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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話》  
朝拜明供聖體的靈修     黃靜儀修女  (神思 第五十八期 二零零三年八月 53-64 頁) 

朝拜明供聖體讓你安全 
    今日，遠比任何時代，人更缺乏安全感！ 
    但在聖體的大愛內，我們就有真正的安全！ 
    聖若望宗徒，在最後晚餐時，因為緊靠在耶穌的胸膛上，因而確知自己「是
耶穌所愛的」(若 13:23)，也因此有能力在其他宗徒均恐懼躲藏時，不怕站在主
的十字架下，並接受垂死基督「托母」之請求。嬰兒躺在母親懷裏，情侶躺在愛
人的懷抱中，就感到極大的安全。在至愛的主的懷抱中，我們更是安全。因為
我們的主是宇宙的君王、是全能偉大的主、是滿有大能的主，衪的愛能提昇我
們，跨越人世間的一切變幻。朝拜明供聖體就是緊靠在耶穌的胸膛，讓你深深
地被主愛所包圍，於是我們再無所懼！於是：就能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一
切。相反，當我們依靠自己的能力保安時，我們就被籠罩著黑暗和污染的世界
所包圍，因而戰戰兢兢，無限焦慮！長期擔驚受怕。 
    很多人都會認為在深更半夜朝拜聖體是一件危險的事。事實是：藉著朝拜
明供聖體的轉化力量，不單能靜悄悄地改變人靈，也能無聲無色改變堂區週遭
的環境。在聖體中的耶穌，比世界所有的軍隊更強而有力，比所有的警察更勇
猛，比所有的保安設施更完備，比所有的醫療物品更完善地保障人。在「教區傷
殘人士牧民中心」的朝拜明供聖體就是一個真實的例子：中心毗鄰著美沙酮戒毒
所，經常有吸毒者在附近出入；而且中心側面斜坡上深長的裂痕，使看見的人
都驚心！然而，凡到中心朝拜明供聖體的人，卻感受到莫名奇妙的安全感。「非
典型肺炎」疫症蔓延，人心惶惶，深恐受到感染，到中心朝拜明供聖體的人士
中，不乏有在疫症深切治療部服務的醫護人員，或住於疫症重災區的人，他們
都異口同聲地見証；每次到中心朝拜聖體，疲弱萬分的身、心、靈都能重新得
力，而且能將聖體醫治的大能伸延到身邊的近人。感謝天主，來中心朝拜明供
聖體的人中，沒有一人或其家人受到感染。中心瀰漫著一片祥和的氣氛，將緊
張及焦慮化解。聖體將復活基督的喜樂及訊息與神力，流入朝拜聖體者的心
中：「願你們平安！」(若 20:21)上主保護的奇蹟卻靜悄悄地臨現於每個朝拜者
身上。(參閱谷 16:17-18；依 42:2) 
 



 聖體的醫治大能 
    教會所承認的首宗聖體聖蹟—— 郎其亞諾於 1200 年前的聖體聖蹟，在 1970
年的醫學鑑証，証明是完整的人的心臟細胞。的確聖體是主的聖心！耶穌聖心是
最細膩、最敏銳的、最能洞悉我們的悲痛及創傷的，而且祂願意醫治我們。看到
我們的心，在尋求人間愛而被扭曲，傷痕纍纍，百孔千瘡，卻偏偏不肯接受衪的
愛，使衪愛人至極的心大受創傷。「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的慈親，
俯身餵養他們，他們卻拒絕皈依我。」(歐 11:4)聖體就是「厄瑪奴爾」，與我們
同在的主，是那俯就我們、擁抱、祝福及醫治我們身、心、靈的創傷的主。我們
不需要妒羨二千年前的猶太人，有主耶穌親臨人群中，進行醫治：人們可以觸摸
衪、瞻仰衪的聖容、目睹衪的慈顏、聆聽衪的聖言。事實是，當人走到明供聖體
的恩寵寶座前，憑著信德也能親睹主的聖容、親耳聆聽衪的話語、觸摸衪的聖心、
而獲痊癒。為此，在明供聖體前朝拜的每個聖時，都成為力量和恩寵，沛降你和
你的家人，親友，堂區，教區和世界。若堂區開放，讓教友可以 24小時朝拜明
供聖體，就是容讓教友隨時隨地能投身到基督跟前，獲得醫治，在聖體內得力。
「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主，因為衪必關照你們。」（伯前 5:7）歷來教會教導
我們，最有效的祈禱方式，就是在耶穌臨現的聖體面前祈禱，讓天主的德能、祝
福和恩寵洋溢。我們要效法聖經上所記載的血漏病婦人，相信只要觸摸耶穌衣服
的繸頭，便會得到治癒。福音上也記載，眾人都想觸摸衪，因為從衪身上湧流出
力量和恩寵。同樣，我們每次朝拜明供聖體，都能被主真正觸動而醫治。聖體比
任何掃瞄更能照明人心靈的毛病，而獲悔改之聖寵。藉著日夜朝拜明供聖體的敬
禮，耶穌打開衪仁愛的水閘，使之澆灌混亂的世界，治療破碎的人類，破碎的人
際關係及破碎的自我形象。我們的破碎並不阻礙衪的愛，因為衪來不是為定罪，
而是為拯救。 (參閱若 3:16-18)。主耶穌也親口說過：「凡父交給我的，必到我
這裏來，而到我這裏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而且
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若 6:37-39)凡拒絕到主的恩寵座前的，不單自己失去
醫治的機會，而且使耶穌為我們哭泣。(參閱路 13:34)  

讓聖體之母領你到聖體台前 
    往往有人問：「明供聖體前可以唸玫瑰經嗎？」實際上，聖母與耶穌是不可
分割的。「聖母領報」是人類救恩史的實現開始，是聖母瑪利亞孕育基督，將救
世主帶到人間。在耶穌苦難時，人類被托於聖母，「看！你的母親！」(若 19:27) 
聖神降臨時，聖母是宗徒之母，教會之母。聖母永遠將人帶到聖體台前，幾乎所
有聖母顯現，都教導神視者朝拜聖體，因為聖母是聖體之母。在明供聖體前恭唸
及默想玫瑰經，是以聖母的心去愛聖體。這樣作，使你在聖體前的時間成最完美
的，因為聖母的愛主的心是人類中最完美的愛，如此渡過的聖時必然悅樂主耶穌
的聖心。 
    事實上，在「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的朝拜明供聖體得以開始及繼續，也
是因了聖母的引領，很多朝拜者均是透過每天頌唸玫瑰經，作 33天奉獻於聖母
無玷聖心的敬禮，而被聖體的愛所吸引。教宗於本年聖週四的牧函，就要求人，
「在聖母的培育下默觀基督」。教宗更強調聖母是「聖體的婦女」呼籲整個教會，
效法她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見牧函 53，55，56，58) 

聖體給你開拓新天新地 
    在這個聖召短缺，牧民工作繁重的世代，獻身者的最大引誘，就是以工作取
代祈禱。然而，正是在今日忙碌的世界裏，能找時間朝拜明供聖體，令這朝拜在
天主眼中顯得更加寶貴和值得稱讚。當我們的教會機構，辦學團體，為了要追上
高科技的服務及質素而忙碌不已時，越來越多的平信徒蒙召守聖時，而且愛上朝
拜明供聖體。自從「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於 1997 年 6 月的聖體聖血節開始
每天 12 小時明供聖體後，發現有很多平信徒，包括不少傷殘人士，不怕交通不
便，長途跋涉，地方簡陋，長時間地靜靜停留在主前，這使人想起福音中「宴席



的比喻」(路 14:15-24)：當原本被請的客人，因忙碌而沒法出席時，那些貧窮的、
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被領到宴席中。正因為我們都是小人物，在社會上
沒有重大的責任或使命，我們有幸去到聖體的恩寵座前，獻上我們為教會，為世
界卑微的禱告。大部份到這裏來的人都是別人眼中不配的人，但卻是天主深愛的
人：傷殘的、文盲的、無知的、失業的、失意的、被遺棄的、性格不受歡迎的，
精神病患者，抑鬱症、自閉症患者，有自毀、自殺傾向的，一般團體中不能苟同
的人，行徑怪異受到質疑的人，在別人心中認為不可靠、不負責任的人，情緒上
有缺陷，沒法建立親密關係的人，有強迫性動作或談話的人，因婚姻的阻擋而沒
法親身領受共融聖事的人…… 
    總括來說，就是社會上所認為沒資格的人！ 
    然而，耶穌聖體歡迎他們，在明供聖體前默默打發的時間，發揮巨大的潛移
默化的力量、耶穌，這真正的精神食糧，靈魂的神醫，祂化腐朽為神奇，使到朝
拜祂的人，不但能接受、擁抱自己生命的苦架，而且也透過致力代禱。關心社會、
關心世界，有能力擁抱他人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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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聖召短缺，牧民工作繁重的世代，獻身者的最大引誘，就是以工作取
代祈禱。然而，正是在今日忙碌的世界裏，能找時間朝拜明供聖體，令這朝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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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明供聖體。自從「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於 1997 年 6 月的聖體聖血節開始
每天 12 小時明供聖體後，發現有很多平信徒，包括不少傷殘人士，不怕交通不
便，長途跋涉，地方簡陋，長時間地靜靜停留在主前，這使人想起福音中「宴席
的比喻」(路 14:15-24)：當原本被請的客人，因忙碌而沒法出席時，那些貧窮的、
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被領到宴席中。正因為我們都是小人物，在社會上
沒有重大的責任或使命，我們有幸去到聖體的恩寵座前，獻上我們為教會，為世
界卑微的禱告。大部份到這裏來的人都是別人眼中不配的人，但卻是天主深愛的
人：傷殘的、文盲的、無知的、失業的、失意的、被遺棄的、性格不受歡迎的，
精神病患者，抑鬱症、自閉症患者，有自毀、自殺傾向的，一般團體中不能苟同
的人，行徑怪異受到質疑的人，在別人心中認為不可靠、不負責任的人，情緒上
有缺陷，沒法建立親密關係的人，有強迫性動作或談話的人，因婚姻的阻擋而沒
法親身領受共融聖事的人…… 
    總括來說，就是社會上所認為沒資格的人！ 
    然而，耶穌聖體歡迎他們，在明供聖體前默默打發的時間，發揮巨大的潛移
默化的力量、耶穌，這真正的精神食糧，靈魂的神醫，祂化腐朽為神奇，使到朝
拜祂的人，不但能接受、擁抱自己生命的苦架，而且也透過致力代禱。關心社會、
關心世界，有能力擁抱他人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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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調 72        默西亞是君王也是祭司               聖詩一0九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6/22、6/23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54 主今日接觸我 124我渴望領主聖體 225 人類生命的道路 

6/29、6/30 207 普天頌揚上主 106 奉獻歌 253 漁人的漁夫 231 跟隨我 



     堂 區 報 告       
1. 本學期主日學將於 6 月 23 日(日)結束。下午 4:00 彌撒中神父將為主日學小

朋友頒發勤學獎學金。暑假期間 7/3-7/7 舉辦暑期兒童生活營，目前有 5

位學員因故未能參加，有興趣參加的小朋友請儘速跟小鐘修女、堂區秘書報

名，並提醒有報名參與的小朋友請於 7月 3日(三)上午 9:00 開始上課。 

2. 6 月 26 日(三)，晚上 07:30 讀經班於原班上課；晚上 8:00 於第四區曾莉慧

姊妹家中家庭祈禱，地址：苓雅二路 82號 8F，歡迎各位教友一同參與。 

3. 6 月 27 日(四)，本周守聖時時間自上午 07:00，至 10:30 聖體降福；晚上

0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6 月 28 日(五)，耶穌聖心節，早上平日彌撒暫停一次，晚上 08:00 舉行耶

穌聖心節彌撒，敬請教友參與。 

5. 暑期活力有氧健康操，7月、8月，每週三、五上午 9：00～10:00 開課，於

德恩樓上課。6月 30 日(日)，彌撒後 10:30 健康操的朋友將於得恩樓【神父快

閃咖啡館】與大家共融，分享歡樂，並熱誠邀請您參與。 

 



玫瑰聖母聖殿第二十三屆傳協理事 
108 年 6 月全體理事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6 月 9日 10 時 15 分                 地點：善工樓 
主席：黃慶中                         紀錄：黃重霖 
指導神師：林作舟神父 
出席理事：蔡文隆、許淑貞、徐朝亮、林新沛、宋耀宗、董佩玲、黃國泰、黃彥鈞、
許琇慈、沈復華、黃重霖、張理利、溫菀禎、魏榮傑、黃凱驛、鄭立倫、蔡玉桃、
嚴瑞能。 
一、 議題討論及決議： 

1. 9 月 29 日重發婚姻聖事準備工作報告（家庭組、明愛組）： 
a. 目前只有 48 對報名，參加親友人數依舊變動中，離原本設定 160 對還有

一段空間。目前僅有 10 幾個堂區報名，請大家繼續邀請符合資格的教友
參與這個活動，七月底會將所有名單確定。 

b. 教宗降福狀申請狀況，預計下周會將目前所有的申請資料確認，將第一
批申請資料送給教區。若是還有其他符合資格的教友申請，依舊協助申
請，但是會趕不上 9/29 活動，將候補發放。 

2. 10 月 27 日 160 週年主保堂慶活動策劃：教區傳協會分配玫瑰堂承辦事項如
下 
a. 遊行-禮儀在高雄展覽館結束後，以遊行方式沿成功路左轉五福路回玫瑰

堂舉行聖體降福。 
b. 聖體降福-禮儀程序、人員、合唱團曲目均由玫瑰堂負責。 
c. 餐會-聖體降福後餐會辦桌由玫瑰堂負責市中路辦桌封街發文申請、廠商

及菜單審核。其餘報名、收費由教區傳協負責。 
d. 九日敬禮-主保活動前九日敬禮於玫瑰堂舉行，彌撒前領經、彌撒後獻

花、堂區服務引導、茶點發放，比照玫瑰堂九日敬禮模式處理。 
e. 九日敬禮中所收的彌撒奉獻將支付神長彌撒獻儀、獻花之花材、茶點等

費用。10/27 主禮由教區負責。 
f. 6/29 教區傳協會議中，會再詳細討論主保堂慶活動。本堂七月份傳協會

議再細分工作分配。 
g. 九日敬禮本堂聖詠團是否需支援。目前教區負責的各善會尚未提出，有

善會提出時再行處理。 
3. 聖母亭整修更換乾燥花。『神父指示』：整修細節已經多次討論，由總務組全

權負責。 
二、 各組報告： 

1. 福傳組：目前慕道班並沒有學員慕道，請大家可以多宣傳，邀請有意願慕道
的朋友來上課。 

2. 聖經組：高雄聖經協會將於 8/18(日)，舉辦查經共融活動。去年本堂報名三
隊參加，今年大概只剩一隊，請教友多多報名參加。 

3. 禮儀組：8月份將舉辦禮儀人員及司琴人員培訓，對象包含學生和一般教友。
正確日期將在討論後公告。 

4. 活動組：10/13(日)，14:15~15:15，將舉辦主保堂慶音樂會。預計以『歷史
巡禮』為主題，採邀約道明會相關的合唱團及本堂聖詠團方式進行。學生青
年及主日學兒童的音樂演出，將另尋日期舉辦。 

5. 明愛組：端午節前一天針對本堂所關懷的六個家庭，發放民生物資，總支出
1,728 元 

三、 副主席報告： 
1. 兩個月前召開區長會議，會議後也及時把會議紀錄給了各區長、神父、修女。 



2. 思考是否可由聖堂主導，在主日彌撒試推行各區主內共融日。負責的該區區
民，將在該主日負責所有的禮儀人員及接待人員安排。目前在主日彌撒後，
德恩樓有神父的快閃咖啡館，也可以是各區區民共融的場所。 

3. 有些友堂，傳協會成員和教友互動較為密切。是否可以在彌撒當中，由傳協
會人員負責堂區報告，讓本堂教友可以認識傳協會幹部，也可以讓教友更清
楚了解傳協會的功能。 

四、 臨時動議： 
1. 聖堂門口人行道破損嚴重，教友進出相當危險，是否可以請市政府進行維修。

『神父指示』：請總務組撥打 1999 向市政府反映這個問題。 
2. 是否可以在德恩樓設置血壓計，讓有需要的教友可以量血壓。『決議』：感謝

黃國泰弟兄提供血壓計。 
3. 6/29(六)，9:00~16:30，教區傳協會將在佳平法蒂瑪聖母堂舉行全體理監事

會議。『決議』：出席人員當天早上 7:30 在本堂集合，開堂車出發前往。 
4. 10/12(六)，9:00~16:30，教區將在明誠中學舉辦運動會，本堂至少需報名

30 位名額，每人保證金 100 元。由主席為召集人，當天參加運動會的教友，
會領到帽子、衣服、午餐。 

5. 本堂志工需要接待參訪團導覽，夏天時聖堂內悶熱，空氣不流通，是否可以
在導覽時，開大門讓空氣流通或是開放冷氣使用。『神父指示』：聖殿是祈禱
之所不是參觀之所，彌撒時間才開啟大門。有團體申請導覽時也不宜將所有
門打開，避免影響在聖殿內祈禱的人。夏天天氣悶熱，為了本堂的導覽志工，
可以在導覽開始前開放冷氣使用，請導覽志工學習如何開啟冷氣。 

6. 7 月份將有本堂兒童生活營及台灣青年日活動，跨越兩個主日，讓傳協會議
開會時間遇到困難，也因應教區傳協 6/29 開會討論主保堂慶細項工作，可以
更迅速的讓本堂傳協及教友得知訊息，七月份常務理事會建議提前到平日晚
上舉辦，可以及時在主日堂區報告中公告。『決議』：七月份傳協常務理事會
議，提前到 7/3(三)，18:00 便當共融，18:30 正式開會。 
 

**新開慕道班開始囉！請大家告訴大家～ 
時    間：7月 7日起每週日 下午 2:30 
地    點：玫瑰聖母聖殿善工樓一樓 
對    象：尚未領洗的親朋好友或是願意再慕道者皆可 
課程內容：尋找生命的活力、開發靈性視力、找到自我昇華的捷徑 
報名專線：(07)282-3860   聯絡人：鐘修女或秘書。 

……………………………………………………………………………………………………………… 
***暑期活力有氧健康操，7月、8月，每週三、五上午9：00～10:00開

課，於德恩樓上課，歡迎老朋友、新朋友一起加入健身的行列，課程

內容為：活力輕有氧伸展健康操，給自己的身體訓練，增強柔軟度，

不容易扭傷，肌力訓練，支撐骨頭，加油，歡迎你，報名相關內容請

洽小鐘修女、秘書或現場報名。 

…………………………………………………………………………… 

***高雄教區聖經協會將於本年8月18日舉辦本年度查經共融活動，歡

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多讀聖經，親近天主。有意報名者請向聖經組

長林新沛或堂區秘書楊宛臻報名。 

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