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例行會議 會議紀錄

蘇耀文主教帶領會前禱。

一、禮儀委員會工作報告

蘇主教：今天開會討論主要是配合年底的主教團會議先做準備。

潘家駿神父：禮委會已經提了三個議案給主教團會議，若今天有新的討論議案，我們會再增加。

 （一）第十八屆亞洲禮儀論壇 (ALF)

牧靈委員會青年組秘書蘇育瑩女士代表台灣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參與本屆曼谷舉辦之「亞洲禮儀論壇(ALF)」
（2014 10/28-30）。

潘家駿神父已中譯大會聲明文件。

蘇育瑩女士報告：

　　今年「亞洲禮儀論壇」的主題是「青年與禮儀」。台灣代表共有六位，新竹教區有郭副主教、夏文宣，台

中教區育緯、高雄教區雷老師，耶穌會 Magis 中心王世芊，還有我。其中三人是青年工作者。　

　　本次參與國家包括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斯里蘭卡，正式代表53位。因為主題

與青年相關，所以有許多青年工作者參加，泰國當地另有17~18位修士參加。會議內容令人感動，也發人省思

與討論。

　　亞洲論壇主席、馬來西亞 Miri 教區榮退主教 Anthony Lee 主教在開幕致詞：「以整個亞洲來說，有一
個不可忽視的事實，這是一個年輕的大陸，青年佔亞洲人口的多數。……青年們必須在聖事內與耶穌
相遇，方能被塑造、轉化、強化，以活出天主在他們生活的教會及社會中賦予他們的角色。」

　　10/28上午菲律賓慈佑會士 Fr. Amelito Narciso D. Racelis, SDB 發表大會主題演說「青年牧靈的禮儀」

（Youth Pastoral Liturgy），提到的反省是：在世界青年日之外，當教宗、炫麗的佈置與音樂不在時，平日堂

區的彌撒與一般的禮儀是否也具有讓青年與天主相遇的力量。這正是青年參加禮儀的培育的挑戰。

　　根據亞洲主教團青年組在2007年曾經做過亞洲青年參與禮儀的調查，結果明顯表示不是每位青年都能積

極主動參彌撒聖祭的現況，所以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因此，青年工作者需要不斷更新自己對禮儀的新知，隨

時擴展自己的眼界，才能成為日益真實的天主見證人，將祂的愛透過禮儀帶給青年們。

　　青年工作者及禮儀工作者因著青年牧靈的需要，需要妥善規劃為年輕人準備的禮儀，合適的音樂（包含選

曲、音樂演奏及演唱）、禮儀空間的規畫、適當的靜默、熟練地操作電子器材（音響、投影設備）。但是要避

免將彌撒變成一場華麗的秀，或是一個現場表演的節目，因為禮儀是天主的工程。

　　許多人對今日青年們參與禮儀的穿著和儀態感到擔心。何為適合禮儀的行為及衣著，世俗潮流標榜特立獨

行及隨從個人喜好即可，這也亟需青年工作者的說明及教導。最後，現代人因網絡使用而造成人際疏離危機。

青年工作者有培養教會意識和團體感的重要使命，幫助青年重新發現和體會參與團體及與人群互動的喜樂與感

動，「個人祈禱」不能取代「公眾祈禱」，青年需要真實地成為教會的骨與肉，充滿活力地投身教會大家庭！

潘家駿神父：

　　從大會聲明及與蘇姐妹的分享，可見本次亞洲禮儀禮儀論壇的論重點，於是也有發想，是否禮儀委員會可

以與福傳委員會青年組合作舉行青年座談，與青年一同學習禮儀、了解禮儀的意義。我們要幫助青年保持熱

心，不只是一味嚴厲禁止不合規定之事。亞洲青年日由菲律賓青年所創作的歌曲非常棒，禮儀與年輕人的熱情

毫不衝突，我們大家要幫助青年在禮儀的精神中發揮熱心，提供機會讓傳統與青年的精神交流。

（二）主教團禮儀委員會2015工作計畫 

潘家駿神父報告：

1. 編譯工作 說明

A. 2015年計劃完成及出版的書籍 明年預計共出版八本書：

1)《禮儀日曆2015-2016》

2) 1990年版《婚姻禮典》

3)《兒童感恩祭典》

4)《復活期聚會－無司鐸主禮時的節慶日慶典》

5)《常年期聚會－無司鐸主禮時的節慶日慶典》

6)《善終助禱手冊》

7)  《基督在我們內成了得光榮的希望》―51屆國

際聖體大會反省文件

8)《疑問宜答》趙一舟蒙席著作

1) 例行性工作

2)  最新版本的婚姻禮典，已翻譯完畢，潘神父修改

中，明年會出版。

3)  婷華負責編寫，潘神父修訂，明年也會有使用指南

同時出版。

4) 修訂結束，今年年底即可出版。

5) 此系列明年出版，此系列完成。

6) 資料蒐集完畢，待修訂及歌曲選編。

7) 翻譯中，之後潘神父校正、修訂。

8) 配合趙蒙席鑽石慶系列活動出書。

B. 持續進行中

1)  兩岸三地2008年 Missale Romanum（《感恩祭

典》）的修訂與編譯。

2)  重新編修 Ordo Exsequiarum（《殯葬禮典》）

及《追思禮典》。

3)《殯葬禮牧靈指南》。

4) 重編修及出版《我們的慶節》。

1) 由廖修女負責掌握進度，並與禮儀專家聯繫。

2)  今年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與原住民委員會合作舉辦原

住民大會，會中討論與殯葬禮相關議題，這符合原

鄉地區及台灣各族群的需要，此收穫將編入殯葬禮

典。

3) 與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合作。

4) 趙一舟蒙席著作，決定修訂之後再版。

2. 禮儀推廣及培育工作

A. 禮儀培育

(1) 例行性培育

　　1) 與台灣總修院合作禮儀實習課程，培育未來司鐸。

　　2) 與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合作全面推行禮儀及聖事課程，培育修士、修女及平信徒。

　　3) 與輔大社會科學院天主教學程合作禮儀導論課程，培育青年學生認識禮儀的基本概念。

(2) 其他培育

　　1) 禮儀空間：2015年6月份禮儀空間講習會，邀請香港余惠瑛修女主講。

　　2) 聖像畫：邀請盧玫君老師主講。（日期待定）

　　3) 高雄聖道明中心禮儀培育課程。

B. 禮儀推廣

(1) 網站的建立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為便利禮儀資料的傳遞、訊息的溝通、資訊的共享，及達到禮儀教育的推廣和培育等

目的，已於去年底建立網站，今年初開放使用：www.catholic.org.tw/SLiturgy/

(2) 與其他單位合作

　　1) 與周報合作：

　　　- 為2016年「普世聖體大會」撰寫相關的一系列文章。

　　　- 定期推出「禮儀答客問」專欄，三年的禮儀已經完成，不會重新撰寫。

　　2) 與真理電台合作：

　　　- 對禮儀培訓或講座的內容作實況錄影，並上傳 youtube 網站。

　　　- 錄影每周一次的「主日講道」，並上傳真理電台及主教團禮委會網站。

(3) 與「香港禮儀委員會」合作：

　　 我們與香港已經有共識，兩地合作出版共同版本，不做同樣的工作。例如：香港禮儀委員會出版了聖體

員手冊，我們就不再出版同樣書籍。 

　　1)  禮書翻譯，例如：我們會一同合作翻譯最新版本的婚姻禮典，這為海外華人教友亦十分實用，加拿大

主教團即來信希望我們提供這本禮書，為當移民的華人教友使用。

　　2)「禮儀空間」講座，預計在2015下半年度，邀請余蕙瑛修女。

C.其他工作

(1) 籌劃及慶祝2015年4月趙一舟蒙席晉鐸六十周年鑽石慶

　　 自2015年一月開始將在周報上刊登文章，介紹台灣禮儀革新四十年的歷史，及趙蒙席禮儀專家對為台

灣教會、華人教會的貢獻。我們已與見證雜誌社一同開會討論如何擴大慶祝，目前正積極製作短片，將

會有一系列的介紹與慶祝。4/17是其晉鐸紀念日，故選在4/18(六)於新竹慶祝。我們也會製作短片、彌

撒、聚餐。為更深刻慶祝，會把禮儀空間、聖像畫講習納入此慶祝內容；另外則是舉辦華語禮儀論壇，

這想法來自上屆亞洲禮儀論壇時，與會的禮儀專家均有此共識。但因為2015年的工作計劃已經飽和，所

以傾向放在2016年。

(2) 參加2015年10月西馬舉行的ALF（亞洲禮儀論壇）。

(3) 幫助修會團體修訂團體自用的禮書，融入梵二禮儀。

(4) 回覆各教區、堂區及個別教友們有關禮儀的各項疑問。

3. 聖體敬禮推廣小組  

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將於 2016/1/24~1/31 於菲律賓宿霧舉行，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委員會為籌備此盛事，特

於 2014/9/25~27 在羅馬舉行全球代表會議。吳令芳女士代表赴羅馬出席此會議，達成任務。

吳令芳女士報告：

本次議程開始由國際聖體大會委員會主席 Archbishop Piero Marini 簡述大會由來、主題起源、回顧第50屆
大會，並介紹來自全球的各國代表，包括50位主教、48位神父、1位修女、5位平信徒（兩對夫婦及1位女

士）。 他特別強調，本屆大會在菲律賓宿霧舉行，為亞洲教友參與國際聖體大會提供極佳機會。教會張開雙

手，敞開大門，接納來自不同文化、語言、膚色的每個人，按照其生活文化進入耶穌基督的教會；教會經由

聖體聖事將基督傳給人，進入每個人的生命，讓信友接受耶穌成為生命的救主。 

一、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主題 

Fr.Enzo Bianchi Priore del monastero di Bose 主講第一個講題，即本屆大會主題：「基督在我們內，成了
得光榮的希望」（哥一27）：新的一代期待希望，尋求真理才能找到希望；不論是白天或黑夜，我們都能

從中看見自己內在最深的期待與希望，這是因為基督在我們內。我們要生活在希望中，因為：「耶穌是我
們得光榮，得救的不二法門」。祂為我們而來，是我們的希望，耶穌不只是在聖言內，在聖體內，而且活
生生地活在我們中間。對耶穌開放，你可看見自己的希望，更能看到他人的希望。

二、回顧第50屆都柏林國際聖體大會

上屆國際聖體大會主席、都柏林總主教 Diarmuid Martin 樞機主講第二個主題，回顧愛爾蘭教會面臨神父性

侵事件、世界青年日、經濟衰退等壓力，許多人認為不適合舉辦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但愛爾蘭教會仍毅然

決然承辦，並相信在耶穌基督聖體內，正是受創教會展開治癒工程、更新的契機。他們在大會中放置「寬恕

之石」，謙敬地在耶穌前承認軟弱，請求寬恕與引導。在天主的眷顧中，他們親眼見證天主美妙的工程，意

識到與地方福傳團體合作的重要。每個善會團體同心合意地為大會祈禱與明供聖體，參與人數日益增多，而

且二千多位志工中三分之一是年輕人。 

愛爾蘭教會為籌辦國際聖體大會，在前一年（2011年）舉辦全國聖體大會，幫助信友更加融合在基督的聖體

聖事內。他們在聖體聖事內，與基督和他人的共融中，見證了教會的更新與成長；同時也提供國際聖體大會

參與人員安靜默想的空間，直到在最後一天彌撒才邀請政治人物參與。 

三、聖體大會對各國教會的影響 

接著由宗座國際聖體大會委員會邀請九個國家包括義大利、克羅埃西亞、臺灣、緬甸、奈及利亞、坦尚尼

亞、哥斯大黎加、巴西等國國家代表，報告聖體大會對該國教會的影響。本人代表台灣教會在會中做17分鐘

的報告，分享台灣的經驗，獲得熱烈的迴響。 

四、 聖體聖事在亞洲的福傳角色 

第三個主題由馬尼拉總主教S.E. Card. Luis Antonio Tagle 主講：「聖體聖事在亞洲的福傳角色」。要活出感

恩聖事的生活，首先要從認識及參與感恩聖事開始。我們在感恩聖事的氛圍中，不只受邀參加慶祝的盛宴，

更需要活出基督的苦難與復活的樣貌，我們應注意經由「對話」― 與窮人、宗教信仰、文化對話―以活出感

恩聖事愛的生活。

當世界各地的人，因著不同的文化聚集時，不只是為吃飯，而是為分享天國的福樂，四海一家，成為「家

人」。在亞洲，我們常常聚會分享，不是為抓住他們，聚餐也不是只為吃飯，而是為共融、分享、對話。我

們需要反問自己：「我有多久沒有與家人共融團聚了?」 

在亞洲某些國家，有些婦女遭受不正義和不平等的對待，我們需要正視這些問題。麵餅提醒我們關注貧窮與

財富，酒提醒我們關注因著酒精而受傷害的家庭，例如被酗酒的丈夫毆打、施虐的婦女及小孩。 當我們想到

「身體」時，我們想到多少兒童被販賣、婦女受虐，面對這些痛苦，在我們轉身面向耶穌時，看見在背叛中

依舊懷有希望。 

五、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主題的神學與牧靈反省 

本屆大會主席S.E.R.Mons.Jose S.Palma總主教主講「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主題的神學與牧靈反省」，文

中包含：1.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的介紹；2.聖體聖事：基督的救贖工程；3.聖體聖事：教會的福傳泉源與標

竿；4.亞洲教會的福傳―福傳中的對話；5.福傳中與人和文化的對話；6.福傳中信仰和信仰傳統的對話；7.福
傳中與窮人的對話；8.福傳中與青年的對話；9.教會福傳中瑪麗亞與聖體聖事；10.歸光榮於主。 

這是一份充滿愛與祈禱的文件，閱讀的過程宛如「溫暖的觸動」（Ladies＇ touch）。期待每位朝聖者，都

能細用心閱讀體會這份文獻。

潘家駿神父：

菲律賓宿霧與台灣距離近，希望各教區、堂區、善會鼓勵本地教友踴躍參與2016國際聖體大會。下午令芳會

進一步詳細報告，聖體敬禮小組結合國際聖體大會的培訓計畫，請大家踴躍支持響應。

4. 善終助禱推廣小組 

李寧肅組長報告：

2014年善終祝禱的主要工作：培訓、建立組織及堂區推廣。目前培訓的主力在台北，第一屆有165人參加，

第二屆人數167人，第三屆將於於下周舉行，共計176人。第一次培訓後成立了核心小組，成為至堂區宣廣、

培訓的主力。

金大印神父相當支持本團，善終祝禱團是韓國第二大福傳組織，僅次於聖母軍，希望在台灣也會蓬勃發展，

回應目前高齡化社會的需要。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培訓結束後，團員親身服務有所困難。成功的經驗可參考

聖家堂服務台大醫院，由此得知成立祝禱團後持續陪伴、相互聯繫十分重要。進階培訓著重實際操作，趙可

式博士教導舒適療法，正確教導志工回應末期病人的需要：舒服、按摩、餵飯，而非一直聊天。志工學會之

後不僅可以服務人群，也可以照顧家中長輩。

預計2015年接受邀請至各教區培訓，由當地負責宣傳招生。未來將推動教區成立管理機構，並積極與與台

中、花蓮、台南三教區合作，期望於2016年共同推廣善終祝禱培訓，並協助各教區成立善終祝禱核心小組於

當地從事輔導工作。

　2015年於台北、新竹、嘉義教區的培訓工作（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善終祝禱推廣組 協辦）：

　1. 台北教區第八鐸區善終祝禱6小時牧靈培訓課程

　　　時間：2015年1月24日

　　　主辦單位：第八鐸區

　　　負責人：周戎 神父

　2. 嘉義教區善終祝禱24小時牧靈培訓計畫

　　　上課時數：三月份起，每三個月一期，每期6小時，分四期完成。

　　　主辦單位：嘉義教區禮儀委員會

　　　負責人：浦英雄神父

　　　聯絡人：呂嘉茵 秘書 

　3. 台北總教區第一屆善終祝禱6小時牧靈培訓進階班回訓

　　　時間：四月份

　　　主辦單位：台北總教區牧靈福傳處

　4. 九月份第一屆新竹教區終祝禱團牧靈培訓學員進階班回訓。

　　　主辦單位：新竹教區禮儀委員會 

　5. 十一月台北教區第二屆善終祝禱團牧靈6小時培訓學員進階班回訓。

　　　主辦單位：台北總教區牧靈福傳處

蘇主教：台中教區也要積極加入善終祝禱的培訓。

潘家駿神父：

善終祝禱要積極利用教會醫院牧靈部的資源，我們希望讓各教區知道已經有現成的資源可供利用，可以直

接連絡，不一定要透過我們。我們的核心小組中的教友臥虎藏龍，真的可以好好把握這些珍貴的資源。羅

際元神父撰寫了善終祝禱團體的管理規則，以後有善終祝禱團成立，都需要向教區報備。雖經過討論修

訂，但仍為初稿，供台北教區試用。

潘神父：

今年原住民大會(10/28-30)主題討論「原住民族殯葬禮在天主教會中的適應」，由禮儀委員會與原主民委員會

合辦，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丁立偉神父的台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協辦。此大會每兩年一次，希望為原住民族殯

葬禮的本地化找出方向與方法。希望加快原住民母語禮書的翻譯，也有原住民神父加入禮儀委員會，因此曾主

教推薦杜勇雄神父，我們熱烈歡迎他，也會再向高雄教區劉主教報告。

輔仁神學院胡淑琴修女向我建議，教友團體參加非教友親友喪禮時會有公祭的機會，慈濟的簡短禮儀很值得我

們學習，不違背當事人的祈禱，希望教會也可以編寫採用。另外，原鄉地方當神父缺席時要如何舉行殯葬禮

儀，這是我們可以撰寫的禮書。最後是為胎死腹中嬰兒的禱文，我們也會著手進行。

聖樂組報告

一、辦公室人事狀況：

聖樂組有一名全職助理出缺，應徵條件：需有專業音樂背景，有電腦文書處理的能力，且具有學習精神，主

要工作是負責打譜和網頁維護(可以學習)，有音樂方面臨時任務時可以參與和協助。

目前暫時由二位工讀生協助，一位幫忙整理禮儀歌詞，一位幫忙兒童聖歌集歌譜整理，以上兩項事務完成

後，將進行彌撒歌曲集的曲譜整理。在此也請大家推薦有能力和興趣的教友協助聖樂組事務。

二、9-11月聖樂組支援與參與的教會活動

　1. 9/23 參與西斯汀教堂合唱團來台演出事宜。

　2. 10/3-10/5 亞洲真理盃首屆全球華人聖歌創作比賽，澳門頒獎及聖樂講習會。

　3.  10/6受邀至「輔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介紹天主教聖樂，為紀念李振邦神父逝世30週年，介紹其一系列

聖樂作品。

　4. 10/22 支援基隆輔仁聖心高中姚宗鑑蒙席逝世2週年紀念音樂會演出。

　5. 10/25 受邀參加河北邢台教區李振邦神父逝世30週年紀念音樂會。

　6.  11/22 聖樂組與東吳大學音樂學系合辦聖樂講座「葛利果聖歌－一個典型的禮儀音樂」主講者：法郎

茲•卡爾•普拉澤 教授(奧地利)11/22(六) 10:00 – 12:00台北總教區主教座堂

三、禮儀歌曲審核

　1. 12月將進行邵元瑜的<耶穌聖心彌撒曲>複審。

　2. 12月將確定朱健仁弟兄<光榮彌撒曲>定稿，並簽立版權授與同意書。

　3. 有關<禮儀歌曲審核辦法>經由上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後，補充全文前後的「目的」及「公佈」如下：

　　 【目的】遵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禮儀歌曲創作的要求，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特擬定禮儀歌曲

審核辦法及各項規定，提供創作者參考；審核通過之禮儀歌詞和歌曲，將由主教團禮儀委員會收錄、公

佈及出版，提供華人教會使用。

　　此禮儀歌曲審核辦法經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全體委員通過，予以公布實施。主曆2014年11月10日

四、明年出版歌譜

　1. 配合禮儀委員會書籍出版，提供復活期歌曲。

　2. 配合禮儀委員會兒童彌撒經本出版兒童聖歌集。

　3.  出版「2015彌撒曲集」，彌撒套曲出自：李振邦(重新整理)、江文也(徐景漢編曲)、徐景漢、何光辰、

姑隱、朱健仁及邵元瑜等人。

五、延續今年未完成目標

　1. 成立天主教聖樂培育機構：於天主教學府或教區，仍有待聯絡。

　2. 「信經彌撒曲」推廣。

六、2015聖樂研習營

目前日期尚未確定，研習營內容包括：演講、培育和聖樂推廣等課程安排。

白蒙席：

有關成立聖樂培育機構，我認為在天主教大學中設立不容易，建議由教區負責，與輔仁大學(宗座大學)合作，

提供聖樂學理的內容，學習音樂素養。在學制、學分方面再思考如何在目前較寬鬆的規定下，取得學位證照。

在國外是每個教區都有自己的聖樂學校 (Sacra Musica)，政府承認其學位。主教團應當負起這責任。禮儀不能

脫離聖樂，特別是彌撒用曲，一定不能放棄，有些事情應該要導正。我提議成立天主教聖樂培育機構，成為一

提案送主教團會議。

二、議題討論  

一、 10月28-30日「亞洲禮儀論壇」在泰國曼谷召開，主題為「青年與禮儀」。按照大會聲明，我們地方教會

有何反省？我們在牧靈工作中能夠給予什麼具體的回應？

白蒙席：

　　應該讓青年知道「現在」教會就在他們手中，而非「未來」，讓他們主導堂區禮儀。若不知禮儀精神、意

義，則無法主導帶領，故建議由禮委會舉辦青年禮儀座談（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讓他們學習。

　　第二點，許多青年為異鄉遊子，大專同學會在以前則扮演不錯的角色。建議每鐸區每週有一台青年彌撒，

配合青年的時間，比如：新竹就有一位神父，每兩週有一台印尼僑生青年的彌撒（台北與關西兩地），讓他們

了解教會與他們的關係，產生歸屬感，這是由一位印尼華僑發起，。教會要對青年主動出擊，教區長應該想到

這一點，青年是教會主體而非老人，教會領導人要從青年中遴選，雖然會有困難，但要給他們機會，他們會學

習。

　　愛的聖事勸諭（Sacramentum Caritatis）內容非常好，對於彌撒聖祭的意義，以及彌撒與各個聖事的關

係均詳盡說明，要花時間，循序漸進培育青年。我自己從事青年工作，彌撒由清晨5:30改為晚上9:30，人數由

寥寥無幾增加到四、五十人，將一天的辛勞奉獻給天主這就是彌撒聖祭的意義。給青年人角色，他們會負起責

任。

潘家駿神父：

　　蘇育瑩姐妹在青年工作與堂區服務經驗中，在禮儀方面不易對話。我認為年輕人的熱情與禮儀不應有所衝

突。青年不願意聆聽、排拒天主教會禮儀，不接受教導。我期待福傳委員會青年組邀請禮儀委員會，明年積極

合作，針對禮儀與青年的主題。也有青年工作者自身排拒禮儀，完全沒有興趣，因此青年聚會只剩下活動，並

將禮儀活動化。也願意如白蒙席所說，青年一起座談，也是請問堂區有何建議。

王蒙席：

　　改革要成立小組、有試驗階段，並且有改革的標準?台灣在梵二之後，按照禮儀憲章適應本地風俗，而出

現不同版本的禮儀，但改革未成功。若是現在我們要有青年彌撒，要改革的是什麼?以何為標準?甚麼是合法

的?
蘇主教：

　　本次大會聲明中有提到：「所有的人都被召成聖（《教會憲章》40）。當我們欣賞亞洲青年以多樣
的方式主動參與禮儀時，我們也體認到有必要傾聽他們，同時透過教理講授以妥當教育及裝備他們，
並樹立良好的榜樣，並用其他的指導和監督管理方式，使他們在禮儀慶祝及黎修活動中，能經驗到與
基督位格性的相遇。」傾聽青年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並按照要理講授裝備自己，這兩方面需要有所平
衡，這我們的原則，最重要的是與位格性的基督相遇。

蘇開儀老師：

　　若此座談會能成行，聖樂組也要參加這研習。我認為我們教會的青年是蠻乖的，我個人從信德年開始，每

有機會舉辦活動時，一定請青年人體驗禮儀與禮儀外圍的不同，請他們體驗日課的詠唱，首次是在馬來西亞舉

行。青年熱情十足，在服務、創作上，但對於禮儀意義與精神的認是非常不足。曾經有地方邀請禮儀專家上過

七次課，但是年輕人對禮儀的認知仍非常缺乏，是否需要加強禮儀落實在生活中的教導。

羅際元神父：

　　年輕人在禮儀與信仰活動上熱情十足，樂於做事（做什麼、怎麼做），因此我們需要帶領他們一步步了解

「為何這樣做」，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他們的創造力是很大的。因此我們的培育不只是理論、告知如何做，

也需要陪伴實際操作、一次次重複，他們的學習才能內化吸收。若是舉行論壇，需要「講」和「做」。

錢玲珠老師：

　　我們看見本次大會聲明的內容仍是著重在培育，的確，培育是禮儀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看見現在禮儀中

發生的亂象，追根究柢就是因為不了解，只憑熱情做喜歡的事情，若是能加以導正，相信日後大有可為。我想

分享兩個經驗：

　　一是在新加坡教區的聖樂研習會，學校大禮堂全滿，而且大部分是年輕人，我深感震驚新加坡有如此眾多

年輕人對禮儀深感興趣。

　　二、我與若望修會的團體一起參與2002年多倫多世青，1~200人的團體，兩星期中平日年輕人活蹦亂跳，

但是在禮儀中有如此深的祈禱，彌撒後俯伏在地朝拜，無視尖銳的石頭、灰土……令我非常感動，因此我認為

只要好好教導，青年是大有可為的。

　　某靈修大師曾說，靈修的第一步是教導孩子謙遜聆聽，了解教會要求我們什麼。青年的禮儀不是從教會整

體禮儀中抽離出來，而獨立存在，而是融入在教會整體的氛圍中，只是用較適合年輕人的方式表達，但仍要捉

住主要的精神，因此培育真的非常重要。

蘇主教：

　　青年人渴望被培育，他們主要的問題是不了解。培育的重點不只是知識的傳遞，也要了解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把這些回應提供給潘神父。

二、 2015年，「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體敬禮推廣組」將積極推動2016年1/24-31於菲律賓宿霧舉行的第51屆
「國際聖體大會」：

　　1) 翻譯大會反省文件《基督在我們內成了得光榮的希望》，並出版。

　　2) 與各教區合作，推動大會的參與。

　　3) 與周報及真理電台合作，推廣並培育信友對聖體的意識與敬禮。

　　4) 運用大會反省文件，舉辦北、中、南、東四區行前培育講習。

　　各教區對於上述四項計畫的有何期待，可以如何配合？

蘇主教：

　　除了2016在宿霧的國際聖體大會之外，台中教區也要準備同年全國聖體大會，是否可以將兩者作結合，

沿用同一主題，請大家多多提供意見。

吳令芳：

　　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籌備概況:菲律賓全體動員準備國際聖體大會，不畏貧窮及災禍，仍盡心盡力。中文

網站架構中已經將兩項活動作連結，請大家由主團網站連結參考內容。大會主題：「基督在我們內，成了得
光榮的希望」（Christ in you, our hope of glory－Col. 1：27），將於2016年1月24日至31日在菲律賓宿霧舉
行。大會的相關文件資料包括歌曲、祈禱文、神學與牧靈反省資料，目前中譯工作進行中。

　　大會共有六個主題，活動規劃暫定如下：第一天：開幕禮；第二天至第四天：要理講座與工作坊；第五

天：青年徹夜祈禱；第六天：聖體遊行；第七天：特別為兒通的要理講座與工作坊；第八天：閉幕禮(在可容

納50萬人的海邊舉行)。宿霧特別為此次的大會興建一座可容納2萬人的多功能場地，已破土動工。若於2015
年6月之前完成報名，報名費可享早鳥優惠。 

　　教宗方濟各強調：「第51屆在菲律賓宿霧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將提供體驗與理解聖體的良機。
聖體是在主的聖言與祂愛的犧牲中與主相遇。」「國際聖體大會激勵人重新發現信德是恩寵之源，在
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中帶來喜樂和希望」。

　　距離上次國際聖體大會在亞洲（韓國首爾）舉行，時隔四分之一世紀，菲律賓教會曾經在1937年舉辦第

33屆國際聖體大會，當時日治時代的台灣教友曾組團參加。本屆國際聖體大會在鄰近的菲律賓宿霧舉行，實為

難得良機。為回應普世教會的邀請，幫助信友對聖體聖事更加認識並燃起敬禮聖體聖事的薪火，真實體驗與普

世信友共融於基督聖體聖事的喜悅，台灣教會允宜積極熱情響應。

　　我們鼓勵各教區自己出團，聖體敬禮小組負責行前培訓。培訓課程規劃如下：

（一）預計分北、中、南、東四區分別舉辦四場以國際聖體大會主題：「基督在我們內，成了得光榮的希
望」的神學與牧靈反省培訓課程，每場次培訓時間為一天，並於2016年朝聖團出發前，舉辦一場全國共融行
前說明會培訓。各教區可自行在堂區內以讀書會方式舉辦培訓。暫定如下：

項目

場次
時間 區域 地點 備註

第一場 104/9/19 北區：台北、新竹 台北主教公署

第二場 104/10/3 中區：台中、嘉義 台中雙十路天主堂

第三場 104/10/17 南區：台南、高雄 高雄道明福傳中心

第四場 104/10/31 東區：花蓮、台東 花蓮主教座堂牧靈中心

第五場 105/1/16 未定 未定 行前說明會

（二）宣傳計畫：

　　1.與天主教周報合作：

　　　已與天主教周報副總編輯姜捷討論，比照推動聖體大會專刊版面的方式連載。

　　　 (1)  邀請神學院教授撰寫聖體聖事的相關文章刊載，期盼聖體敬禮小組每位神父修女提供文章1~2篇，

共襄盛舉。

　　　(2) 連載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的神學與牧靈反省文件。

　　　(3) 曾經參與國際聖體大會的回饋分享。

　　2.與真理電台合作，每月一次，每集約20分鐘節目，共12集，於真理電台網站上結合YouTube播出。

　　報名是直接透過網絡向大會報名，上一屆由旅行團統一代辦。本屆由各教區自行組團，辦理手續，司鐸一

定要請教區主教出具證明，才可以在大會中舉行彌撒。各團報名名單彙整至主教團。

蘇主教：

　　全國聖體大會是延續國際聖體大會，因此2016台中教區是承辦，我們下周開始開會籌備，需要有主教團

的人來參與，才能傳承。希望在台灣繼續推動，我們會用同一主題。日期建議：基督君王節、基督聖體聖血

節。但希望不要和2016的台灣青年日重疊。原則上六月是可能的時間。

潘神父：

　　參考上一屆全國聖體大會的經驗，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尊重教區的籌辦計劃、想法、主動性，比較是站在諮

詢、提供禮儀設備的角色。

三、 2015年04月05日為復活節主日,也是國定清明掃墓追思的節日,可否配合國人習俗於當日下午舉行追思彌

撒，而非提前至3/28，請討論。

白蒙席：

　　清明節的前後兩週均屬於民俗的清明掃墓時節，復活節本身也就是慶祝先人復活的精神。傳教區有其特

例，可以尊重。

潘神父：

　　希望4/5復活主日仍專心慶祝復活節，主教團建議於復活節之前（通融於四旬期中）掃墓。聖周六及復活

節只能做復活彌撒，不可以做其他彌撒，這一點要堅持。

錢老師：

　　建議可以在清明舉行掃墓禮（非彌撒）。

下次會議時間：2015年03月16日（周一）10點15分開始。

開會時間：103年11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時15分至下午3時。

開會地點：臺灣地區主教團（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

主持人：蘇耀文主教

出席者： 王振華蒙席，白正龍蒙席，潘家駿神父，王友良神父，潘周俊神父，杜勇雄神父，孔佩華修

女，劉敏慧女士，蘇開儀女士，錢玲珠女士，林作舟神父，羅際元神父。 

列席者： 吳令芳女士（聖體敬禮組長）、李寧肅女士（善終祝禱組長）、蘇育瑩女士（福傳委員會青年

組秘書）

記　錄：池雅慧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