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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在至聖感恩祭中，慈母教會以堅貞的信德明認這救贖的聖事，[1]欣然地接

納，恭敬地慶祝及崇拜，藉此宣告基督耶穌的死亡，明認祂的復活，直到祂光榮
地來臨時，[2]以勝利的主及統治者、永遠司祭和宇宙君王的身分，向那無限尊威

的全能聖父獻上真理與生命的王國。[3] 
 
2. 在歷史中，教會以其崇高的權力、審慎的關注，在大公會議和宗座文件中，
對至聖感恩祭的教義作出闡釋：感恩祭包含教會的整個精神財富，亦即基督自

己：祂是我們的逾越節羔羊，[4]因此是整個信徒生活的泉源和巔峰，[5]它自教會
源起之時即有著決定性的影響。[6]最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活於感恩祭的

教會》通諭中，因應教會的現況，重申了這教義中極為重要的幾點。[7]  
 
為促使教會今日特別在舉行神聖禮儀時，仍能恰如其分地關注這個如此偉大的奧
蹟，教宗特地敦囑本禮儀聖事部，[8]會同信理部一起撰寫這份訓令，詳述某些與

感恩（聖體）聖事有關的紀律問題。因此，本訓令內所論述的事項，必須與上述
《活於感恩祭的教會》通諭連貫地誦讀與理解。 
 
但本訓令並無意羅列一切與至聖感恩祭有關的規範，僅欲重申以前已陳述過並已

確立、且目前仍有效的規則，藉此加深對這些禮儀規範的理解，[9]並且指示一些
有助闡釋和補充前者的禮規，並向主教、司鐸、執事，以至向所有基督平信徒加

以說明，好使眾人各按其職，各盡所能付諸實踐。 
 
3. 本訓令所論述的規範，應視作屬於羅馬禮儀模式之禮儀事宜，而在適當的變
通後（mutatis mutandis）也適於拉丁教會內其他依法獲得承認的禮儀模式。 
 
4. 「當然，大公會議所開始實施的禮儀改革，也大大有助於信友更有意識、更
積極、更有效果地參與聖祭」。[10]可惜，「也有一些陰暗面」。[11]為此我們不能對
流弊保持緘默：它們有些頗為嚴重，違反禮儀和聖事的本質，與教會的傳承和權

威背道而馳，且經常在某些教會環境中危及禮儀慶典。有些地方，在禮儀規範上
的流弊幾乎已習以為常，這顯然是不可容許的，並應當停止。 
 
5. 教會當局頒佈的規範，必須表裡、思言行為一致地予以遵守。只在外表拘守
規範，顯然與神聖禮儀的本質相違，因為在禮儀中，主基督願意聚集祂的教會，
使教會與祂成為「一心一體」。[12]為此緣故，外表的行動，應受到信德與愛德的

啟發，好能與基督、與他人彼此結合，並激發我們關愛貧困者、受苦者。此外，
禮儀中的話語和禮節，也是基督心意的忠實表達，是在世紀更迭中逐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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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們具有與基督一樣的思想：[13]只要我們的思念與禮儀中的話語相符，便能舉
心向主。本訓令所論述的一切，正是要我們的心思念慮，一如禮儀的話語和禮節

所表達的，與基督的思念相符一致。 
 
6. 事實上，此等流弊「使人對這奇妙聖事的健全信仰，以及天主教教義變得模
糊」。[14]如此它們也妨礙信友「以某種方式重新體驗厄瑪烏兩位門徒的經歷：『他

們的眼睛開了，這纔認出耶穌來』」。[15]面對天主永恆的大能和神性，[16]以及祂
以特殊方式於感恩聖事中所彰顯的仁慈光輝，所有信友都應懷有且表達出對天主

尊威的敬意，這尊威是在祂唯一聖子的救世苦難中完全彰顯出來的。[17] 
 
7. 這些流弊多次是源自一種錯誤的自由觀念。可是天主在基督內賜與我們的自
由，並非那種虛假的自由，致令我們為所欲為，而是那讓我們作合宜和正當之事

的自由。[18]這不僅是針對那些直接來自天主的規誡而言，而且恰當地考慮到各規
條的本質，對教會所頒佈的法律也是如此。因此，人人必須符合教會合法當局所

訂定的規定而行。 
 
8. 其次，令人極為憂心的是，「有些合一運動的措施，儘管出自善意，有時卻
任由感恩祭以違反教會藉以表達信仰之禮規的方式舉行。然而，感恩祭「是一項

如此偉大的恩賜，致不能任其意義變得模糊，並受到輕視」。為此，宜修正及以
更確切的方式界定某些要素，俾能在此領域中，使「感恩聖祭繼續散發這光輝奧

蹟的所有光芒」。[19] 

 
9. 最後，這些流弊往往是出於無知：人之所以抗拒某些事物，多是因為不認識
它們的深義和歷史淵源。其實，是在聖經本身的啟發與推動下產生那些「禮儀禱

詞、祈禱文和詩歌⋯。動作和象徵也由其中取得其意義」。[20]至於「禮儀為了表
示無形的天主事理所用的那些有形記號，也是由基督或教會所選定的」。[21]最後，

按東、西方每個禮儀傳統所舉行的神聖慶典，在結構和形式上，都與普世教會的
作法相符，那承自從未間斷的宗徒傳統的作法也是如此，[22] 教會應忠實並謹慎
地將之傳給未來世代。這一切都很明智地藉禮規加以保存和衛護。 
 
10. 對於基督所定立的，教會無權干預，它構成禮儀不能改變的成分。[23]假若中
斷了聖事與其建立者基督之間的連繫，假如不把它們與教會源始事件相連，[24]

對信友並無任何俾益，反會使他們嚴重地受到損害。事實上，神聖禮儀與教義的
原則是緊密相連的，[25]因此，採用未經批准的經文和禮節，其結果只會削弱或失

去祈禱律（lex orandi）與信仰律（lex credendi）之間的必要連繫。[26] 

 
11. 感恩祭奧蹟是如此偉大，「任何人不能等閒視之，也不得漠視它的神聖性及
普世性」。[27]相反的，誰若依從一己的喜好而漠視之──即使是司鐸──都會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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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那原應竭力維護的羅馬禮儀的基本統一性。[28]這種作法絕對不能答覆今日人們
對生活的天主的渴求。同樣地，這種做法全然與真正的牧靈關懷，或與正確的禮

儀革新無關，反而剝奪那屬於信友的家業與遺產。因為任意行事，無助於真實的
革新，[29]反而嚴重損害信友舉行禮儀的合理權利，因為禮儀是教會按其傳統和紀

律，以表達自己的生活。此外，它們還把歪曲及不諧和的因素帶進感恩慶典中，
然而這慶典的本質卻是在以卓越的方式，奧妙地表達和實現與天主生命的共融，

及天主子民的合一。[30]這些作法在天主子民中造成教義上的模糊、困惑和不良榜
樣，而且幾乎無可避免地引起強烈的反對。這在今日因「俗化」潮流令基督信仰

生活倍加困難的時代裡，使許多信友感到困惑和沮喪。[31] 

 
12. 然而所有基督信徒皆有權自一個真正的禮儀中受惠，它尤其是指按照教會所
願意和制訂的方式舉行的彌撒聖祭，即完全遵照教會訓導當局的教導，禮書中的

規定和其他教律、法規。同樣，天主教信友有權要求為他們舉行絲毫不走樣的彌
撒聖祭，要完全符合教會訓導當局的教導。最後，天主教信友團體有權要求，為

他們舉行感恩聖祭時，應盡力彰顯出來是真正合一的聖事，排除各種可能令教會
分裂和出現分黨分派的缺失和舉動。[32] 

 
13. 本訓令內所列的一切法規和提示，依照不同的方式都與教會的使命有關，因
為教會有責任督促人們正確與合宜地舉行這偉大的奧蹟。本訓令的最後一章將討
論各法規的不同等級，藉此，這些單一的法規便與教會法之最高規範相連繫，它

是對拯救人靈的關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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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聖禮儀的管理 
 
 
14. 「神聖禮儀的管理，只屬於教會權力之下：就是屬於宗座，及依法律規定，
屬於主教權下」。[34] 

 
15. 羅馬教宗為「基督的代表、普世教會在現世的牧者，由於此職務，他在普世
教會內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職權，且得經常自由行使之」，[35]特別是藉

著與眾牧者和信友的互相溝通而行使此權。 
 
16. 「聖座的權力是，規劃普世教會的神聖禮儀，出版禮儀書，審查各語言的譯
本，並督促禮儀規則在各地忠實遵守，尤其是那些舉行彌撒聖祭的規則。」[36] 
 
17. 禮儀聖事部「專責一切聖座權力內有關神聖禮儀、尤其對聖事的監管和促進
事宜，惟須尊重涉及信理部管轄的範圍。禮儀聖事部促進及確保聖事的紀律，尤
其關於聖事的有效及合法舉行」。最後，禮儀聖事部也「細心監守，務必禮儀規

定正確地予以遵守，防止流弊，或流弊發生時予以消除」。[37]在這方面，遵循整
個教會的傳統，特別關注彌撒聖祭的舉行，以及對至聖聖體的敬禮，甚至在彌撒

之外。 
 
18. 信友有權利要求教會當局全面和有效律地管理神聖禮儀，絕不讓它淪為「某
人的私有財產，它既不屬於舉行聖祭禮儀的主祭者，也不是參禮會眾的財產」。
[38] 

 
1. 教區主教是教民的大司祭 [19-25] 
 
19. 教區主教身為天主奧蹟的主要分施者，在委託給他的個別教會中，是其禮儀
生活的管理人、推行人和保管人。[39]「主教因享有聖秩聖事的圓滿，是『最高司

祭職的聖寵的分施者』，[40]在主教自己或令他人所奉獻的感恩祭中，尤為如此：
[41]教會藉此聖祭能繼續生存與成長」。[42] 

 
20. 的確，每次當教會舉行彌撒聖祭時，尤其在主教座堂裡，當「天主的全體子
民，完整地，主動地（⋯）參與同一感恩禮、同一祈禱」，並有司鐸團、執事和
輔禮人員一起「圍繞著主教主禮的同一祭台」，教會就顯得彰明較著。[43]此外，「每

次合法地舉行感恩祭都受主教的監督，是他負責向尊威的天主奉獻基督宗教的敬
禮，並按照主的規誡及教會的法律，以及他本人為其教區所定的規矩，管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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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的實行」。[44] 

21. 「教區主教在所轄教會內，並在其權限內，有權發佈禮儀法規，明令遵行」。
[45]但主教該留意，不要剝奪禮書內的法規所准予的自由，即禮儀之舉行可因應神

聖場所或信友團體或牧民情況，而作明智的調適，好使整個聖禮能確實適合人們
的理解。[46] 

 
22. 主教治理託付給他的地方教會，[47]有責任予以管理、督導、激勵，有時甚至

要譴責，[48]這是他藉主教祝聖禮而接受並應履行的神聖職務，[49]為能在真理及
聖德內建樹教民。[50]他應闡釋禮節和禮儀經文的真義，促進司鐸、執事和信友的

禮儀精神，[51]好能使他們主動和有效地參與感恩聖祭。[52]同時亦要確保教會整
體，即在教區中、在國家中及全世界，都能增進一心一德，且在愛德上精誠團結

的精神。[53] 

 
23. 「信友們要隨從主教，就像教會隨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隨從天父一樣，好
使一切趨向合一，而增加天主的光榮」。[54]所有人士──包括獻身生活會、使徒

生活團、各種善會或教會運動的成員等──在有關禮儀事上，除依法所取得的權
利外，都應隸屬教區主教權下。[55]為此，教區主教有權利和責任關注禮儀，監督

及訪視並視察其轄區內的聖堂和小堂，也包括信友常去的那些由上述團體的成員
所設置、或管理的聖堂或小堂在內。[56] 

 
24. 至於信友方面，他們有權利要求教區主教提防勿使流弊潛入教會的紀律內，
尤其是有關聖言之職務、聖事及聖儀之舉行、崇敬天主和聖人敬禮等方面。[57] 

 
25. 主教為「推動其教區內的禮儀、聖樂和聖藝」所成立的各委員會、諮議會，
應按照主教的意願和指令行事，並要獲得他的授權和認可，好能合宜地履行己

職，[58]以確保主教對其教區的有效治理。 
 
主教長久以來就迫切需要，不斷地查驗這些團體和其他組織，以及任何與禮儀相
關的活動，看看它們的運作是否仍行之有效，[59]又要細心考慮它們在組織和運作

上，有什麼應該更正或改善之處，[60]好使它們得到新的活力。必須謹記，這方面
的專家的人選應是那些公教信仰穩固，並對神學和文化素有研究的人士。 
 
2. 主教團 [26-28] 
 
26. 上述的一切也適用於由主教團按梵二要求而成立的禮儀委員會，[61]它們的成

員應當是主教，其身分要與那些協助他們的專家有所區別。若主教團成員的人數
不足，難以由成員當中成立一個禮儀委員會時，則應任命一個諮議會或專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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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其主席總應是一位主教，他們盡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要避免使用「禮儀委
員會」的名稱。 

27. 宗座於一九七○年已宣佈停止一切與舉行彌撒聖祭有關的試驗，[62]並於一九

八八年再次重申這項指令。[63]因此，個別主教與主教團均無權准許對彌撒禮儀經
文及其他載明於禮書上的事項進行實驗。日後為進行此類試驗，必須先取得禮儀

聖事部的准許，此准許必須是書面的，並且是由主教團所提出的要求。今後，沒
有重大理由時，此等要求一概不予批准。有關禮儀本位化的工作，則應嚴格及完

全遵守這方面特定的規則。[64] 

 

28. 由主教團依法為本區訂立的一切禮儀規定，均須獲得禮儀聖事部的認可，否
則便無任何約束力。[65] 

 
3. 司鐸 [29-33] 
 
29. 司鐸為主教聖秩賢能、明智和必要的助手，[66]蒙召為天主子民服務，承擔各

種不同的職務，卻和他們的主教組成一個司祭團。[67]「在每一個地方的教友集會
中，司鐸可以說是主教的代表，他們和主教以信任及大度的精神互相團結，按個

人的身分承當主教的一部份任務與煩勞，並日夜操心執行（⋯）因為在鐸職及使
命上有如此共同分擔的關係，司鐸們要以主教為慈父，敬愛並服從他」。[68]此外，

「司鐸要時常注意著天主兒女的利益，盡力協助全教區，甚至全教會的善牧工
作」。[69] 

 
30. 「在舉行感恩祭時，司鐸的責任特別重大。他們有責任以基督的身分（in 
persona Christi）主持感恩祭，並為共融作證，也為共融效力，這不但是為了直接
參與感恩祭的團體，也是為普世教會，因為普世教會常與感恩祭有關。但令人惋

惜的是，尤其自梵二大公會議後的禮儀改革以來，由於對創新及適應的意義的誤
解，以致產生了不少弊病，使許多人感到痛苦」。[70] 

 
31. 司鐸們依照他們在晉鐸禮中所應許，並在每年的祝聖聖油彌撒中所重宣的承
諾，應該「按教會的傳統，虔誠而忠信地舉行基督的奧蹟，尤其藉著感恩祭獻和
修好聖事，以光榮天主，聖化基督的信眾」。[71]因此，他們不應任意更改或增刪

來破壞禮儀慶典，因而貶低自身職務的重大意義。[72]誠如聖安博所說的：「教會
本身並未受到損害，（⋯）受害的是我們自身。為此我們必須小心，勿讓我們的

過失使教會受創」。[73]所以務必要留心，勿讓天主的教會因那些隆重獻身聖職的
司鐸而蒙受傷害。相反地，他們應從屬於主教的權下，忠信地防範他人勿作出類

似的扭曲禮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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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堂區主任應設法使至聖聖體成為堂區信徒團體的中心；應努力使信徒藉虔
誠的舉行聖事而獲得滋養，尤其應使之時常去領至聖聖體與懺悔聖事；應盡力引

導信徒也在家庭裡祈禱，並在神聖禮儀中有意識、積極的參與；堂區主任應在教
區主教的權下，在自己的堂區內安排禮儀，並應督導，勿使產生偏差」。[74]雖然

為了有效地準備禮儀慶典，尤其是彌撒聖祭，堂區主任宜接受信友的輔助，但是
? 不可讓信友取代他專有的禮儀職務。 
 
33. 最後，所有「司鐸們應設法培養禮儀知識和技能，好能藉著禮儀工作，使託
付給自己的信友團體，日漸完善地讚頌天主父及子及聖神」。[75]司鐸們尤應充滿
在舉行逾越奧蹟時，此奧蹟在信友心中所產生的驚異和讚歎之情。[76] 

 
4. 執事 [34-35] 
 
34. 執事們「所領受的覆手禮不是為作司鐸，而是為服務」[77]，他們應有良好的

聲譽，[78]依靠天主的助佑行事為人，而能使人認出是基督的真門徒：[79]基督「不
是來受服事，而是服事人」，[80]並在自己門徒當中「像是服事人的」。[81]執事藉

覆手禮獲得聖神之恩，得以信德堅定，在與主教及與其司鐸團的共融中，為天主
的子民服務。[82]為此緣故，他們應視主教如慈父，協助他及司鐸團，負起「聖道、

祭台和愛德的服務工作」。[83] 

 

35. 執事們絕不應疏忽「如保祿宗徒所說，以純潔的良心，保持信德的奧蹟[84]，
並忠於福音及教會的傳統，以言以行宣講這個信仰」。[85]他們應以忠信及謙遜的

態度，全心為這個作為教會生活的泉源和頂峰的神聖禮儀服務，「使所有的人藉
信德及洗禮，成為天主的兒女，集合起來，在教會中讚美天主，參與祭獻，共饗

主的晚餐」。[86]為此，執事們要善盡己職，務使神聖禮儀全照正式批准的禮書內
的規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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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平信徒在感恩慶典中的參與 
 
 
1. 積極及有意識的參與 [36-42] 
 
36. 彌撒慶典是基督和教會一起的行動，是普世教會和個別教會、以及每個信友
的整個基督徒生活的中心，[87]大家「以不同方式，按每人的職位、職務以及實際
的參與程度，而與其互動。[88]基督信徒──『特選的民族、王者的司祭、聖潔的

邦國、得救的子民』，[89]就是以這種方式，表現出教會的團結和聖秩體系」。[90]

「教友們的普通司祭職，與屬聖統的公務司祭職，雖不僅有程度的差別，而且有

實質的分別，可是彼此有連帶的關係；二者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同一
司祭職」。[91] 

 
37. 全體信友藉聖洗脫離了自己的罪過並加入教會，因藉領洗而領受的聖事印
記，能有分於基督宗教的敬禮，[92]藉他們的王家司祭職，[93]恆心祈禱和讚頌天
主，[94]好成為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所作所為無可指摘，[95]時時處處

為基督作見證，並向那些詢問他們的人說出他們所懷永生希望的理由。[96]為此，
基督平信徒參與感恩聖祭和教會其他禮儀時，不能僅是一種身體的臨在，更不應

是被動的，卻應視之為信仰及源自洗禮身分的真正實踐。 
 
38.  教會對感恩祭之本意（性質）的一貫的教導－－它不只是筵席，而更是祭
獻－－應作為全體信友圓滿參與這崇高聖事的主要關鍵。[97]假若「把感恩奧蹟中

祭獻的意義除去」，就只會把這件聖事的意義與價值當作「一種友愛的宴會而
已」。[98] 

 
39. 為了促進和加強信友的積極參與，新近對禮書的革新，即根據梵二的意願，
著重信友的歡呼詞、應答、詠唱聖詠、對經、聖歌，以及行動、舉止和姿態等，
又提醒要適當地保留神聖的靜默時間，並在禮規中列明屬於信友的部分。[99]此

外，也給予很大的空間，能自由地作恰當的適應，即按照原則，每個禮儀行動按
照禮規所賦予的權力，都應適合參禮者的需要、他們的領悟能力、內心準備和天

賦。每個禮儀中，在選擇歌曲、曲調、祈禱文和聖經選讀，在講道、撰寫信友禱
文意向、作提示、按禮儀節期佈置聖堂，都富於變化性。這些措施應用以突顯禮

儀傳統的豐饒，且符合牧民需要，它們也應慎重地賦予每個禮儀慶典特有的涵
義，因而有助參禮者的心領神會。但必須謹記的是，禮儀行動的效益不在於禮節

的經常變更，而是對天主聖言和對所舉行的奧蹟的深入領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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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雖然禮儀慶典的特點是要求全體信友的積極參與，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這並
不表示，在具體行動上，每人除了做既定的行動和姿態外，仍必須要做一些其他

具體的事情，好像每個人必須履行某種特定禮儀職務。實際上更應做的是，以教
理講授設法去糾正近年來在這方面的膚淺思想和做法，並留心不斷激發信友對感

恩祭──這偉大信德奧蹟日益深化的仰慕之情。教會因舉行感恩祭，在生活上不
間斷地「除舊更新」。[101]事實上，教會在感恩祭中，以及在藉感恩祭取得力量並

趨向感恩祭的整個基督信仰生活中，常如聖多默宗徒一樣，「在這位被釘死、埋
葬而後復活、並滿溢神聖光輝的主面前俯首朝拜，並不停地呼喊：『我主！我天

主！』」。[102] 

 
41. 不斷而普遍地舉行時辰頌禱禮、善用聖儀和奉行基督徒的民間敬禮，有助於
鼓勵、促進和培養這種參與禮儀的內在精神。這些敬禮雖然「嚴格說來並不屬於

法定的禮儀，卻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地位」，因與禮儀有著某種連繫，應予保留。
它們是那些受到教會訓導所稱許和驗證者，[103]玫瑰經祈禱就是範例。[104]再者，

由於這些熱心敬禮能導引信友參與聖事，尤其是感恩聖事，「默想我們獲得救贖
的奧蹟，或效法天上聖人的芳表，因此，為推動我們參與禮儀性的敬禮，會有一

定的效益」。[105] 

 
42. 必須明白：教會的形成並非出於人的意願，而是天主在聖神內所召集的，而
教會是以信德回應這白白賜與她的召喚：事實上，希臘文「教會」（ekklesia）一
詞是衍生自「召叫」（klesis）。[106] 不應把感恩祭毫無分別地視為司祭與參禮會
眾一起的「共祭」。[107]相反的，司祭所舉行的感恩聖祭是一項恩賜，「它絕對超

越會眾的權能（⋯）。會眾聚在一起為舉行感恩祭，就絕對需要一位領受過聖秩
的司祭來主持，才是真正的感恩祭聚會。另一方面，團體自身沒有能力提供領受

過聖秩的司祭」。[108]迫切需要大家同心協力避免這方面的一切模稜兩可的事，並
為近年出現的困難作出補救。為此不應輕率地使用類似「獻祭會眾」（celebrating 
assembly、comunità celebrante、assemblée célébrante）等用詞。 
 
2. 基督平信徒在彌撒慶典中的職務 [43-47] 
 
43. 為了團體和天主的整個教會的利益，由一些基督平信徒按傳統在神聖的禮儀
中執行某些任務，是合理且值得稱許的。[109]禮儀中宜由多人共同分擔，執行不

同的職務，或執行同一職務中的不同部分。[110] 

 
44. 除了正式任命的（duly instituted）輔祭員和讀經員外，[111]在上述所提及的
特殊職務當中，也包括臨時指派的輔祭員[112]和讀經員，[113]還有其他列於《羅馬

彌撒經書》上的職務，[114]以及預備麵餅、清洗聖布及類似的任務。所有人，「無
論是聖職人員或是平信徒，都應按自己的職責或職務，只盡自己的一份，且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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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盡好」，[115]無論是在禮儀慶典，還是在其準備工作上，都應設法使教會的禮儀
進行得莊重得體。 
 
45. 應避免能使聖職人員和基督平信徒間之行動的互補性模糊的危險，致使基督
平信徒的角色變得「聖職化」，而聖職人員則不當地承擔專屬基督平信徒在生活
和行動上的職務。[116] 

 
46. 被邀在禮儀慶典中提供協助的基督平信徒，應有適當的準備，並在信友生
活、信德、品行，及忠於教會的訓導上享有美譽。信友宜接受一個適合其年齡、
身分、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程度的禮儀培育。[117]切勿選擇那些被任命後會令信

友訝異的人士。[118] 

 
47. 繼續讓男童或男青年以俗稱「輔祭童」（ministrantes）的身分在祭台上充任
輔祭，實在是值得稱許的優良傳統，他們並接受適合其程度的、與這項服務有關

的教理教導。[119]不要忘記，歷來許多的聖職人士都是由這些孩童當中產生的。
[120]應為他們成立或推動善會，並邀請家長參與或協助，為能更有效地共謀輔祭

孩童的牧靈照顧。國際性的輔祭會由禮儀聖事部成立，或由本聖部批准並審核其
章則。[121]教區主教可根據現行規定准予女孩或婦女充任輔祭。[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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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確舉行彌撒 
 
 
1. 感恩聖祭的物質標記 [48-50] 
 
48. 為舉行感恩聖祭所用的餅應為無酵餅，由純粹的小麥新近製成且沒有任何腐
壞的危險。[123]為此，若以其他材料，即使是榖物製成的餅，或混以過多非小麥
的材料，而不再被認為是麥麵餅，皆不能作為舉行祭獻及聖體聖事用的有效物

質。[124]以其他材料攙入烘製聖祭用餅的材料中，如水果、糖或蜂蜜等，是嚴重
的違規。顯然地，聖祭用餅不但應由信譽良好的人士製作，他們更該是技術熟練

且使用合宜的器材。[125] 

 
49. 為彰顯標記所表示的意義，宜把擘感恩祭餅時所分成的小塊，在共融禮中分
送給一些信友。「若領受共融的聖事的人太多，或為了其他牧靈的需要，仍可採

用小型的麵餅」。[126]在一般情況下，應盡量採用毋須再行擘分的小型麵餅。 
 
50. 為舉行感恩聖祭用的酒，該由葡萄釀成，並應是天然的、純正的、未腐壞的、
不攙雜其他成分。[127]在舉行彌撒時，應把少許水加入酒內。對舉行感恩祭用的

酒，應謹慎留意，保持良好的品質：要小心勿讓酒質變酸。[128]? 對禁止使用可
靠性和來源不詳的酒：因為教會對聖事有效性的必需條件要求確實無疑。不能以

任何藉口而採用任何其他性質的飲料，因並不屬於【成聖血】的材料。 
 
2. 感恩經 [51-56] 
 
51. 只應採用《羅馬彌撒經書》中的，或經由宗座依法批准的感恩經，並且要遵
照宗座所定的方式和限制。「不可容許任何司鐸擅權撰寫自己的感恩經」，[129]或

修改教會所批准的感恩經，亦不得採用其他私人所撰寫的。[130] 

 
52. 感恩經的宣讀按其性質是整個禮儀慶典的高峰，是司祭因領受聖秩而來的固
有權力。因此，把感恩經某部分交由執事、基督平信徒輔禮員、一位或全體信友

一起誦念，都是違規的。所以，全部感恩經應該由司祭獨自誦念。[131] 

 
53. 當主祭宣讀感恩經時，除了本文稍後所論的正式批准的信友歡呼詞外，「別
人不可念其他禱詞或唱歌，也不應彈奏風琴或其他樂器」。[132] 
54. 信眾常以積極的方式參禮，而從不是完全的被動，「他們懷著信德，靜默地
與主祭聯合一起，並以感恩經內所規定的應答來參與，即頌謝詞的對答句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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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祝聖聖體聖血後的歡呼詞、總結感恩經的聖三頌後的『阿們』，以及經
主教團批准及宗座認可的其他歡呼詞」。[133] 

55. 有些地方出現一項流弊，即司祭在彌撒聖祭祝聖聖體的一刻把祭餅擘開。這
流弊與教會傳統相違，應備受譴責，並急須改正。 
 
56. 為了保存一個極古老的傳統，並為了顯示教會的共融，在感恩經中不應省略
提及教宗和教區主教的名字。事實上，「感恩祭禮共聚一堂的團體，同時亦是與

自己的主教及與羅馬教宗的共融」。[134] 

 
3. 彌撒的其他部分 [57-74] 
 
57. 通常，信友團體有權利要求，尤其在主日感恩祭中，有真正與合宜的聖樂，
常應按照規定，備有相稱的、適當而整潔的祭台、祭服和台布。 
 
58. 同樣，所有信友都有權利享有各個部分都妥善準備的感恩祭慶典，為能在聖
祭中正確而有效地宣讀和講解天主的聖言；依照規定善用選擇禮儀經文和禮節的
權利，並使禮儀慶典中所唱歌詞的內容能適當地維護和培育信友的信德。 
 
59. 某些司鐸、執事或信友，擅自改變或更換他們在神聖禮儀中誦念的經文，此
等應受譴責的做法應予以制止。因為，這樣的做法，使神聖禮儀慶典變化無常，
有時甚至會扭曲禮儀的原來意義。 
 
60. 聖道禮儀（liturgia verbi）和感恩禮儀（liturgia eucharistica聖祭禮儀）在彌
撒祭典中緊密地相互連繫，組成單一的崇拜行為。為此，不得把二者分開，亦不
得在不同時間、地點分別舉行。[135]同樣，亦不得在同一天不同的時間，分別舉

行彌撒聖祭的不同部分。 
 
61. 在選擇彌撒慶典中當宣讀的聖經時，應遵照禮書中的規定，[136]好能真正「給
信友們準備更豐盛的天主言語的餐桌，而敞開聖經的寶庫」。[137] 
 
62. 不可擅自省略指定的聖經選讀，尤其不得「以非聖經作品來取代載有天主之
聖言的聖經選讀和答唱詠」。[138] 

 
63. 恭讀福音是「聖道禮儀的高峰」，[139]根據教會的傳統，在聖道禮儀中的這項
職務是保留給一位晉秩的聖職人員。[140]為此，在彌撒慶典中不可由平信徒或修

會會士宣讀福音，在有明文禁止的其他情況下亦然。[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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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彌撒慶典當中所作的講道，是禮儀本身的一部分，[142]「通常是主祭的職
務；他也可委託一位共祭司鐸講道，或斟酌情況，也可委託一位執事講道，但決

不可由一位平信徒講道。[143]在特殊情況下，有合理原因，也可由在場但未能參
與共祭的一位主教或司鐸講道」。[144] 

 
65. 先前讓非聖秩信友在感恩禮儀中講道的所有規則，在法典 767條 1項下應視
為被廢除。[145]事實上，此種做法已遭廢止，不可因習已為常就被准許。 
 
66. 不許可基督平信徒在彌撒慶典中講道的禁令，對修生、神學生、牧民助理和
任何基督平信徒善會、團體或組織，也一樣有效。[146] 

 
67. 尤其應當注意，務使講道嚴格根據所慶祝的奧蹟，按禮儀年所讀的聖經和禮
儀經文，闡釋信仰中的奧蹟及信友生活的規範，並講解彌撒常用經文或專用經文，
以及某些教會禮節。[147]顯然地，一切聖經的闡釋都應以基督為依歸，因祂是整個

救恩計畫的最重要關鍵；不過，也應顧及每一禮儀慶典的特殊意義。講道者應設法
以基督之光燭照生活中的事件。這樣做時不應剝奪天主聖言的真正意義，例如，只

談政治或世俗的話題，或套用今日流行的一些偽宗教運動的思想。[148] 

 
68. 教區主教應勤於督導講道的情況，[149]並向聖職人員發佈講道規則、指引和
輔助，推動適宜的聚會和其他活動，讓他們常有機會更確切地反省講道的本質，

幫助他們作講道的準備。 
 
69. 在彌撒聖祭及其他禮儀慶典中，不得採用非載於正式批准的禮書內的信經。 
 
70. 信友慣常在彌撒中為感恩禮儀所奉獻的禮品，不必只限於為舉行感恩祭用的
餅酒，也可包括信友捐獻的金錢或其他為濟貧用的物品。這些外在的獻禮常應明

顯地表達主願意我們作的真正獻禮，即一顆懺悔的心及對主和對人的愛，使我們
能肖似基督的犧牲，祂為我們交付了自己。事實上，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給門徒

洗腳這行動所表現的愛德的奧蹟，是在感恩聖祭中得以最崇高的方式彰顯出來。
然而為了保護神聖禮儀的莊嚴性，具體的獻禮應以合宜的方式呈獻。因此，獻儀

和其他為濟貧而收集的禮物，應置於適宜的地方，而非舉行感恩祭的祭台上。[150]

除獻上現金，有時也獻上其他禮物之象徵性的一小部分之外，此類獻禮最好在彌

撒慶典外呈獻。 
 
71. 應保持羅馬禮儀的做法，在領聖體（共融的聖事）前行平安禮，一如彌撒規
程所定的。事實上，按照羅馬禮儀的傳統，這項禮節並沒有修好或赦罪的含義，

而是為在領受至聖聖體之前表示平安、共融和愛德。[151]至於彌撒開始時所行的
懺悔禮，尤其是懺悔禮第一式，卻有信友彼此修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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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各人宜只向自己身旁的人，恭謹地行平安禮」。「主祭可與輔禮人員行平安
禮，但常要留在聖所內，以免影響聖祭進行。在合理的情況下，主祭若要和數位

信友行平安禮，亦該如此」。「有關行平安禮的方式，應由主教團依照當地傳統習慣
而制定」，並須由宗座確認。[152] 
 
73. 彌撒聖祭中的擘餅禮，在平安禮結束後誦念「羔羊頌」時開始，且只應由主
祭行之，若需要時可由執事或共祭司鐸協助，而總不可由基督平信徒協助。「基
督在最後晚餐中擘餅的行動，自宗徒時代起，即為整個感恩祭的名稱。這儀式表

示，信友雖多，卻因領受同一個生命之糧，即為救贖普世死而復活的基督，而成
為一體（格前十 17）」。[153]為此，這禮節應以極尊敬的態度為之，[154]但要簡短。

要迫切改正盛行於某些地方的流弊，即不必要的延長這禮節，或違反規定請基督
平信徒來協助，或過分地著重這禮節。[155] 

 
74. 若需要由平信徒向聚集在聖堂內的信友給予教理教導，或作信友生活見證，
一般情況下宜在彌撒以外進行。但為了嚴重的理由，可在主祭念畢領聖體後經，
作教理教導或生活見證。但這種做法不應成為慣例。此外，此等教理教導和見證

不應與講道混為一談，[156]也不應為此而取消講道。 
 
4. 各種禮節與彌撒慶典的連結[75-79] 
 
75. 由於感恩祭或某一特別禮節固有的神學意義，往往禮書會規定或准許彌撒聖
祭與另一禮節聯合舉行，尤其是與聖事連結。[157]但在其他情況下，教會不准許

這種連結，尤其是涉及無關重要的事項。 
 
76. 此外，根據羅馬教會極古老的傳統，不得把懺悔聖事與彌撒聖祭連結，當作
一個禮儀行動來舉行。但是為答覆信徒的需要，即使在彌撒進行中的同時、同一

地點，非主祭或非共祭的司鐸可以聆聽願意悔罪的信友之告解。[158]但這必須以
適宜的方式進行。 
 
77. 在任何情況下，不可在聚餐中間舉行彌撒聖祭，也不可與此類餐會聯合一
起。除非因為重大原因，彌撒聖祭不可在餐桌上，[159]或飯廳或宴會場所，或任
何放有食物的處所舉行。參與彌撒者也不可在禮儀進行中，坐在餐桌旁，參與禮

儀。若有極重大的理由，要在即將進餐的同一地方舉行彌撒聖祭，則必須在彌撒
結束與聚餐開始前，保留明確的間隔時間，並且禁止在彌撒進行中，把食物放置

在信友面前。 
 
78. 不得把彌撒慶典與政治事件或俗世事務相連，或與不完全符合天主教會訓導
的事件相連。此外，應? 對避免僅僅為了表演而舉行彌撒，或採用其他典禮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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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尤其是世俗的形式來舉行，以免失去感恩祭的真義。 
 
79. 最後，在舉行彌撒聖祭時，從其他宗教的禮節中引入一些相反禮書規定的成
分，此舉應被視為極嚴重的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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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領聖體（共融禮） 
 
 
1. 領聖體的準備 [80-86] 
 
80. 該提示信友：感恩聖事也「如藥劑，可以消除我們日常的過失，預防陷於大
罪」，[160]這點在彌撒不同部分中已彰明。彌撒開始時的懺悔禮，目的是幫助參禮
者準備自己，適當地舉行神聖奧蹟；[161]但這懺悔禮「並不具懺悔聖事的實效」，
[162]不能代替悔罪聖事以獲得重罪的赦免。牧者們應設法透過教理講授，向信友
傳授有關這方面的教義。 
 
81. 教會一向認為，每人必需深入自我省察，[163]意識自己有重罪者，在未領受

和好聖事前，不要參與彌撒聖祭，或領受主的聖體，除非有重大的理由，且無機
會告解；在此情形下，應切記：有責任發上等痛悔，且決意儘快去告解。[164] 

 
82. 此外，「教會制定了規範，其目的一方面為促使信友經常且有效益地接近聖
餐桌，同時也限定不能給予聖體的客觀條件」。[165] 
 
83. 最理想的，當然是所有參與彌撒慶典者，只要具備合乎領受聖體的條件，都
在彌撒中一起領受共融的聖事。然而，有時信友不加分辨地，成群結隊前去領聖

體。牧者有責任審慎而堅定地糾正這項流弊。 
 
84. 此外，為許多民眾舉行彌撒聖祭時──例如在大城市中──須要注意，勿讓
非天主教徒、甚或非基督徒因無知而前去領聖體，忽略教會有關教義與紀律的訓

導。牧者有責在適當的時刻，提醒參禮者所應嚴格遵守的道理和紀律。 
 
85. 除了遵守法典 844條 2, 3, 4項及 861條 2項的規定外，[166]天主教聖職人員
只能對天主教信徒合法地施行聖事；同樣天主教信徒只能由天主教聖職人員合法

地領聖事。此外，法典 844 條 4 項所訂定的條件，無一可以豁免，[167]也不可以
彼此分開；為此，這些條件常應同時全部具備，缺一不可。 
 
86. 應勸導信友，養成習慣，於彌撒以外，尤其於規定時間，去辦告解，這樣，
可以從容告解，獲得實益，而不致阻礙他們主動的參與彌撒。應教導那些每日或
經常領聖體者，應按照每人的可能性，經常地（有規律地）領受和好聖事。[168] 
 
87. 孩童在初領聖體前，常應先行和好聖事，獲得罪赦。[169]此外，初領聖體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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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應由一位司鐸來施行，並且總不可在彌撒慶典以外舉行。除非有特殊的情況，
不宜在聖週四「主的晚餐」中施行。更好是選擇其他日子舉行，如復活期的主日

（第二至第六主日），或基督聖體聖血節，或常年期的主日，因為主日正是感恩
禮的日子。[170]不要讓「未能運用理智」、或堂區主任「認為未有足夠準備的孩童」

領受聖體。[171]然而也能有例外，孩童年紀雖小，卻相當成熟，可以領受聖體時，
只要有充足的準備，便不應拒絕為其施行初領聖體。 
 
2. 分送聖體 [88-96] 
 
88. 信友們通常應在所參與的彌撒中、於禮節所規定的時間，即緊接著主祭司鐸
領聖體以後，前去領受聖體聖事。[172]應由主祭司鐸分送聖體，或由其他司鐸或
執事幫助分送；但給信友送聖體結束之前，不該繼續進行彌撒禮節。而非常務送

聖體員，只在需要時，才可按規定協助主祭送聖體。[173] 

 
89. 為了「使領聖禮（共融禮）之為標記，更顯示出是參與當時所舉行的聖祭」，
[174] 信友們最好能領受在同一聖祭中所祝聖的聖體。[175] 
 
90. 「信友可依照主教團規定的方式，跪下或站著恭領聖事」，但須經由聖座確
認。「但是若站著領受聖事，在領聖事前宜要求信友按主教團所訂定的方式，對
聖體表達應有的敬意」。[176]  

 
91. 分送聖體時應謹記，「凡準備妥善，並未為法律所禁止而適當地要求領聖事
者，聖職人員不得拒絕」。[177]每位已受洗的天主教徒，只要不受法律禁止，都應
准予領聖體。因此，舉例說，不得純粹因為信友願意跪或站著領受，而拒絕給他

送聖體。 
 
92. 每位信友常有權利選擇用口恭領聖體。[178]在主教團獲宗座認可准予手領聖
體的地區，如領聖體者欲以手領方式領受，則必須為他送聖體。不過應格外留意

的是，領聖體者應即時在送聖體員面前領下聖體，以免有人用手把聖體帶走。假
若有褻瀆聖體的危險，則不應以手領方式分送聖體。[179] 

 
93. 為了避免讓聖體或其碎塊掉落，信友領聖體時應繼續使用聖體碟。[180] 
 
94. 信友不可「自己取聖體或聖爵，更不可互相傳遞聖體和聖爵」。[181]此外，在

這件事上，應杜絕下列流弊：在婚配彌撒中，新人互相送聖體。 
 
95. 基督平信徒「已領過聖體，可於同一天內再領一次聖體，但只能在他所參與
的彌撒中領受；法典 921條 2項的規定，不在此限」。[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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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有時在彌撒慶典當中或之前，以如同送聖體的方式分送未經祝聖的麵餅或其
他可食或不可食的物品，違反禮書的規定，應予以廢止。事實上，這種做法不符

合羅馬禮儀的傳統，且會使信友對教會有關聖體的教義，產生混淆的危險。但在
一些獲准按傳統於彌撒後給信友分送祝福麵包的地方，應仔細地向信友正確講解

這種做法的意義。不許可引入其他類似的做法，更不可為了這個目的而使用未經
祝聖的麵餅。 
 
3. 司鐸領聖體 [97-99] 
 
97. 司鐸每次舉行彌撒聖祭時，必須按彌撒經書指定的時間在祭台上領聖體；共
祭司鐸則應在前去給信友送聖體前，先行領聖體。主祭或共祭司鐸絕不可在信友
領畢聖體後，自己才領聖體。[183] 

 
98. 共祭司鐸應按禮書所規定的方式領聖體，並常應領受在同一聖祭中所祝聖的
聖體，[184]且兼領聖體聖血。應注意，當主祭或執事為共祭司鐸送聖體聖血時，
毋須說出「基督聖體」或「基督聖血」。 
 
99. 「無法舉行聖祭或共祭的司祭」，常准予兼領聖體與聖血。[185] 

 
4. 兼領聖體聖血 [100-107] 
 
100. 在感恩祭宴中，為了向信友更清楚地顯示祭宴標記的圓滿性，基督平信徒也
可在禮書所指定的機會上兼領聖體聖血，在此之前與之後要有合宜的要理講解，
教導特倫多大公會議在這方面所訂定的教義原則。[186] 
 
101. 為了給基督平信徒兼送聖體聖血，必須適當地考慮到環境，這尤其要由教區
主教來予以評估。應絕對排除任何能使聖體聖血受到褻瀆的危險，即使是極其輕
微者亦然。[187]為了取得更廣泛的協調，主教團應頒佈規則，尤其有關「為信友

分送聖體聖血的方式，及准予兼送聖體聖血的範圍」，須獲得宗座、即禮儀聖事
部的認可。[188] 
 
102. 在下列情況中不應為基督平信徒分送聖血：若前來領聖體的人太多，[189]難

以估計感恩祭中需要多少的酒，且有危險「有多於所需的聖血剩餘，而要在禮成
時飲下」；[190] 同樣，亦包括下列的情況：難以安排信友前來領受聖血，因為要
用上大量的酒，不易保證其來源和質量；沒有足夠的聖職人員，也沒有受過適當
訓練的非常務送聖體員；有相當多的信友因為不同理由堅持不領聖血，以致在某

程度上削弱了合一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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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按《羅馬彌撒經書》的規定，原則上在兼送聖體聖血時，「可直接由聖爵恭
飲聖血，或以浸蘸法，或用吸管，或用小杓恭領」。[191]在有關為基督平信徒送聖

體的事上，若當地沒有使用吸管或小杓的習慣，主教可以刪除這些領聖血的方
式，但以浸蘸法領聖血的方式，卻總是有效的。以浸蘸方式領受聖血時，所用的

麵餅不可太薄、太小，而領受者只可用口由司祭手中領受聖體聖血。[192] 

 
104. 不許領聖事者自行以聖體蘸聖血，亦不可用手領取蘸了聖血的聖體。用於蘸
聖血的麵餅，必須以有效的材料製成，而且必須經過祝聖；因此，絕對禁止使用

未經祝聖或以其他材料製成的麵餅。 
 
105. 如果共祭司鐸或信友要兼領聖體聖血，使用一只聖爵不夠時，主祭可使用多
只。[193]但必須謹記，所有舉行彌撒聖祭的司鐸，都應兼領聖體聖血。為了彰顯

出標記的含義，宜使用一只較大的主聖爵，以及數只較小的聖爵。 
 
106. 應絕對避免在祝聖聖體聖血後，把基督聖血由一聖爵注入另一聖爵，以免對
這如此偉大的奧蹟有所失敬之事發生。絕不可使用不完全符合規定的壺、碗或其

他容器來盛基督的聖血。 
 
107. 根據法典的規定，「凡拋棄聖體，或拿取或存放聖體以作褻瀆者，處以為宗
座所保留的自科絕罰；如為聖職人員，將加上其他處罰；也不排除撤銷其聖職身

分」。[194]同屬此類者，如有任何故意和嚴重的輕視聖體聖血的行為。為此，若有
人違反上述規定，例如，把聖體聖血棄於聖井內或不適宜的地方，或丟在地上，

將要受到規定的處罰。[195]此外，大家必須注意，在彌撒慶典中分送聖體完畢後，
應遵守《羅馬彌撒經書》的規定，特別是若有餘下的基督聖血，應隨即由主祭全

部領下，或按照規定由另一位輔禮員恭領之；若有剩餘的聖體，主祭應在祭台全
領之，或恭送至專為保存聖體的地方保存。[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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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與感恩祭有關的事物 
 
 
1. 舉行彌撒聖祭的場所 [108-109] 
 
108. 「應在神聖的場所舉行感恩祭，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需要在其他地方舉
行。在此情形中，仍應在合宜的地點舉行」。[197]通常由教區主教在自己的教區內，
根據每個實況判斷是否需要。 
 
109. 絕對不許司鐸在非基督宗教的殿宇或敬神場所舉行聖祭。 
 
2. 與彌撒有關的不同情況 [110-116] 
 
110. 「希望司鐸們常牢記，在感恩祭的奧秘中，救贖工程繼續不斷地實現，因此
應經常舉行聖祭，且進一步，深切地奉勸他們每日舉祭，即使沒有信徒在場亦然，
因為這是基督和教會的行動，司鐸在這行動中執行其最主要的職務」。[198] 

 
111. 一位司鐸，「即使教堂的主任司鐸不認識他」，應被准許舉行感恩祭或共祭，
「只要他能出示推薦信函（celebret）」－－由宗座或由他本人的教區教長或修會
上司，於一年內所發給的；「或是主任司鐸能明智判斷他並無舉行感恩祭的阻

礙」。[199]主教應遏止任何與此相違的做法。 
 
112. 可以使用拉丁文或其他語文舉行彌撒，但應使用已依法獲得批准的禮儀經
文。除了按教會當局所定時間，應以信友之本地語言舉行的彌撒外，司鐸可在任

何地方、時間，以拉丁文舉行感恩祭。[200] 

 
113. 多位司鐸一起舉行共祭彌撒時，為誦念感恩經，應採用共祭司鐸與參禮信友
共同明白的語文。假若在場的司鐸中，有人不明白舉行聖祭所用的語文，以致無

法正確地念出他們應當念的感恩經時，則不應參與共祭，更好是按規定穿著聖職
服飾參禮。[201] 

 
114. 「在堂區的主日彌撒中－－由於堂區是『感恩禮的團體』，在堂區中自然有
各個不同的小團體、運動、善會，甚至修會小團體」。[202]雖然依法律規定可以為
個別小團體舉行彌撒，[203]然而在遵守禮規上，這些小團體絲毫沒有例外。 

 
115. 以推行「毋濫領聖體」（ieiunii ab Eucharistia）為藉口，因而任意暫停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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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舉行彌撒，是有違《羅馬彌撒經書》的規定和羅馬禮儀的優良傳統，這項流弊
應予以廢止。 
 
116. 不應相反教律的規定加增彌撒次數。有關為彌撒意向而奉獻的獻儀方面，應
遵守一切現行的法規。[204] 

 
3. 祭器 [117-120] 
 
117. 用以盛放吾主聖體聖血的祭器，應嚴格按照傳統和禮書的規定製成。[205]依
循主教團的決定，並獲得宗座的認可，祭器也可用其他堅固的質料製成。但這些

質料，絕對必須依照各地區標準公認是尊貴的，[206]如此，既能表示對主的尊敬，
又能完全避免在信友眼中削弱對基督真實臨在於祝聖之餅酒形內的教義。為此，

在彌撒慶典中，不加選擇地使用日常或普通的器皿，尤其是毫無藝術價值的，或
簡單的容器，或以玻璃、陶土、黏土或其他易碎的質料做成的器皿，這種做法須

予以廢止。以上規定也應用於所有以金屬或其他易於生銹或變質的質料所製成的
容器。[207] 
 
118. 祭器在使用前，應遵照禮書中所規定的儀式由司鐸祝福。[208]由教區主教祝

福祭器是值得稱許的，他可審斷祭器是否適合所指定的用途。 
 
119. 分送聖體完畢，主祭回到祭台；然後立於祭台旁，或在祭器桌，於聖爵上清
理聖盤或聖體盒，然後按彌撒經書規定清理聖爵，並以聖血布擦淨聖爵。若有執

事在場，他陪同主祭回到祭台，然後清理祭器。亦可把要清理的祭器，尤其是較
多時，適當地蓋好，留置於祭台或祭器桌的聖體布上，待彌撒禮成，會眾退席後，

立即由主祭或執事清理。正式任命的輔祭員，也協助主祭或執事在祭台或祭器桌
清潔並妥為處理祭器。若無執事在場，正式任命的輔祭員把祭器送至祭器桌，並

照常在那裡清理、拭乾及妥為安置祭器。[209] 

 
120. 牧者對於在祭台上使用的聖布應保持雅潔，尤其是直接接觸聖體聖血的【聖
血】布，應按傳統習慣勤加清洗。第一次應用手清洗，把洗濯後的水傾入聖堂祭

衣室的聖井內，或傾於適宜的土裡，這是值得稱許的習慣。隨後的洗濯則可照常
為之。 
 
 
4. 禮服 [121-128] 
 
121. 「在禮儀年的過程中，採用不同顏色的禮服，一方面是為更有效地表達所慶
祝的信德奧蹟之特色，另一方面也是為表達在禮儀年度過程中，基督徒生活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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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210] 此外，「在舉行感恩聖祭時，不同的職務透過不同的禮儀服裝顯示
出來」。事實上，「禮服亦應有助於增加禮儀行動的優雅」。[211] 

 
122. 「穿著長白衣時，應於腰間束以聖索，除非長白衣縫製合身，無需聖索。若
長白衣不能覆蓋日常服裝的衣領，則於穿長白衣前先佩戴方領」。[212] 

 
123. 「舉行彌撒、或與彌撒直接相連的其他神聖禮儀，主祭的固有禮服，是內穿
長白衣，佩以領帶，外穿祭披；除非另有規定」。[213]同樣，司鐸按禮規穿上祭披

時，必須佩以領帶。教會教長應注意取締所有違規的做法。 

 
124. 《羅馬彌撒經書》准許參加共祭的司鐸，因正當理由──如共祭者人數眾
多，禮服不夠──「可免穿祭披，而於長白衣上佩掛領帶」，[214]但主祭則常應穿

著指定顏色的祭披。若可以預料這種情況時，則應盡量提供所需數量的祭披。除主
祭外，有需要時，共祭者可穿白色祭披。其他情形，則應遵照禮書的規定。 
 
125. 執事的固有禮服，是內穿長白衣，佩以領帶，外穿執事袍（dalmatica）。為
了保存這個優美的教會傳統，棄用免穿執事袍的選擇權，值得稱許。[215] 

 
126. 應防止下述違反禮書規定的流弊：「在舉行彌撒聖祭時，即使只有一位輔禮
員參禮，也不許可不穿禮服，或僅在修道袍或會衣上、甚或在便服上佩上領帶。」 
[216]教會教長應儘速匡正此項流弊，並留意其法權管理下的所有聖堂及小堂有足
夠合乎禮規的禮服。 
 
127. 在禮書中，對一些隆重的日子賦予特別的權利：能使用大慶節的禮服，或特
別高貴的禮服，雖與當日指定顏色不同亦可。[217]然而這項權利原是特殊地針對
一些年代久遠的禮服而言，旨在保存教會的遺產，卻被不當地予以創新，放棄傳

統的用途，而代之以個人喜好的式樣與? 色，失去了這規定的原意，而致損害傳
統。慶節的禮服可因應情況採用金色或銀色，以取代其他顏色；但不得取代紫色

或黑色。 
 
128. 彌撒聖祭和其他禮儀慶典，既是基督與按聖統組織的天主子民一起的行動，
為此應妥為安排，務使聖職人員和基督平信徒能清晰地各按自己的身分參與禮

儀。因此希望「在場參與感恩聖祭的司鐸，除非有正當理由，依規定應執行其聖
秩的專有職務，即穿上禮服，參與共祭⋯。不共祭的司鐸應穿著聖職服飾（choir 
dress）或長袍加穿短白衣」。[218]除非有很例外的合適理由，司鐸不宜在外表上一
如基督平信徒般地參與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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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存至聖聖體及彌撒外的聖體敬禮 
 
 
1. 保存至聖聖體 [129-133] 
 
129. 「彌撒聖祭中的感恩慶典，確實是彌撒外聖體敬禮的根源和終向。然而彌撒
後保存聖體，主要是為了讓某些不能參與彌撒的信友──尤其是病人和年長者，
能藉恭領聖體聖事，而與基督及祂在彌撒內的祭獻、犧牲和奉獻相結合」。[219]

此外，保存聖體也能讓信者朝拜這項偉大的聖事，呈獻屬於天主的崇敬。為此，
必須推廣某些由教會制定和批准的朝拜聖體的方式，不但為個人，也為公眾及團

體。[220] 

 
130. 「按照每座聖堂的建築構造，和當地的合法習慣，應把保存至聖聖體的聖體
櫃供奉在聖堂內一處高貴、重要、明顯、裝飾雅緻的地方」，要在一處寧靜「適

合祈禱」的地方，聖體櫃前要有充足的空間，放置椅子或跪凳。[221]此外，必須
留意禮書中的各項指示和法律的規定，[222]尤其是為避免任何褻瀆聖事的危險。
[223] 
 
131. 除法典 934條 1項所規定外，在教區主教權力不能確保安全、或有被褻瀆危
險的地點，禁止保存至聖聖體。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教區主教應立即取消其先前

授予保存聖體的特許。[224] 

 
132. 任何人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把至聖聖體帶回家中或帶到其他地方去。此
外，應謹記，拿走或保留聖體用來褻瀆，或丟棄聖體，都屬嚴重罪行，其罪罰的

赦免權為信理部所保留。[225] 

 
133. 當司鐸或執事，或聖職人士不在場或受阻時，非常務送聖體員給病人送聖體
時，應由保存聖體的地方盡量直接取道至病人家中，避開其他事務，以免有任何

褻瀆聖事的危險，並表達出對基督聖體的最崇高敬意。常應謹守《羅馬禮書》所
定的為病人送聖體禮規。[226] 

 
2.彌撒外的某些敬禮聖體的方式 [134-141] 
 
134. 「在彌撒聖祭以外的時間敬禮聖體，在教會生活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此
項敬禮與感恩祭的舉行有非常緊密的關係」。[227]為此，應推行對至聖聖體的公共
和私人熱心敬禮，甚至彌撒外的敬禮，好使信友能藉此向真實臨在的基督表達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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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與恭敬，[228]祂是「未來鴻恩的大司祭」[229]和普世的救贖主。「神職牧者有責
任要促進聖體敬禮，並要以身作則，特別是顯供聖體，並在親臨於餅酒形下的基

督前祈禱」。[230] 

 
135. 希望信友「能在一天之中，絲毫不要輕忽朝拜聖體的善功，這是對臨在於此
聖事內的、我們的主基督表示感謝的標誌、愛的保證，並對祂致以祂應獲得的崇

敬之意」。[231]默觀這位臨在於聖體聖事內的耶穌，是一種神領聖體，使信友緊密
地與基督結合，這在許多聖人的例子中顯然可見。[232]「有供奉聖體的聖堂，每

天至少開放幾個小時，讓信友能在聖體前祈禱，除非有重大理由與阻礙，可不在
此限」。[233] 

 
136. 教會教長應極力鼓勵信眾參與朝拜聖體，不論時間長、短，或是延續不斷地
朝拜聖體。近年來，「在許多地方，朝拜聖體也是一個重要的每日敬禮，而且成
為修德成聖的無盡泉源」，可惜的是，「也有些地方幾乎完全疏忽了朝拜聖體的敬

禮」。[234] 

 
137. 顯供聖體應常遵照禮書的規定進行。[235]在聖體櫃前或在顯供聖體時，也可
誦念玫瑰經──這種祈禱的美妙「在於其簡樸和深度」。[236]然而，如在聖體前，

尤其在顯供聖體時誦念玫瑰經，應特別選讀聖經中的章節，以突顯這祈禱的特
色，即瞻仰救主基督生活的奧蹟，以及全能天父的救恩計畫。[237] 

 
138. 然而，在顯供至聖聖體時，不能沒有信眾的臨在，即使是一段極短的時間。
為此，應安排時間，總有一些信友在場，或至少輪流守候。 
 
139. 在某些地方，若教區主教委派了聖職人員或其他人士奉行顯供聖體之職責，
信友有權利經常前往朝拜聖體，以及每年至少幾次參與顯供聖體的敬禮。 
 
140. 極力鼓勵教區主教在城市或至少在較大的社區內，指定一所聖堂舉行恆久朝
拜聖體，但這聖堂內應常常、如果可能，甚至可每日舉行彌撒，唯在禮儀進行時，
應嚴格地暫停顯供聖體。[238]朝拜聖體時所顯供的聖體，最好是在朝拜敬禮前的

彌撒中所祝聖的，並在領聖體後顯供於放置在祭台上的聖體光座裡。[239] 

 
141. 教區主教應盡可能地批准並鼓勵信友，運用他們的權利組織朝拜聖體的團體
與善會，甚至是為幾乎連續性的朝拜。這些善會若屬國際性者，則由禮儀聖事部

予以成立或批准其章程。[240] 

 
3. 聖體遊行及聖體大會 [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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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是教區主教當釐訂聖體遊行的規則，即關於參與遊行的方式及保持遊行的
莊嚴性」，[241]並推動信友朝拜聖體。 
 
143. 「如果教區主教認為，在當地可以公開表達對聖體的敬禮，可以安排在街道
上舉行聖體遊行，特別是在基督聖體聖血節這天」。[242]的確，「信友在基督聖體
聖血節虔誠地參與聖體遊行，是天主所賜的恩寵，使每年參與的人充滿喜悅」。
[243]  
 
144. 雖然在有些地方不能舉行聖體遊行，然而仍應保留這項傳統。應在實際的環
境中尋求，以新的方式來舉行，例如在朝聖地、在屬於教會使用範圍內的地點、

或得到政府的許可，在公園內舉行。 
 
145. 應極為重視聖體大會具有極大的牧靈效益，使之「成為信德和愛德的真實標
記」。[244]應悉心予以準備並按規定舉行，[245]讓信友因虔誠崇敬天主子聖體聖血

的神聖奧蹟，而不斷地領受救恩的實效。[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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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督平信徒的特殊職務 [146-153] 
 
 
146. 公務司祭職不能以任何方式來取代。若團體內沒有司鐸，它便不能履行基督
元首和牧者的聖事職能，這職能原屬教會團體生活的本質。[247]因為，「唯一能代
表基督（in persona Christi）舉行感恩祭的聖職人員，是有效地晉秩的司鐸」。[248] 

 

147. 教會若有此需要，在缺少聖職人員時，基督平信徒可依法律規定分擔某些禮
儀職務。[249]這樣的信友被召並被委任，在天主恩寵的支持下，擔任一些或重或
輕的職務。過去和現在許多基督平信徒慷慨地為這種服務而獻身，尤其在教會尚

未廣傳或正遭受迫害的傳教地區，[250]以及在某些司鐸和執事稀少的地區。 
 
148. 應特別重視傳道員的培訓，他們在過去與現在，為廣揚信德與聖教，一直大
力地貢獻其特殊而絕對需要的支援。[251] 

 
149. 近年來，在一些很早接受福傳的教區裡，有些基督平信徒被委任作「牧靈工
作助理」，無疑地他們中許多人的服務為教會大有裨益，他們支援主教、司鐸和
執事所作的牧靈工作。但必須注意，勿讓他們的工作太相似那些專屬聖職人員的

牧靈職務。就是說，要設法確保「牧靈工作助理」不會擔任聖職人員固有的職務。 
 
150. 牧靈助理的工作應有助於司鐸和執事的職務，促進司鐸及執事聖職的聖召，
並按法律的規定，積極培養各個團體的基督平信徒，使他們各按不同的神恩負起

各種禮儀任務。 
 
151. 惟有在真正需要時，才可在禮儀慶典中借助非常務職員。這職務的本質是補
助性和臨時性的，並非為了基督平信徒能有更圓滿的參與。[252]若真有需要借助

非常務職員的同時，應該激勵信友更加熱切和不斷地祈禱，祈求天主派遣司鐸來
為團體服務，並興起大量聖職聖召。[253] 

 
152. 這些純補助性質的職能，不應成為扭曲真正司鐸聖職的藉口，以致司鐸疏於
為託他們照顧的信友舉行彌撒聖祭，忽略親自對病人的照顧，懶於為兒童施洗、
主持婚禮和基督徒葬禮，這些任務首先應是由司鐸在執事協助下執行的。為此，

本堂的司鐸不應不加思索地與執事或基督平信徒交換牧民工作上的職務，因而混
淆了各項職務的專屬性質。 
 
153. 再者，基督平信徒總不許擔任執事或司鐸的角色，或穿著他們的禮服，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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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似的服飾。 

1. 非常務（特派）送聖體員 [154-160] 
 
154. 一如上文所述，「唯一能代表基督舉行感恩祭的聖職人員，是有效地晉秩的
司鐸」。[254]所以「感恩祭施行人」名稱，只專屬於司鐸。此外，主教、司鐸和執

事因其所領受的聖秩，是聖體的常務分施人，[255]為此應由他們在彌撒聖祭中，
為基督平信徒分送聖體。這樣，他們才能正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他們在教會內的公

務聖職，並使聖事標記的含義得以圓滿【地顯示】。 
 
155. 除領受了聖秩的聖職人員外，還有正式委任的輔祭員，他們藉此委任也成了
非常務的送聖體員，在彌撒外亦然。若有真正的需要，教區主教按法律規定，[256]

可用專為這情況的祝福經文，委任其他基督平信徒作臨時或有時限的非常務送聖
體員。但這委任行動無需以任何禮儀形式進行，但即使有這樣的形式也絕不可與

晉秩相似。只有在例外和非預料的情況下，感恩慶典的主祭才可臨時任命非常務
送聖體員。[257]  
 
156. 這職務應按其名稱「非常務送聖體員」（ministri extraordinarii sacrae 
Communionis）作狹義解，而非所謂的「特殊送聖體員」 （ministri specialis sacrae 
Communionis, ministri  extraordinarii Eucharistiae, ministri specialis Eucharistiae），因
為後者不當地及不正確地擴展了這職務的意義。 
 
157. 若常有足夠數目的聖職人員分送聖體，就不應把這任務委託給非常務送聖體
員。在類似的情況下，已受委任此職者不應行之。有些司鐸雖在場參禮，卻不去

送聖體，反而把任務委與基督平信徒，此等做法應予以遏止。[258] 

 
158. 非常務送聖體員只有在缺少司鐸或執事時，或司鐸因體弱或年老或另有真正
原因而不能送聖體時，或前來領聖體的信友人數太多，致令彌撒慶典會拖得太久

時，才可分送聖體。[259]然而，考慮到當地處境及文化，若禮儀只稍為延長，並
不足以構成起用非常務送聖體員的理由。 

 
159.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非常務送聖體員不得委託他人──例如要領聖體的病人
的家長、丈夫或兒子──去給病人送聖體。 
 
160. 教區主教應檢討近年來在這方面的實踐，在需要時要加以糾正，或更清楚地
予以確定。若為了實際的需要而委任了大量非常務送聖體員時，教區主教便應頒

佈特殊規範，藉此在顧及教會的傳統下，依法訂定施行這任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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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道 [161] 
 
161. 如前所述，彌撒中的「講道」（homily）由於其重要性和性質，是保留給司
鐸或執事的。[260]至於其他形式的宣道（preaching），如在某些情況下有此需要，
或對特別情況有益，可按法律的規定，在彌撒以外准予基督平信徒在聖堂或祈禱
所內宣道。[261]這事只可因為某些地方聖職人員缺乏，才由基督平信徒來滿足這

需要，但不得把這非常例外的情況變為常態，亦不可視之為基督平信徒的真正擢
升。[262]此外還應謹記，批准這事的權力常屬教區教長，且要按個別情況處理，

其他人等連司鐸或執事在內，都沒有這權力。 
 
3. 在沒有司鐸的情況下舉行的特別慶典 [162-167] 
 
162. 在稱為「主日」的一天，教會忠信地團聚一起，尤其以舉行彌撒慶典來紀念
主的復活及整個逾越奧蹟。[263]實際上，「如果不以舉行聖體大禮為基礎與中心，

則基督徒團體決不會建立起來」。[264]因此，基督信徒有權利要求，在主日、法定
節日和其他重要節日，應有人為他們舉行感恩祭，甚至可能時每日如此。若某堂

區或信友團體在主日難有彌撒聖祭舉行，教區主教應和司鐸團一起商討合宜的補
救方法。[265]在這些解決辦法當中，首先就是請其他司鐸相助，或請信友到鄰近

的聖堂參與感恩奧蹟。[266] 

 
163. 司祭職和感恩祭被交託給所有司鐸，都是為了他人的好處，[267]他們必須謹
記自己有責任為所有信友提供機會，以滿全參與主日彌撒的本份。[268]就基督平

信徒而言，他們有權利要求，除非有實在的障礙，任何司鐸不得拒絕為信友舉行
彌撒；或者，如這些信友無其他方法，滿全在主日及法定節日參與彌撒的本份時，

讓別的司鐸代為舉行。 
 
164. 信友「如因缺乏聖職人員或因其他重大原因，不能參與感恩祭時」，[269]他們
有權利要求教區主教，在可能範圍內，為其管轄的團體，按照教會的規定，能在

主日舉行某類禮儀慶典。但此類主日慶典，應被視為絕對例外者。所有被教區主
教委任負責這類主日慶典者，不論是執事或是基督平信徒，都應設法「不斷激起

信眾對感恩祭及聖體聖事的真正『飢渴』，因而不放過任何一次舉行彌撒的機會，
偶而有司鐸臨在時，只要他未受教會法禁止，都要請他主持彌撒」。[270] 
 
165. 應小心避免任何令這類禮儀聚會與感恩祭慶典混淆的形式。[271] 因此教區主
教應明智地審斷，在此類聚會中是否應該分送聖體。為了有一個更廣泛的協調，
這問題應由主教團作出合宜的決定，並透過禮儀聖事部取得宗座的認可，以達到

問題的解決。此外，在沒有司鐸和執事的情況下，宜由多位信友分擔此類禮儀不
同的部分，而非由一位信友單獨來領導整個禮儀慶典。在任何情況下，稱一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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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平信徒「主持」（presiding）此禮儀慶典是不正確的說法。 
 
166. 同樣，在這問題上唯一有決定權的教區主教，不應輕易批准，尤其有分送聖
體的此類禮儀慶典在平日舉行，尤其在剛過去或隨後的主日有可能舉行彌撒的地

方。懇請司鐸們在可能時，每天都要在其中一所託他們管理的聖堂內，為信友舉
行彌撒聖祭。 
 
167. 同樣，也不能考慮，以參與和（其他宗派的）教會團體的信徒共同舉行的聯
合聖道禮、或公眾祈禱、或甚至參與他們的禮拜，可以代替主日彌撒」。[272] 教
區主教若出於需要，而批准天主教信友參與某個別聯合禮拜，牧者們務要注意使

天主教信友不致產生混淆，而使他們明白即使在這情況下，仍有義務在此日的另
一時間參與主日彌撒聖祭。[273] 

 
4. 脫離聖職身分者 [168] 
 
168. 「依法律規定喪失聖職身分的聖職人員（⋯）禁止行使聖秩神權」。[274]他不

得在任何藉口下施行聖事，除非是法律所規定的例外情況，[275]信友也不得請他
舉行禮儀，除非有法典 1335條所准許的正當理由。[276]脫離聖職者也不得講道，
[277]不得在舉行神聖禮儀時有任何職務或工作，以免在信友間產生混淆並使得真
理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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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補救方法 [169-171] 
 
 
169. 在神聖禮儀中若犯了一項弊端，便應視之為真正篡改天主教的禮儀。聖多瑪
斯曾寫道：「凡以教會的名義，卻以違反教會藉神權所制定的方式和慣例去崇拜
天主，就是犯下擅自篡改之罪」。[278] 

 
170. 為了補救這些弊端，「天主子民，包括牧者與信友的聖經和禮儀培育，至為
迫切需要」，[279]好使教會有關神聖禮儀的信仰與紀律，得以正確的表達和領悟。
假若此等弊端持續下去，便應依法採取一切合法的措施，以保障教會的精神遺產

和權利。 
 
171. 在不同的弊端當中，包括客觀上的較嚴重罪行（graviora delicta）、或嚴重事
故（res graves），以及其他同樣需要避免和小心糾正的弊端（abusus）。銘記本訓
令，特別在第一章所論及的一切，仍必須注意以下各項。 
 
1. 較嚴重的罪行 [172] 
 
172. 冒犯至聖感恩聖事和感恩祭獻的較嚴重罪行，應遵照「保留予信理部懲處的
較嚴重罪行之規範」來處理，[280]此等罪行包括： 
a) 拿取或保存聖體以作褻瀆，或把聖體拋棄在地上；[281] 

b) 擅自或偽裝舉行感恩祭；[282] 

c) 與沒有宗徒傳承和不承認司鐸聖秩品位的教會團體聖職人員一起，違例舉行感
恩祭；[283] 

d) 在感恩祭中單獨祝聖聖體或聖血，或在感恩祭外祝聖聖體和聖血，以作褻瀆為
目的。[284] 

 
2. 嚴重事故 [173] 
 
173. 雖然事情的嚴重性，要按教會普遍的教義和所訂定規範來決定，但客觀而
論，所謂嚴重事故，常指能危害至聖聖體的有效和崇高性的事而言，即相反本訓
令先前在 48-52, 56, 76-77, 79, 91-92, 94, 96, 101-102, 104, 106, 109, 111, 115, 117, 
126, 131-133, 138, 153和 168等條所論及者。此外，還應注意《天主教法典》的
其他規定，尤其列於法典 1364, 1369, 1373, 1376, 1380, 1384, 1385, 1386和 1398
等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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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弊端 [174-175] 
 
174. 此外，也不該對違反本訓令和法律上其他規定的行為，掉以輕心，也應將它
們視為應小心予以避免和改正的弊端。 
 
175. 顯然本訓令內的一切事項，並未包括所有違反教會及其紀律的行為，此等行
為均列載於法典條文、禮規，以及其他根據教會訓導及完整傳統所訂定的規則
內。對這些如有違犯情事，應依照法律規範予以改正。 
 
4. 教區主教 [176-180] 
 
176. 教區主教「既是天主奧蹟的首要分施人，就應時常努力，使託他照管的基督
信友，藉舉行聖事在聖寵內成長，認識並生活在逾越奧蹟內」。[285]教區主教「在
其權限內，有權發佈禮儀法規，明令遵行」。[286] 
 
177. 主教因有維護全教會統一的責任，故應推行普世教會的共同紀律，並應督促
遵守教會的一切法律。他應提防勿使流弊潛入教會的紀律內， 
 
應特別防範有關聖道職、舉行聖事及聖儀、崇敬天主和敬禮聖人等方面的流弊」。
[287] 

 
178. 為此，教區教長、修會或使徒生活會的高級長上，當獲得有關違反至聖聖體
的罪行或弊端的可靠消息時，應親自或透過一位合適的聖職人員，對事件、環境
和罪責進行審慎的查究。 
 
179. 違反信德的罪行，以及舉行感恩祭和其他聖事時所犯的較嚴重罪行，必須從
速通知信理部，以進行調查，「並在必要時按普通或固有法律，提出科處或宣告
教會刑法的處罰」。[288] 

 
180. 若非此等罪行，則教會教長應按神聖法典的規定進行，需要時科處教會刑法
的處罰，尤其要謹記法典 1326條的規定。若事態嚴重，應通知禮儀聖事部。 
 
5. 宗座 [181-182] 
 
181. 禮儀聖事部一旦獲得涉及至聖聖體的罪行或流弊的可靠消息，便通知教會教
長，好對事件進行調查。教會教長若發現事態嚴重，便應盡快向該聖部呈交一份

案件調查記錄，並報告所科處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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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在較難的案件上，教會教長因他的聖秩而有分於對普世教會利益的照顧，切
勿忘記要在請示禮儀聖事部後妥善處理問題。至於本聖部，以羅馬教宗所授予的

權力，按個別案件的性質協助該教會教長，給予他所需的豁免，[289]或給予他應
仔細遵守的指示或規定。 
 
6. 有關禮儀事項之流弊的投訴 [183-184] 
 
183. 每個人在可能範圍內，應極力確保至聖聖體聖事免遭任何形式的失敬和扭曲
行為，並使一切流弊全然改正過來。這是每個人應承擔的一項重大責任，人人都
要毫不偏頗地予以實行。 
 
184. 每位天主教徒，不論是司鐸、執事、或是基督平信徒，都有權利向教區主教，
或向依法與他有同等地位的主管教長，或向享有羅馬教宗首席權的宗座，提出有
關禮儀流弊的投訴。[290]但在可能時，這報告或投訴宜先呈遞給教區主教。當然

一切常應在真理和愛德的精神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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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85-186] 

 
 
185. 「分裂的種子深深植根在人類的本性中，是我們日常的經驗，那是罪惡帶來
的結果，而這分裂的種子，是基督奧體合一的創造力所反對的。因為正是由於聖
體聖事藉著建立教會，而形成人類之間的團體」。[291]因此，本禮儀聖事部謹希望，

藉著努力不懈地實踐本訓令所提出的規範，可把人類弱點對至聖聖體聖事的行動
所造成的障礙減至最低，擯除一切扭曲的事，廢止一切備受指責的做法，並在榮

福童貞瑪利亞──「充滿感恩精神的女性」[292]的轉禱下，基督於聖體聖血聖事
內帶給人救恩的臨在，能照耀在眾人身上。 
 
186. 所有信友應盡可能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感恩聖祭，[293]以虔誠和

生活品德，熱切敬愛聖體聖事。主教、司鐸和執事在履行聖職時要捫心自問，他
們以基督及教會的名義舉行神聖禮儀時，自己的行為是否真切和忠誠。每位聖職

人員都要嚴以自省，看自己有否尊重基督平信徒的權利，因為他們懷著信任把自
己及子女交託於他，深信他會為眾信友妥善地履行教會奉基督之命，藉舉行神聖

禮儀所要完成的任務。[294]各位聖職人員常應謹記，自己是神聖禮儀的僕役。[295] 

 
一切與此相牴觸的事，一概無效。 
 
本訓令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敦囑本禮儀聖事部，會同信理部一起撰寫的，並於二
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聖若瑟節日，獲教宗批准並下令予以公佈，要求所有有關人

士即時遵守無誤。 
 
發自羅馬禮儀聖事部 
二零零四年三月廿五日 
預報救主降生節 
 
部長 阿林澤樞機主教（Francis Card. Arinze） 
秘書 索倫提諾總主教（Domenico Sorren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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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亞洲禮儀論壇有關《救贖聖事》訓令之總結陳述 
 
我們來自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於 2004年 11月 1至 4日，聚集在台北，參
加第八屆「亞洲禮儀論壇」（Asian Liturgy Forum），研讀「救贖聖事」訓令
（Redemptionis Sacramentum），並分享我們對這訓令的關注。現在我們欣喜地與
各地方教會分享這四天聚會的成果。 
 
我們注意到這訓令所提及的問題，並同意有些禮儀做法確實需要匡正和改善。身

為禮儀工作者，我們與「聖禮及聖事部」一樣渴望改善目前的情況。 
 
但是，我們相信有些事情是不能單靠「懲罰」，便可以補救的，而是需要透過聖
職人員和平信徒徹底的禮儀培育。這些培育應包括有關感恩聖事的教會訓導、神

學、歷史和靈修，並要考慮民眾的牧靈需要。 
 
我們建議要敏銳地閱讀這訓令，並應尊重本地教會的社會文化、環境及牧靈處
境。這些處境往往可以解釋所謂「偏離」了「常規」禮儀做法的原委。再者，當

閱讀這訓令時，我們當常記得：不是禮儀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價
值。 
 
我們呼籲聖職人員，要更完善地遵照梵二禮儀更新的原則來履行他們的禮儀職

務。同時，我們應尊重平信徒職務的角色；他們藉此參與了教會在聖言和聖事上
的職務。因此，我們建議要為平信徒提供透徹的神學、禮儀及牧靈的培育。 
 
為改正一些「罪行」和「弊端」，這訓令鼓勵向有關當局報告。我們建議這些報

告該是慎重、明智並對相關人士是公平的，且要常考慮到教會的福祉，以及本地
主教的權力。 
 
我們感謝全能的天主，把我們召集在一起，並誠懇地向慷慨、殷勤接待我們的台

灣地區主教團致謝。 
 
願天主在一切事上受光榮！ 
 

 
2004年 11月 4日 

 
 
（內容以英文原文為準） 
 



 47

聯署名單： 
 
Taiwan 台灣 Msgr. Andrew Chao 趙一舟蒙席 
  Rev. Charles Pan 潘家駿神父 
  Rev. Michael Ng 吳新豪神父 
  Sr. Clara Wu 吳容平修女 
  Ms. Teresa Chien 錢玲珠女士 
  Ms. Helene Reichl, ECC 
Brunei 文萊 Rev. Ivan Fang 
Cambodia 柬埔寨 Rev. Paul Lay 
Hong Kong 香港 Miss Chak Fung Ling 翟鳳玲女士 
  Rev. Stephen Chan 陳滿鴻神父 
  Rev. Thomas Law 羅國輝神父 
  Sr. Paola Yue 余蕙瑛修女  
Indonesia 印尼 Rev. Bernardus Boli Ujan, SVD 
Japan 日本 Mr. Toshimitsu Miyakoshi 
Macau 澳門 Rev. Un Wai Meng 袁偉明神父 
Malaysia 馬來西亞 Dr. Chan Lek-Lim 
  Rev. John Chia Fu Hin 
  Rev. Patrick Massang, CSsR 
  Rev. Francis Xavier Selvarajoo 
  Rev. Simon Wong 
  Mrs. Amy Yong 
  Mr. Vincent Yong 
Philippines菲律賓 Fr. Anscar J. Chupungco, OSB 
  Rev. Jose Fortunato J. Garces, OAR 
  Dr. Josefina M. Manabat, SLD 
  Rev. Ramon Fred C. Ofredo 
  Rev. Raul Pura, CM 
  Rev. Amelito Narciso Racelis, SDB 
  Msgr. Ricardo Jesus Serrano 
  Msgr. Andres S. Valera 
Singapore 新加坡 Mrs. Bernice Ann Conceicao 
  Mr. Henry Conceicao 
  Mr. Robert Loh 
  Ms. Eileen Ng 
  Ms. Eileen Seow 
   Rev. Ignatius Yeo Keng Swee 
Thailand 泰國 Rev. Joseph Phaisal Anamwat 
  Rev. Chetha Chaiyadej 
  Rev. Kriengsak Kovithavanij 
  Rev. Songwudh Prateepsukc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