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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聖事簡易要理》

有一回，我在主日彌撒中經歷

了一個極深的感動。

領受聖體時，我伸出右手，拿

起左掌中的聖體，送入口中，咀嚼

，而後吞下。那一連串的動作宛如呼

吸般自然，原是我不能再熟悉、不

知反覆做過多少次的。然而，在

那一天，在那一個時刻，我卻

感覺到自己的一舉一動中充

滿力量；就彷彿每一個小動

作都發出巨大磅礡的吶喊，

聲嘶力竭地要我去注視、去

感受一般。因此，我屏氣凝神，

真的將所有心神與注意力集中

於其上，全心全意地完成了領

受聖體這個為時不到十秒鐘的

動作。

領完聖體，我回到自己的座位

上，開始靜靜地思考。

主耶穌為了愛，竟然願意如此

委屈自己，進到這個無法發聲、毫

無行動能力的小小麵餅中，為的只

是要讓我們容易吞下。現在，我已經

的的確確地吃下了這塊有形的記號。

那麼，天主那無形的恩寵，也就是親愛

的主耶穌自己，又到何處去了呢？

麵餅，是聖體奧蹟中可見、可嚐、可

觸摸的具體表象。經由咀嚼和吞嚥的

動作，我將生活的基督迎進自己體內

；再藉由消化與吸收，主耶穌將確確實

實地成為我的細胞，成為我的身體。那是一種不能

再緊密的結合，再也無法分開。

4年半前，我第一次領受基督聖體。直到今天，已

經無法數清自己究竟領受過多少次這無上的恩典了

。那些純白潔淨的小麵餅，在成為主耶穌親愛的身

體後，進入我的口中，進入我的體內，一點一滴地

被消化成我的細胞、我的靈與肉。那樣的融合宛若

以水和泥，已經無法區別誰是誰了。

基督真實地住進我內。因此，在我的每一根指頭

裡、每一片指甲內、每一根毛髮中、每一個小小的

細胞間，都有基督、都有完整的基督臨在。那令我

想起保祿的話：「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

督在我內生活。」那麼，既然這個軀體已經成為一
座生活的聖殿，我又怎能不好好珍惜身體，好讓自

己每時每刻活出基督呢？

「啊！基督在我內！」
那原本就已存在的真理叫我驚異萬分。於是，我

悄悄地翻動雙手，彷彿初次見到般細細審視自己的

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它們都是我看過不

知多少次、和我於同一個時刻誕生、叫我覺得再熟

悉不過的肢體。然而，這些肢體雖然都是「我」，

卻也同時「不只是我」。於是，一股無名的喜悅油

然而生，宛若細細的電流於瞬間竄透全身，叫我歡

喜得幾乎無法承受，眼淚撲簌簌地直落下來。

後來，有一次與狄剛總主教見面，談話間偶然提

及這個發生於不久前的新鮮體驗。當時，狄總主教

俯身向前，以極大的耐心與專注，傾聽了我在激動

中稍顯辭不達意的敘述。聽完之後，他低頭略想了

一下，微笑地對我說：

「書寧啊，妳說感受到主耶穌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那一點兒也沒錯……可是呢，卻也不完全對。的

確，主耶穌委屈自己，成為我們的一部分。然而，

天主是無限的；我們人太過渺小，不可能容

納得下那樣的偉大。」

狄總主教和煦地接著說：

「划向深處吧。是的，我們得一直不停地划向深

處。這個『深處』不會有盡頭，所以我們必須不斷

地向前划，不可以停留在原地。」

我呆望著眼前這位信仰的老前輩，對我露出

寬容的微笑：

「所以，妳似乎可以換一個角度，繼續往

下想。其實，並非神被人包含在內，而是人

被包含於神內。因此，藉著成為我們的一部

分，主耶穌願意將我們引回祂內……。」

當天晚上，我和爸媽到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聽課，內容正好是若望福音的序言。一個多鐘

頭的課程結束後，林思川神父做了一個相當美麗

的結尾：「我們的耶穌真的成為人。祂藉著具體

的、有肉體的、跟人一模一樣的存在，是為了把

我們引回天主。祂不以物質為終向，那並不

是結局。」

我不知道，當晚在座的其他同學究竟

是如何想的；然而對我而言，尤其是對

「當時的我」而言，林神父那番話簡直

如雷貫耳，叫我一時無法動彈，只能呆

坐在椅子上發抖，心中滿溢感動與喜樂。

天主的恩寵實在滿盈豐富！祂竟然願意

在相隔不到幾個鐘頭的同一天內，透過兩

位我所敬愛的主教與司鐸之口，以無比的耐心教

導祂魯鈍的小女兒同一個真理。真理是不會改變

的，祂一直都在；只不過，我必須在信仰內不斷長

大，不斷划向深處，好讓自己不滯留於「自以為看

見」的志得意滿中，卻能夠逐漸習得「真正渴望看

見」的謙遜。

我想起了2009年初夏的以色列朝聖體驗。

大博爾山頂的耶穌顯容聖堂內部，有4幅極美麗

的馬賽克壁畫，圍繞在面西的祭台邊。每幅壁畫

中都立著3位天使，以眼神與手勢引導觀者注視主

耶穌4種不同的「容貌」。其中，有3幅的表達方

式相當具體，直接畫出了嬰孩、羔羊、與聖體；

然而，第4幅卻叫我苦思不得其解，默想了許久。

第4幅壁畫的天使腳下是一座空石棺，除此之外

，甚麼也沒有。（見下圖）那種「看不見」的「空

虛」讓我心焦，感覺自己就像若望福音中的瑪利亞

瑪達肋納，因為不明白而著急，乾瞪著第4幅畫中「

看不見的耶穌容貌」，毫無頭緒：「我不知道他們

把他放在哪裡了。」

現在，當我重新回頭審視這段經歷時，不知道為

什麼，第4幅壁畫下方引自〈馬爾谷福音〉中的句子

感覺特別響亮：SURREXIT. NON EST HIC!

（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

從起初，天主聖言就不斷地改變容貌。言語、雲

彩、微風、羔羊、嬰孩、十架上的苦像、聖體聖血

……。其實，天主永遠是同一個不變的存在。永恆

之所以願意不斷改變容貌，完全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人受限於時間空間，實在難以認識真理。因此，

為了愛，神只好自己貶抑，自我受限於各種可見的

「容貌」中，渴望藉著那些「有形的記號」，將祂四

散的羊群引回自己的懷抱中。

因此，在每一次的感恩禮中，基督真實臨在於可

見、可觸摸的至聖聖體內。當我藉著咀嚼與吞嚥，

將祂迎入體內之後；表面上看來，聖體「不見了」

，被我「消化」了；其實，被「消化」的卻是我自己

。因為，「存在」的本體並不會改變，即使「容貌」

改變了、即使肉眼看不見……。

「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我去

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為的是我在那裡，你們也在那裡

。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裡去的路。」（若
14:2b,3-4）

從前，每當我領完聖體，總會如此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願意委屈自己，進到這

樣小的麵餅中，為的只是讓我們容易吞下。現在，

祢在我內，我在祢內，多麼親愛……」

現在，我卻更喜歡這樣說：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願意委屈自己，進到這

樣小的麵餅中，為的只是讓我們容易吞下。現在，

祢在我內，為的是將我引回祢內。是的，主啊，因

為我原屬於祢，原應在祢內……」

感謝天主！

信仰的道路多麼美麗！

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我們見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
滿溢恩寵和真理。
從祂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
而且恩寵上加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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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聖方濟沙勿略會的王敬仁神父
和所有的會士！他們的會祖孔維

鐸主教在今年10月23日蒙教宗本篤十
六世隆重列入聖品。列聖品在教會內是
件大事：一方面教會正式公開宣認這位
列聖品者聖德卓著，名列天冊；另一方
面勸告教友要效法他的聖善生活，恭敬
他，求他代禱，發揚他的福傳熱忱。

王敬仁神父請我來主持慶賀聖孔維鐸
列聖後感恩彌撒，我想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沙勿略會士和耶穌會士是表兄弟
，因聖沙勿略和聖依納爵是知心好友和
同伴。二、沙勿略修會首批傳教士是派
到中國河南鄭州的，我的老家離鄭州不
遠，為此我也代表鄭州教區的神職及教
友參加今日的感恩祭。今天我願意簡單
地介紹：一、聖孔維鐸的生平，二、聖
孔維鐸的福傳熱忱，三、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效法聖孔維鐸的福傳行動。
一.聖孔維鐸的生平

聖孔維鐸Guido Maria Confort 1865年
3月30日生於帕瑪（Parma）附近一個樸
實的鄉村，父母都是虔誠的教友，在信
仰生活方面受母親的影響最大。自幼敬
主愛人，聰明活潑。11歲進入教區小修
院，一路走來，一直到晉鐸，在神修、
學業、待人接物以及辦事能力方面，都
是超群出眾，作同儕的表率，為這個緣
故，在他晉鐸之前，便被主教任命為大

修院的副院長。29歲被任命為帕瑪教區
的宗座代表。30歲創立「聖方濟沙勿略
會」。37歲被教宗良十三世任命為拉溫
納的總主教。兩年後因健康辭總主教職
。42歲又被任命為帕瑪教區主教，管理
該教區有24年之久，一直到1931年11
月5日逝世。因為他聖德超凡，真福先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96年3月17日冊
封他為真福。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
10月23日在聖伯多祿廣場冊封他為聖
人。　
二.孔維鐸的福傳熱忱

孔維鐸自幼熱心出眾，在念中學時就
想出國作傳教士，但因健康因素未能如
願以償。30歲時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
儕司鐸和修生，創立了一個新的傳教修
會，經宗座正式批准，會名是「聖方濟
沙勿略會」。除了一般修會所發的神貧
、貞潔、服從三聖願之外，這個修會會
士還要矢發福傳聖願。聖孔維鐸要自己
的會士勤修神貧、貞潔、服從三德，作
為內修生活的支柱和向外福傳的動力。
賴天主的助佑漸漸與世世代代福傳的
耶穌基督同化，用信望愛以及神貧、貞
潔、服從三願度福傳之耶穌的生活，作
祂的傳聲筒將福音傳播給天下萬民。聖
孔維鐸是帕瑪教區的主教，不能離開教
區太久，但他還是抽空，於1928年到河
南鄭州去拜訪他子弟沙勿略會傳教士，

也略微分享他們艱辛的傳教生活，以償
他的素願。　

耶穌曾大聲疾呼，希望祂的門徒都能
將福音的火種散播整個世界，使世界各
地都燃起福傳的火把，使福音的光與熱
照亮整個世界，溫暖每一個人的心靈，

祂說：「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
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
加福音12:49）宗徒們在耶穌升天後分
散各地，將福音的火種投到各地。聖保

祿說：「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林
多後書5:14）。的確福傳是愛的工作，
聖沙勿畧充滿了福傳熱火，在他的畫像
上常可以看到在他胸前有一團火在燃
燒。他常祈禱說：「主啊，請給我人靈
，其他的一切，祢都可取去！」聖孔維
鐸特別景仰聖沙勿略，為此創立「聖方
濟沙勿略會」，希望他的會士都效法聖
方濟沙勿略的福傳熱忱。今日他的會士
有850人，在歐、亞、美、非四大洲的
19個國家傳揚福音。
三.如何效法聖孔維鐸的福傳行動

我們一般教友，不必效法聖孔維鐸的
外方傳教士梯山航海到外國去傳教。我
們就住在傳教區內。我們也不必度修會
生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是福
傳的好機會。一般教友的福傳方式是多
樣化的，現在我特別指出幾樣，大家都
做得到的方式如下：

（一）為福傳祈禱：
我們相信改變人心，使人甘願接受福

音，並按照福音度生活是天主的恩寵。
我們熱心為傳教士祈禱，求天主賜給他
們感化人心的力量。特別為慕道班祈禱
。如果想歸化某人，每天要為他或她祈
禱。持之以恆，天主一定會俯聽你的祈
禱，因為福傳是極中悅天主的事。
（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的精神：

我們在給別人傳佈福音之前，能夠在
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中將福音精神活出
來，給人宣講時，一定可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因為你用生活為福音作證。
（三）在己生活與工作崗位宣揚福音：
1. 在家中：找好機會向家中尚未受洗者
宣揚福音。2.在學校：老師向學生，學
生向同學宣揚福音。3.在辦公室：向同
事或屬下宣揚福音。4.任何生活與工作
場所：工廠、店舖、遊樂都能福傳。
四.結論

讓我們在自己日常生活及工作崗位上
，努力效法聖孔維鐸的福傳熱忱，也求
聖人代我們轉求天主，使熱忱化作實際
福傳行動。也求福傳之母聖瑪利亞，為
我們轉求她的聖子──萬世萬代福傳
的導師，引領教導我們在現代的社會中
，找到最有效的福傳途徑，俾使國人大
量地接受福音，受洗成為天主的子女，
以獲得永生。阿們！

孔維鐸總主教封聖 單國璽樞機主教感恩聖祭證道詞

恩寵上加恩寵

【郝聖謌／台北報導】慶祝沙勿略傳

教修會會祖孔維鐸主教榮列聖品感恩

聖祭，於11月6日下午在台北市聖方濟

沙勿略堂隆重舉行。在彌撒前，先播放

聖孔維鐸主教生平介紹影片欣賞──

《全民把【愛】拼起來》。感恩聖祭彌

撒由單國璽樞機主教主禮，榮休狄剛

總主教及聖沙勿略傳教修會會長羅神

父、王敬仁神父、杜敬一神父、麥克儉

神父、林克祿神父、陳科神父、徐俊興

神父、劉志強神父、米達修神父、麥利

歐神父、徐廷儀神父、謝承恩神父、吳

溢澤神父、賴甘霖神父、蘇崑勇神父、

楊應望神父、江樂倫神父、洪金來神父

、安吉恩執事等多位神長共祭。就連教

堂外面的庭院也坐滿了來自各地的神

長、修女及教友們參與盛會，運用訊視

螢幕同步參與隆重的感恩禮典。

在新店大坪林聖三堂合唱團高唱〈聖

孔維鐸〉歌聲中，單國璽樞機主教首先

為聖孔維鐸像奉香舉行揭幕禮，並為

孔維鐸總主教封聖紀念捷運悠遊卡及

祈禱卡等紀念品灑聖水行祝福儀式。

主教團秘書長陳科神父恭讀福音之後

，由單樞機證道，他闡揚要效法聖沙勿略

傳教修會會祖孔維鐸主教傳教精神，將

聖沙勿略傳教修會的神貧願、貞潔願及

服從願的內修基礎，成為向外傳教的力量

與後盾，因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傳福音

是教會的本質，而福傳的工作也是我們

受過洗的教友們的本質，更是我們的使

命與責任，讓每個人動員起來，在台灣廣

為傳揚福音。（講道全文刊載於下）

彌撒中，沙勿略天主堂的姊妹堂埔里

曲冰法蒂瑪聖母堂聖詠團八部合音詠

唱〈天主經〉有如天籟，在現任會長羅

神父致謝詞之後，單樞機與狄剛總主教

給予隆重降福，彌撒禮成。

進入沙勿略修會的綠色「時光迴廊」

展開共融慶祝會。餘興活動有泰山聖方

濟沙勿略堂謝神父及SayNow樂團表演

；孫效智與楊玉欣夫婦見證分享；聖方

濟沙勿略青年會及印尼天主教青年團

表演；更有曲冰天主堂原住民優美渾厚

的混聲合唱，整個活動在熱情洋溢下喜

悅歡騰地圓滿結束。

歡慶
會祖    孔維鐸總主教榮列聖品

 主教團通告
  11月19日全國聖體大會將會做網路
現場直播（www.catholic.org.tw），
歡迎屆時收看，透過媒體共襄盛舉，
同心合意地光榮聖體聖事。並為當天
活動祈禱，使一切順利，眾人平安。

祕書長 陳科神父

台北總主教公署公告               
北總主字第100195號

 一、士林聯合堂區副主任司鐸潘文 
      線神父因另有任用，予以卸任。
二、茲委任遣使會穆希聖神父為士林 
      聯合堂區副主任司鐸，任期三年  
      以上任命自11月13日起生效。
  

總主教 洪山川
2011年11月7日

在台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

▲單樞機精神矍鑠，幽默證道，祝賀孔維鐸總主教封聖。（姜捷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