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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體！阿們！──這是我們每位領聖體的時

候，最熟悉的對答，熟悉得讓我們視為家常便

飯，很多時候甚至於熟悉到我們忽略它的意義。

敏銳的教友可能覺察到，禮儀委員會的成員開始

請大家傳達：彌撒中領聖體時，請不要再鼓勵未能恭

領聖體的人前來雙手交叉在胸前領受降福。也有人

問：「我們不是要把最好的呈現出來與大家分享嗎？

我們不是要把來自天主的祝福跟大家分享嗎？那為

什麼不能請大家前來接受降福呢？……」

事實上，整台彌撒就是祝福，而我們需要回來再省

思一下：我們聽到的「基督聖體」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我們所回應的「阿們」又有什麼意義？

雙重的宣告與應答

神父在宣告「基督聖體」時，是個「雙重的宣告

」，我們回應「阿們」時，也是一個「雙重的應答」

──少了任何一半，整個故事都不完整了。

怎麼說是雙重的呢？基督聖體的確是耶穌基督祂

親自真實的臨在，祂的生命給予我們，所以這是「基

督聖體」──應答阿們，因為我們承認；而另外一方

面，也就是故事絕對不可少的另一半，是我們在領

受基督聖體以後，也成為基督聖體──應答阿們，

因為我們承諾。這一個承諾、這一個應答，讓我們更

好的去活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我小時候是個調皮搗蛋的小鬼，那個時候絕對不

會想到今天可以在此跟大家分享福音。有一天，就

在打破了好幾個花盆、玩遍了院子裡的泥巴、把牆

壁上了窗簾都扯下來了（因為我在學做泰山）以後

……接下來，相中了我始終沒有辦法碰到的東西，就

是媽媽手中的結婚戒指。我跑去央求她：「媽媽，妳

的戒指借我玩一下好嗎？」出乎意料的，她竟然一口

回絕：「結婚戒指哪裡是玩的啊？要玩，以後你自己

去找一個！」

這件事情讓我納悶了很久，是媽媽小器嗎？還是

結婚戒指真不是玩的？

怎麼回事？──不懂事的小朋友當然不知道。

隨著時間慢慢的推移，我也慢慢的長大，離開了家

，進到修院。跟著同班同學唱著民歌：一口口的飯和

一瓢瓢的水，是父親的汗、母親的淚……。哼著哼著

，眼淚不知何時已經滑滿臉龐。

我開始回想，有一晚，爸爸焦急的帶著我，一個個

地方去敲醫生的門……想到媽媽，在門口叮囑說：「

帶衣服啊！不要忘記帶你的雨傘啊！……」

我想到，當第一次看到自己被抱出醫院的照片，驚

訝的問：「媽媽，那是誰啊？怎麼那麼醜！」因為那

一個小嬰兒，右上邊的腦袋是扁的。

媽媽說：「那是你啊！你不知道當你生下來的時候

是難產？到醫院去的時候，媽媽的羊水都流光了，你

的頭卡在骨盆腔裡好危險，所以這邊壓扁了。醫生

努力用吸盤想把你吸出來，所以那邊是凸的……。」

那時媽媽看到自己孩子的第一眼，在心裡頭哭：「天

啊！為什麼我生出了一個怪胎呢？」然後，每一天在

餵奶時，想盡辦法去「搓湯圓」。那一個頭慢慢被搓

回來了，竟然還可以調皮搗蛋！

原來……原來我們能夠活到現在，都是有人真正

的付出啊！也難怪當我聽到那首民歌的時候，不知不

覺已經感動得不能自已。

就在有一夜，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分給

祂的門徒：「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要

為你們而犧牲。」然後，祂拿起一杯葡萄酒，再一次

祝福了，拿給祂的門徒們說：「你們大家拿去喝吧！

這是我的血，要為你們的罪過傾流……。」有人為我

們付出了，犧牲了，所以我們今天能夠聚在這裡。

不但是耶穌，而且是每位在愛裡為我們默默付出

的，今天成就了我們，讓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慶祝

耶穌基督的聖體。我們在這個聖體大會裡，我們同

樣領受基督聖體的人，我們成為了耶穌真正的肢體

，我們也成為了「基督聖體」，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

每一滴海水，都可以說：「我就是海水。」

所以，「基督聖體」是一個雙重的宣告，一方面我

們要領受的是耶穌基督真實的身體，而另一方面因

為我們領受了這真實的身體，我們真正的成為了耶

穌基督的肢體──我們是「基督聖體」。而「阿們」

也因此是一個雙重的應答與承諾，告訴耶穌，也告

訴自己：「是的，我要好好的去生活，我要好好的把

信仰活在我的家裡、工作中、休閒裡……。每一時、

每一刻為基督而活，因為我也是『基督聖體』。」

幸福不在於說說而已，祝福也不盡在於胸前交叉

雙手上來領受。就像是結婚戒指，不是說說「我願意

」，從此生活就幸福美滿直到永遠，而是在不斷付出

、在痛苦、眼淚、歡笑當中，分享了那共同的生命，

才有幸福隨之而來。我們千萬不要把「我願意」、也

不要把「基督聖體」的應答當作了只是來領受降福

，那會把整個聖體奧蹟、耶穌基督的愛大打折扣，還

可能在某方面將意義變質。我們怎麼可以把這樣打

折扣的愛去和別人分享？我們要分享的不就是那真

正、完整、深入的「基督聖體」嗎？所以這為我們每

一個人都是從新省思的機會，也是一個挑戰，我們

是不是把基督聖體的這份愛生活出來了呢？

有人可能問：「那怎麼辦呢？還有小小朋友也在我

們的彌撒中準備，但他還沒開聖體！」沒有關係，請

他留在座位上面，我們跟他解釋，整台彌撒本身都

是祝福。不但跟小朋友解釋，我們跟大人朋友也好

好的解釋，而同時我們也省思自己的生活。在解釋當

中跟他好好的分享：是因為當我們更虛懷、準備好、

願意付出自己成為犧牲、願意相合於耶穌的愛時，我

們再來領受聖體──那才是成熟的時候。還沒有成

熟的果子常是青澀的，我們要的是真正的圓滿與平

安，不是表面的祝福。這樣也許多做一些事情，可是

這樣是更深入的基督徒生活。

善做準備以領聖體

有位遭受金融海嘯波及的董事長，非常痛苦。他不

願孩子因公司被倒而在生活上少了任何享受，有一

天，兩個孩子說：「爸爸，我們好久都沒有去吃麥當

勞了！」他的心揪在一起，想著：「我以前有司機、

出門以黑頭車代步，而今卻把面子丟在地下，只求到

一個星期天到拿著廣告牌站在路邊的臨時工，1小時

只有100元，還要想辦法還債。唉，孩子要吃麥當勞

！」他存夠了錢，帶著兩個孩子到速食店。大女兒很

興奮：「好久沒有跟爸爸一起享受這麼愉快的時光

啦！」小兒子卻挑三撿四：「唉呀！那個雞皮不要，

好油，我才不吃呢！」大姊比較懂事，知道爸爸的工

作不太對勁，只是不知是怎麼一回事，炸雞端上來，

她感謝感恩得不但每滴可樂都喝完，連每根骨頭都

咬了半天很珍惜的吃下去，可是小弟卻還在挑嘴。

姊姊勸他：「小弟！把它吃下去！你不知道你在幹什

麼，快吃下去！」弟弟繼續鬧脾氣：「才不要！才不

要呢！」爸爸看著他們在吃，心裡頭想：「孩子你知

道嗎？你吃的雞肉，其實是我的命啊！我多麼希望跟

你們分享的是圓滿的喜樂，永遠沒有陰影，可是現

在爸爸我可以給你們的只是這一些，你們能夠享受

嗎？」大女兒知道，可是小弟弟不明白。

今天在我們領受基督聖體的時候，耶穌為我們犧

牲了，不是祂欠了麼債，是我們欠了什麼債！我們自

己的生命不完整了，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照自己的私

意而行，我們要走自己

的路，遠離天主，也喪

失了生命。耶穌替我們

把這個債背起來，把祂

自己的生命交給我們。

藉著祝聖的聖體聖事：

「你們大家拿去吃吧！你們大家拿去喝！這是我的身

體，將為你們而犧牲的。」我們在領受聖體聖血時，

又怎麼能夠忍心輕忽耶穌的赤心付出，甚至於不當

一回事、當例行公事──來來來，領受降福就好了

？不！當我們領受耶穌基督聖體聖血的時候，更要好

好的準備自己。彌撒之前，有神父在聽告解，在為我

們教友回歸天主努力做準備。那是真正的和好、真

正與主合一，所以每一個人在生活當中都可以如此

的輕鬆的接近耶穌。我們需要去反省，自己是怎樣來

靠近、得到這個生命的。

在信仰生活中的投入，不知不覺即可與耶穌為王

愛，不是嘴裡說說就好。就像是結婚不是典禮中說

句「我願意」就圓滿了，從此以後過著幸福的生活，

而是在於我們每一天的付出。想一想我們每一天的

生活，就是有人為我們付出、犧牲了。──「可是，

我怎麼還沒有體會到呢？」

也許我的生活現在看到的只是痛苦，現在流的還

只是眼淚，還沒體會到那一份安慰……。各位弟兄

姊妹們，請你們來，更是把我們還沒有體會的生活

獻給主吧！因為耶穌自己說：「我親自要來，我要親

自尋找我的羊，我要親自牧放我的羊。我要尋找、領

回、包紮、治療，而且強壯跟肥胖的我要看守。」讓

我們來更好的領受基督聖體吧！耶穌說：「我要按
正義牧放他們。」天主的「正義」就是：祂是我們
的造主、祂是愛我們的天主！在這一位天父面前、在

我們基督長兄的懷抱當中，祂的愛永遠是源源不絕

的付出，並與我們分享。也因此祂會要求的不是我們

的回報，而是「你有沒有為你最小一個弟兄姊妹，做

一些他所需要的愛德工作？」衣不蔽體？給他穿的

吧！沒有飯吃？給他食物分享吧！這些人需要安慰？

安慰他們一下吧！或是有些人現在需要安靜一下？

好，尊重他，給他一些空間吧！

「你們有沒有對最小的弟兄這樣做呢？」──這是

以後當審判主在我們眼前所要問的話。也許我們說

：「耶穌，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幫祢做了這些好

事？」如果在我們一生的過程中都這麼努力付出了

愛，耶穌會告訴我們：「不要擔心，來！因為你在不

知不覺當中，所留下的眼淚、所付出的那份愛，已讓

你跟我在十字架上了，你現在也不知不覺中已經跟

我一起為王了！」所以，在耶穌基督君王節，我們一

起慶祝耶穌聖體聖體，因為我們領受耶穌基督的聖

體，都因耶穌的愛與祂結為一體，而我們在生活中也

努力地去付出。這個基督聖體雙重的應答，在我們

的身上不斷地實現。

邀請大家靜默片刻：我們想一想，生活中有什麼可

以奉獻給主的？在我們的現場有多少家庭、有多少

人，其實就有多少痛苦，但其實也有更多不同的愛的

故事。因為愛的故事在嘴裡承認，也在生活中間實

踐，它就會讓我們越來越在基督內。我們舉心向上，

我們越來越被聖化，我們越來越成為耶穌基督活的

肢體。我要把什麼樣的眼淚藉著餅與酒奉獻給主？

有什麼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的喜樂可以藉著餅和酒

呈現給主，讓祂聖化呢？

這樣，當我們再一次領受耶穌這被祝福的餅與酒

之時，我們知道，我們真的跟主結合為一了，因為我

們大家真的是因相愛，合而為一。

在領聖體的時候，我們會看到、聽見、領受、而且

成為──基督聖體！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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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聖體大會 高舉耶穌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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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體！   阿們！

【謝蓉倩／台北報導】為響應第50屆國

際聖體大會的呼召，讓教友更明白聖體

聖事的精髓，2011年天主教全國聖體大

會11月19日上午10時在輔大中美堂舉行，

單國璽樞機主教、10位主教和教廷駐華

陸思道蒙席，以及100多位神父、近4000

名教友齊心合一共融。（見上圖，黃金瑜

攝影）多位神長的精闢致詞與證道，讓

教友充分體認出，天主以最親密的方式

──領聖體，與我們合而為一，我們就是

基督聖體，要在思言行為上活出耶穌。

為讓全台各地的教友順利的來到輔大

，一早造物主即一掃連日的陰雨，8時起

即有近百位聖母軍的服務人員，引領教

友依序進入會場。會場中央一塊大麵餅

置於其間的震撼，讓教友不得不全神注

視著、聆聽著聖體聖事奧妙的種種。為

讓無法到場的教友同體此一合一的美好

，台灣地區主教團也特於上午10時至12

時及下午的14時至17時，透過網路直播

，將感動送到每位教友面前。

在台北總教區聖詠團帶領全場齊聲頌

揚讚主恩後，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洪山

川總主教首先致歡迎詞。他說，每次到

醫院都會看到方濟會的十字架上掛了一

包點滴，有如若望福音第3章14節所說，

正如梅瑟曾在曠野裏高舉了蛇，人子也

應照樣被舉起來。人子也被高舉，在衪

內得永生。在神父的日課也提及，信德

作飲料、基督是食糧，今天是天主邀我

眾品嘗生命食糧、天國美味。全球12億

名教友不間斷舉行彌撒聖祭，不但彼此

相連，且與耶穌的最後晚餐、煉獄靈魂

領受的聖體，以及明年第50屆國際聖體

大會相結合。百年前的聖體大會是為拯

救人類的俗化，而今是為維護在暖化中

的地球。以台灣來說，花東地區連日來

土石流，窮人的生活更苦難，近4000多

人圍聚於中美堂，宛如一聖體，更如聖

經中所說，身體只有一個，有許多肢體

相連，肢體中有強有弱，耶穌隱藏在聖

體中，我們以信德相信祂的親自臨在。

洪總主教強調，在基督普世君王節前

夕，不分山羊、綿羊，或左或右，都聚集

回到主耶穌的最後晚餐餐桌前，高唱信

德的奧蹟，受傷心靈獲癒後，更接受派

遣到世界各角落，彼此相愛的看到別人

的需要，了解「99隻羊PK1隻迷羊」之餘

，更要回到自己的堂區，多多敬禮聖體，

如同厄瑪烏兩位門徒在平凡熟悉的生活

中，拿起麵餅、感謝了分開，認出耶穌的

那一幕。

接著，花蓮教區曾冠羽姊妹恭讀創世

紀18章1-15節亞巴郎熱情款待三聖者的

經文。劉振忠總主教證道說，天主藉天

使的形象造訪人類，亞巴郎以熱情接待

訪客，無意間接待了天主，如同瑪竇福
音第10章41節中說的，「誰接納一位先
知，因他是先知，將領受先知的賞報；
誰接納一位義人，因他是義人，將領受
義人的賞報。」這段福音啟示我們，天
主造訪人類許諾亞巴郎得子，天主聖三

隱藏神秘的身影以《新約》解讀了《舊

約》。亞巴郎以「我主」稱呼三聖者，也

以複數「祢們」與三聖對答，實已解開三

位一體的真情實義。亞巴郎以熱情接待

訪客，也如人稱耶穌的名字為厄瑪奴耳

，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亞巴郎的作

為已為天人合一的和諧新境界。天主也

給了亞巴郎意外的驚喜，使亞巴郎意外

得子，彰顯為最小兄弟所付出的愛就是

為天主作。從亞巴郎盡心接待三聖者，

可見天主要我們做的是我們盡力即可達

成的，且其賞報是豐厚的。

劉總主教也指出，這段福音也讓我們

在主內及聖體聖事中合一及反省。他表

示，藉感恩祭的舉行，天主聖三以不同

的方式與我們同在，耶穌以餅形、酒形

與我們同在，我們是否堅信聖體是基督

的聖身與寶血？我們是否作妥準備全心

全意領受聖體？領受基督聖體時是否也

想到基督的祈禱：父啊！願眾人都合而

為一；要與基督合一當然也必先與主內

的弟兄姊妹合一，如耶穌所說：能為自
己朋友捨命者，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
愛情；若能秉此善領聖體，自可得天主
特別的聖寵。

靜默片刻，嘉義教區的胡明哲弟兄帶

領7位教會青年與全體與會者，在祈禱

歌聲中讚美上主。胡明哲等人的優美歌

聲及動人的禱詞，讓人不再承受苦痛與

軟弱，而是單單高舉主耶穌的聖名！

台南教區費格德神父接著恭讀聖路加

福音中「厄瑪烏路上門徒與基督相遇」的

經文，由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證道。李主

教指出，人生下來就是朝死亡邁進的旅程

，經歷許多事，生命為之轉變，厄瑪烏兩門

徒的見證就是生命轉變的分享，也是兩門

徒歸依的旅程，厄瑪烏門徒的旅程也代表

著我們每一個人歸依天主的歷程。

李主教表示，當時門徒已處在失望的

思緒裡，決定不再回到信仰團體、而回

到從前的生活團體，但途中他們仍談論

著耶穌。這和我們很相似。我們往往不

是百分百的信賴耶穌，會有些失望的思

緒；惟厄瑪烏歷程的啟始關鍵是陌生人

，陌生人開始談論耶穌，談論中有了改

變。有歷程、有改變，談出溫暖之餘，這

種陪伴也解答了生命的一些困惑。這種

陪伴是極重要的，部分踏上歧途者會說

「社會放棄了我、我也要放棄社會」，主

要就是沒有人陪伴，我們若有耶穌的情

懷，就會與人談、看、並觸動生命的苦難

，也會有人與我們同在而心生火熱、感

動。我們希望有這樣的陪伴團體，如同

厄瑪烏兩門徒強留「給他們火熱的心」

的耶穌。只是歸依的過程還沒結束，期

待留在溫暖的團體裡並不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只留在溫暖團體內的我們不會去

傳教，耶穌帶領著他們進入愛的盛宴，

也就是最後晚餐，用生命與門徒分享；

在這愛的饗宴中，門徒才真正得著力量

。溫暖幫助門徒覺醒，在聖體聖事內門

徒不但覺醒，且得著力量，於是回到即

使不完美的信仰團體內，分享主愛及耶

穌的苦難。

李克勉主教強調，聖教會已準備了聖

經分享、和好聖事等，讓門徒在感恩祭

中受派遣去傳揚福音，整個歷程得開展

在於參與者的態度。在厄瑪烏的路上，

耶穌兩次親切的問候，門徒願意分享他

們的苦痛，聖神於是開始作工，這便是

生命轉變的開始，願我們能與人分享自

己生命轉變的感動，及在耶穌內彼此相

愛合而為一的幸福。（相關報導請見12、

13、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