實

行在增餅和最後晚餐的相同基本動作。祂

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大家。很清

楚地，路加在此有意表達聖體聖事的意味。

事實上，在聖經內四福音對最後晚餐時建

立聖體聖事的解釋背後（參瑪26:17-35；谷

14:12-31；路22:7-38；格前11:23-2），我

們可以發現一段早在宗徒團體時已流通使用

的禮儀文本，在這文本中概述了耶穌在最後

晚餐的言行。

78《彌撒經書總論》第72號提醒我們感恩聖祭的

禮儀與基督在最後晚餐時的話語和行動是相

符合的，這些話語和行動經由聖經和聖傳傳

遞給我們：

˙在準備禮品時，我們把麵餅和酒水帶到祭 

台前，基督當時拿在手裡的也是相同的元

素；

˙在感恩經中，我們為整個救恩工程感謝天

主，奉獻的禮品成為了基督的體血，我們

彼此共融的源頭；

˙藉著擘餅和聖體，信友雖多，卻是領受來

自同一麵餅的基督聖體和同一杯爵的基督

聖血，一如宗徒們由基督親手領受它們一

樣。

V.b.準備禮品：愛情、感恩和共融的標記 

79 聖祭禮儀開始時，將成基督體血的麵餅和酒

水被奉獻到祭台前。這些單純物質是天主愛

情的標記，它們代表了受造物所得之恩賜的

縮影，這是天主對我們的恩賜，是我們勞動

和創意幫助它們形成。祭品呈獻到祭台，是

沿襲默基瑟德的舉動，「並將造物主的恩賜

交託在基督手中，是基督以祂的祭獻使人類

的獻祭達致完滿。」  

80 餅酒的奉獻與猶太人稱為berakah的祝福文互

相呼應。這berakah祝福不是單純對物件的祝

福禮，而是對天主的隆重讚辭，感謝祂向其

子民所施的恩德和奇事。天主與祂的子民訂

立盟約，使他們結合在一起，這祝福文的讚

辭表達了愛慕和信賴，同時表達了完整地回

應天主的需要。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祂來

與其子民相會並祝福了我們，因此，我們可

以慶祝救恩的奇蹟，感謝天主，讚美祂的聖

名。

81 在彌撒這個時候呈獻的餅酒是一個標記，為

接下來的部分準備我們自己。餅酒將由天主

轉化為其聖子受光榮的體血。然後祂受光榮

的身體將會以食物和飲料的形式通傳給我

們，使我們充滿活力，並結合為一個團體。

在領聖體禮時，我們咀嚼、吞嚥和消化那轉

化為從天上而來的麵餅，因而在某意義上是

「毀壞」它，而它的「毀壞」卻正「造就」

了我們，因為它會在我們與他人共融時使我

們被形塑於基督內。因此在準備禮品時，我

們不只向將轉化餅酒為基督體血的天主的行

動開放自己，我們也讓自己有機會轉化為共

融的工具。在聖爵中加入一滴水，意思是，

我們人類將要與耶穌基督的自我奉獻結合起

來，我們在感恩聖祭中紀念這奉獻，並因著

祂我們合而為一。

82 預備禮品也幫助我們了解到，我們都參與了

「宇宙性的禮儀」，這是整個受造界邁向光

榮天主和轉化世界的終極末世性目標的行

動。感恩（聖體）聖事的目標就是要在此時

此地開始整個宇宙的「基督化過程」，好使

它能被舉揚而崇拜天主，正如聖保祿所說的

「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15:28。事實上

我們用餅酒，這些萬物中單純的元素，提醒

了我們受造物的神聖性。世界不是冷漠的，

不單單只是我們看了認為合適便拿來使用的

原料而已；相反，它是天主的創造，在神聖

計劃中形成的重要部分。與人類相連，它關

聯到我們在天主子耶穌基督內成為天主子女

的召叫（參弗1:4-12）。感恩（聖體）聖事

有宇宙性的特質，德日進已優美地以「宇宙

的頌歌」來撰述感恩（聖體）聖事。 

83 通常在彌撒中，奉獻餅酒之同時我們也會把

獻儀和愛德奉獻帶到祭台前，強調感恩聖祭

和愛人的誡命之間的強力連結。我們知道從

一開始，基督徒便非常關注信仰對社會的重

要性，並開始分享他們所有的物質資源（參

宗4:32），並且幫助窮人（羅15:26）作為他

們共融生命的表達。在第二世紀中葉描述聖

體聖事的文獻中提及為孤兒和寡婦的獻儀，

以及其他因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活在匱乏中

的人。在此我們想到聖猶斯定（St. Justin）

的話，「那些富裕的，和那些願意的，依各

人的選擇而付出。收集後交與主持者，協助

孤兒、寡婦、病者，任何因其他原因被剝奪

資源的人，以及囚犯、僑民，換言之，就是

任何有需要的人。」在這個脈絡中，我們也

可以引用金口若望的話：「如果你希望光榮

基督，當你看到窮人赤身露體時便能光榮

祂。如果你把絲綢和貴重的銅器拿到會堂，

而讓基督在外面衣不蔽體，忍受寒冷，這對

你沒有任何益處。如果會堂裡充滿金光閃閃

的器皿，但基督自己卻忍受飢餓，這對你沒

有任何益處。你鑄做黃金聖爵，卻不為匱乏

者提供一杯涼水。基督，作為一個無家可歸

的異鄉人，流離失所，乞討為生，你沒有接

待祂到你家，反倒擺弄裝飾。」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