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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體聖血節-補充資料 

【出處：輔神禮儀研究中心】 

  本主日教會慶祝基督聖體聖血節。「基督身體」、又稱為「基督神聖的奧體」，「基督聖體」主要

可從三方面而了解其意義。（雖然身體、聖體、奧體之中文翻譯好像都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在信仰上都

翻譯同樣的「body（corpus）」一詞。） 

 

  一、全能永生的天主從天降下取得肉軀而成為人。耶穌基督如同世人一樣有著身體和鮮血，居於人

間。門徒們有幸能親自見到耶穌的權能及其作為、聽祂的智慧教導和體驗到祂的仁慈治癒。宗徒們在教

會內傳揚這些經驗的喜訊。在耶穌升天與聖神降臨事件後，教會以其他方式看見、聽聞及體驗到天主子

耶穌基督。 

 

  二、基督身體（奧體）指的是教會。聖保祿宗徒向在格林多的教會寫道：｢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格

前 12:27）。聖神分給每人的神恩都其不同，但聖神的所有恩賜是為人的好處。按照基督奧體的身份，教

會的成員便明白他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如何，有了解教會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眾人在基督

內，也都是一個身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羅 2:4-5），耶穌基督「又是身體――教會的頭：

他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為使他在萬有之上獨佔首位，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他內，並

藉著他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

1:18-20）基督的教會延伸耶穌基督在世的臨在，繼續執行其使命。 

 

  三、基督聖體聖血的奧蹟又是聖體聖事（感恩聖事）。耶穌基督真實臨在於教會的感恩祭盛宴中。

耶穌建立感恩聖事，也願意門徒們呈獻餅酒，在彌撒中被祝聖為聖體聖血，讓我們有幸領受聖體聖血。 

  以上三方面的「基督聖體」之意思，當然皆有相互關係，且為一體。彼此之間也有其連貫性，因為

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奧跡，所以才有教會。又因耶穌基督建立教會，讓我們具有聖事及禮儀生活。如今

教會在世界中延伸耶穌的臨在，使其執行衪的使命和工作。 

  近來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造成許多地方暫停彌撒、各項禮儀、活動、聚會等。而今年聖體

聖血節的慶祝，是無法親自領受聖體聖血，很可惜。在這特殊的情況並不是否定本主日所慶祝的奧蹟，

而是邀請我們更深入地反省基督聖體聖血的完整意義。 

 



《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教會憲章節錄) 

 

第七章―論旅途教會的末世特質､及其與天上教會的聯繫 

 

我們在教會內的使命帶有未世特質(續) 

  我們在教會內與基督連在一起，又帶着聖神的印記，聖神「是我們得嗣業的保證」（弗：一，14），

於是我們被稱為天主的兒女，我們也真是天主的兒女（若一：三，1），不過我們，尚未與基督一起出現

於光榮內（參閱哥：三，4），那時我們才能與天主相似，因為我們將要看見天主的本體（參閱若一：三，

2）。所以，「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就是與主遠離」（格後：五，6）；我們擁有聖神的初生果實，

卻在內心中嘆息（參閱羅：八，23），渴望和基督在一起（參閱斐：一，23）。這種愛德鼓勵我們更加

深刻地生活於為我們而死亡復活的基督內（參閱格後：五，15）。所以我們努力在各種事情上中悅天主

（參閱格後：五，9），用天主的武器裝備自己，好能對抗魔鬼的陰謀，在邪惡的日子屹立不倒（參閱弗：

六，11-13）可是，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日，我們必須遵從主的勸告，時常警惕，期望在結束了我們現世生

命的惟一途程之後（參閱希：九，27），能與主同赴天宴，並加入受祝福者的行列內（參閱瑪：二五，

31-46），不像懶惰的惡僕（參閱瑪：二五，26），被貶入水火（參閱瑪：二五，41）及外面的黑暗中，

那裏「將有哀號切齒」（瑪二二，13 及二五，30）。實際上，在我們和光榮的基督一起凱旋之前，我

們都要出現「於基督的法庭，按照生前所作的善或惡，領取相當的報應」（格後：．五，10），並在世

界末日，「行過善的，復活進入生命；作過惡的，復活而受審判」（若：五，29；參閱瑪：二五，46）。

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羅：八，18；參閱弟

後：二，11-12），我們堅持信德，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

（鐸：二，13）。「祂必要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祂光榮的身體」（斐：三，21），祂並要降來，

「在祂的聖徒身上受光榮，在一切信眾身上受讚美」（得後：一，10）。 

 

論天上教會與旅途教會的共融 

  49 直到主在威嚴中與眾天使降來（參閱瑪，十五，31），並且摧毀死亡，一切都屈服於主的時候（參

閱格前：十五，26-27），基督徒的一部分正在現世旅途中，另一部分已經度過此世而在淨煉中，另一部

分則在光榮中，面見「三位一體的天主真像」(一)；可是，這一切人都在不同的等級與方式之下，共融於

同樣的愛主愛人之德，向我們的天主歌唱同樣的光榮之曲。因為凡屬於基督的每一個人，具有祂的聖神，

聚集在一個教會之內，彼此都依附於主（參閱弗：四，16）。所以，旅途中的人，和安眠於主內的弟兄

們之間的連繫，絕不會中斷，而且，按照教會永恆的信仰，這一連繫會藉着精神財富的相通而加強(二)。

因為天鄉的聖人們與基督之間密切聯繫，使整個教會在聖德的基礎上更形堅固，使教會在現世奉獻給天

主的敬禮更加尊貴，並且多方面協助教會的擴建工作（參閱格前：十二，12-27）(三)。因為他們榮歸天

鄉，面見基督（參閱格後：五，8），通過祂的關係，和祂一起，在祂內，不斷地為我們轉求天父(四)，

把他們在世上靠着天人之間的惟一中保耶穌基督（參閱弟前：二，5）所立的功勞獻給天主，並在一切事

上服侍天主，在他們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參閱哥：一，24）(五)。所

以，他們的手足關切之情，大大地扶助我們的軟弱。 

 

論旅途中的教會與天上教會的關係 

  50 旅途中的教會，非常明白耶穌基督整個奧體的這種共融精神，從基督教會的初期，便以極大的熱

誠，孝敬追念已故的人(六)；「因為替死者祈禱，使他們脫去罪惡，是一種神聖而有益的意念」（瑪加伯

下：十二，46），教會也為他們奉獻祈禱。宗徒們及基督的殉難者，傾流自己的鮮血，提出了信德與愛

德的偉大證據，教會始終相信他們在基督內和我們緊相連接，教會也以特殊的心情向他們和榮福童貞瑪

利亞及天使們，表示敬禮(七)，虔誠地要求他們轉禱助佑。此外，又有其他的人，更密切效法基督的童貞



及貧窮(八)，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最後，還有那些因各種聖德的特殊操練(九) 及天主的奇恩，曾為教友們

熱心敬愛與師法(十)。 

  我們看到那些忠實隨從基督者的生活，便更有理由興奮地去追求未來的城邑（參閱希：十三，14 及

十一，10）；同時我們也明白了在世俗的變幻中，按照個人的本有地位與環境：要與基督完善地契合，

臻入聖域應循的坦途(十一)。 

  他們和我們同有一樣的人性，卻依照基督的榜樣改變得更完善（參閱格後：三，18），在他們的生

活中，天主把自己的親在與肖像，生動地顯示給人們。天主在他們身上向我們講話，給我們透露天國的

真象(十二)；；我們既有如此眾多的證人（參閱希：十二，1），如此偉大的福音真理的證據，天國對我

們便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 

  不過，我們記念天上的神聖，並不僅是為了他們的模範，而是要藉着弟兄友愛的實行，益發加強整

個教會在聖神之內的團結（參閱弗：四，1－6）。一如旅途中的基督徒的共融使我們更接近基督，同樣

的，和聖人們的相通，使我們和基督相連，基督才是一切聖寵以及天主子民的生命來源與首領(十三)。因

此我們極應愛慕基督的這些朋友與同嗣者，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與卓越的恩人，並理當為他們感謝天主(十

四)。「向他們懇切祈禱，投奔於他們的轉禱與助佑，為能靠着我主耶穌基督，我們惟一的贖罪者與救主。

從天主手裏求得恩惠」(十五)。原來我們對聖人們所表示的真純敬愛，本身就以基督為終向，基督才是「眾

聖人的榮冠」(十六)，我們通過基督而建於天父，天父在自己的聖者中是奇特的，祂在聖者中受光榮(十

七)。我們與天上教會的聯繫，特別在禮儀中，以最崇高的形式實現，因為在禮儀中，聖神的德能藉聖事

的標記實施於我們身上，我們共同歡慶天主的尊嚴(十八)，由各部落、語言、民族及國家因基督聖血而被

贖的（參閱默：五，9）人們，聚集在一個教會內，同聲讚頌三位一體的天主。所以，當我們舉行聖體聖

祭時，我們便密切地與天上的教會相連接，首先和榮福童貞瑪利亞、也和聖若瑟、聖宗徒、殉道者及諸

聖人：彼此相通，並尊敬他們(十九)。 

 

牧靈措施 

  51 對於我們和已在天國光榮中，以及死後尚在淨化中的弟兄們所保持的這一生活的聯繫，我們的祖

先懷有可欽的信仰，本屆神聖大會，以極大的虔誠，予以接受，並再次提出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二

十) 、佛羅倫斯､(二一)､特倫多大公會議(二三) 已有的決議。同時，為了對人靈的關心，勸告一切有關

人士，假如在某處發生弊病、過度或缺點，應即加以制止或矯正，務使一切為基督及天主的更大光榮而

存在。所以要使教友們明白，對聖人們的純正敬禮，不在外表行動的繁多，而在見諸實踐的熱烈愛情，

以此愛情，為了我們自己及教會的更大利益，我們「與聖人們交往時，追求模範，與他們在共融中，追

求同一歸宿，在他們的轉禱之下追求助佑」(二三)。另一方面，要使教友們明白，我們和天朝聖人們的關

係，只要是從完整的信仰之光發出的，決不會減損因基督在聖神內向天父所行的欽崇之禮，反而益發予

以增強(二四)。 

  原來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都在基督內組成一個家庭（參閱希：二一，6），當我們共融於彼此相愛，

同聲讚美至聖聖三的氣氛中時，也就是回報教會的親切召喚，提前參加完善光榮中的禮儀(二五)。基督將

要重現，死去的人們將要光榮復活，到那時候，天主的光輝將要照徹天國，天國的明燈就是羔羊（參閱

默：二一，24）。那時，聖人們的整個教會，將要在愛德的極樂中欽崇天主及「被宰的羔羊」（默：五，

12），同聲歡呼：「願讚頌、尊威、光榮和權力，歸於坐在御座者和羔羊，迄無窮世」（默：五。13-14）。 

【第七章結束】 

 

天主聆聽謙卑和忍耐之心的祈禱 

【出處：梵諦岡新聞網-教宗】 

  (梵蒂岡新聞網）如果天主是我們的父親，”為何不聆聽“一個母親為生病的兒子，或許多人“為停

止戰爭”的祈求？教宗方濟各 5 月 26 日在聖達瑪索庭院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從這個問題開始，繼續



展開以祈禱為題的要理講授。教宗這一次論述了抗拒祈禱的誘惑：我們祈求，卻沒有得到聆聽。 

  對於這個問題，教宗從《天主經》尋找答案。他說，耶穌教我們祈求的是，“不要按照我們的計劃，

卻要承行祂對世界的旨意”。在《福音》的記載中，耶穌有時對別人的祈求“沒有即刻”作出回答，而

是“延後”。即使有些祈求的動機是崇高的，卻也沒有得到垂允，這讓我們感到憤怒。 

  為此，教宗援引《天主教教理》指出：“有人以為他們的祈求未蒙垂允，就停止祈禱”（2734 號）。

我們會詢問，既然天主保證“將好的賜予求祂的子女”（參閲：瑪七 11），“為何不答應我們的請求呢？”

然而，《天主教教理》“也告誡我們沒有活出信德的真正經驗，卻把與天主的關係轉變成要求行一些奇

事的危險”。 

  “事實上，我們在祈禱時能陷入這樣的危險，即不是我們在服事天主，而是要求天主來服事我們。

於是我們的祈禱總是在提出請求，希望依照我們的打算來引導事件，除了我們的願望，不接納其它的計

劃。” 

  耶穌教我們誦念“我們的天父”，這是一篇“只有祈求的禱文，但頭幾句都是站在天主這一邊”。

教宗說，最好讓天主施展作為，因此我們誦念：“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此外，保祿宗徒在致《羅

馬人書》中也提醒我們，“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八 26）。 

  教宗指出：“我們在祈禱時必須謙卑，讓我們的言語確實是在祈禱，而不是空談。我們在祈禱中也

會為錯誤的動機祈求，例如為在戰爭中能擊潰敵人，卻不問自己天主對這場戰爭有什麽看法。” 

  的確，在那些寫著“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標語中，“很少有人關心看看自己是否確實與天主同在”。

教宗強調，“在祈禱中，是天主在改變我們，而非我們該當轉變天主”。可是，“當人們誠心祈禱，請

求的益處也與天國相符合，為什麽有時天主似乎沒有聆聽？這令人感到憤怒”。 

  對這個問題，教宗邀請衆人心平氣和地默想《福音》，裡面“充滿了祈禱”。“許多身心受傷的人

請求耶穌治好他們；有的為不能行走的朋友祈求，也有將患病的子女帶到祂跟前的父親和母親……。這

些祈求都滿是痛苦。萬衆在齊聲呼求：求祢可憐我們吧！” 

  教宗表明，“有時，耶穌的回應是即刻的，在其它的情況中卻延後”。那個客納罕婦人“為女兒呼

求耶穌”，堅持不懈地要求“得到垂允”（參閱：谷十五 21-28）；對那個被四位朋友帶來的癱子，“耶

穌先是寬恕了他的罪，然後才治好他身體上的疾病”（同上：二 1-12）。 

  因此，“在有些情況中，消除悲慘的處境並非立刻就會實現”，《馬爾谷福音》中雅依洛的女兒痊

癒的事跡就是典型的實例。這位父親為自己將死的女兒請求耶穌的幫助，“耶穌立即答應了，但在眾人

走向他家的途中，又發生了另一件獲痊癒的事，接著，傳來消息說那個女孩死了。似乎一切都完結了，

耶穌卻向那個父親說：‘不要怕，祇管信！´”（參閲：五 21-33）。 

  教宗指出：“要不斷地有信德：是信德在支持祈禱。的確，耶穌隨後把那個女孩從死亡的睡夢中喚

醒了。但在一段時間裡，雅依洛必須憑著僅有的信德火焰在黑暗中行走。” 

  教宗最後總結道：“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向天父的祈禱似乎也未得到垂聽，聖子必須把這杯苦爵一

直喝完。但聖週六不是最後的結局，因為第三天將有復活：惡是倒數第二天，卻不是最後一天的主宰。

因為那一天只屬於天主，那是人類對救恩的所有渴望都將實現的一天。” 

 

 

為最脆弱者接種疫苗，現在關注貧困國家 

【出處：梵諦岡新聞網-梵諦岡】 

 

  (梵蒂岡新聞網）300 名最貧困弱小者於 5 月 29 日早上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接種了第二劑新冠疫

苗。如此一來，在梵蒂岡為最有需要者和脆弱者施打疫苗的活動暫時告一段落。透過教宗方濟各大力推

動的這項創舉，共有 1800 人接種了疫苗。 



  教宗賑濟所所長、負責這項創舉的克拉耶夫斯基樞機向本新聞網解釋道，“這些人是在街頭、不同

宿舍生活的人，是在意大利沒有權利接種疫苗的人”。樞機重申，這些人在城市裡看似隱形、其實清晰

可見。藉著最後一個梯次的接種，我們結束了他們的恩寵時刻。一旦疫苗可以自由採購，那時我們將再

開始。 

  事實上，現在，只有國家才能購買疫苗，教宗賑濟所正通過外交渠道幫助最貧困國家，它們更需要

疫苗，尤其是非洲和亞洲。克拉耶夫斯基樞機解釋說，透過“懸空疫苗”計劃得到的資金（可透過教宗

賑濟所網站捐贈）、很多人向教宗提供的捐助，以及羅馬斯帕蘭扎尼機構等多間醫院的貢獻，都將轉交

給多位聖座大使並用於購買疫苗。 

  克拉耶夫斯基樞機指出，因“懸空疫苗”計劃而受惠的“國家，包括馬達加斯加、委內瑞拉、厄瓜

多爾和印度”。樞機表示，“我們在這方面只用得上一部分的資金，因為疫苗無法在市場上購買。為此，

我們將開始把資金轉給這些國家，尤其是在非洲一些聖座大使可以購買疫苗的地方。就如在敘利亞，我

們已匯去 35 萬歐元，以購買疫苗並為最脆弱者施打疫苗”。 

  教宗方濟各多次重申，所有人都應該有機會接種疫苗。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教宗一直透過教宗賑

濟所幫助邊緣人士，在梵蒂岡附近的設施中，比如，在聖伯多祿廣場柱廊下開設的診所為需要者提供健

康檢查和拭子測試，為貧困國家捐贈醫療器械和呼吸機。 

 
W  W  W  堂 區 報 告  W  W  W 

1. 高雄教區為因應政府防疫措施，已全面暫停所有平日彌撒、主日彌撒、各項禮儀、

活動、聚會…等，恢復時間將視防疫政策另行公告。疫情期間教區線上主日彌撒直

播為每週日上午 09:00，每週六晚上 07:30 有玫瑰經祈禱會線上直播，邀請教友在家

一同參與。 

直播網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5k88PtCZ94ebQOm9KF7nQ 

2. 6 月 6 日(日)，上午 10:15 召開傳協常務理事視訊會議，請常務理事出席參加。 

3. 疫情期間在家中神領聖體可用教宗方濟各「神領聖體」祈禱詞： 

「吾主耶穌，我俯伏在祢腳前，向祢獻上我痛悔之心和懺悔的精神。 

我的心陷入虛無的深淵，卻沉浸於祢聖善的親臨。 

在祢愛情的聖事裏，我朝拜祢； 

將我這如同簡陃居所的心，全獻給祢，我渴望領受祢。 

在等待領受共融聖事的福樂之際，我願在精神上擁有祢。 

吾主耶穌，求祢來到我內，我也進入祢內。 

願祢的愛情燃燒我的整個生命，無論生死。 

主耶穌，我相信祢，我盼望祢，我愛祢，阿們。」 

4. 由於近期彌撒全面暫停，若要奉獻維持費或彌撒奉獻，請透過匯款方式。匯款時請

註明姓名及區別(例如：王小明六區)。匯款帳號如下：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 中山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高雄教區 

帳號：048005143091 

5. 本堂近期慕道班皆已改為線上課程，請邀請親友一同來慕道。報名請開啟以下網址： 
https://forms.gle/TdzLv31cqSKrBebWA 

 

【請 將 堂 訊 傳 出 去，成 為 牧 靈 福 傳 小 尖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