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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2:1上主在埃及國訓示梅瑟和亞郎說：「
2 你們要以本月為你們的正月，為你們算是一年的首月。
3 你們應訓示以色列會眾，本月十日，他們每人照家族準備一
隻羔羊，一家一隻。
4 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隻，家長應和附近的鄰居按照人數共
同預備，並照每人的飯量估計當吃的羔羊。
5 羔羊應是一歲無殘疾的公羊，要由綿羊或山羊中挑選。
6 把這羔羊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體會眾
便將牠宰殺。



7 各家都應取些血塗在吃羔羊的房屋的兩門框和門楣上。
8 在那一夜要吃肉；肉要用火烤了，同無酵餅及苦菜一起吃。
9 肉切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只許吃火烤的。頭、腿和五臟都
應吃盡。
10 一點也不許留到早晨；若是早晨還有剩下的，都要用火燒掉。
11 你們應這樣吃：束著腰，腳上穿著鞋，手裏拿著棍杖，急速
快吃：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節。



12 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全國，將埃及國一切首生，無論
是人是牲畜都要殺死，對於埃及的眾神，我也要嚴加懲
罰：我是上主。
13 這血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當作你們的記號：我打擊
埃及國的時候，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毀滅的災禍
不落在你們身上。
14 這一天將是你們的紀念日，
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
你們要世世代代過這節日，
作為永遠的法規。



15 你們應一連七天吃無酵餅。第一天務要從你們家內將酵子
除去，因為從第一天直到第七天，凡吃有酵之物的人，都應
從以色列中剷除。
16 第一天和第七天應召開聖會；這兩天一切勞工都不可作，
只准你們準備每人吃的東西。
17 你們應守無酵節，因為這一天我領你們的軍旅出離了埃及
國，所以你們要世世代代守這一天，作為永遠的法規。
18 從正月十四日晚起，到二十一日晚為止，你們應吃無酵餅。
19 七天內，在你們的家內不准有酵子，因為凡吃了有酵之物
的，不論他是外方人或是本地人，都應從以色列會眾內剷除。
20 任何有酵之物，不准你們吃；在你們所居住之處，都應吃
無酵餅。」



21 梅瑟召集了以色列眾長老來，向他們說：「你們去為你們的
家屬準備一隻羊，宰殺作逾越節羔羊。
22 拿一束牛膝草蘸在盆中血裏，用盆中的血，塗在門楣和兩旁
的門框上；你們中誰也不准離開自己的房門，直到早晨。
23 因為上主要經過，擊殺埃及人；他一見門楣和兩門框上有血，
就越過門口，不容毀滅者進你們的房屋。
24 你們應遵守這規定，作為你們子孫的永遠法規。
25 日後你們到了上主許給你們的地方，應守這禮。
26 將來你們的子孫若問你們這禮有什麼意思，
27 你們應回答說：這是獻於上主的逾越節祭：當上主擊殺埃及
人的時候，越過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救了我們各
家。」於是百姓都屈膝朝拜。
28 以色列子民就去奉行了。上主怎樣吩咐了梅瑟和亞郎，他們
就怎樣作了。



29 那天半夜，上主擊殺了埃及所有的長子，從坐寶座的法
朗的長子，直到坐監者的長子，以及一切頭胎牲畜。
30 在這一夜，法朗，他所有的臣僕和全埃及人都起來；在
埃及發生了大哀號，因為沒有一家不死人的。
31 夜間法朗召梅瑟和亞郎來說：「你們和以色列子民都起
身離開我的百姓走罷! 照你們所要求的，去崇拜上主罷! 
32 也照你們所要求的，帶著你的羊群牛群去罷! 也為我求
祝福。」
33 埃及人催迫這百姓趕快離開此地，因為他們說：「我們
快要死盡! 」
34 百姓便把沒有發酵的麵團和麵盆包在外衣內，背在肩上。
35 以色列子民也照梅瑟所吩咐的作了，向埃及人要求金銀
之物和衣服。
36 上主使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給了他們所要求的；他
們這樣劫奪了埃及人。



37 以色列人民從辣默色斯起程向穌苛特進發。步行的男子
約六十萬，家屬不算在內。
38 同他們一起走的，還有很多外族人，也帶著自己的羊群、
牛群和大批的牲畜。
39 他們把從埃及帶出來的未發酵的麵團烤成無酵餅，因為
他們急迫離開埃及，不能耽擱，來不及準備行糧。



出24:1 上主以後向梅瑟說：「你和亞郎、納達布、阿彼
胡，以及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到上主那裏；你們都在遠
處跪下朝拜。
2 然後梅瑟一人要走近上主，別人不可走近，百姓也不准
同他上山。」
3 梅瑟下來將上主的一切話和誡命講述給百姓聽，眾百姓
都同聲回答說：「凡上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全要奉行。」
4 梅瑟遂將上主的一切話記錄下來。第二天清晨，梅瑟在
山下立了一座祭壇，又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石柱，
5 又派了以色列子民的一些青年人去奉獻全燔祭，宰殺了
牛犢作為獻給上主的和平祭。
6 梅瑟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取了另一半血洒在祭壇上。
7 然後拿過約書來，唸給百姓聽。以後百姓回答說：「凡
上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必聽從奉行。」
8 梅瑟遂拿血來洒在百姓身上說：「看，這是盟約的血，
是上主本著這一切話同你們訂立的約。」







若2:1-11

1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裡；2耶穌和
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3酒了缺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4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
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5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
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6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
太人的取潔禮用的；每口可容納兩三桶水。7耶穌向僕役說：
「你們把缸灌滿水罷！」他們就灌滿了，直到缸口。8然後，耶
穌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他們便送去了。
9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並不知是從那裡來的，舀水的僕役
卻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來，10向他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
當客人都喝夠了，才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11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跡，是在加里肋亞加納行的；他顯示
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就信從了他。















瑪26:26-29 (80-90年)

1. 26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

2.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門
徒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
體。」(出12:7-8) 《拜占庭禮稱餅為「羔羊」》

3. (進餐)

4. 27然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
們說：「你們都由其中喝吧！

28因為這是我的血，盟約的血(出24:8) ，
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羅5:5-11; 
若一1:5-2:21; 希9:28-10:18)

5. 29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
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國 (瑪6:10) 裡
那一天，與你們同喝新酒。 」 (歐

2:21-24; 岳4:18; 依25:6-9)

谷14:22-25 (66-70年)

1.   22他們正吃的時候，

2.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
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吧！
這是我的身體。」 (出12:7-8) 《拜

占庭禮稱餅為「羔羊」》

3. (進餐)

4.  23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
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

24耶穌對他們說：「這是我的血，
盟約的血 (出24:8)，為大眾流出
來的。

5. 25我實在告訴你們：我決不再喝
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
國 (瑪6:10) 裡喝新酒 (歐2:21-24; 岳

4:18; 依25:6-9) 的那天。」

逾越節晚餐*

1. 祝福慶日

飲第一杯酒
以無酵餅、苦菜、羔羊來敍
述出谷事蹟 (出12:26-27)

飲第二杯酒
（敍述之杯）

2.擘無酵餅

(出12:17,39)祝福分吃

3. 進餐

4. 餐後祝謝
飲第三杯酒
（祝謝(福) 之杯
格前10:16）

5. 讚主聖詠
(瑪26:30; 若18:1)

飲第四杯酒
(厄里亞之杯; 拉3:23-24)

*見出12:1-28；此程序乃按
二世紀猶太典籍Mishnah

















路22:15-20 (80-90年)

1.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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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我告訴你們：非等到它在天主的國 (瑪

6:10; 路14:15; 23:42-43) 裡成全了，我決不再
吃它。」17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
「你們把這杯拿去，彼此分著喝吧！18我
告訴你們：從今以後，非等到天主的國
(瑪6:10; 路14:15;23:42-43) 來臨了，我決不
再喝這葡萄汁了。」

2. 19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
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出12:7-8) 

《拜占庭禮稱餅為「羔羊」》 ，為你們
而捨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
我。」 (出2:24-25; 12:14,25-27; 戶10:9-10; 德
50:18; 路1:54-55,72-75)

3. (進餐)

4. 20晚餐以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
的新約。」 (耶31:31)

格前11:23-26 (54-56年)

1. 23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
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他被交
付的那一夜，

2. 拿起餅來，24祝謝了，擘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 (出12:7-8) 《拜占
庭禮稱餅為「羔羊」》，為你們而
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紀念
我。」(出2:24-25; 12:14,25-27; 戶10:9-10; 
德50:18; 路1:54-55,72-75)

3. (進餐)

4. 25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耶31:31)，你們每次喝，應這樣
行，為紀念我。」 (出2:24-25; 
12:14,25-27; 戶10:9-10;德50:18; 路1:54-
55,72-75)

5.   26的確，直到主再來 (默19:9; 22:20)，
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
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逾越節晚餐*

1. 祝福慶日

飲第一杯酒

以無酵餅、苦菜、羔羊來
敍述出谷事蹟 (出12:26-
27)

飲第二杯酒
（敍述之杯）

2.擘無酵餅
(出12:17,39) 祝福分吃

3. 進餐

4. 餐後祝謝
飲第三杯酒
（祝謝(福) 之杯
格前10:16）

5. 讚主聖詠(瑪26:30; 若18:1)

飲第四杯酒
(厄里亞之杯;  拉3:23-24 )

*見出12:1-28；此程序乃按
二世紀猶太典籍Mishnah







宗2:37-47

37他們一聽見這些話，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祿
和其他宗徒說：「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作什
麼？」38伯多祿便對他們說：「你們悔改吧！你
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
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39因為這恩許就是
為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女，以及一切遠方的人，
因為都是我們的上主天主所召叫的。」40他還講
了很多別的作證的話，並勸他們說：「你們應
救自己脫離這邪惡的世代。」41於是，凡接受他
的話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約增添了三
千人。……



宗2:37-47

……42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
擘餅 、 祈禱。43因為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
每人都懷著敬畏之情。44凡信了的人，常齊
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45他們把產業
和財物變賣，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46每天
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也挨戶擘餅，懷著
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47他們常讚頌天
主，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上主天天使那
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



被天主的愛
所觸動(意志)，
思想和判斷
自己的生活
(理智)，重組
生命的方向
(基本抉擇)；
這也是知罪、
蒙恩、得救
的過程。
(羅5:5-11, 

6:1-14, 

迦2:15-21)

入門聖事
洗禮
(出死入生)

(愛的抉擇)

堅振
(在聖神內生活)

(在愛內生活)

(羅8:5-11;

迦4:6-7, 

5:16-25)

婚姻 / 

神品 / 

獻身

(愛的發展)

病人聖事

(終極關懷)

最
終
是
永
恆
的
愛

告解(治癒聖事)
(再決擇去愛)

聖體
(愛情的結合、滋養、行糧及良藥)



宗20:7-12

7一周的第一天，我們相聚擘餅，保祿便向民眾
講道，因為他第二天要走，遂把話拖長，直到
半夜。8在我們聚會的那座樓上，有許多燈。9有
個青年名叫厄烏提曷，坐在窗台上，因保祿講
道稍長，就沉沉欲睡；及至熟睡後，就從三樓
墮下；扶起來時，已經死了。10保祿下來，伏在
他身上，抱住他說：「你們不要慌亂，因為他
的靈魂還在他身上呢。」 11遂上去，擘開餅，
吃了。又談了很久，直到天亮，這才出發。12他
們把活了的孩子領去，都非常快慰。

























希10:4-18

4因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斷不能除免罪過。5為此，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
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6全燔祭和贖罪祭，
已非你所喜，7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關於我，
書卷上已有記載：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
8前邊說：『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
你所要，已非你所喜；』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
奉獻的；9後邊他說：『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你
的旨意；』由此可見，他廢除了那先前的，為要
成立那以後的。10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
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

祭獻



希10:4-18

……11況且，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侍立著執行敬
禮，並屢次奉獻總不能除去罪惡的同樣犧牲；12但
是基督只奉獻了一次贖罪的犧牲，以後便永遠坐
在天主右邊，13從今以後，只等待將他的仇人變作
他腳下的踏板。14因為他只藉一次奉獻，就永遠使
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15聖神也給我們作證，因為
他說過，『 16這是我在那些時日後，與他們訂立
的盟約－－上主說－－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
的心中，寫在他們的明悟中』這話以後，17又說：
『他們的罪過和他們的邪惡，我總不再追念。』
18若這些罪已經赦了，也就用不著贖罪的祭獻了。

祭獻



羅12:1-2

1所以，弟兄們！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上
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
這才是你們合理的敬禮。2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
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為使你們能辨別
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善事，什麼是悅樂天
主的事，什麼是成全的事。

祭獻



格前5:6-8

6你們自誇實在不當；你們豈不知道少許的酵母，
能使整個麵團發酵嗎？7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好
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正如你們原是無酵餅一樣，
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
8所以我們過節，不可用舊酵母，也不可用奸詐和
邪惡的酵母，而只可用純潔和真誠的無酵餅。

祭獻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73 然後送上禮品：最好由信友獻上餅和酒，並
由主祭或執事於適宜的位置接受，然後送到祭
台上。雖然信友不再像往昔一樣，獻上自己為
慶典帶來的餅酒，但這呈獻禮品的儀式，仍具
有同樣意義和精神價值。

此刻也可以接受或收集信友為濟貧，或為教會
所帶來的獻儀和其他禮物；但不可將它們放在
祭台上，而應置於其他適宜的地方。



格前10:16-21

16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
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
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17因為餅只
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
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

盟約與祭獻



格前10:16-21

……18你們且看按血統做以色列的，那些吃祭物的，不
是與祭壇有分子的人嗎？19那麼，我說什麼呢？是說祭
邪神的肉算得什麼嗎？或是說邪神算得什麼嗎？20不是，
我說的是：外教人所祭祀的，是祭祀邪魔，而不是祭
祀真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邪魔有分子。21你們不能喝主
的杯，又喝邪魔的杯；你們不能共享主的筵席，又共
享邪魔的筵席。

盟約與祭獻



格前12:27-30

27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28天
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
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
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
各種語言的。29眾人豈能都做宗徒？豈能都
做先知？豈能都做教師？豈能都行異能？30

豈能都有治病的奇恩？豈能都說各種語言？
豈能都解釋語言？

盟約與祭獻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321 標記的本質要求，為舉行感恩祭宴所用的材
料，應真正具有食物的樣子。因此，為祭宴用的
麵餅，雖然是未經發酵，且烘製成傳統的形狀，
但在有會眾參與的彌撒中，仍能讓司祭把它擘開
成數塊，至少可分送給一些信友。但若領受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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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fractio panis）
是宗徒時代對感恩祭宴的簡稱，在擘餅的行動中，
同一個餅所象徵的團結，以及眾弟兄姊妹分吃同
一個餅，所表現的愛德，都顯得格外有力和意義
深長。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83 主祭擘開祝謝過的餅，如有需要，可由執事或
共祭司鐸協助。基督在最後晚餐中擘餅的行動，
成為宗徒時代整個感恩祭的名稱。這儀式顯示，
信友雖多，卻因領受同一個生命之糧，即為拯救
世人死而復活的基督，而成為一體（格前10：
17）。擘餅禮於平安禮後開始，宜莊重行之，勿
作不必要的延長，也不可視為不重要。此禮只由
主祭或執事行之。……



彌撒經書總論 (2003)

83 ……主祭將一小分聖體放入聖爵內，為表示在
救贖工程中主的體血的合一，亦即耶穌基督生活
及光榮之身體的合一。「羔羊頌」（Agnus Dei）
由歌詠團或唱經員領唱，而會眾則答唱，否則，
應高聲誦念。

羔羊頌是為伴隨擘餅禮而唱的，因此有需要時可
重複多次，直至擘餅禮完成為止；最後一句常以
「求祢賜給我們平安」結束。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85 信友最好能如同主祭應做的，領受該彌撒中
所祝聖的聖體，並在禮規容許的情況下，兼領
聖血（參看283號）。這樣，藉由兼領聖體聖
血的標記，來領受共融的聖事，亦更能顯示出
是在參與當時舉行的聖祭。



哥1:24

24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
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基
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
所欠缺的。

盟約與祭獻



若6:56-57

56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
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57就
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
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
要因我而生活。

盟約與祭獻



瑪13:33

他（耶穌）又給他們講了一個比喻：
「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
斗麵裡，直到全部發了酵。」

天國行糧





路14:15

15有一個同席的人聽了這些話，就向耶穌說：
「將來能在天主的國裡吃飯的，才是有福的！」

天國食糧



岳4:18

18到那一天，山嶽必
要滴下新酒，丘陵必
要流下乳汁，猶大的
一切河流必要湧流清
水；從上主的殿裡，
將有一清泉流出，澆
灌史廷山谷。

天國盛宴



默19:6-9

6我聽見彷彿有一大夥人群的聲音，就如大水的響聲，又
有如巨雷的響聲，說：「亞肋路亞！因為我們全能的天
主，上主為王了！7讓我們歡樂鼓舞，將光榮歸於他吧！
因為羔羊的婚期來近了，他的新娘也準備好了；8天主又
賞賜她穿上了華麗而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
們的義行。」9有位天使給我說：「你寫下：被召赴羔羊
婚宴的人，是有福的！」他又給我說：「這都是天主真

實的話。」

天國盛宴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281 兼領聖體聖血，能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的聖
事之意義。因為，依此方式，「感恩祭宴」
（convivium eucharisticum）的標記才能更
完美地顯示出來，而吾主以其聖血訂立「新而
永久之盟約」的旨意，也更清晰地表達出來。
而感恩祭宴與在天父國內之末世聖筵
（convivium eschatologicum）間的關係，也
更為明顯。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282 牧者們應盡量以最適當的方式，提醒在場
參禮的信友，有關特倫多大公會議所教導，領
受共融的聖事的方式之天主教教義。首先應教
導信友：按照天主教的信仰，即使只以餅形或
酒形來領受，都領受了整個的基督，也領受了
真正的聖事。因此就實效而論，只以餅形或酒
形來領受，也不會缺少為得救所需要的恩
寵。……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282 ……此外，也要使他們知道，教會有權規定
聖事的施行方式，只要不影響到聖事的本質。
教會亦有權因應時代、地方和情況的需要，為
了對聖事的尊敬及信友的神益，而制定規矩，
並作某些更改。

但同時，也應引導信友，要渴望盡善盡美地參
與這神聖禮儀（按：即兼領聖體聖血），藉此
使感恩祭宴的標記更完善地顯示出來。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283 除禮書所列舉的情況外，下列人士也准予兼
領聖體聖血：

a) 無法舉行聖祭或共祭的司祭；
b) 執事及其他在彌撒中執行某些職務者；
c) 參與「修會會院彌撒」，或稱為「團體彌

撒」的團體成員、修生、參與避靜者、參
與靈修或牧靈聚會者。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2003)

283 ……教區主教可為自己教區，訂定有關兼領聖
體聖血的規則，在修會的聖堂和小團體的彌撒
中，也應遵守。教區主教也能授權給予專責司
鐸（pastori proprio），為他受託管之團體，
在他認為合宜的情況下，讓信友兼領聖體聖血，
惟信友應受到充分的教導，又沒有褻瀆聖事的
危險，而且兼領聖體聖血，不是在人數眾多，
或因其他理由，而難以進行的情況下為之。

主教團可頒布規則，指定分送聖體聖血的方式，
及准予兼送聖體聖血的範圍，並須獲得宗座的
認可（recogni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