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堂訊
主曆 2020 年 11 月 8 日

甲年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P.298
讀 經 一【恭讀智慧篇六，12 ~16】
(尋覓智慧的，就可找到智慧)
讀 經 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
同祂一起來) 四，13~18
福音【恭讀聖瑪竇福音二十五，1~13】
(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罷)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路 151 號
電話：2214434．2823860
網址 http://www.rosa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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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本篤十六世介紹聖加大利納·熱那亞煉獄啟示》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1 年元月 12 日
上午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主持了例行
的周三公開接見活動，為信友們介紹了
生活在 15 世紀中期到 16 世紀最初 10 年
的聖女，加大利納·熱那亞。這位聖女以
描述煉獄的景觀而出眾，寫下“論煉
獄 和“靈魂與肉身對話 。
教宗在他的要理講授中首先談到聖
女加大利納的生平，她於 1447 年在意大
利熱那亞出生，是 5 個兄弟姐妹中的最
後一個，從小失去父親。16 歲嫁人，丈
夫名叫朱利亞諾·阿多爾諾。加大利納的
婚姻生活並不幸福，丈夫染上賭博惡
習，她自己起初也受世俗生活吸引，但
找不到安寧，心中留下的只是一片空虛
和辛酸。
加大利納的皈依是從 1473 年的一次
獨特經歷開始的。那一天，她去教堂辦
告解，正如她自己所敘述的，在她跪在

神父面前的那一刻，她的心“被天主的
大愛給灼傷 ，令她幾乎昏倒。此時，
她對自己、生活的空虛和天主的慈愛有
了深刻認識。那次經驗使她徹底轉變，
正如聖女自己所表達的：“不再貪戀世
界，不再犯罪。 幾天以後，她又回到
神父那裡，終於辦了一次徹底的告解，
從此開始一段漫長的“淨化生活 ，痛
悔所犯的罪過，做補贖。
教宗告訴信友們：“加大利納在這
段旅程中日益接近天主，直到進入與天
主密切結合的關系。 加大利納將自己
完全交在天主的手中大約有 25 年，不依

靠任何受造物，只仰賴天主，以恆心祈
禱和當時並不普遍推行的每日領聖體來
滋養自己。許多年之後，天主才讓一位
司鐸來照顧她的靈魂需要。
加大利納將自己對天主的愛和感激
化為對他人的服侍，在熱那亞當時最大
的一家醫院做靈修指導，她的信德和愛
德生活吸引了不少人，就連自己的丈夫
朱利亞諾也改邪歸正，加入方濟各第三
會，並來到醫院幫助自己的妻子。加大
利納照顧病人的服務一直到 1510 年結束
塵世旅程為止。
簡單介紹了熱那亞的加大利納的生
平後，教宗指出這位聖女從皈依到去世
其實並未作出特別驚天動地的事件，但
她整個一生卻有兩個特點。一是神秘經
驗，即與天主的密切結合；另一個是照
顧病人，為近人服務，尤其為最有需要
和被遺棄的人服務。
談到加大利納的神秘經驗便不能不
提這位聖女對煉獄的看法，教宗指出：
“在加大利納看來，煉獄不是地下深處
一個景觀的體現：它是非外在所見，而
是內心的一團熱火。聖女在談論朝向與
天主圓滿共融的靈魂淨化的旅程時，是
從在天主無限大的愛面前深惡痛絕自己
所犯的罪過為起點的。我們剛才已經聽
到，加大利納在皈依的那一時刻突然感
覺到天主的仁慈和自己的生活與這仁慈
間的萬丈深淵，她也感覺一團灼熱的火
在自己內心燃燒。這是淨化的火，是煉
獄的內心火焰。 教宗由此指出聖女加

大利納關於煉獄思想的獨特之處,“她
不從別處來敘述煉獄的痛苦，從而指出
淨化和皈依的途徑，而是從自己邁向永
恆旅程的內在生命的經驗入手。 這是
因為，在聖女眼中天主是如此聖潔，有
罪污的靈魂無法站立在尊貴的天主面
前。
教宗於是將聖女的思想引入我們今
天的生活，他說：“我們也感覺到我們
是多麼疏遠，多麼被許多事情占據而無
法看到天主。靈魂意識到天主的無限大
愛和完美的正義，結果為沒有正確完美
地回應天主的愛而內心痛苦，正是對天
主的愛變為火焰，是愛本身淨化罪過的
糟粕。

聖女加大利納關於煉獄的思想對神
學和神秘學作出了卓越貢獻，教宗點出
聖女有關人靈被淨化的思想說：“當天
主淨化人的時候，他將人用一條細細的
金線，即他的愛捆住，用如此強烈的愛
將人引向自己，人被戰勝，身不由己。
就這樣，天主的愛闖入人的心，成為人
生命唯一的向導，唯一的動力。
最後，教宗指出聖女加大利納·熱那
亞用自己的一生教導我們“我們越是愛
天主，在祈禱中進入與他密切的關系，
他就越加讓我們認識他，讓他的愛進入
我們心中。聖女用她對煉獄的思想提醒
我們信仰的一個基本真理，邀請我們為
亡者祈禱，好讓他們在與諸聖的共融中
能夠進入天主的榮福直觀中。
【聖師和聖人的觀點】
“煉獄之火比世間一切能感知、所見和所設想的痛苦，都更為嚴厲。 （聖奧斯定）
“煉獄中有雙重的痛苦，即推遲了得見天主聖容的時間（失苦），以及感覺上的痛
苦（覺苦），即實際受到的火燒之苦。 就這兩種苦而言，即使煉獄中最小的痛苦，
也要超過人世間最大的痛苦。 （聖多瑪斯·阿奎納）
“那些懼怕煉獄的人，多半是過多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天主的光榮； 產生
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他們只想到（今世）痛苦的本身，而沒考慮到在這痛苦中，靈
魂能得享平安與喜樂。真實的事實是，煉獄的痛苦是這樣大，今生中任何劇烈的痛
苦都不能與煉獄之苦相比；但煉獄靈魂也有內心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世間的一
切喜事和滿足感也都不能與之相比； ……他們對劇烈痛苦的感受，也因內心的平安
而有所減輕。 煉獄之苦的劇烈程度類似地獄之苦；但他們的內心因愛德而獲享的快
樂又類似天堂之樂——愛德比死亡更強大，比地獄更有威力…… （聖方濟各·撒
肋爵）
因此，煉獄中的巨大痛苦也伴隨著平安與喜樂的感覺，因為煉獄靈魂知道，他
們將最終與天主相結合。
聖方濟各·撒肋爵還寫道，煉獄靈魂的意志與天主的聖意是如此的合一，即使
他們能升天國，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知道，任何瑕疵都會使他們自慚形穢，
只有甘心情願地接受淨化，才能進天國。
聖加大利納·熱那亞是這樣說的： “天主的本質是如此純潔，煉獄靈魂只要有
一點點瑕疵，他們寧可被拋到地獄裡，也不肯帶著瑕疵來到至尊天主面前。
從上述的教會訓導中，我們知道，一個人可以在世間就忍受他的煉獄之苦，但
他會問，怎樣做補贖才能抵消煉獄之苦？ 這裡給你提供兩個答案：
“讓我們……在人世間努力做補贖。那些在死亡之前把自己所有罪過的補贖都做
完的人，該是多麼有福！ 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受煉獄之苦了！ （聖女大德蘭）
“在今世已從自己罪過得到淨化的人，他們會慶幸只用了一分錢就還清了數千銀
元的債務； 而那些非要等到來世才償付債務的人，則必須償付數千銀元，他本可以
在人世間用一分錢就把這麼多的債務還清了。 （聖加大利納·熱那亞）》


上面提到的聖加大利納·熱那亞的那些話語，不僅對煉獄的性質，而且也對
今世人生，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頓悟。天主是這樣完美，如果我們不首先滌除
我們的一切污穢，簡直就不能站立在天主面前。這就好像我去參加一個高貴的舞
會，到會的人個個穿著體面的禮服。如果我們穿著一身工作服，渾身沾滿了油膩，
我們一定在那裡感到無地自容。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家，洗個澡，也換上體面的
衣裝，一切都會從容不迫。
關於煉獄，已故的知名美國作家路易斯（C.S. Lewis），他如此寫道：
“我們的靈魂需要煉獄，不是嗎？如果天主對你說： 我的孩子，你口臭，衣衫
襤褸，滿身污穢，這都是事實，但我是慈悲的，這裡沒有人會責罵你這種狀態，
也沒有人會把你的這些衣裝拿走，請你進入樂園吧！ 你不感到心愧嗎？你是不
是應該說： 天主，如果你不反對，讓我先去清潔自己。
不僅我們的靈魂需要煉獄，即使出於公義也需要煉獄。我們損壞人家的東
西，不僅要賠禮道歉，還要做出賠償是不是？同理，我們的罪過得到寬恕，我們
也應該補償人家的損失，這才公平合理。人們怎樣賠補罪過呢？主耶穌是怎樣做
的呢？他忍受了苦難，所以我們也應該受苦。耶穌的苦難和死亡無限度地賠補了
人類的罪過；我們在苦難中也要（至少是部分地）賠補我們人類的罪過。
那麼，天主會不會記錄我們的一切錯事？天主不需要那樣做，因為我們人類
的本性就是一面鏡子：每當我們做錯事，我們（個人）的本性就會變壞，反之，
每當我們做好事，我們的本性就會變好。煉獄就是滌除我們本性惡的一面，而惡
是由於我們的罪過造成的。
如果一個人在死亡之前，剛剛辦了告解，並念了補贖經，他/她還會下煉獄
嗎？ 許多人都會錯誤地回答說，不會下煉獄。雖然在辦了妥當告解後，罪過真
的得到了赦免，做完了神父所罰的補贖，確實能補償罪過，但是，聽告解的神父
給予的補贖只是象徵性的補贖，不能完全替代你補償你所造成的損壞。在教會初
期，重罪的補贖是非常嚴厲的。因為如此嚴重，有不少人就避免去告解，或者等
到臨死時再辦告解。這就是到後來，告解中所罰的補贖大為減輕的原因，這種情
況一直延續至今。但是，對於重罪而言，有太多的惡果需要補償。所以聖人們曾
經度過——現今的基督徒都應度過——一種做補贖的生活：為賠補自己和世界的
罪過。
至於說為什麼在今世做補贖比等到來世再做要容易得多，請你考慮一下：我
們今世在信德中，完全自由地做補贖的價值，要遠遠超過迫於所處的狀況，不能
依賴信德，而必須做的補贖的價值。

 

堂 區 報 告   

1. 本週「聖言日三章」活動，讀的是哀歌全篇、巴路克先知書全篇及厄則克耳
先知書第 1~9 章。
2. 【2020 年 9 月份收支表】
，請參閱公佈欄！
3. 11 月 9 日(一)，上午 10:00 為新亡者李泰良弟兄(聖名若瑟) 舉行殯葬彌撒，
請教友參加並通功代禱。
4. 11 月 11 日(三)，晚上 0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5. 11 月 12 日(四)，明恭聖體守聖時暫停一次。
6. 11 月 14 日(六)，下午 18:30~21:00，由第七總鐸區舉辦教區升格 60 周年活
動傳愛音樂會，地點潮州鎮河濱公園，請教友踴躍參與前往觀賞。
7. 11 月 20 日(五)，晚上 07:00 顯靈聖牌聖母堂(鹽埕區建國四路 113 號)舉行
主保堂慶三日敬禮，由本堂神父主禮，彌撒意向為難民祈禱，歡迎教友踴躍
參加。
8. 11 月 28 日(六)，上午 08:30 舉行將臨期避靜活動，此次的主題是「小德蘭
的靈修生活」
，主講人是曾慶導神父(前神學院院長)，下午 12:30 辦和好聖
事，請教友一起來參與避靜活動，要參加的教友請於 11 月 22 日前於教堂後
方桌上報名表登記報名，以便堂區統計午餐人數，並請參加者自備餐具及水
瓶。
9. 12 月 6 日(日)，萬金聖母聖殿舉行 159 周年主保堂慶，堂區備遊覽車前往朝
聖，開放 50 位教友報名前往，額滿為止，有興趣前往的教友，請向門房報名
登記並繳費，費用每人 100 元。集合時間為 07:00 出發，回程時間:下午 4:00；
請自行開車前往用餐者也請登記並繳費，以利午餐登記回報。

109 年 11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1/07、11/08 197 我的心靈渴慕平安

113 屬於祢

127 除免世罪主羔羊

234 在主內常喜樂

11/14、11/15 227 主我願更親近你

105 隨同神父

114 我是生命之糧

349 我已經決定

11/21、11/22 131 基督君王的侍衛

112 奉獻

341 耶穌我等待你

326 你是榮耀君王

11/28、11/29 26 快來至聖默西亞

109 罪人罪重無可奉獻

129 我今虔誠朝拜

28 天主聖子懇求降臨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C 調 68

渴慕天主

聖詠六十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