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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體聖血節 P.195 
讀 經 一 

(這是盟約的血， 

是上主同你們訂立的盟約) 

恭讀出谷紀 

二四，3~8 

讀 經 二 

(基督的血能淨化我們的良心)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九，11~15 

福   音 

(這是我的肉，這是我的血) 

恭讀聖瑪谷福音 

十四，12~16，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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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話》 

    本主日教會慶祝聖體聖血節，其開始是十三世紀比利時籍列日教區的一位茱

莉安修女得到啟示，而建議該教區主教於 1246 年首先在教區內慶祝聖體聖血節。

1264 年，曾在該教區服務過的教宗烏爾班四世，以一封通諭將此禮儀提升到一般

教會節日的層級。最初此敬禮日，普世教會訂在聖神降臨後之星期四舉行聖體聖

血節，許多地方教會在這日子，還會舉行聖體遊行。梵二後的禮儀改革不但把這

敬禮放回在主日舉行，更將聖體聖事從熱心敬禮的層面，肯定為聖事中的聖事， 

是天人共融最重要的途徑。 

    不少分離基督徒，拒絕接受聖職人員重行最後晚餐祝聖餅、酒後，耶穌基督

真實臨在聖體聖血內，而認為那只是一種紀念而已。一位現代神學家則是這樣說

明:「天主真正的臨在並不是魔術，而是天主聖言有效能力所產生的結果。天主

當初創造天地時說:『有光』，就有了光。任何東西，只要天主說一聲，那東西就

存在了。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也具有同樣的大能。當祂說:『復明

吧!』『潔淨了吧!』『女孩， 你起來吧!』『你的罪已經赦免了!』『拿起你的擔架，

起來走吧 I』立刻就有了這樣的結果。因此，在感恩祭中，當司祭說:『這是我的

身體‥‥這是我的血』時，這話也真有同樣的權威。」 

    天主教教理提及：「舉行感恩祭的目的，全是為指向信友藉著共融於(領受)

主的體血，而與基督親密地結合。接受共融(領受主的體血)，就是接受基督;祂

為我們而犧牲自己。」(教理 1382) 

    因此，聖體聖事是耶穌親自祝聖、自我犧牲、願意與人分享永恆生命之愛的

聖事， 是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恩典在時空中不斷的延續，是共融的標記，是

天人合一的不二途徑。所以教會提醒我們：「參與彌撒，不應如同舉行一般的熱

心敬禮，只求恩寵，而應全心投入，參與基督神聖的行動: 聽天主的聖言，向天

主感恩，參與天主的宴席，接受耶穌基督的體血作為我們的食糧，這樣我們就能

日復一日地更與天主結合，更相似衪，亦能在我們所處的世代中呈顯上主的容

貌。」 



    今年聖體聖血節，我們將有望德班的方晨妤、林宥鈞、吳容萱、林雅樂、李

嘉睿、黃冠程、黎祐瑋、黃閔仁、江庭溱、江廷恩、魏睿葶、陳忠義、柯明禮、

羅天懋等十四位小朋友初領聖體。感謝家長們用心的在信仰上的陪伴；修女、老

師們熱心的教導及孩子們認真的學習；並藉妥當的和好聖事，以聖潔的心首次恭

領聖體。讓我們一起祈禱和祝福耶穌最疼愛的孩子們，藉勤領聖體，使天主的聖

寵一生護佑著他們，生活在主的聖愛中。 

 

 

      堂 區 報 告       

1. 6 月 2日（六）06:00 至 6月 3日（日）22:00，為聖體聖血節舉行「40小

時守聖時」，地點於本堂，敬請踴躍參與。 

2. 6 月 3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會全體理事會議，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

開會。 

3. 6 月 3日(日)，聖體聖血節；下午彌撒中為主日學魏睿葶小朋友舉行聖洗聖

事，以及為望德班舉行初領聖體，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行主日學聯合慶祝茶

會，請全體主日學小朋友及小朋友家長一同前往參與。 

4. 6 月 7日(四)，上午 09:30 守聖時；10:30 長青會於善工樓聚會；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5. 高雄教區於 7 月 3至 7 日舉辦第 39 屆中學生夏令營「不疑有祂」，有意報

名請洽中聯會 TE:281-0752。 

 

107 年 6 月份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調2/4                      獻祭謝恩(一)                  聖詠一一五首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6/02、6/03 201 上主庭院 105 隨同神父 117 旅人之糧(二) 332 有主與我同在 

6/09、6/10 211 讓我們來朝拜

上主 
112 奉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66 信賴耶穌心中

就有平安 

6/16、6/17 214 主賜其子民力

量 
254 主今日接觸我 262 讚美生活的天主 217 天主住在我心

中 

6/23、6/24 133 233 124 225 

6/30、7/01 207 普天頌揚上主 106 奉獻歌 320 主啊!求祢差遣我 231 跟隨我 



教宗方濟各勸諭《愛的喜樂》論家庭之愛 

                                         轉載自網路「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第七章                        
 

    雖然有些人認為端莊已不合時宜，但培育端莊行為的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端莊是自然的防禦――保護人的心靈和避免人淪為遭人玩弄的對象。要是不懂得

端莊，人可能會沉溺於情感和性，以至只聚焦於性行為、扭曲愛的不良行為，以

及各種形式的性暴力，使人遭受不人道的對待或傷害他人。 

    性教育往往集中於講解藉著「安全性行為」，好好「保護」自己。這樣的用

語對性的自然生育目標，賦予一種負面的態度，彷彿因此而誕生的孩子是我們要

對抗的敵人。這種思維提倡以孤芳自賞和敵意的心態取代接納。若是鼓勵青年以

其身體和渴望來取樂，猶如他們已經掌握婚姻所要求的成熟、價值觀、彼此委身

和目標，那是完全不負責任的。這樣做會鼓勵他們興致勃勃地視其他人為試驗

品，用來彌補個人的缺陷和極大的不足。因此，性教育課程應講解怎樣以不同的

形式表達愛、互相關懷、保持溫柔和尊重態度，以及學習深入的溝通。這一切都

有助培育他們學習完全和慷慨地交付自己，並藉著公開的承諾和肉身的奉獻表達

這樣的交付。婚姻的性結合是完全奉獻自我的標記，並因過去的經歷而更富有意

義。 

    我們不應誤導青年，使他們混淆，以至條理不分：「性吸引雖然在剎那間會

構成結合的錯覺，但是如果沒有愛，這樣的『結合』只會留下兩個陌生人，彼此

疏離如前。」身體的語言需要耐心的「學習」，為能理解和培育真正的自我交付

的渴望。當我們試圖一次就完全交付時，可能根本什麼也沒有交付。雖然我們應

體諒青年的軟弱和困惑，但這不表示應鼓勵他們繼續以不成熟的方法表達他們的

愛。今天還有誰談論這些事？有誰能夠認真培育青年？有誰幫助他們認真作好準

備，迎接偉大和慷慨的愛？現在的性教育未能正視這些問題。 

    性教育亦應教導青年尊重和欣賞人與人的差異，幫助他們克服自己的不足，

開放自己而接受他人。除了幫助他們克服可理解的個人困難，亦應幫助他們接受

天主創造的身體：「若我們認為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權力，則在不知不覺中，我

們會認為自己對萬物亦享有相同的絕對權力。（……）也須要珍惜自己身為女性

或男性的身體，為能在我們接觸異性時，認出自己不同的身分。這樣我們才能喜

樂地接受另一個男人或女人這份特殊的禮物――天主創造的受造物，使男女能彼

此充實豐富。」只有放下對差異的恐懼，我們才能擺脫自我中心和自戀的態度。

性教育必須幫助青年接受自己的身體，好讓他們不會「因不懂得怎樣應付，而試

圖消除性別的差異」。 

    我們也不應忽視一個事實：當我們塑造自己作為男人或女人的身分時，不僅

受到生物學或基因的影響，亦關乎許多其他因素，如性情、家庭背景、文化、過

去經驗、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朋友、家人和他們所敬佩的人所發揮的影響，還有

其他需要人們適應的具體環境。我們確是無法隔離天主的創造工程中的男女之

別。這分別存在於我們所有的決定和經驗發生之前，因此我們不可能漠視生物學



的因素。然而，男女之別也確實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丈夫的男性特質可以有

彈性地適應妻子的工作環境；男人分擔家務或協助照顧子女，並不會因此削弱其

男性特質，更不代表他是失敗的人，也並非屈辱或羞恥。我們應教導孩子明白這

些健康的「角色交換」是正常的，不會有損父親的尊嚴。刻板的區分只會過分強

調男性或女性特質，無助教導兒童和青少年將之融入現實的婚姻生活。這種刻板

的區分會妨礙個人能力的發展，以至認為投身藝術或舞蹈事業不符男性特質，或

是女性不適合擔任領導角色。感謝天主，這些情況已有所改變，但在某些地區，

依然存在一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妨礙人們合理地運用自由，也妨礙孩子的身分及

其潛能的真正發展。                                                                                            

                                                                                                             (待續) 

 

§ 2018 年 5 月份大事錄 § 

5/06(日) 1.10:30 於善工樓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 

         2.14：30 主日學小朋友提早慶祝母親節於天主教中心二樓舉辦「慶祝

母親節表演大會」。 

         3.16:00 山西朝聖團 27 位參與彌撒。 

5/07(一) 10;30 大坪林聖三天主堂 65 人參訪。 

5/16(三) 9:00 嘉義同濟中學 43位參訪。 

5/20(日) 9:00 台東寶山/福建堂神父帶領８０位教友參與彌撒。 

5/21 (一)~ 5/25(五)每日 15:00 於真福廳為新亡者麥文政弟兄(聖名本篤)舉行

追思彌撒。 

5/26 (六) 1.10:00 安紫瑜姊妹與吳家齊先生於本堂舉行婚禮彌撒。 

          2.14:00 為麥文政弟兄(聖名本篤)舉行殯葬彌撒。 

5/27(日) 1. 06:00 大陸朝聖團參與彌撒。 

         2.上午彌撒後於德恩樓舉辦共融講座，高科大、高餐大人文藝術講師: 

           陳美芬老師，主題:「德國世界文化遺產被鞭打的基督--衛思教堂」 

5/29（二）15:00 高雄餐旅學院 2位學生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