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儀式(三十三)1 

20210310新竹教區 牧靈組 

主  題：基督，祢是患病者的救援2。 

1. 唱聖歌：《賀三納》114 首「主賜祂子民力」，或選唱其他合適的聖歌。 

2. 明供聖體，（獻香）默禱片刻 

                                                      
1 2018年 4月新竹教區司鐸諮議會通過牧靈處提案：自 2018年 7月起推廣聖體敬禮，方式之

一是為堂區及教友提供適於各禮儀節期舉行明供聖體祈禱方式之建議。因此牧靈組安排了配合

教會節期之聖言、聖歌及祈禱文之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儀式。朝拜聖體可以有多種方式，主要

是幫助我們與主耶穌相遇，更深體驗基督的愛情。會眾和主禮可按需要，加以調整。 
2 自 2020年 7月起，每次以「耶穌聖體禱文」中一句向主耶穌的祈禱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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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誦讀聖經 

恭讀聖瑪竇福音                                          23:1-12 

那時，耶穌對民眾和他的門徒講論說：「經師和法利塞人坐在梅瑟的講

座上：凡他們對你們所說的，你們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們的行為去做，

因為他們只說不做。他們把沉重而難以負荷的擔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

自己卻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叫人看；為此，

他們把經匣放寬，衣繸加長；他們又喜愛筵席上的首位，會堂中的上座；

喜愛人在街市上向他們致敬，稱他們為「辣彼」。至於你們，卻不要被稱為

「辣彼」，因為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眾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稱

人為你們的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們也不要被稱

為導師，因為你們的導師只有一位，就是默西亞。你們中那最大的，該作

你們的僕役。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 

__上主的聖言 

4. 主禮講道或請會眾默讀以下附錄：教宗方濟各 2021 年第 29 屆世界病

患日文告  

5. 在靜默中與主密談 

6. 新竹教區成立六十週年祈禱文3 

慈悲寬仁的天主，感謝祢出於大愛， 

派遣祢的聖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 

祂以自己的死亡和復活救贖世界， 

並賜下聖神世世代代引導教會， 

直到祂光榮地來臨。 

感謝祢使我們經過洗禮成為祢的兒女， 

教會大家庭的成員。 

在慶祝教區成立六十週年之際， 

                                                      
3 新竹教區於 2021慶祝成立六十週年（1961-2021），2020年 6月分別在西新竹、桃園、苗栗總

鐸區舉行禧年開幕禮，東新竹總鐸區則在 8月份舉行，故加念此禱文至 2021年 6月禧年閉幕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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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求祢使我們因聖言及聖體的滋養， 

成為一個謙遜聆聽，相愛共融的團體， 

無論聖職、獻身者或平信徒， 

都能各盡其職，同道偕行， 

共同承擔起基督賦予的福傳使命， 

成為一個向萬民開放、以窮人優先的教會。 

仰賴教會之母、「新福傳之星」 童貞瑪利亞的代禱， 

請祢俯聽我們的祈求。 

願祢與聖子耶穌並偕同聖神永受光榮，直到永遠。 

阿們！ 

7. 耶穌聖體禱文 

領：上主，求祢垂憐。      答：上主，求祢垂憐。 

領：基督，求祢垂憐。      答：基督，求祢垂憐。 

領：上主，求祢垂憐。      答：上主，求祢垂憐。 

領：創造萬物的天主聖父。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救贖世人的天主子。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聖化人類的天主聖神。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三位一體的天主。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基督，祢是生命之糧。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天主又是人。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隱藏的天主。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居住在我們中間。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逾越節的羔羊。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救世的犧牲。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聖寵的泉源。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我們的滋養。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我們的喜樂。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患病者的救援。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憂苦者的安慰。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臨終者的力量。     答：求祢垂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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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祢是我們的希望。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祢是天降的食糧。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主，因祢為我們所犧牲的聖體。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因祢為我們所傾流的聖血。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因這表達祢仁愛的至聖聖事。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因這表達祢信實的憑證。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因祢的復活與升天。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因祢在至聖聖事中的臨在。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在祢再度降來的時刻。    答：求祢救助我們。 

領：我們罪人。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堅強的信德。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紀念祢的聖死。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讚揚祢的復活。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渴望祢的神糧。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在祢的聖宴中團聚。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永遠不會背叛祢。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認識祢的道路。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賜我們藉祢神糧的力量， 

走完人生的旅程。        答：求主俯聽我們。 

領：求祢領導我們走向永生的婚宴。 答：求祢寬恕我們。 

領：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答：求祢俯聽我們。 

領：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答：求祢垂憐我們。 

領：請大家祈禱： 

上主天主，求祢使我們以相稱的敬禮、來讚頌親臨於這聖事內的羔羊，

祂為了我們曾慘遭殺戮；當祂在光榮中出現時，也使我們永遠瞻仰祂。

祂是天主，永生永王。 

答：阿們。 

8. 唱聖歌及聖體降福前祈禱（獻香） 

皇皇聖體（https://goo.gl/hBQ1ca  1 分 26 秒）或其他適合的歌曲。 

https://goo.gl/hBQ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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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祢賜給他們天上的食糧。 

答：其中具有一切美味。 

主禮：請大家祈禱（靜默片刻）。上主！祢在基督內賜予我們、特別是患病

者力量與希望，請加強我們的信、望、愛德，使我們在聖體聖事中、

也在患病者身上愛慕、服侍祂。祂是天主、永生永王。 

答：阿們。 

9.  聖體降福 

10.  降福後歡呼歌 

讚美天主(https://goo.gl/9eotV7 1 分 56 秒）或其他適合的歌曲。 

https://goo.gl/9eot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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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讚美天主，讚美天主聖名。 

2. 讚美耶穌基督，真是天主又真是人。 

3. 讚美耶穌聖名，讚美耶穌至聖之心。 

4. 讚美耶穌至聖寶血，讚美耶穌在至聖之聖體聖事內。 

5. 讚美施慰者，天主聖神。 

6. 讚美至高至聖瑪利亞，天主之母。 

7. 讚美童貞聖母瑪利亞之名，讚美聖母至聖而無玷之始胎。 

8. 讚美聖母至潔之心，讚美聖母蒙召升天。 

9. 讚美聖若瑟，聖母之淨配。 

10. 讚美天主於其天使及諸聖人中，至於永世。阿們。 

 

附 錄教宗方濟各 2021 年第 29 屆世界病患日文告（2021 年 2 月 11 日） 

「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眾人都是兄弟。」(瑪廿三 8) 

一種基於信任的關係 來指引病患的照護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2021 年 2 月 11 日所慶祝的世界病患日，同時也是露德聖母紀念日，這是個機

會，讓我們特別去關注病人，以及那些在醫療機構、家庭和團體中幫助並照顧他

們的人。我們特別念及那些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受苦的，以及現在仍在受苦的人們。

在此向所有人，尤其是窮人和弱勢族群，表達我的精神關懷，並確保他們得到教

會的關愛。 

1. 這次病患日的主題是摘自耶穌在福音裡批評那些假善人的章節，他們並不實

踐自己所宣講的道理（參閱：瑪廿三 1~12）。當我們的信仰淪於空談，對他

人的生活與需求漠不關心，那麼我們所宣認的信條，就會顯得與生活有所矛

盾。這在實際上是一種危險，這也是為什麼耶穌在談論關於陷入自我崇拜的

危險時，用了強硬的言詞。祂告訴我們：「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眾人都

是兄弟。」（第 8 節） 

無論何時何地，耶穌對那些人「只說不做」（第 3 節）的批判，總是有幫助的，

因為沒有人能夠免於偽善的惡行，它使我們無法如唯一天主父的孩子那般茁

壯成長，並阻礙我們活出普世性兄弟情誼的召叫。 

在面對弟兄姊妹們的需要時，耶穌要我們以一種與那偽善行為完全相反的方

式作出答覆。祂要我們停下、傾聽，與他人建立直接而個人的關係，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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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理心，並且在服務他人時，參與到他們的痛苦中。（參閱：路十 30~35） 

2. 病痛的經歷使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脆弱，以及我們需要他人的事實。它使我們

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我們都是依賴天主的受造物。當我們生病時，恐懼和心神

意亂會掌控住我們，因為健康並不在於我們的能力，也不在於人生中永無止境

的憂慮，這使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參閱：瑪六 27） 

病痛提出人生意義的問題－－一個我們透過信仰帶到天主面前的問題。當我們

在生命中尋找嶄新，且更有深度的方向時，不見得馬上就能找到答案。在這種

耗費心力的追求上，親朋好友也時常愛莫能助。 

在這方面，約伯就是一位具象徵性的人物。在約伯遭逢災禍之時，他的妻子和

朋友都不陪伴他，反而苛責他，讓他更加地孤獨、憂苦。 

約伯雖然感到心灰意冷、不被理解，然而在他極度脆弱時，面對著天主和他人，

他卻拒絕了偽善，選擇誠懇的道路。因為他對天主堅持的呼喊，天主終究回應

了他，並讓他看見新的視野。祂證實了約伯所受的苦，既不是懲罰，也不是和

天主分離的狀態，更不是天主冷漠的標記。約伯的心，受了傷，又得到了痊癒，

於是對上主說出這動人心弦的懺悔：「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

眼見了祢。」（約四二 5） 

疾病不會只有一種面貌：它不但包含了所有病人的面容，也涵蓋著那些感到被

無視、被排擠、被剝削的人，他們因為社會的不公義，而被否定了基本權利（參

閱：《眾位弟兄》通諭，22）。當前的疫情，不但加劇了我們在醫療體制上的不

平等，同時也暴露出病患照護上的效率不足。年長、弱小和容易受傷的人，未

必都能得到照護以及公正的對待。這是政治決策和資源分配的結果，也是身居

其位者作出或多或少承諾的結果。在病患照護上投入資源，是需要優先考量的

事情，這關係到根本的原則：健康乃第一公共利益。然而，疫情也凸顯了醫護

人員、義工、員工、司鐸、男女會士的慷慨奉獻，他們以各自的專業、忘我的

精神、責任意識和愛心去幫助、照顧、安慰和服事了許多病患和他們的親人。

對於眼前的病患，沉默的一眾男女並未置之不理，反而將病患看作我們人類大

家庭的近人、成員，一同分擔他們的痛苦。 

這種關懷是一份珍貴的藥膏，為病苦中的人提供了扶助與安慰。作為基督徒，

我們感受到了那份關懷，那是耶穌基督愛的標記──慈善的撒瑪黎雅人，以憐

憫接近每個被罪惡所傷害的男女。藉著聖神的工作來與基督結合，我們蒙召如

天父那般慈悲，特別去愛弱小的、受苦的弟兄姊妹（參閱：若十三 34~35）。

我們不只是作為個體而感受到這份關懷，同時也作為共同體而感受了這份關懷。

的確，在基督內的兄弟友愛，營造成了一個治癒的團體、一個誰也不丟下的團

體、一個包容與接納的團體，特別是為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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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願提及在兄弟情誼中精誠關懷的重要性，它具體展現於服務中，並且

能以多種形式展現，而所有的形式，都是為了扶助近人。「服務意味著照顧那

些在我們家中、社會上和民眾當中的弱勢者」（2015 年 9 月 20 日，在哈瓦那

的彌撒講道）。在這個服務的開展中，所有人都「蒙召在那些最弱小者真實的

注視下，放下自己的期待與渴望，也放下自己對權力的追求……。服務總是注

視著弟兄的面容，觸摸他的身體，感覺他的接近，有時甚至為他的接近而受苦，

並尋求他的提升。因此，服務絕不是某種意識型態，因為受服事的不是思想，

而是人。」（同上） 

3. 如果有一種效果精良的療法，那它一定會具有人際關係的層面，因為這樣才

能更全面地為病人提供治療。對此層面的強調，可以幫助醫生、護士、專家和

志工，以互信關係為基礎，在治療的道路上能更有責任感地陪伴病人（參閱：

“New Charter for Health Care Workers”「新編健康照護人員手冊」，2016

年，4）。這乃是在需要照顧者與照顧他們的人之間建立一種協約；這協約以信

任和相互尊重、誠信和樂於助人為基礎，如此才能超越各種防護屏障，將病患

的尊嚴置於中心，保護醫護人員的專業素養，並與病患的家屬保持良好關係。 

這種與病患的關係，可以從基督的仁愛中獲得取之不盡的動力泉源，就如千年

來，藉著服務弱小來成聖的一眾男女所見證的那般。那能使病患和照顧他們的

人的處境具有圓滿意義的，正是藉著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蹟所湧現出的愛。福音

經常清楚描述耶穌醫治人絕非行魔術，而那是相遇的果實、人與人之間關係的

結果，因為天主賜予人的恩典，在人的信德上得到了回應，就如耶穌屢次重複

的那句話：「你的信德救了你。」 

4.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耶穌留給門徒們的愛的誡命，也應當在我們和病人的關

係之中得以實行。在擁有兄弟友愛的精神下，一個社會將變得更具有人性，更

有力量地去關心最脆弱的、受苦的成員。讓我們為此努力，不讓任何人感到孤

單、受排擠和被遺棄。 

我將所有病患、醫護人員和那些在受苦者身旁盡忠職守的人，託付於病人之痊

和仁慈的聖母瑪利亞。願她從露德山洞和全世界無數個敬禮她的朝聖地，扶持

我們的信德和望德，幫助我們以兄弟友愛彼此照顧。願天主降福你們中的每一

位。 

教宗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大殿 

2020 年 12 月 20 日，將臨期第四主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