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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而是整個公教會的活動。在準備的過程，就

是加深整個教會對聖體的熱愛與認識，並且更新

福傳與聖體聖事的連結。

6.愛爾蘭總主教Martin 誠懇地說明：2012年國際聖

體大會是在受傷的愛爾蘭教會舉行，雖然我們受

傷了，但我們更專注在醫治的這條路上，藉由聖體

聖事更新的靈性生命，走向醫治的道路。邀請每個

國家一起來到這個受傷的教會共同為信仰做見證

。這是個更新的世代，讓我們一起交託在天主的手

中，也在這個世代裡，教會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50屆聖體大會的規劃雛形

時間：2012年6月10日至2012年6 月17日；

地點：愛爾蘭首都 都柏林；

主題：聖體聖事：與基督及他人的共融

The Eucharistic：communion with Christ and with one another
大會特別聚會時間：

1. 2012年6月10日（星期日）下午  

    聖體大會開幕感恩聖祭

2. 2012年6月13日（星期三）上午  和好聖事

3. 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下午  聖體遊行

4. 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晚上  青年徹夜祈禱

5.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在全歐洲第三大足球場

   CROKE PARK舉行閉幕彌撒。(可容納8萬人)

聖體大會中每日的主題：

1.星期一：聖體與聖事--合一活動。

2.星期二： 聖體與家庭。

3.星期三：聖體與和好聖事。

4.星期四：聖體與牧靈職務。

5.星期五：聖體、痛苦與治癒。 

6.星期六：藉著聖母認識聖體和聖言。

每日時間規劃：

1.早上：早禱、敬拜讚美。

2.中午：要理講授、見證、彌撒（預計每天約兩萬人

共同參與感恩聖祭）。

3.晚上：在愛爾蘭皇家俱樂部及城裡的一些文化活動。

4.在市區的教堂會有不停的祈禱事工並且有展覽與

青年活動。

8天的活動配合著大會的主題，在天主的聖言與有關

聖體奧蹟的教導與討論中進行，藉著朝拜聖體與聖

體遊行表達信仰，並反省及重新確認與耶穌基督

的關係。詳情請造訪瀏覽第50屆聖體大會網址：

www.iec2012.ie。

宗座訓示：新福傳作出獨特的貢獻

宗座本篤十六世於2010年11月11日中午接見參加

宗座聖體大會委員代表會議全體與會人員指出，聖

體大會的本質是「圍繞著為人作出了最崇高犧牲的

基督的信仰節慶，教會的聚會是聚在她的上主和天

主旁」「藉由與基督身體的共融，教會越來越成為

她自己：成為所有人類合一的奧秘。人類彼此分裂

的根源因罪惡而根植在人性內，而基督奧體以其合

一的創造力與分裂的根源對抗。聖體繼續形成教會

，在人與人間創造共融。」「在當前的環境下，聖體

大會的任務是為新福傳作出獨特的貢獻。但從狹義

上來說，每屆聖體大會本身即具有福傳的意義。」

此行感想及台灣教會的迴響

短 短 3 天 的 議 程，在 宗 座 國 際 聖 體 大 會 主 席

S.E.R.Mons.MARINI 總主教的帶領中，每天早晨皆有

隆重的早禱，所有神職人員穿戴整齊的白袍，在乳

香十字架的帶領中開始一天早晨的頌讚。身為家庭

主婦的我第一次參加如此隆重的晨禱，的確開了眼

界，更深深地體驗到齊聲頌禱的美好，心中有好多

的感動：耶穌親自召選了祂的弟兄姊妹，不論是主

教、神父或是平信徒大家共聚一堂；不分種族、不

分階級、不分語言，皆因耶穌而融為一體。

在開會期間，雖然語言不同，卻無礙於彼此的溝通

交流。記得有一回坐在巴西主教旁邊，說著葡萄牙

語的他，說話時總是瞇著眼睛、面帶微笑，同席的他

國代表就主動為我們翻譯，大家歡聚一堂，分享彼

此的見解、經驗與笑話。因著信仰同一個主、分享同

一個餅、共飲同一杯酒，享受到在主內一家人的喜

悅。這次會議，讓我親身體驗各民族一起在主內共

融，共享與基督和他人共融的大喜樂。

愛爾蘭教會真誠自白為「負傷的教會」，渴望回到

救主耶穌面前，尋求治癒與更新，如此謙虛自省，令

人感動。因為耶穌基督與祂的教會，因為普世教會

是同一個身體、同一個聖體、同一個祭台，台灣教會

同為身體的一部分，不論為點燃心中熱火，尋求治

癒與更新，或為探望負傷的兄弟，抑或觀摩學習聖

體大會之實況，台灣教會皆應義無反顧共襄盛會。

歡迎大家參與11月19日的全國聖體大會

台灣主教團於去年秋季大會決議將由新竹教區

李克勉主教帶領朝聖團體參與大會。組團與台灣地

區主教團已經架設網頁http://www.catholic.org.tw/

eucharist，歡迎前往連結點閱，以更了解國際聖體大

會。出團朝聖計畫將會在近期推出，敬請期待。

為燃起台灣教友熱愛耶穌的神聖之火，今年春季主

教團會議時，決定於基督君王節前一天11月19日舉行

全國聖體大會，現在正積極籌劃中，屆時歡迎大家扶

老攜幼來到天主的祭台前團聚、擘餅、祈禱。

此次國際會議的主題包括：宗座聖體大會主席

S.E.R.Mons.MARINI總主教介紹「國際聖體大

會的起源、發展及傳承」 ；加拿大S.E.R.Marc Card. 
OUELLET樞機主教報告「2008年在魁北克舉行第49

屆聖體大會的省思與建議」；Mons.Ernesto VECCHI
報告「在人類與社會服侍中，聖體大會與聖體聖事

的救贖層面」；Rev P.Herve LEGRAND O.P報告「21

世紀聖體聖事的教會學」；M.R.Archbishop Diarmuid 
Martin報告「第50屆聖體大會的聖經基礎」；Rev.
Keven Doran報告「都柏林對第50屆聖體大會的規劃

雛形」； Rev.p.Vittore BOCCARDI S.S.S報告「聖體大

會國家代表的角色」等，每一項主題都非常重要。

國際聖體大會的起源、發展及傳承

聖體大會起源於19世紀中葉，當時教會意識到已

被俗化的社會需要更新，其中最有效的方式是經由

耶穌基督的愛，亦即那真實臨在於聖體聖事內的耶

穌。130年前，由當時Eymard神父帶領其神修指導

的一位女性平性徒Miss Emilie Tamisier呼籲召集，

在教宗里約十三世的祝福下，於1881年在法國的

城市里爾舉行第1屆國際聖體大會。大會核心成員

由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組成，一起為燃起熱愛耶穌

的神聖之火而努力。這屆聖體大會的主題是：「使

世人更明白聖體聖事奧蹟中的吾主耶穌基督是教會

生活以及教會拯救世人使命的中心，也為使世人更

熱愛、事奉吾主耶穌基督。」（To make ever better 
known,loved and served Our Lord Juses Christ in his 
Euchristic Mystery,the centre of the Church’s life and 
the mission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從此奠定了

國際聖體大會的基礎與願景。

聖體大會是為增進了解和參與聖體奧跡，從慶祝

崇拜、參與感恩聖祭，滲透到整個個人和社會生活

。活動配合著大會的主題，在天主的聖言與有關聖

體奧跡的教導與討論中進行，藉著朝拜聖體或聖體

遊行來表達對主耶穌的信賴與愛，並反省及重新確

認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聖體大會的果效，亟需藉由各國代表的聯繫，聯合

各教區和堂區的同心祈禱，共同努力，方可實現，第

50屆國際聖體大會訂於2012年6月在愛爾蘭都柏林舉

行，非常需要我們每一位教友的參與和努力。

21世紀聖體聖事的教會學
 

報告指出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對聖體社會學的召叫

，聖體大會所要呈現的是合一團結的象徵（One Cup, 
One Alter, One Presider.）以及聖體聖事與教會聖事的

關係。

魁北克舉行的第49屆聖體大會省思與建議

上一屆主辦國加拿大報告在舉辦聖體大會期間與

之後，加拿大教會的更新與福傳薪火的傳承，並提

出下列建議，供各國借鑑：

1.為確保普世教會有效的參與，在教區內可預先舉

辦一個準備會議，包含舉辦聖體大會以及與國際

聖體大會相關的活動和心靈的準備。

2.運用通訊、媒體與網路廣為宣傳，增加教友參與

此活動的意願。

3.青年是聖體大會中重要一分子，雖然世界青年日是

教會青年非常重要的聚會活動，但是年輕人在這個

聖體大會也非常重要，面對隔代間的衝突，特別是

年輕人，普世教會可以給予不同的生活經驗。

4.聖體大會的舉行使我們發現意想不到的果效，復

興聖體敬禮確有其必要性，這確實點燃教友敬禮

聖體的熱火，對聖召、教會的更新均著有神益。

第50屆聖體大會的聖經基礎

1.宗徒大事錄記載了初期教會：他們專心聽取宗徒

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每天成群結隊的

前往聖殿，也挨戶擘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

起進食。他們常讚頌天主，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

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

2.路加福音24章13-35節記載，耶穌顯現給兩個門徒

，在走向厄瑪烏的路上，兩人的心雖然是火熱，卻

未認出耶穌來，「他們強留他說：『請同我們一
起住下罷！』……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
候，他就拿起餅來，祝福了，撥開，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

3.我們需要在耶穌內與人共融，單獨一人無法成為

真正的基督徒。當我們提到聖體聖事，也就意謂

著與基督耶穌和他人的共融。

第50屆聖體大會的時代背景意義

1.國際聖體大會將於2012年6月10日至17日在愛爾蘭

首都都柏林舉行。那也將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議揭幕50周年紀念。期望普世教會在都柏林的聚

會，能幫助每個人了解聖體聖事乃是個人與耶穌

基督的真實共融，進而重新發現每個基督信友團

體確實具有聖體聖事的基本特徵。

2.因愛爾蘭以前發生的神父性醜聞事件爆發出來，

這事件確實嚴重打擊了愛爾蘭教會；相信這事件

在聖體大會期間也一定會再被提出。面對這一個

受傷的教會(Wounded Church)，除了道歉安慰努力

在世俗層面的醫治之外，更希望幫助這些信友們

有能力回到信仰的靈性生活。

3.愛爾蘭現在是個受傷的教會同時也是個很世俗化

的社會，人民不覺得信仰是重要的事，所以愛爾

蘭教會將舉辦國際聖體大會視為復興天主教會非

常重要的機會。

4.聖體大會最大的挑戰是幫助每個人重新發現：因

著聖體的聚會（感恩聖祭、朝拜聖體、明供聖體）

是可以讓人與耶穌相遇；單一的個人無法成為基

督徒，所以需要共融。一個教會是建立在分享的

聖事上，沒有共融的教會很容易受到打擊與傷害

；共融與分享是一體的，若是沒有跟隨靈修的途

徑，外表的組織與規劃是沒有意義的。

5.這次的國際聖體大會，不單單只是愛爾蘭內部的

2012年的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即將在愛爾蘭都柏林舉行，這項盛典對普世教友們都有非常特別的重大意義；台灣天主

教會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各項籌備活動，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宗座國際聖體大會的意義，我們特別將去年11月9日至

11日在羅馬耶穌聖心師鐸會院（Villa Aurelia）舉行的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委員代表會議情景，作一回顧詳析，來自

普世75個地方教會的國家代表與會，其中包括 40位主教、2對夫婦（西班牙及臺灣）及1位女性平信徒，會中，我

與夫婿王振鴻是僅有的華人教友代表。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在研討2012年在的國際聖體大會籌備事宜的基本認識。

教友們熱起來！回顧出席2010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委員代表會議分享

聖體大會  
■文．圖／吳令芳

▲隆重的早禱，在讚美與感恩中

開始一天的議程。

▼朝聖之鐘：大會的象徵物

朝聖、信仰、祈禱、悔改、福傳

的呼召（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籌

備處提供）

▲ 坐於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左側為

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委員會的主席

Piero Marini 總主教，他曾任先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首席禮儀官。

▲CROKE PARK 位於愛爾蘭首都

都柏林，歐洲三大足球場之一，

可容納8萬人，是2012年國際聖

體大會閉幕會場。（第50屆國際

聖體大會籌備處提供）

▲籌備會議在羅馬 Villa Aurelia

（耶穌聖心師鐸會院）舉行，以

義、法、英、西4國語言同步翻

譯進行。

▲大會議程表設計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點燃熱愛敬禮聖體的團聚。

▲本文作者吳令芳（左二）偕夫婿王振鴻（左）與國際聖體大會的

核心工作團隊伙伴們在伯多祿大殿彌撒後合影；左三起：大會總經

理Anne、執行長、志工代表Barbara及設計大會Logo的Martin夫婦。

▼

2012聖體大會標識      

意義：在共融中的子民

設計：Martin Barlow

概念：出自默7:9。

意涵：大夥群眾由各邦國、

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

張開雙臂因著耶穌基督十字

架的犧牲，團聚共融合為一

體。（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

籌備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