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感恩聖事的慶典中
發生了什麼？

耶穌在我們當中



導言

很多基督徒不想參加（主日）彌撒

主要原因：來自今日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人看重「做」（行動）



導言

科技時代帶來貢獻與錯誤觀念

每個人都需要「愛與被接受」的感覺

醫護人員的例子



導言

聖事的關鍵：不是人的作為，而是信仰

信仰是從根本對天主開放



導言

常常聽到的勸告人參加主日彌撒的（奇怪）
言論

「感恩禮儀」首要的，並不是人的作為，而
是天主在基督內賞賜給我們恩典



導言

Gottes-dienst：對天主的服務（敬主禮儀）

Eucharist ：說出感恩！



第一章

感恩聖事的來源──
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



1. 耶穌生活與工作中的餐宴

法利塞人的看法：耶穌主張罪惡的生活
是正確的

耶穌的看法：天主的寬恕意願，提供恩
寵的機會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主的國臨近了。」



1. 耶穌生活與工作中的餐宴

耶穌的宣講：天父普遍寬恕的意願

若翰的宣講：天主的審判即將來臨

必要的先決條件：人的悔改



1. 耶穌生活與工作中的餐宴

餐宴是天主和人圓滿共融的記號

天主與人共融是為了達成團體成員的共融

耶穌是天人共融、人們彼此共融的中介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關鍵問題：以色列人是否接受耶穌所帶
來的機會（恩寵）？

只是以色列錯過了這個恩寵的機會嗎？

耶穌帶來的訊息具有普遍的特質。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山中聖訓」

「愛天主、愛近人」

「善心的撒瑪黎雅人」比喻（路十25-37）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人性的悲劇：天主在耶穌內提供的恩寵，
遭到人頑抗的拒絕

耶穌的訊息是否仍然有效？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耶穌自己如何答覆了這些問題？

他提供的答案：他和門徒們舉行「最後
晚餐」。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耶穌和最親近的門徒團體共同舉行的晚餐

猶達斯也參與了耶穌的最後晚餐

若十三30：「猶達斯一吃了那一片餅，就立
時出去了：那時，正是黑夜。」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耶穌如何舉行了這個晚餐？

「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眾人而交出去（的身體）。」

「你們大家拿去喝，這是我的血，
為眾人而灑的。」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最後晚餐的行動答覆：（耶穌）的死亡
再一次代替（為了）人們擔負罪惡，並
從根本將它除去。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耶穌把「上主受苦僕人詩歌」（依五十三）
連結在自己的生命上

耶穌帶來天主寬恕的訊息



2. 在最後晚餐中，耶穌親自解釋：
他的死亡是以色列和一切人

罪惡的贖價

人的自由抉擇與悔改是不能取代的

這個問題是一個內在的、
與我們自己死亡命運相關的問題



3. 感恩聖事 ── 耶穌犧牲性命的紀念

天國現在尚未圓滿實現

耶穌的門徒團體（教會）負有最重要的使命



3. 感恩聖事 ── 耶穌犧牲性命的紀念

耶穌在最後晚餐親自教導：門徒們應該
重複舉行這個行動

耶路撒冷的原始教會就已開始按照耶穌
最後晚餐的行動舉行擘餅禮儀



3. 感恩聖事 ── 耶穌犧牲性命的紀念
感恩禮儀的首要功能：紀念晚餐禮所表達的
整體事件

初期基督徒的自我意識：期待基督再來、
他光榮的顯現、天國降臨

感恩禮儀 vs. 耶穌在世時與罪人們一起用餐



3. 感恩聖事 ── 耶穌犧牲性命的紀念
真理永遠是真理

格前十一23、26：「主耶穌在被交付的那一夜，
拿起餅來 … 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
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4. 一個當代的比較：

Maximilian Kolbe神父和感恩禮



Maximilian Kolbe神父

（在日本時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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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死室









第二章

感恩聖事的禮物 ── 
基督的臨在



1、一個根本的錯誤：
對「耶穌臨在於感恩禮中」的片面理解

若十五13：「沒有比願意為自己的朋友死，
更大的愛了。」

感恩慶典就是一個禮物，在這個禮物中，
耶穌把自己賞賜給我們。



1、一個根本的錯誤：
對「耶穌臨在於感恩禮中」的片面理解

基督徒常犯的一個嚴重錯誤：
在感恩聖事中，把耶穌的臨在和他為我們的
死亡分離開來。



1、一個根本的錯誤：
對「耶穌臨在於感恩禮中」的片面理解

瑪十八20：「哪裡有兩人或三人因我的名字
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



1、一個根本的錯誤：
對「耶穌臨在於感恩禮中」的片面理解

另一種極端偏頗的情況：有些人主張，耶穌
的臨在完全在聚集的團體中；
「餅和酒」只是「象徵」、「記號」。

當代更關注對感恩聖事整體的領悟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瑪二八20：「我與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
今世的終結。」

在感恩禮中，復活主是晚餐的主人

基督徒團體的感恩禮儀也是「主的晚餐」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聚集的團體所慶祝的感恩禮儀必須真正發生
在耶穌派遣的傳統中。

所有個別的、因感恩禮儀而聚集的團體必須
站在整個教會脈絡中

司鐸必須得到合法的授權與派遣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司鐸被賦予使命，領導感恩禮儀，但並不在團體
之上，而是團體的僕人，為了服務團體而存在。

司鐸的服務分兩個面向，卻來自同一根源：一方
面向信仰團體傳遞基督的話語，另一方面也同時
把團體的祈禱呈現給基督。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一個來自聖本篤的古老傳統：
主往往把正確的（意見、思想）給予了最小的、
最年輕的（弟兄）。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路二二25-27：
「耶穌卻給他們說：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們，
那有權管治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卻不要
這樣；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
的，要成為服事人的。是誰大呢？是座席的，
還是服事人的？不是座席的嗎？可是我在你們
中間卻像是服事人的。」



2、基督臨在於聚集的信仰團體中和司鐸的功能

《若望福音》十三章：耶穌為門徒們洗腳！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復活主的力量陪伴著我們：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感恩禮儀並非僅僅紀念耶穌的死亡，
而更是慶祝他整個生命。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Maximilian Kolbe神父和感恩聖事之間的比較

Kolbe神父在這個行動之前的整個生命都是為
這個關鍵時刻做準備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谷十45：
「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

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做贖價。」

「感恩禮儀是一個犧牲或祭獻」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感恩禮儀也是一個「危險」的場合

感恩聖事並不僅是基督犧牲的「現實化」，
而也是一個教會的犧牲奉獻

感恩禮具有普世性的關連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聖保祿：
「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
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六2）

德肋撒姆姆：
如果沒有每天參與感恩禮儀，她和修女們
便無法理解對垂死之人的服務。



3、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的實現（現實化）

感恩聖事不僅重新實現基督的死亡，也是
他的復活，他在天主內的生命。



4、耶穌基督臨在於餅和酒之中

耶穌生命中的一切都指向具體生活

今天的人們常犯的兩個錯誤：

1. 一方面把基督的臨在只孤立在感恩餐宴中
「拒絕」（羞於或畏懼）以手領受聖體

2. 另一方面，認為基督
在感恩聖事禮品中的臨在只是一種象徵



5、這個臨在的持續性 ── 
以「給病人送聖體」為例

我們相信基督真實臨在於感恩禮中，但是這個
臨在到底持續多久？

這個臨在和教會一樣一直延續。

只要教會存在，只要有信仰基督的人，
基督就陪伴著教會。



5、這個臨在的持續性 ── 
以「給病人送聖體」為例

初期教會生活的歷史證實了這個「反省」：
給家中的病人送聖體！

基督的臨在是活生生的，一直都是基督的「是」！

如何回應：病人請求在自己家中舉行感恩禮？



6、綜合：基督臨在於感恩聖事 ── 今日的解釋

今日教會特別強調感恩聖事中基督臨在的
「位格性」與「生活性」的觀點

今日神學家最重要的使命：從整體關連來
反省感恩聖事，領導基督徒進入感恩聖事
信仰奧蹟的寬大與圓滿的幅度。



第三章

感恩聖事的目的 ── 

基督徒與基督、天父
以及彼此間的共融



1、為什麼基督臨在於感恩聖事中？

耶穌在感恩聖事中的臨在是從他的生活
和死亡、從「最後晚餐」導引出來的，
因此耶穌感恩聖事的目的，和他的宣講、
服務人群、接受死亡的目的一樣：宣講
天主的臨在、他的天父的臨在，宣講天
父的國的來臨。



1、為什麼基督臨在於感恩聖事中？

天主的國是和好與和平的國。

從人這方面來看，是對天主完全的開放與信賴。

從天主這方面來看，
是天主寬恕人的罪過，以及接近人們。



1、為什麼基督臨在於感恩聖事中？

天主的國也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好

「基督在感恩聖事中接近我們」是為了
建立一個為天國來臨見證的團體。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若十三1：「耶穌 … 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若十三13：「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
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路二二14-16：
到了時候，耶穌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
耶穌對他們說：
「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

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我告訴你們：

非等到它在天主的國裡成全了，
我決不再吃它。」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天主的國在與耶穌的共融中開始，藉著
向耶穌開放，和耶穌成為朋友而開始。

感恩禮儀的首要目地就是建立耶和穌共
融的團體。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感恩聖事首先不是為了單獨的基督徒，
而是賞賜給整個團體的。

然而，每一個單獨基督徒和基督的關係
都必須得到特別的接受與肯定。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為什麼要頻繁地、重複地舉行感恩禮儀？

每次感恩聖事慶典，耶穌基督都賞賜給我們圓
滿的、整個的共融。

但是，我們人的「血肉是軟弱的」，沒有能力
一次而永遠的領悟並實現這圓滿的奧秘。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耶穌與我們的共融不是單純靜態存在的
事實，而是動態的、生活的事實。

感恩禮的結束並不是「結束」，而是一
個新的「開始」。



2、耶穌和他的門徒的團體

基督不願意僅臨在於感恩聖事祝聖的餅
中，不願意藉著感恩聖事而僅住在我們
內而已，而更願意藉著我們而臨在於這
個世界上。



3、耶穌對天父的感恩
和教會的大感恩祈禱

耶穌把整個最後晚餐的行動表達成對天父的
「感恩」。

耶穌的整個生命是一個感恩的生命。

對耶穌而言，他整個生命都是實現天父旨意，
使天父的愛與憐憫具體可見。



3、耶穌對天父的感恩
和教會的大感恩祈禱

最清楚的例子：《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若四34：「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
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若十四9：「誰看見我，就是看見了父」。



3、耶穌對天父的感恩
和教會的大感恩祈禱

初期教會明白這一點，把耶穌最後晚餐的整個
行動稱為「感恩」禮儀。



3、耶穌對天父的感恩
和教會的大感恩祈禱

感恩禮儀的核心是「感恩經」，
由「頌謝詞」開始，以「聖三頌」結束：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
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3、耶穌對天父的感恩
和教會的大感恩祈禱

詠一一六12-13：
「我應該要怎樣報謝上主，謝他賜給我的一切
恩佑？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爵，我要呼籲上主的
名號。」

感恩禮儀帶領我們回到源頭，回到最終的目標、
天父內、我們存在的根源。



4、感恩聖事：在整個生命中感恩

我們整個生命與生活也應該符合感恩的
結構。

回歸天主、回到源頭，是人必須在生命
中實現的使命（Mission）。



4、感恩聖事：在整個生命中感恩

我們必須承認：

存在的根源是被創造的，
出於天主創造性的愛，天主白白的賞賜，
我們必須永不停息地感恩。



4、感恩聖事：在整個生命中感恩

聖方濟是這等領悟的最佳例子

聖方濟特別重視感恩聖事，他整個生命的根
本態度就是朝拜與感恩

這樣的人，就成為一個生活的「頌謝詞」！



5、耶穌門徒彼此間的共融

與耶穌共融的生命有另外一個必須不斷
成長發展幅度：與其他基督徒共融。

格前十17：
「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



5、耶穌門徒彼此間的共融

聖奧斯定：
領聖體時，我們的身體消化這個物質的餅，
接納進入我們自己的身體內；
然而，在此同時，在耶穌的聖神的力量中，
所有吃感恩的餅、喝祝福之杯的人，
都變成基督奧體的肢體而整合在一起。



5、耶穌門徒彼此間的共融

聖事與倫理有關

一種對聖事嚴重的誤解：聖事傳遞一個
完成的結果，人只要參加聖事就好。

事實上：聖事性真理同時包含一個召叫
和要求。



5、耶穌門徒彼此間的共融

基督徒生命有社會性幅度

基督徒生命中的每個情況 ── 既使是重病
或沒有外在行動能力 ── 在整個基督徒團
體中都具有意義。



6、聚集和派遣：耶穌為所有的人死了

感恩聖事是個邀請，預設了悔改與相信
基督。

感恩聖事中所宣告的主的死亡，絕對不
是理所當然的，不是「正常」的。



6、聚集和派遣：耶穌為所有的人死了

感恩聖事不能變成一個單調、無所謂、
沒有功能的「（彌撒）禮儀」而已。

若六67：「難道你們也願走嗎？」



6、聚集和派遣：耶穌為所有的人死了
感恩聖事絕對沒有放棄「普世性」的訴
求，沒有放棄「為眾人」的訴求！

感恩聖事同時是「聚集」和「派遣」

感恩聖事和教會被派遣到普世的福傳使
命緊密相連，密不可分。



6、聚集和派遣：耶穌為所有的人死了

基督徒必須預期將遭到反對，因為這是耶穌
曾經遭遇到命運。

瑪十34：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

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



6、聚集和派遣：耶穌為所有的人死了

宗四12：
「除他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



7、主耶穌！請來吧！
────       走向天主的國

感恩聖事是在我們的世界中預先體驗
（品嚐）將來臨的天國。

瑪二六29：
「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直到在我父的國裡那一天，
與你們同喝新酒。」



7、主耶穌！請來吧！
──── 走向天主的國

基督徒藉著感恩聖事跟隨耶穌，在這個
世界中，在通往天國的道路上，為圓滿
的救恩作證。



耶穌在我們當中

謝謝大家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