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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當面對非理性宗教意識型態指責「贖罪卷」，我們

如何理解「大赦」是天主的仁慈，並清晰和善的回

應?  

    從前面的介紹，可以看到教會一直都有將大赦

賜給慷慨捐助窮人，熱心教會和社會公益，譬如捐

錢興建學校、聖堂、醫院等公眾事業的信友這傳

統。教會的用意原來是好的，因為這是教會肯定這

些熱心善工的價值。萬萬想不到這措施後來竟被濫

用，引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以致一發不可收拾，有

馬丁路德事件的出現。 

    問題的引發者，是被教會委派收集信友捐獻的

神職「哀矜收集員」（Questores）。這些人因為長

期要處理大量金錢，漸漸抵受不了誘惑，忘記了自

己的身份和職責。尤其忘記了，教會把大赦賜給捐

錢的信友，本來的宗教、靈修、信仰目的，教會並

非在從事物質或利益上的交易。他們開始利用大赦

謀取私利，最終導致另一個更嚴重的幣端，買賣聖

職的出現。 

前面提到，由於濫用大赦，而引出路德事件，那時

是十六世紀初。因為要修建羅馬的聖伯多祿大殿，

教廷為了要應付龐大的支出，一如過往一樣，鼓勵

信友慷慨捐助，給予捐獻的信友大赦，凡自動捐獻

而又作其他善工的人可以得一次大赦，當時生活在

德國的奧思定會會士馬丁路德（1483-1546）對此

非常不滿。 

    1516 年起，路德開始著文反駁教會有關大赦的

教義及做法。他的論點是大赦並非幫人避免罪過，

而是寬免罪罰。寬免的方法又並非天主的仁慈，卻

是一個以金錢換取回來的外表行為。翌年，1517

年，路德事件進入高潮，他發表著名的「95 條論

題」，反對教會有關大赦的施行和神學論據，即反

對基督給予教會權力，讓她可以把祂的功勞分施給

信友。同時否認教宗對煉獄靈魂有任何權力，並指

摘羅馬教廷唯利是圖。 

    別以為教會對濫用大赦或有關問題及錯誤，一

直視若無睹，要等到路德振臂一呼才如夢初醒。事

實並非如此，路德事件出現前 300 年，即大赦實施

後 120 年左右，教會已開始不斷為處理大赦引起的

問題，被濫用或其他錯誤，而作出回應，下面是其

中一些例子。 

     首先是 1179 年的第三屆拉特朗大公議會，教

會對否認大赦價值的華度作出指摘（Pietro Valdo 

di Lione），之後教宗盧思奧三世（1181-1185）以

絕罰處罰了跟隨華度的人。1215 年的第四屆拉特

朗會議會，則對那些毫無原則，胡亂及非理性地將

大赦給信友的神職，作出嚴正的譴責，清楚指出他

們無抑制地頒發不合理及過度的大赦，只會使人輕

視教會釋放與束縳的權力，同時使悔罪行動中的補

贖喪失其力量。因此，負責收集哀矜的人，應該曉

得節制及有所保留。 

十六世紀的特利騰大公會議在這方面的思想更為清

楚。大公會議除了斥責濫用大赦的不是外，尚明確

地在有關大赦的定義、本質、目的及形式等論題

上，作出非常清晰的指示。 

     針對濫用大赦一事，1562 年第廿一次會議這

樣說：「自拉特朗（1215）、里昂（1245）及維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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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赦 (二)  



（1312 於法國舉行）等大公會議，至今幾個世紀

以來。教會曾採用多種果斷方法，打擊哀矜收集員

濫用大赦。信友亦因這些收集員的詭詐，而怨聲載

道。縱然如此，濫用大赦一事依然與日俱增，讓人

覺得好像沒有任何希望何以把這惡行消滅。大公會

議有見及此，決定從這一刻起，在整個教會內，全

面廢止哀矜收集員的名稱及工作。為了使信友可以

繼續享有大赦的恩典及其他聖寵，今後各地的主

教，在兩位教區參議會成員的協助下，可自行決定

並公佈施放大赦的時間。這兩位教區參議會成員，

同時可以用最謹慎的方法，收集信友的哀矜，及為

其他愛德工作的捐獻。這兩人絕對不能收取任何報

酬。如此一來，所有人都會明白，教會並非為金錢

利益把天主恩寵的寶庫開放給信友，卻是為他們聖

德的成長」。 

     一年後，1563 年 12 月 4 日第廿五次會議中，

特利騰大公會議再就教會頒大赦的權力及紀律問

題，作出以下的聲明：「教會頒發大赦的權力是基

督所准許的，自遠古年代起，教會一直都行使這個

得到基督允許的權力。為此之故，此聖神主教會議

訓示並命令繼續保持行使這項權力。然而，為了避

免因過份輕易取得大赦，而致破壞教會的紀律。大

公會議希望有關方面在頒發大赦時要知節制，依照

古老的做法，同時先獲得教會的許可。此外，過去

某些人妄用了大赦及做出其他的錯誤，而使大赦這

美麗的名詞被異諯者所辱罵，大公會亦希望在這方

面作出補救及更正。大公會議以此法令，廢除所有

以金錢買賣大赦的卑鄙行徑，這種做法在整個教會

的子民中引來無數惡習。為了使所有信友都是以熱

心的修行和聖德，而非藉貪賄賂獲得大赦的恩寵，

羅馬教宗將以祂的權力及明智，制定在這方面對普

世教會有益的指示。」

 

(2) 教義 

   (a) 定義及本質 

     「大赦」譯自拉丁文 Indulgentia。從字

源學上說，indulgentia 有希望別人好，寬大，

仁慈，  原諒等意思。 

    從教會的教義及訓導來說，《聖教法典》第

992 條對大赦有以下解釋： 

「大赦是在天主前赦免己蒙寬恕罪過的暫罰。教

會身為救贖的分施者，以其權力，將基督和聖

人們的補贖寶藏，分施並應用於信徒，因此信

徒藉著教會，如善作預備並滿全所規定的條

件，便可獲得大赦。」 

     由此可見，教會給予大赦的神學基礎，是

諸聖共融（或諸聖相通功）這端教義。根據諸

聖共融的道理，天主聖父的每一個子女，都在

基督內，並藉著基督，與其他弟兄姊妹結合一

起，成為基督的奧體（Mystical Body of 

Christ），最後終成為一個獨一的奧秘位格

(Mystical Person，參看格前 12:12-13; 弗

4:16）。 

    在諸聖共融中，教會現今同時存在的三個部

份：已進入光榮中的天上的教會，於世上的旅

途中的教會，和在煉獄中淨化的教會，共同構

成一個身體，這身體的頭是基督，信友則是聖

神所養育的各個肢體。 

     聖神不但把信友結合成為一個身體，祂更

是教會的靈魂及支持者。是祂使一切屬於教會

的人，包括已離開這個世界的信友，都能夠共

同分享到教會所擁有的一切恩典。因為「旅途

中的人，和安眠於主內的弟兄們之間的共融，

絕不會中斷。相反，根據教會永恆的信仰，這

共融因為神恩的共有而更為穩固（教會憲章 49

條）。」 

     給予生者和死者的大赦的效果，來自兩個

寶庫（Treasure）。一個是基督以自己的血及功

勞，為我們在父前賺取得，這寶庫不但無限，

而且永不止竭。另一個同樣大得無法估計，且

萬古常新的，來自聖母瑪利亞及所有聖人的祈

禱和善工（參看保祿六世，《大赦的教義》，5

條，1967 年 1 月 1 日）。 

大赦到底赦什麼？大赦赦的是罪帶來的暫罰。因

此，要了解大赦，先要把罪和因罪而得的罰分

清楚。 

 【未完待續】 



      堂 區 報 告       
1. 本週「聖言日三章」讀的是約納、米該亞、納鴻、哈巴谷、索福尼亞、哈蓋先知書。 
2. 12 月 13 日(日)，晚上 7:30 高雄教區第三總鐸區於左營蓮池潭舉辦平安聖誕頌，歡

迎教友踴躍前往參與，一起迎接救主耶穌誕生的好消息，也祈求聖嬰小耶穌護祐全
球新冠疫情早日平息！ 

3. 12 月 16 日(三)，晚上 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2 月 17 日(四)，上午 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聖誕報佳音活動於 12月 19 日(六) 晚上 7:00，地點：漢神百貨前廣場，歡迎傳協

及教友一起邀請親朋友好友一起前往觀賞，將主耶穌誕生的好消息帶給身邊的每一
個人。 

6. 12 月 20 日(日) 早上 9:00 彌撒中為 7位慕道者舉行「懇禱禮」，準備 12/24 子夜彌
撒中領洗，請為他們(方泰祥，郭瑋誠，李仰宸，史應喬，郭慶梅，吳怡蓁，莊騏
安)祈禱！  

7. 12 月 20 日(日) 上午彌撒後在俗道明會於善工樓開會；10:20~18:00 於德恩樓舉辦
【親子聯手義賣】，13:30~15:00 電影欣賞。 

8. 12 月 24 日(四)，晚上 09:00 子夜彌撒。 
9. 12 月 25 日(五)，上午 7:00 黎明彌撒，晚上 8:00 天明彌撒。 
10. 2021 年度的月曆發放將於 12/26(六)、27(日)共 3台彌撒後，由各區區長於德恩樓

前現場進行發放，屆時請教友踴躍前來領取。 
11. 2021 年 1月 1日下午 3:00，台南教區李若望主教將於台南聖功女中晉牧。堂區預

定一台遊覽車祝賀團 40人前往，每人費用 200 元，集合時間：2021/1/1 中午 12
點，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2020/12/13 前額滿為止，有意者請向門房報名繳費。 

12. 高雄教區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六) 05：00~19：30 辦理「活出愛祈福之路」活動，
有意報名者請於 12 月 25 日前向秘書報名。活動辦法詳見公佈欄。 

13. 由於本堂為全大赦朝聖地之一，自 12/1 起，聖堂在平日彌撒結束後至下午 5點，
保留側門方便教友進出祈禱，敬請教友進入聖堂時，依照堂務人員及防疫規範，請
自行於側門入口處以酒精消毒、全程配戴口罩、進入實名制登記，並請勿喧嘩(聖
堂內有錄影)。 

14. 今年明愛券奉獻義賣已經開始，募款用途在於協助幫助台灣弱勢團體、社福機構、
社會急難救濟及推行各類社會服務活動，明愛會邀請大家發揚「天主是愛、彼此相
愛」的福音活出愛的精神，幫助需要的人。彌撒後可在聖母亭前向明愛組黃玫君、
許正東、朱曼倫、許明德購買，其他時間亦可向有明愛券的傳協理事購買。 
 

109 年 12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D調 78                   瑪莉亞之謝主曲                聖詩路一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2/12、12/13  28 天主聖子懇求降
 

113屬於祢 138耶穌至聖聖體 213邁步前進 
12/19、12/20  26快來至聖默西

 
105隨同神父 127除免世罪主羔羊 235感謝天主 

12/24(四) 聖詠團及學青負責安排 
12/25(五) 聖詠團負責安排 

12/26、12/27  46寒冬飄雪山野 112奉獻  45 無數天使空際臨  38普天下大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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