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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
理解經書。」（路24:45）……

復活的主、信徒團體，與聖經三者
的關係，對我們的基督徒身分，非
常重要。



2. …指定一個主日，專為天主聖言，
可幫助教會重新體驗復活的主如何為
我們打開他聖言的寶庫，使我們得以
向世界宣告聖言不可估量的富饒。…..

「我們有如從泉中渴飲。……上主為他
的話加添各種色彩，使研讀的人受觸
動而加以默觀。上主在他的話中隱藏
了一切寶貝，好使我們每人默觀時，
都能找到一些富饒。」（聖義範）



3. 遂於常年期第三主日，
慶祝、研讀和廣傳天主
聖言……

2. …回應眾多天主子民的
請求，就是全教會，同
心合意，在一個主日慶
祝天主聖言。



3. …在感恩祭中隆重供
奉聖經，這可使信眾的
注意力聚焦於天主聖言
的價值。

禮儀及聖事部《天主聖言主日備註》(2020年)
1. 通過在禮儀中宣讀聖經，天主親自向他的子民講話，基督也藉
自己的話親臨其間，宣布福音。基督是整部聖經，即舊約及新
約的中心和滿全。聆聽福音既是聖道禮儀的高峰，需以特殊
的敬禮，標示出來，不僅通過姿勢和歡呼去表達，也通過
《福音書》本身而表達。 於天主聖言主日，在儀式上，適宜
恭捧《福音書》遊行進堂，或簡單地把《福音書》恭放於祭
台上。



3.…主教可舉行
讀經員任命禮或
聖言宣讀員委派儀式，
好能顯示天主聖言在禮
儀中的重要性。

教宗方濟各《上主之神》宗座牧函
(2021年)：
更改《天主教法典》230條1項
女性可領受讀經員及輔祭員職務 [暫譯]



3. …需致力為信友提供培育和訓練，使
他們能成為稱職的聖言宣讀者，

禮儀及聖事部《天主聖言主日備註》(2020年)

2. 教會在讀經集所奠定的彌撒聖經選讀安排，指出理解天主聖言的途徑。所以，必須尊重所
選的讀經，不可取而代之或作出任何的刪減，且只可採用已獲批准用於禮儀的聖經版本。
讀經集經文的宣讀，連結所有聆聽的信友，團結為一。對聖道禮儀的結構和目的的理解，
有助於聚會的團體領受天主的拯救之言。

3. 答唱詠既是教會祈禱的回應，最好能採用歌唱方式．……

5. 靜默尤其重要。靜默有助「默想」，讓聆聽者從心底接納天主聖言。.

6. 教會一直特別注意那些在團體聚會中宣讀天主聖言的人員：司鐸、執事及讀經員。這職務
要求特定內修的和外表的準備、熟悉要宣讀的經文，又須練習宣讀該經文的方法，務求清
晰，避免臨場即興。……



禮儀及聖事部《天主聖言主日備註》(2020年)

7. 由於天主聖言的重要，教會也尤其注意用以宣告聖言的讀經台。讀經台不是一件功能性的
傢具，而是一個相稱於天主聖言的尊貴、與祭台互相輝映的地方：事實上，「讀經台」與
「祭台」常被指為「天主聖言的餐桌」及「基督聖體的餐桌」。 只有讀經、「答唱詠」
和「復活宣報」能在讀經台上宣讀或詠唱；也可講道或領念「信友禱詞」；但不宜在讀經
台領經、宣布事項或指揮歌唱。

8. 用以宣讀聖經的經書，激發天主子民以敬意，去聆聽天主在他們當中說話。為此，教會要
求這些宣讀聖經的經書必須精緻得體，且妥善使用。永遠不宜使用傳單，影印本和其他牧
民輔助來代替禮儀經書。

9. 在臨近天主聖言主日前後的日子裡，適宜舉辦培育聚會，以突出聖經在禮儀慶典中的重要
性。這些機會能有助信友更多的了解，在教會祈禱中聖經選讀的連續讀經、半連續讀經，
以及讀經之間的「對照」（typological readings）；並解釋聖經各書卷在禮儀年中各節期的分
配標準，以及主日和平日彌撒的讀經結構。



3. …牧者也可考量方法，例如將
整本聖經，或其中的書卷，人手
一本送給全會眾，以表示重視學
習讀經，對聖經珍而重之，以及
每日使用聖經祈禱；「誦讀聖言」
（lectio divina）尤其值得推廣。



4. …聖經是上主子民的書。
這些子民藉著聆聽聖經，
從離散及分裂，走向合一。
天主聖言使信徒團結起來，
形成一個子民。

5.  天主子民的合一，既由
聆聽聖言而生，牧者…所有
被召為聖言服務的人員，務
須感受到急切的需要，
去幫助團體接觸聖言。



5.  …講道有獨特的功能。它具
「相似聖事的特性」（《福音的
喜樂》宗座勸諭142）。

司鐸們使用簡單合適的語言，
去幫助天主子民更深入天主聖
言之時，會發現「上主為鼓勵
善行而採用的圖像的美」。
（《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42）



5. …同樣，傳道員既幫
助人在信仰上增長，
就必須感受到急切的
需要，勤讀並熟悉聖
經，好能更新自己。
這才能幫助他們在聽
眾心中，培植與天主
聖言的真正交談。



8. 獻給聖經的一天，不應只被視作一個一
年一度的事件，而是個全年的事件，因為
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對聖經和復活主的認識
和熱愛：就是那不斷在聖經中向信徒團體
發言並擘餅的基督。
為此，我們需要與聖經發展出更密切的關
係，否則，我們的心靈會無動於衷，眼目
會冷漠無情，猶如受着各式各樣的瞽盲所
侵蝕。



8. …聖經與聖事不能分開……
「上主站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他
的聲音而給他開門，主要進來，與
他同桌共餐。」（參默3:20）
耶穌基督正藉聖經的話向我們敲門。
如果我們聽到他的聲音，敞開我們
的心思意念，他才能進入我們的生
命中，並永遠留下，與我們同在。



9. …聖經的主要目的，
就是我們的得救。
…… 在救恩歷史中，
天主以言以行與所有
人會晤，為拯救他們
脫免邪惡及死亡。在
這過程中，聖經形
成。…



9. …聖神在聖經中扮演始創者的
角色。

正如聖保祿宗徒提醒我們：「文
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格

後3:6）

這樣，聖神使聖經成為天主的永
生之言，使人體驗它，並以信德，
傳遞下來。



10. 聖神不但在聖經的形成中起作用，也在聆聽天
主聖言者心中工作。……在每一位信友於其靈性生
活中實踐聖經時，聖神仍以自己的方式提供默感。



11. …..成書之前，聖經
是藉信友團體以信仰口
傳，並生活出來。這信
友團體視聖經為自己歷
史的一部分，亦是他們
身分認同之源。信仰是
建基於生活的聖言，而
不是建基於一部書本。



12. …聖經首先在聽者身上完成其
先知任務。
天主曾命厄則克耳先知咀嚼書卷：
「這卷書在我嘴裡甘甜如蜜」。
（則3:3）



12. ……聖經就是常新
的了。……聖經作為一
個整體，有先知性作用，
但不是關於未來，而是
現在，即關乎受其滋養
的任何人。



13. 聖經給我們的另一挑戰是
愛。……這愛是徹底的，並毫
無保留地向所有人奉獻自己。



14. 耶穌與門徒關係中
最重要的時刻之一，
是顯聖容事件。

當聖經滋潤信徒的生
活時，它就超越自身，
產生「顯聖容」的作
用。…



15. ….耶穌的意思是：
你們稱我的母親有福，是
真的，因為她聽了天主的
話，又遵行了。不是因為
聖言在她內取了血肉，居
住在我們中間，而是因為
她遵從了聖言，而同一的
聖言創造了她，又在她的
胎中取了血肉」。（聖奧思
定《若望福音釋義》10, 3）



禮儀及聖事部《天主聖言主日備註》
在芸芸眾多為耶穌基督作證的聖人當中，教會
建議敬奉熱愛天主聖言的聖熱羅尼莫為典範。
正如教宗方濟各指出：聖熱羅尼莫是「永不言
倦的……學者、譯者及釋經者，對聖經擁有充
分知識，滿懷熱忱教導所知。……熱羅尼莫專

心聆聽聖經，因而認識自己，並找到天主的面
容，以及弟兄姊妹的面容。熱羅尼莫也以鍾愛
團體生活，來加以佐證。」 （教宗方濟各，
《熱愛聖言》（Scripturae sacrae affectus）宗
座書函，紀念聖熱羅尼莫逝世1600年，2020年
9月30日。）



教宗方濟各，《熱愛聖言》宗座書函
(2020年)

聖熱羅尼莫：「基督的體血就是聖經的話，就是天
主的訓誨。」
……可惜的是在許多教友家庭中，無人自覺有能
力——如同梅瑟法律所訓示的（參看申6:6-7）——
令子女認識上主的話，並指出它的優美稆精神力量。
為了這個故，我定立「天主聖言主日」，以促進在
祈禱中閱讀聖經及熟習天主的話。

我想其對青年人提出一個挑戰：請你們開始尋找自
己的文化遺產。基督信仰使你們繼承了一個無與倫
比的文化遺產，那是你們所應把持的。……聖熱羅
尼莫不停對當代人大聲疾呼：「你要時常誦讀聖經；
更好說：『你對聖經應愛不釋手。』」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1月27日 (星期三)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五主日乙年讀經 (2月7日)
及
欣賞常年期第六主日乙年讀經 (2月14日)

2月2日 (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農曆除夕團圓彌撒讀經 (2月11日)
及
欣賞農曆新春求恩撒讀經 (適用於常年期) (2月12日)
及
欣賞新春主日讀經 (2月14日)

2月9日 (星期二)
晚上7:15

禮儀日曆 (四旬期)
及
欣賞聖灰禮儀日彌撒讀經 (2月17日)

2月16日 (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四旬期第一主日乙年讀經 (2月21日)

待續….

公佈：1月20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