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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臺灣

來自香港、印尼、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台灣及泰國的代表，於2011年10月17-21
日齊聚台北，參加第十五屆亞洲禮儀論壇，研究在我們各自的國家和文化脈絡中，基督徒殯
葬禮儀本地化的可能性和挑戰。在經過討論各會員國家所做的報告之後的，我們欣然地分享
我們的結論：
1、我們確信殯葬禮儀本地化的基礎應該建立在《禮儀憲章》第81號的要求當中：「殯
葬禮應能顯然表達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徵，也要能夠適合各地區的環境與習尚。」
2、我們強調在我們本地文化中「過渡儀節」（riTe oF Passage）的重要性，而這正
是與我們基督徒從領受洗禮到永恆生命的旅程中，特別是關於天旅神糧、告別禮和
殯葬禮等傳統是相互共鳴的。
3、亞洲地方教會比較偏好以某些方法來舉行殯葬禮儀，特別是彌撒，而按照《殯葬禮
典》標準本，可以為了牧靈上的需要，盡可能地整合某些本地的殯葬禮要素，例如
祭披的顏色、禮儀的動作、布置、歌曲、樂器和象徵等。
4、為了促進殯葬禮本地化的進程，我們建議在本地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音樂
家、神學家及禮儀專家的幫助下，對本地殯葬禮的實施及傳統作一研究。
5、在殯葬禮的慶祝中，應該重視團體的角色，尤其是在無司鐸主禮時的情況下，仍能
在生病、死亡、守靈、埋葬，以及其他的時刻，確保祈禱仍然能夠持續不斷。我們
建議地方教會的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能為這些需要編輯合適的禱詞。
6、我們強調對教會有關死亡、來世以及未來在基督內復活等的教理講授的需要。在教
理講授中，還應該提及那些與我們基督徒信仰不相容的其他思想，如輪迴和迷信的
信仰。
7、我們鼓勵我們亞洲地區的主教團，善用基督徒殯葬禮所提供為本地化的廣大空間，
特別是那包含在《殯葬禮典》標準版中，有關那在基督徒殯葬禮基本要素的條件
下，地方教會殯葬禮儀的發展。
我們把會議的成功歸功於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耀文主教的慷慨，以及
潘家駿神父及其工作人員滿有效率的合作。
願天主在一切事上受光榮。

15th Asian Liturgy Forum
October 17-21, 2011
Taipei, Taiwan
The delegates to the 15th Asian Liturgy Forum from Hong Kong,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Taiwan, and Thailand met in Taipei from October 17 to 21,
2011 to study the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of inculturating the rites of
Christian funeral in the context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cultures.
After discussing the reports from our member-countries, we are glad to
share our conclusions.
1. We believe that the inculturation of the rites of funeral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on Sacred Liturgy, art.81
that “the rite of funerals should express more clearly the paschal
character of Christian death and should correspond more closely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traditions of various regions.”
2. We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tes of passage found in our local
cultures that have resonance in our Christian tradition of journey
from baptism to eternal life with reference especially to viaticum,
final commendation, and funerals.
3.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local Church prefers to celebrate funeral
liturgy, especially the Mass, in accord with the typical edition it might
be pastorally beneficial to integrate, where possible, certain local
elements of funerals, e.g. color of vestments, gestures, decorations,
songs,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symbols.
4.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inculturation we recommend a study of the
local practices and traditions of funeral rit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ocal experts in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music, theology,
and liturgy.
5. Due importanc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celebration of funerals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a priest so that
continuous prayers may be offered at the time of sickness, death,
wake, burial, and beyond. We recommend that the local episcopal
commissions on liturgy compose appropriate prayers for such
occasions.

6. We emphasize the need for catechesis on the Church’s doctrine
concerning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and the future resurrection in
Christ. The catechesis should also speak about reincarnation and
superstitious belief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our Christian faith.
7. We encourage the conferences of bishops in our reg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de margin for inculturation offered by the Rite
of Christian Funerals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uneral liturgies on condition that the basic elements of Christian
funeral contained in the typical edition are maintained.
We owe the success of our meeting to the generosity of Bishop Martin Su,
D.D.,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for Sacred Liturgy, 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 and to the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of Fr. Charles Pan, CM, and his
staff.
That in all things God may be glorified.

麥子落地－記第十五屆「亞洲禮儀論壇」
潘家駿 神父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從十月十七日至廿一日，來自香港、印尼、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台灣及泰國的
五十多位代表，齊聚新北市新莊區，分享及討論各個地方教會實行「殯葬禮儀」的經驗，以
及本地化的可能性和所面對的挑戰。綜觀整個會議的報告及討論，一方面呈現出梵二殯葬禮
革新的廣度與深度，一方面也因為殯葬禮是在各個不同文化的地方教會落實，因此呈顯出禮
儀本地化的豐富多采。
在開幕酒會中，除了與會的各國代表之外，我們的座上賓還包括了了馬來西亞miri教
區的李主教（rT. rev. bishoP anThony lee），臺灣本地教會的劉振忠總主教、劉丹桂
主教及曾建次輔理主教，以及教廷駐華大使陸思道代辦。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蘇耀
文主教更是以東道主的身分致開幕歡迎詞。
在開幕詞中，蘇主教特別提出了他對這次的期望，希望會議議程的設計及進行都能夠幫
助與會者重新去發掘亞洲世代傳統以來的宗教熱情，並且將之帶入梵二大公會議所熱切渴望
的禮儀革新當中，同時也盼望此次會議能夠提供與會者一個機會去表達一種至深的期待，迫
切期待一種植根於教會禮儀生活和地方文化特質彼此互融的禮儀革新精神。蘇主教還期勉與
會者，希望這一年一度、輪流在不同國家舉辦的「亞洲禮儀論壇」能夠在亞洲各地方教會間
建立起豐饒的對話關係，同時能夠提供一種無價的機會，促使亞洲地方教會建立起禮儀的網
路聯繫，以及果實纍纍的密切關係來。
接著，陸思道代辦也以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名義致詞，鼓勵與會者。在致詞中，他特別以
《禮儀憲章》第23號有關「本地化」指導原則，為未來三天的會議進行提出了總綱領：「為
保持優良傳統，並同時開放合法進展的門戶，對應修訂的禮儀各部分，時常需要先作神學、
歷史及牧靈方面的詳細研究。此外，還要考慮到禮儀的構造及精義的一般原則，以及從近來
禮儀改革與各處所得特准而收到的經驗。總之，除非教會的真正確實利益有所要求，並且保
證新的形式，是由現存的形式中，有系統的發展而來，否則不可改革。還要盡可能避免在臨
界地區之間，形成禮節的顯然差別。」
陸代辦同時也引用了禮儀專家，同時也是「亞洲禮儀論壇」的執行秘書及會議主持人、
菲律賓籍的本篤會士anscar j. chuPungco神父的著作ForTy years oF Progress
and TradiTion（《四十年的進展與傳統》）中的一段話來加強說明《禮儀憲章》第23
號：「為了定位禮儀傳統，其研究應該是神學的，同時也應該是歷史的。它應該是牧靈的，
為了能夠打開本地化的大門。『保持優良傳統，並同時開2放合法進展的門戶』這句話充分

地說出了《禮儀憲章》有關本地化的精隨。這句話同時也建立起了禮儀本地化的根基。事實
上，本地化並不是創造一種有別於羅馬禮的新禮儀。本地化所要達成的目標就是要動態性地
將羅馬禮轉化於地方教會的文化當中。羅馬禮的優良傳統正是本地化所要達成的合法進展的
重要基礎。」
在這樣的本地化基礎中，殯葬禮修訂委員會對殯葬禮的修訂賦予極大的關注。陸
代辦在致詞中，特別引用了anscar j. chuPungco神父的另一本著作liTurgical
inculTuraTion: sacramenTals, religiosiTy and caTechesis（《禮儀的本地
化：聖儀、熱心敬禮和教理講授》），來幫助我們看到殯葬禮的修訂過程：「在提出建議
之前，殯葬禮修訂委員會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的殯葬禮曾經作了一番明智審慎的評
估。在眾多的評估事項中，委員會特別指出以下幾點：第一、在教會舉行的殯葬禮中，從禮
儀經文浮現出來的死亡概念並無法顯示出盼望的信仰。第二、在ㄧ些要素中，特別是在教友
回應的部分以及讀經都充滿了畏懼及悲嘆之情。第三、在教會的祈禱中都沒有提及參禮的信
友。……為彌補這些個不足，修訂委員會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殯葬禮應該要有更多論
及基督徒死亡的逾越意涵的經文。第二、應該要有更加多樣化的彌撒經文，尤其是讀經，為
能幫助信仰的增進。第三、信友的主動參與應該透過適當的方法而獲得促進。第四、在不同
的民族當中，特別是在傳教地區的殯葬禮習慣，應該予以尊重，同時可以引入基督徒禮儀當
中，只要這些習慣不涉及迷信的色彩。」
以上蘇主教及陸代辦的致詞，以及教會文件和禮儀學經典著作的引用，都為後來的整
個會議議程指出了明確的討論方向。論壇的與會代表們在經過了三天來的報告、討論及分享
後，共同提出了一份聲明，其中的幾點聲明如下：
1. 我們確信殯葬禮儀本地化的基礎應該建立在《禮儀憲章》第81號的要求當中：「殯葬
禮應能顯然表達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徵，也要能夠適合各地區的環境與習尚。」
2. 我們強調在我們本地文化中「過渡儀節」（riTe oF Passage）的重要性，而這正
是與我們基督徒從領受洗禮到永恆生命的旅程中，特別是關於天旅神糧、告別禮和殯葬禮等
傳統是相互共鳴的。
3. 亞洲地方教會比較偏好以某些方法來舉行殯葬禮儀，特別是彌撒，而按照《殯葬禮
典》標準本，可以為了牧靈上的需要，盡可能地整合某些本地的殯葬禮要素，例如祭披的顏
色、禮儀的動作、布置、歌曲、樂器和象徵等。
4. 為了促進殯葬禮本地化的進程，我們建議在本地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音樂家、
神學家及禮儀專家的幫助下，對本地殯葬禮的實施及傳統作一研究。

5. 在殯葬禮的慶祝中，應該重視團體的角色，尤其是在無司鐸主禮時的情況下，仍能在
生病、死亡、守靈、埋葬，以及其他的時刻，確保祈禱仍然能夠持續不斷。我們建議地方教
會的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能為這些需要編輯合適的禱詞。
6. 我們強調對教會有關死亡、來世以及未來在基督內復活等的教理講授的需要。在教理
講授中，還應該提及那些與我們基督徒信仰不相容的其他思想，如輪迴和迷信的信仰。
7. 我們鼓勵我們亞洲地區的主教團，善用基督徒殯葬禮所提供為本地化的廣大空間，特
別是那包含在《殯葬禮典》標準版中，有關那在基督徒殯葬禮基本要素的條件下，地方教會
殯葬禮儀的發展。

反省與感想：
1. 在整個會議的報告及討論中，我發現到與會者身上所具有的那存在於亞洲世代傳統以
來的宗教熱情，並且渴望將這份熱情帶入梵二大公會議所熱切期待的禮儀革新當中。所以，
當與會者歡欣喜悅地反省到亞洲基督徒這小小的羊群能在這片廣袤的大陸上忠於福音，以及
接受那傳承給亞洲人的禮儀形式時，與會者都表達了一種深度的期待，深深期待一種既建基
於信仰中，同時植根於文化特質中的禮儀革新。
因此在這一次會議中，我越發感受到亞洲殯葬禮的豐富性。而面對我們臺灣自己的地方
教會，我們更應該對我們自己的殯葬禮文化和特質，不論是漢族或原住民文化，做了一番深
刻的研究及反省，並且探討如何在禮儀本地化的過程中，善用這些本地文化的特質。
2. 當我們熱烈地分享那在亞洲脈絡中的殯葬禮儀時，首先沉入我心底的映像就是「神聖
感」。這「神聖感」在亞洲文化裡，而特別是在敬拜文化當中具有核心的價值，它正是亞洲
敬拜文化最顯著的特質之一。是的，亞洲人在敬拜時，總是期待著神聖的意義能夠像漣漪一
般，擴散到那與敬拜相關的每一種要素當中，而讓宇宙萬事萬物意涵著一種神的氛圍。
有關這點，教宗本篤十六世對神聖禮儀的視野和了解在他的權威訓導中，就 已經表達
得非常清楚明白了，他那整個教會敬拜的宇宙神學觀一直迴響在亞洲敬拜的脈絡當中。教
宗在他有關禮儀的扛鼎之作The sPiriT oF The liTurgy（《禮儀的精神》）中就特別提
到，亞洲崇拜所著重的宇宙性敬拜概念，與舊約或基督宗教所著重的歷史性敬拜概念，兩者
之間的關係乃是相轉相成的。前者的敬禮焦點在於宇宙秩序中的神聖氛圍；後者的方向則是
指向歷史中的救贖，也就是藉著在歷史當中發生的啟示而形成及實行的敬禮。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脈絡中舉行殯葬禮時，這宇宙秩序同時也就反映在亡者與天主、亡者

與生者，以及家庭成員彼此的秩序及關係上。這是我們文化中的珍寶，應該加以珍惜，並引
入基督徒的殯葬禮儀當中。
3. 我想到教會一直以來，都認為文化的有效使用能夠加強及幫助基督徒禮儀，並使之成
為轉化生命的力量。所以關於各地方教會所採用的語言、手勢、動作、藝術和音樂的本地化
都是很重要的。然而殯葬禮的本地化的程序應該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完成，尤其是要以強
烈的責任感來從事本地化的工程，並且總不要忽略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本質，以及教會禮儀
的歷史傳承。在祈禱中去尋求聖神的引導，謹慎地通向教會的信德，這些都是在殯葬禮本地
化的過程中，需要銘記在心的。

結語
會議結束之後的隔天清晨，我登上會場所在的酒店觀景台。只見大漢溪水色粼波，輝映
出一片耀眼生動的臺灣景象。回想起這幾天雖然辛苦卻是滿溢喜樂與恩寵的會議，此刻此時
儘管清晨的點點輕風也吹不散幾天來的疲憊，但那被晨光輕輕撒下來的碎薄光芒整個籠罩的
鄉土，卻顯得如此柔和與神聖。柔和，可以暖和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人的面頰，讓彼此文
化不同的人，放下猜疑，拾得珍貴的難得有緣，也讓人在紅塵世間瞥見天國，經驗神聖。
嗯！這幾天的禮儀會議雖然倍嚐辛苦，但是盼望這份辛苦能夠如同一粒落在地裡死去的
種子，期待著纍纍果實的金黃豐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