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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復活主日 

「空墳」：復活的記號 (若二十，1-18) 
                       【文章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實用篇】林思川神父神父 著 

經文分析 

    按照甲年的主日感恩祭典，復活主日的福音選自若望福音二十章 1-9 節。這種選經方式並不理想，

因為二十章 1-9 節只是一個關於「空墳」的故事，而真正的耶穌復活「顯現」的故事發生在 10-18 節的

經文中。更令人訝異的是，這段發生在瑪麗德蓮和復活主之間的感人故事，竟然在整年的主日福音中都

未被選讀。這種情形對天主教基督徒而言，是相當大的損失，因為大多數天主教友仍未養成直接閱讀聖

經的習慣，一般信友對天主聖言的認識，主要仍來自於主日彌撒中的讀經。因此我們建議在復活主日感

恩禮儀中誦念福音時，最好能一直讀到第 18 節，俾能使大家得到一個完整的復活和顯現的故事。 

復活清晨的事件 

    若望報導耶穌死後第三天清晨發生的事件，他把瑪麗德蓮、伯鐸和耶穌的愛徒三個見證人對復活的

經驗交織在一起。首先是瑪麗德蓮發現了那個「空墳」，急速的將這情形告訴了伯鐸和耶穌的愛徒。她

所說的話顯示出她對「空墳」的瞭解：「有人從墳墓中把主搬走了！」兩位門徒一聽說這事，便毫不耽

誤地立即向墳墓跑去。耶穌所愛的那位門徒不僅腳程比伯鐸快，先抵達墓地，他也是第一個相信的人。

伯鐸雖然晚到，卻是第一個進入空墳的人。他看見殮布和捲著的汗巾，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不論對當時

的門徒或日後的讀者而言，沈默的殮布和捲著的汗巾都是反對耶穌的屍體被偷的強烈證據。 

「空墳」：復活的記號 

    若二十 1-9 是一個關於「空墳」的故事。每一位福音作者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報導這個內含耶穌

復活喜訊的故事。但是這並不是說「空墳」是復活的證明；瑪麗德蓮關於空墳所說的話，便說明了這一

點。「空墳」是一個記號、一個戰勝的紀念品，這個記號給人指出復活的基督。和對觀福音相較，若望

福音提到門徒們在空墳中發現了殮布和汗巾，更是加強了這個記號。藉著殮布和汗巾，作者一方面表示

瑪麗德蓮最初對空墳的瞭解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也使讀者想起拉匝祿的故事。當耶穌把拉匝祿由墳墓

中喚出時，他身上仍被殮布和汗巾所纏繞。這表示拉匝祿雖然復活了，但仍會再死；然而耶穌的復活則

是進入永遠的生命，再也不會死亡。 

瑪麗德蓮：第一個看見復活主的人 

    若二十 10-18 接著敘述：伯鐸和耶穌的愛徒隨後又返回住處，因為生命的奇蹟尚未穿透他們的心。

瑪麗德蓮卻留在墳前哭泣，並向空墳探望。她的愛與堅持得到了回報，成為復活主第一個顯現的對象。

但是，最初瑪麗德蓮雖然看見復活的基督並和祂說話，卻沒有認出祂來；直到耶穌叫她的名字時，她才

認出祂來。這使讀者想起有關善牧的經文：善牧「按著名字呼喚自己的羊，並引領出來。」（若十 3）耶

穌對她說話時，稱天父為「我的父」和「你們的父」。在此之前，耶穌只是預言要回到「父」那裡去（若

十四 12、28；十六 10、28），或回到「派遣他者」那裡去（若七 33；十六 5）。如今在這個預言實現

之時，耶穌的父也成為信祂的人的父，因此祂也稱門徒們為「我的弟兄」。這就實現了若望福音序言中

的話：凡接受耶穌並相信祂的名字的人，祂要使他們成為天主的子女（參閱：若一 12）。 

綜合反省 

    綜合言之，今日的福音告訴我們：復活的信仰並非來自證明，復活的信仰不能證明，也不待證明。

「空墳」不是復活的「證據」，而只是一個「記號」，一個指向復活喜訊的記號。這個記號的意義原本

相當隱晦，只有當復活的主親自顯現（啟示自己）時，空墳才成為一個會說話的記號，向人們宣告：那

主日彌撒時間 : 週六晚上 8 點(台語)  週日上午 7 點(台語)  上午 9 點(國語)   上午 11 點(英語)  下午 4 點(國語) 



位被釘者已經復活，而且帶著肉身返回到父的光榮中。 

    此外，在若望福音的報導中含有兩個事實，對今日的教會結構十分具有啟發性，應該特別予以重視

並且再深入反省。首先：第一個相信復活的人並不是伯鐸，而是耶穌所愛的那位門徒；其次：第一個看

見耶穌顯現，並被派遣去為復活作見證的更不是任何一個門徒（男人），而是瑪麗德蓮 ―― 一個「女

人」。 
（筆者註：禮儀年甲、乙、丙年三年復活主日的福音選讀都是同一篇福音，因此本文除了加上小標題之外，和去年

復活主日的福音釋義完全相同） 

 

 

我們如何慶祝「逾越節三日慶典」(節錄)    作者:錢玲珠    

復活節夜間慶典 

    聖週六，教會靜默的守候在基督的墓穴旁祈禱，默想基督的苦難和死亡，直到舉行「復活節夜間慶

典」，這個禮儀年中最高峰的慶典。「復活節夜間慶典」是一個光和水的慶節，因為基督的死亡、復活，

為我們帶來了生命之光，讓我們與祂一起出死入生；而水，是進入祂的國度的記號。今晚，我們和所有

的新教友一起慶祝重生。所以，今晚慶典的高峰和本質，就是舉行「入門聖事」。今晚的禮儀，包括四

大部份：燭光禮、聖道禮、聖洗禮和聖祭禮。 

    「燭光禮」是序曲。一般堂區受限於環境，大都是以一盆炭火當做新火來祝聖，人多盆小，教友常

常看不見火苗，很難表達出其中的標記性。曾有幾個堂區嘗試過在庭院中搭疊木柴，真正地生起一堆火

來，熊熊火燄，讓人不由得震懾於「生命之火」的力量。再由這火燄點燃復活蠟，並傳點每個人手中的

小蠟燭，我們的生命之火源自何處，就不言可喻了。 

    「逾越頌」，是「燭光禮」中的一環，是一篇史詩般的讚美詩。可以用誦讀的方式宣報，若能詠唱

更好。如果，我們在詠唱「逾越頌」的過程中，多加一些信友的回應、歡呼，更能表達出團體性來。但

無論如何作法，都只是「序曲」，不要誤以為它是禮儀的重心。 

    「聖道禮」，是今夜慶典的重要部分。藉著聆聽聖言，再一次重溫救恩史，再一次體驗上主奇妙的

救贖工程。特別是當年以色列百姓過紅海所象徵的洗禮的意義。 

    宣讀「福音」，是聖道禮的高峰。所以，歡樂、莊嚴的詠唱「阿肋路亞」，並在歌詠中高舉福音書

遊行，可將慶祝的氣氛推向高峰，會眾便在此刻恭聆基督復活的好消息。這是真正的「復活宣報」。 

    在簡短精要的講道之後，就是聖洗禮儀。聖洗池最好是設在聖堂的進門之處，這樣可以更加凸顯「入

門聖事」（加入信仰團體）的意義：每次信友進堂時，也都能回憶起自己的聖洗經驗。可惜按此精神設

計的聖堂很少，通常都是把臨時的洗禮小盆設在祭台附近。希望本地教會在新建或改建聖堂時，都能逐

漸地在入門處或其他適當的位置，增設可以浸洗的聖洗池。  

    「成人入門聖事」，包括了聖洗、堅振、聖體聖事，應一起完成。聖洗聖事展開新生命；堅振聖事

堅強這生命；聖體聖事以基督的體血，來滋養門徒，使之能日益基督化。 

    值得注意的是，聖洗和堅振的繁複過程中，要抓住重點：水的祝福、棄絕罪惡、宣認信仰和施洗（全

體信友也要紀念自己的洗禮，可以用灑聖水或蘸聖水等方式表達）、堅振的覆手、禱詞和傅油。不宜本

末倒置。如此，更能清楚地標記出「入門聖事」是逾越奧蹟的實現，整個教會藉著參與這聖事，也死而

復活，並划向深處。 

    「聖祭禮」的開始，應由新教友代表全體獻上餅、酒等獻禮，以標記出他們已是天主子民，並參與

基督的祭獻。若環境允許，新教友可以環立在祭臺旁邊參與聖祭禮。在感恩經中，最好能適時加上為新

教友的祈禱文。領聖體之前，主禮也可以特別提示新教友，聖體奧蹟是入門聖事的最高峰，也是整個基

督徒生活的中心。當然，這一天，新教友和全體參禮信友，都應儘可能兼領聖體、聖血。 

 



    由於這是一個「光」的慶節，所以光的運用在今晚的禮儀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禮儀之前，聖堂

可以保持柔和的光線，或用一個射燈，照向十字架和聖洗池，再配上合適的聖樂，以幫助教友祈禱。 

    燭光禮開始時，無論在室內或室外，都應熄滅所有燈光，只看見新火的亮光。此時，光明與黑暗的

對比是十分強烈的。當信友們點燃了手中的蠟燭進堂後，滿堂只見象徵我們生命的燭光。有的堂區習慣

在「逾越頌」之後開燈，但若把高峰放在福音的「復活宣報」上，此時就保持原狀。詠唱光榮頌時，可

以點亮幾盞燈，或是祭臺旁的蠟燭。待高聲歡讚「阿肋路亞」時，才全堂大放光明，準備恭聆記載基督

復活奧蹟的福音。 

    在舉行「入門聖事」時，新教友站立的位置，也具有象徵意義。聖洗、堅振、領主的三個位置，若

能越來越接近祭臺，就更表達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斷走向祭臺的。 

    曾有教友表示，復活夜的禮儀太長了，洗禮何不改日舉行呢？這是還沒有充分瞭解：「逾越節三日

慶典」，慶祝的就是基督的苦難、聖死和克勝死亡後的光榮復活；我們的洗禮，正表達出與祂一起出死

入生。在這樣的意義下，復活夜是全年中最適合舉行洗禮的日子，我們的生命，和基督一起復活了！如

此說來，有些堂區習慣在聖誕節舉行洗禮，實在是不符合禮儀年的精神以及洗禮的意義。 

    基督在受難、死亡後，進入光榮的復活，完成了祂的「逾越奧蹟」。我們也透過「聖洗聖事」，死

於舊有的自我，分享了基督的永恆生命。並且在生活中，不斷和基督一起，自我逾越。如此，我們才能

充滿生命力的慶祝這一年之中最重要的「逾越節三日慶典」。 

原載於 1996. 03. 31. 教友生活周刊 第四版 2004.03.30. 修訂 

 

 

《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節錄 
第四章 論教友－緒言 

    30 神聖大公會議在闡述過教會聖統的職務之後，欣然對那些被稱為教友的基督信徒致意。固然，論

天主的子民所說的一切，同樣是對教友、會士及教士而發，可是，按照地位與使命的關係，有若干事情

是特屬於男女教友的，為了現代的特殊環境，應該詳細探討其根據。聖職牧人們非常明白教友對整個教

會有多大的貢獻。他們深知基督設立他們，並非使他們單獨地承擔教會的全部救世使命，而是要他們管

理教友，承認教友的任務與所受的特恩，使每人按自己的情況，同心協力，為公益而合作。因而需要大

家「在愛德中持守真道，在各方面長進，而歸於元首基督，由於祂的關係，全身都靠着各肢體的盡其所

能，互相輔助，而團結一致，使身體增長，在愛德中把自已建立起來」（弗：四，15-16）。 

 

教友二字的意義 

    31 這裏所謂的教友，指的就是在神職人員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也就是

說，教友們以聖洗聖事和基督結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

王道的職務，在個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與在世界上的使命。 

    「在俗」是教友的特點。因為聖職人員，雖則有時也可以從事俗務，甚或執行世俗職業，但他們的

特殊使命，主要地是專務神聖職務，同樣，修會人員，也是要用他們的身份，顯著地證明，沒有真福的

精神，不能改造世界而奉獻予天主。反之：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

而企求天主之國。他們生活在世俗中，就是說他們從事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職業與工作，他們的生命和

一般的家庭社會環境，交織在一起。天主把他們召喚到這種地位上，要他們以福音精神執行自己的職務，

好像酵母，從內部聖化世界，以生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他人。所以，為使一切

世俗事務得按基督的意志而進行，並為造物主救世主的光榮而發展存在，就要靠與這些事務密切相連的

教友們，去發揚領導。【未完待續】 



W  W  W  堂 區 報 告  W  W  W 

1. 4 月 3 日(六)，晚上 8:00 舉行復活前夕守夜禮彌撒。~在復活的前夕~讓我們一起為

將領受入門聖事的弟兄姐妹祈禱，希望他們在愛中找到自己，活出新生命! 

2. 4 月 4 日(復活節)，請將四旬期運動所存的保特瓶帶來於復活節彌撒中奉獻；上午 

07:00 彌撒暫停乙次；下午 4 點彌撒合併至上午 9點；上午彌撒後 10:30 於德恩樓前

廣場，舉辦復活節【戳戳樂 共融活動】，歡迎各位教友踴躍參加；今年慶祝復活節

一家一菜共融活動因疫情取消；下午 2: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3. 4 月 7 日(三)，晚上 7:30 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4 月 8 日(四)，上午 7:00 明供聖體守聖時；晚上 8:00 恩典幸福小組，地點:高雄市

五福一街 2 號 8樓之 2，請踴躍邀請尚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5. 4 月 11 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會議，請常務理事務必出席；下午 2:30

新慕道班於中心大樓四樓上課。 

6. 4 月 11 日(日)為救主慈悲主日，請教友以信賴耶穌無限仁慈的精神每日誦念慈悲串

經或做九日敬禮，藉此堅固對耶穌的信、望、愛三德，並迎接救主慈悲主日的到來。 

7. 保祿書局新書推薦：「釋放心靈的枷鎖：醫治創傷與罪惡，擺脫魔鬼的影響」。唯

有仰賴主耶穌的大能，我們才能掙脫罪惡的枷鎖。本書以《聖經》為基礎，提供切

實可行、符合信仰教導的審慎忠告，清楚指引如何尋求釋放與醫治，有效協助身心

靈受苦的人找出問題的根源。有興趣的教友，請至保祿書局洽詢。 
 

  
復活前夕福音前歡呼

F 調♩＝72   2．3/4 得救的歡呼聲  聖詠一一七首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 調♩＝72  2．3/4    得救的歡呼聲      聖詩一一七首 

 

幸福的邀約~玫瑰堂恩典幸福小組 
一起認識耶穌，分享幸福生命故事~ 
活動全部免費，還有精美小禮物 
請教友邀請尚未信主的親朋好友一同來認識耶穌 

 時間：4 月 8 日起每週四晚上 8 點 

 地點：高雄市五福一街 2 號 8 樓之 2(雄商對面) 

【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ejMUwiu7Y6LBXpPS7 或掃描 QR code 

 
慕道班時間：週一晚上 7:30    週三晚上 7:30    週日下午 2:30 

 【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tAe25nVvt4bnjTp19 或掃描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