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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聖事禮典導言（1974年） 

（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按 1983年法典修正，摘自：羅
國輝編，《治癒聖事授課大綱》，1995年，5-13頁） 
 
前言 
 
一、 救恩史上的和好奧蹟 

1. 天主聖父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並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使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或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1，大顯了他的仁慈，天主聖子降生

成人，居住人間，是為把世人從罪惡的奴役中解放出來2，並把他們從黑暗中引入

他奇異的光明3，因此他在世的任務一開始，便宣講懺悔說：「你們悔改，信從福音

吧」（谷 1:15）。 
 
先知們屢次大聲疾呼、促人悔改的邀請，藉洗者若翰的呼聲，預備了人心迎接天國

的來臨，他來「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過的赦免」（谷 1:4）。 
 
耶穌不但勸人懺悔，遠離罪惡，全心歸向天主4，且亦接受罪人，使他們與天父重

歸於好5；他醫治病人，以顯示他有赦罪之權6；最後，他為我們的罪惡而受死，又

為我們的成義而復活7；他在被出賣的那天晚上，開始救世的苦難8，以自己的寶血

建立了新約的祭獻，以赦免罪過9；復活後，給宗徒們派遣了自己的聖神，使他們

有赦罪或不赦的權力10，並使他們接受，因他的名去給萬民宣講懺悔及赦罪的任務
11。 
 
主曾對伯多祿說：「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

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6:19）。伯多祿順從主命，
在聖神降臨那天，宣講赦罪的洗禮：「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受

洗，為赦免你們的罪過」（宗 2:38）12。從此以後，教會從未疏忽召喚人從罪惡中

                                                
1 參閱格後 5:18；哥 1:20。 
2 參閱若 8:34-36。 
3 參閱伯前 2:9 
4 參閱路 15。 
5 參閱路 5:20，27-32；7:48。 
6 參閱瑪 9:2-8。 
7 參閱羅 4:25 
8 參閱《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三式。 
9 參閱瑪 26:28 
10 參閱若 20:19-23。 
11 參閱路 24:47 
12 參閱宗 3:19，26；17:30。 



2 

悔悟過來，並擧行懺悔聖事，顯揚基督對罪惡的勝利。 
 

2. 這個對罪惡的勝利，首先在洗禮中顯示出來，藉這洗禮，我們的舊人已與基督同糽
在十字架上，使罪惡的身體失了效用，不再作罪惡的奴隸，却與基督一起復活，從

此便活於天主13；所以教會堅信「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在彌撒聖祭中重演著基督的苦難，他為我們所捐棄的身體，為赦罪所傾流的寶血，

由教會重獻於天主，以獲取普世的救恩。因為基督臨在於聖體聖事內，且作「我們

的和好之祭」14，奉獻給聖父，使我們藉他的聖神「合而為一」15。 
 
此外，當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賦予宗徒們及其繼承人赦罪權時，他在教會中就建

立了懺悔聖事，使受洗後，重陷於罪的信眾，藉這聖事，重新獲得聖寵，與天主重

歸於好16；因為教會「有水和淚，即是聖洗的水和懺悔的淚」17。 
 

二、 懺悔者在教會生活中的和好 

 聖教會須淨化 

3. 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捐棄了自己，使她得以聖化」（弗 5:25-26），並與她結為淨
配18，以他神聖的恩惠充滿了她，因為她是基督的完整身體19，藉著她將真理及恩

寵流注給眾人。 
 
但是教會的肢體不免受到誘惑，且屢次不幸地陷於罪惡。因此，聖善的、無辜的、

無玷的、（希 7:26）不認識罪的基督（格後 5:21），只是為了補贖民眾的罪惡而降來
（參閱希 2:17），聖善而常須淨化的教會，在自己的懷中，懷抱著罪人，繼續不斷
地實行補贖和革新20。 
 

 懺悔與教會的生活及禮儀 
 
4. 天主的子民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實行與完成這種延續不斷的懺悔。因為他們以堅忍
分承基督的苦難21，實行慈善仁愛的工作22，遵循基督的福音，日益改善自己，在

                                                
13 參閱羅 6:4-10。 
14 《羅馬彌撒經書》，感恩經第三式。 
15 同上，感恩經第二式。 
16 參閱施安堂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668、1670及 1701。 
17 聖盎博 Epit:41，12：PL16，1116。 
18 參閱默 19:7。 
19 參閱弗 1:22-23；《教會憲章》7條。 
20 《教會憲章》8條。 
21 參閱伯前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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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成為歸向天主的標幟。信眾承認自己犯了罪，懇求天主及弟兄們的寬恕時，

教會把它在禮儀生活中表現出來，就如在擧行懺悔時，在宣讀天主聖言時，在祈禱

時，在擧行聖體聖事中行懺悔儀式時23。 
 
教友在告解聖事中，「由天主的仁慈獲得冒犯天主之罪的寬恕，同時，與教會重歸

於好，因為犯罪損害了教會，而教會却以仁愛、榜樣、和祈禱，幫助他們悔改。」
24 
 

 與天主及教會的和好 

5. 因為罪是對天主的忤逆，與天主斷絕友誼，「本來對天主的友誼是要我們熱愛天主，
把我們完全信託於天主。」25所以罪人賴仁慈天主的恩寵進行懺悔，就是歸向「首

先愛了我們的」（若一 4:19）天主聖父，歸向為我們捨生的基督26，歸向豐富地傾

注在我們身上的聖神27。 
 
「但是，由於天主上智深奧與仁慈的計劃，人類因超性的友誼彼此間互相聯繫；因

此，一人的罪惡將害及他人，同樣，一人的功德也將利及他人」28，所以懺悔也常

包括與弟兄的修好，因為犯罪常使他們受害。 
 
再者，人類犯罪有共害作用，同樣、懺悔也有互助作用，他們藉基督的恩寵，得了

罪赦，便與其他人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而工作。 
 

 告解聖事及其部份 

6. 基督的門徒犯了罪，受聖神的感動，去領受告解聖事，首先該全心歸向天主。這個
從心坎深處的歸向，包括對罪惡的痛悔及革新生活的意向，藉著向教會的認罪，和

適當的補過，以及生活的改善，才能表白真心的歸向。天主却通過教會賜與罪赦，

而教會是藉著司祭的職務去赦罪29。 
 
(a)  痛悔：在懺悔者的行為中，痛悔當佔首位，它是「對已犯罪過的痛心及憎恨，

                                                                                                                                                  
22 參閱伯前 4:8。 
23 參閱施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638，1740，1743；聖禮部，「聖體奧跡」訓令（1967-5，25），35；
《彌撒總論》，29，30，56a，b，g。 

24 《教會憲章》11條。 
25 保祿六世宗座憲令，Paenitemini（1966，2，17）；參閱《教會憲章》11條。 
26 參閱迦 2:20；弗 5:25。 
27 參閱鐸 3:6。 
28 保祿六世宗座憲令，「論大赦」（1967，1，1）4；參閱比約十二世，「基督奧體」通諭（1943，6，29）。 
29 參閱施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673-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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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志不再重蹈覆轍」30。因為「只有回頭改過，即徹底革面洗心的人才能

進入基督的國。這種人為天主的愛和聖潔所感動而開始思想，判斷和重組自

己的生活。這愛和聖潔是新近表現在聖子身上，而完全賜給我們的（參閱希

1:2；哥 1:19；弗 1:23）31。」懺悔的真誠，完全係乎此種真心痛悔，因為悔

改應影響人之內心，使他日益光明，日益相似基督。 
 
(b)  認罪：罪過的承認是屬於告解聖事的一部份，這種認罪是由於天主面前完全

認識自己，並由於罪過的痛悔而發的；但這內心徹底的省察和外在的告罪，

應藉天主的光照和仁慈而為之。認罪必須使懺悔者在天主的使者前，敞開自

己的心；依照此種坦白，基督的代表，以其赦罪或不赦的權柄，得以結審宣

判32。 
 
(c)  補贖：真實的歸向應以補償罪過、改善生活、賠補損失來完成33，補贖的行

為及尺度，當適合每個懺悔者，好使每一懺悔者重整他所破壞的秩序，並針

對自己的病症，使用對症的良藥。因此，罪罰該是真正治罪的良藥，且多少

能改善懺悔者的生活，這樣，使懺悔者「忘了他的過去」（斐 3:13），重新進
入救恩的奧蹟，以圖將來的發展。 

 
(d)  赦罪：天主藉教會的司鐸，在罪人向司鐸認罪、表示自己真心悔改時，以赦

罪的記號，給與寬赦，以完成告解聖事。因為依照天主的計劃，我們的救主

天主的良善和慈愛，既是以可見的方式顯示出來34，天主也要以可見的記號

施與我們救恩，重訂已毀的盟約。 
 
藉著告解聖事、聖父接受迷途知返的子女，基督肩負迷失的綿羊，重歸羊棧，

聖神重新聖化被褻瀆的殿宇，以作久居。最後，因重新或更熱心地分享主的

聖宴，使天主的教會，為了敗子的歸來，在聖宴中獲得更大的歡樂35。 
 

 告解聖事的重要及其益處 

7. 在個人及團體的生活中，罪過的創傷很多而不同，因此懺悔也帶給我們不同的補救
良方。犯了大罪的人，脫離了與天父寵愛的交融，藉著告解聖事，能重獲已失的生

命；犯了小罪的人，靈魂日見懦弱，藉著多行懺悔，能重獲神力，達成天主子女的

完全自由。 

                                                
30 同上，1676 
31 保祿六世宗座憲令，Paenitemini（1966，2，17） 
32 參閱施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679。 
33 參閱同上 1690-1692；保祿六世宗座憲令，「論大赦」（1967，1，1）2-3。 
34 參閱鐸 3:4-5。 
35 參閱路 15:7、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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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要獲得告解聖事的功效，依照仁慈天主的安排，信徒必須向司鐸承認，由

於醒覺的良知所記憶的每一個大罪36。 
 
(b)  經常及慎重的領受這件聖事，為小罪也有很大的益處。因為這不是單純的禮

節的重覆，也不是什麼心理的實習，而是為完成聖洗恩寵的一種的努力，以

便在我們身上時常帶著耶穌的死狀，為使耶穌的生活日益彰顯在我們身上
37。懺悔者如此告罪時，告明自己的小罪，就是要切實地像似基督，並審慎

地聽從聖神的提示。 
 

要使這件救恩的聖事，在基督的信徒中確切地發揮它的效能，必須在他們的一生

中，使這件聖事作為他們行為的根基，並鼓勵他們更熱忱地事奉天主，並為兄弟

服務。 
 
這件聖事的擧行，常是教會的行為；教會藉此宣揚信德；為了基督解救我們而獲

得的自由，感謝天主38；她也奉獻自己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犧牲，以讚美天主的光榮，

趨迎基督的來臨。 
 

三、 在行懺悔聖事時的職務和職位 

 團體在擧行懺悔時的任務 

8. 整個教會，既屬司祭的民族，在實行由主所託付的和好工作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擧
行：教會不僅以宣講天主的聖道勸人懺悔，而且為罪人祈禱，以慈母的關懷和操心

援助他們，使他們認識並承認自己的罪過，且由惟一能赦罪的天主獲得仁慈的寬

恕。但是，教會本身，由於基督交付給宗徒及其繼承人的職務，更是懺悔者回頭獲

赦的工具39。 

 
 告解聖事的施行者 

9. (a)  教會藉主教、司鐸實行告解聖事的職務，他們以宣講天主的聖道，勸化信友

回頭，並因基督之名及聖神的功能，給信友證實並分施罪過的赦免。 

 
在實行這個職務上，司鐸是與主教交融而行的，主教是告解聖解聖事紀律的

                                                
36 參閱施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707-1708。 
37 參閱格後 4:10。 
38 參閱迦 4:31。 
39 參閱瑪 18:18；若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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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員，司鐸是他們職權的分擔者40。 
 
(b)  告解聖事的合格施行者，是依照教律第 967-975 條有赦罪權的司鐸。但所有

司鐸，即使未獲准聽告解者，都能有效及合法地一概為面臨死亡危險的懺悔

者赦罪。 
 

 這一職務的靈牧工作 

10. (a)  一位聽告解的司鐸，為了能正確、忠實地善盡自己的職責，認清信友靈魂上
的毛病，施以對症的救藥，並且為了要明智地執行法官的任務，必須在教會

的領導下，尤其向天主祈求助佑，專心致志地求取為這任務所必需的學識和

智慧。因為分辨神類，就是深知天主在人心所做的工程，也就是聖神的恩賜

和愛德的果實41。 
 

(b)  聽告解的司鐸，應準備自己隨時順應信友合理的要求42。 
 

(c)  接受懺悔的罪人，引領他入於真理的光明，這是給人啟示天父的慈心，懷著
基督善牧的肖像，盡其慈父的職責。因此他應該記著，這是基督交付給他的

職責。基督為拯救人類，以極大的仁慈完成了救贖的工程，並以自己的能力

臨在於聖事之中43。 
 

(d)  聽告解的司鐸，該知道自己以天主聖職員的身份而知道了罪人良心深處的秘
密，就有嚴守聖事秘密的責任。 
 

 論懺悔者本人 

11. 懺悔者本人在聖事中也有很重要的職分。 
 
準備妥當以後，去領受由基督所選定的救靈神藥，承認自己的罪過；這樣，以自己

的行為，在聖事上就有了份子，施行聖事者因基督之名，唸了赦罪的經文，就完成

了這件聖事。 
 
因此，信友在自己生活中，體驗並宣揚天主的仁慈時，即是與司鐸一起擧行教會繼

續不斷自我革新的禮儀。 
 

                                                
40 參閱《教會憲章》26條。 
41 參閱斐 1:9-10。 
42 參閱教義聖部，「論聖事性集體赦罪的牧靈準則」（1972，6，16）12條。 
43 參閱《禮儀憲章》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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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告解聖事的擧行 

 擧行的地方 

12. 告解聖事通常在聖堂或小堂舉行，有合法理由不能者除外。 
 
主教團應劃定告解亭的準則，包括能看到對方的告解亭，供願意以此方式辦告解的

信友使用，也要提供有屏風相隔的告解亭。 
 
除非有合法理由，否則告解聖事不得在告解亭外舉行。【註 1：參閱《天主教法典》
964條】 
 

 擧行的時間 

13. 懺悔者的和好，任何時、日都可擧行。但最好信友能知道何日何時司鐸在等候施行
這件聖事；信友還須養成習慣，要在彌撒以外，特別在規定的時間，去領告解聖事
44。 
 
四旬期內最相宜擧行懺悔與天主和好，因為在聖灰禮儀那天，在天主的子民前已經

發出了鄭重的邀請：「請你們懺悔，請你們相信福音」。因此，在四旬期內應多擧行

幾次懺悔禮，給一般信友提供與天主及弟兄和好的機會，好在三日慶典內洗心革面

地慶祝復活奧蹟。 
 

 禮服 

14. 關於擧行懺悔時的禮服，可遵照當地首長的規定。 
 

A. 個人告解禮規 

 司鐸和懺悔者的準備 

15. 擧行聖事前，司鐸與懺悔者首先應以祈禱預作準備。司鐸則應呼求聖神，賜以光照
及愛心；懺悔者應將自己的生活與基督的榜樣及訓誨相對比，並祈求天主，寬赦自

己的罪。 
 

                                                
44 參閱聖禮部訓令，「聖體奧跡」（1967，5，25）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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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懺悔者 

16. 司鐸宜以友愛接待懺悔者，如有需要，且親切地加以問候。然後，懺悔者劃十字聖
號說：「因父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司鐸也可與他同劃。然後司鐸以簡短的語詞

勸勉懺悔者依靠天主。如果懺悔者不為聽告解的司鐸所認識，則宜向司鐸介紹自

己，說明何時行了最後的一次告解，在度教友生活上有何困難，並說明有益於司鐸

施行聖事所必須知道的一切。 
 

 恭讀天主的話 

17. 司鐸或懺悔者自己，可誦讀一段聖經，這也可行之於行聖事前的準備時。信友藉天
主的話，能受到光照，認識自己的罪過，並依靠天主的仁慈痛改前非。 
 

 告罪和接受補贖 

18. 然後，懺悔可照慣例先念懺悔詞（我向全能的天主……），接著告罪；如有需要，
司鐸可幫助他作完整的告明；此外，勸勉他真心痛悔得罪了天主；以適當的建議輔

助他開始度其新生，視其需要，教導他做教友的本分。 
 
如果懺悔損害了別人或立了惡表，應指導他立志要做相稱的補償。 
 
然後司鐸給懺悔者判定補贖，這不僅是過去罪過的賠補，也是重度新生的幫助和改

過的神藥；因此，盡可能，應與罪的輕重及性質相對稱。這補贖可藉以下方式予以

實行，即以祈禱、克己，尤其為人群服務，和行慈善事業；因為藉此可以顯示出罪

過及其赦免的社會性。 
 

 懺悔者的祈禱和司鐸赦罪 

19. 這以後，懺悔者以祈求天主父赦罪的經文，表示自己的痛悔和善度新生的志願。這
悔罪經文最好是用聖經的詞句所構成的。 
 
司鐸在懺悔者念完悔罪經以後，伸出雙手，或至少右手，覆在懺悔者的頭上，念赦

罪的經文，其主要的言詞是：「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免你的罪過。」念聖三

之名時，司鐸向懺悔者劃十字聖號。赦罪經文（見 46節）指明懺悔者的和好是出
於天父的仁慈；顯示罪人的和好與基督復活奧蹟的聯繫；指出聖神在赦罪上的職

務；最後，也昭示聖事的教會性，因為和好是由教會的職權向天主懇求而施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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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揚天主及遣發懺悔者 

20. 懺悔者接受赦罪以後，以取自聖經的短誦，讚美天主的仁慈，感謝天主；然後司鐸
遣發他平安地回去。 
 
懺悔者則實行革面洗心，以遵照基督福音而革新、且以日益被主愛浸潤的生活，來

表現自己的回頭。因為「仁愛掩蓋許多罪過」（伯前 4:8）。 
 

 告解儀式短式 

21. 有時因牧靈的需要，司鐸可取消或縮短某些部份。但必須保存告解的完整：即告罪，
接受補贖，發痛悔（見 44號），赦罪經文及遣發式都是不可或缺的。但若病人已瀕
臨死亡的邊緣，則司鐸可祗念赦罪經的主要部份，即「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

免你的罪過。」 
 

B. 團體擧行聖事但告罪及赦罪仍個別擧行時的禮規 

22. 懺悔者團體擧行告解聖事時，宜先擧行聖道禮以作準備。 
 
不同時領聖事的其他信友，也可參加這個聖道禮。 
 
團體擧行告解聖事，能更明顯地表示聖事的教會性。因為信友共同聆聽宣揚天主仁

慈、勸勉他們改過遷善的聖道，他們也就共同致力於他們的生活合乎所聽的聖道，

並以祈禱互相幫助。每人告罪並得了罪赦後，為了天主給自己聖子的寶血所救贖的

子民行了奇妙的事蹟，而共同讚美天主。 
 
如有必要，宜多請幾位神父，在適當的地方，聽信友個別告罪，使他們與天主和好。 
 

 開始禮 

23. 信友聚集後，於適當時詠唱適宜的聖歌。然後司鐸問候信友，如有必要，自己或另
一位司鐸，可簡短地給信友介紹擧行聖事的意義，及說明應守的秩序。然後邀請信

友祈禱，默禱片刻後，結束禱詞。 
 

 聖道禮 

24. 告解聖事，應以聖道禮開始，因為天主以聖道召喚人懺悔，引導人真心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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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一篇或數篇讀經，若有數篇，則中間宜插入聖詠或其他適宜的聖歌，或默存片

刻，使能更深切瞭解天主的聖道，並對聖道 表示內心的信服。若僅念一篇讀經，
則最好採取福音的讀經。 
 
選擇讀經尤宜符合下列意義： 
 
(a)  天主的呼聲召喚人回頭，使人日益相似基督； 

 
(b)  常思念和好的奧蹟是藉基督的聖死與復活，以及聖神的恩賜而獲致的； 

 
(c)  傳授天主對人生善惡的判斷，是為使人獲得心的光照而知分辨善惡。 

 
25. 講道當以聖經為出發點，指導懺悔者省察良心，痛改前非，皈依天主。喚醒信友，
使他們記起罪過是反對天主，損害團體，以及損害別人和自己的惡行。為此應該及

時反省： 
 
(a)  天主的無限仁慈超乎我們的一切罪惡，他以仁慈一再地召喚我們回到他的懷

抱； 
 

(b)  我們必須有內在的懺悔，使我們真誠準備賠補罪過的損害。 
 

(c)  寵愛及罪過的社會觀點，使人明瞭個人的行為多少會牽涉教會的整體； 
 

(d)  我們所做的補贖是從基督的補贖取得功效，這種補贖首先要求我們，除懺悔
的事功而外，應實行對天主及對人的真正愛德。 
 

26. 講道後，要有一段適當的靜默時間，以供懺悔者省察良心，對自己的罪過激發真心
的痛悔。司鐸或執事或其他輔禮員可用簡短的言詞或對答式的禱文幫助信友，但須

顧及他們的身份及年齡等等。 
 
這團體省察和激發痛悔，如認為適宜，可代以講道；但在這情形下，應用已誦讀的

聖經作出發點。 
 

 修好禮 

27. 執事或其他輔禮員請大家跪下或俯首，同念懺悔詞（如：我向全能的天主……）；
然後站立，視情形可念對答式的禱文或唱合適的聖歌，以表達切實認罪，真心痛悔，

懇切求赦，以及依靠天主仁慈的至誠。最後，加念天主經，此經絕不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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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念完天主經，司鐸們去到指定聽告罪的地方。願意告罪的懺悔者，可任意選定某一
位司鐸去告罪，接受適當的補贖，並蒙這位司鐸用為赦個人的「赦罪經」赦罪。 
 

29. 告罪完畢，司鐸們回到司祭席（祭臺前）。主禮請大家感謝天主，讚揚天主的仁慈。
這可用聖詠，或聖歌，或禱文表達。最後，司鐸以禱詞結束禮儀，讚美天主以極大

的聖愛愛了我們。 
 

 遣散式 

30. 感謝禮完畢後，司鐸祝福信友，然後執事或司鐸自己遣散全體。 
 

C. 集體擧行聖事，而告罪及赦罪也集體擧行時的禮規 

 集體赦罪的規律 

31. 個別的、完整的告罪與接受罪赦，是唯一正常的方式，讓一個自覺犯有重罪的信友
與天主及教會修好。只有在實際情況下、或道義上不能這樣做時，才可免除這種告

罪方式。遇此情形，仍可以其他方法獲得修好。 
 
不先行個別告明，不可獲得集體的赦罪，除非： 
 
(a)  死亡的危險為逼近，沒有時間讓一位或多位司鐸，聽每一個懺悔者的告明。 

 
(b)  有重大的需要，比如辦告解的人數眾多，沒有足夠聽告解的神父，可在一段

合理的時間內聽個別告解，導致信友非因自己的過失而長期得不到聖事的恩

寵，或領不到聖體。但若只因懺悔者眾多，而聽告解的司鐸無法應付，例如

在大節日或朝聖時，便不足以構成重大需要。 
 【註 2：參閱《天主教法典》960、961條 1項】45 

 
32. 斷定上述第 31b條所訂的情況是否成立，乃屬教區主教的責任。他對主教團其他團
員所協議的準則加以考慮後，可自行決定那些個案符合需要。 
 【註 3：參閱《天主教法典》961條 2項】46 
 

33. 為有效地得到集體赦罪，信友不但須有適當的意向，同時亦須決意在適當時候告明
現在所不能告的重罪。 

                                                
45 教義聖部，「論聖事性集體赦罪的牧靈準則」（1972，6，16）3條 
46 同上，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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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可能教導信友在接受集體赦罪時，遵行上述要求的事項；即使在死亡危險的情

況中，如果有足夠時間，應在集體赦罪前勸勉每人發痛悔。 
 【註 4：參閱《天主教法典》962條 1、2項】47 
 

34. 以集體赦罪方式獲赦重罪者，一有機會，在領受另一次集體赦罪前，應盡快作個別
告明，有適當理由者除外。又除非在道義上受阻，他們絕對須要在一年內告明己罪，

蓋信友至少一年一次個別向神父告明自己重罪的教規，對他們仍有約束力。 
【參閱信理部 1972年 6月 12日頒佈的「集體赦罪之牧民準則」第七、八條；AAS64
（1972年版）；《天主教法典》963、989條。】48 
 

 集體赦罪的禮節 

35. 在合法的集體告罪和集體赦罪時所行的禮節，與上述集體擧行聖事，但仍個別告罪
及個別赦罪時的禮節相同，除了下述幾點： 
 
(a)  講道後或講道時，該告訴願接受集體赦罪的信友，該有適當的準備，每人應

痛悔己罪，立意不再犯罪，定志補償所立的惡表和貽人的損害，並決定於適

宜時個別告明現在所不能告的重罪49；又該給大家指定應做的補贖，每人若

願意，也可自己加添其他的補贖。 
 

(b)  然後執事，或其他輔禮員，或司鐸自己，請願意領受赦罪的信友，以某種記
號表示自己的請求（如：叩首、下跪、或依照主教團所規定記號），請他們同

念懺悔詞（如：我向全能的天主……），再念對答式禱文，或唱懺悔歌，接著

公念或合唱「天主經」，一如以上 27條所述。 
 

(c)  然後，司鐸呼求聖神赦罪的恩寵，稱揚基督以聖死與復活戰勝了罪惡，並給
懺悔者聖事性的赦罪。 
 

(d)  最後，司鐸如以上 29條所述，請大家感謝天主，但免念結束禱詞，立即祝福
信眾，遣散他們。 

 

                                                
47 同上，6、9條。 
48 同上，7、8條。 
49 參閱同上，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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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懺悔儀式（聖經誦禱） 

 性質與結構 

36. 懺悔儀式是天主子民的集會，為聆聽天主的聖道，藉以喚起人回頭改過，革新生活，
並宣報人類藉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從罪惡中獲得解救的事跡。它的結構普通遵照聖

道禮的結構50，和為集體擧行告解的禮規（第 2章）。 
 
因此，在開始禮（聖歌、問候、禱詞）以後，宜有一篇或數篇聖經選讀，其間宜插

入聖詠或聖歌或默想，並以講道給集合的信友解釋所讀的聖經，及指點如何去實

踐；在誦讀聖經以前或以後，不妨由教父或作家的著作中誦讀一些確能幫助團體及

個人明認己罪，激發真心痛悔、而導致真誠改過遷善的章節。 
 
講道及默想天主聖言以後，宜使信眾以對答式的禱文，或其他易於共念的經文，大

家齊口同心地祈禱。最後，常該接念「天主經」，求我們的天父，「寬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主持集會的司鐸或輔禮念結束禱

詞並遣散群眾。 
 

 重要性與益處 

37. 在信友的觀念上，慎勿將這懺悔儀式與告解聖事相混淆51。這儀式為引入改惡遷

善，淨化心靈是有很大功效的52。擧行懺悔儀式的主要目的如下： 
 
－  為在基督團體內，培育懺悔的精神； 

 
－  幫助信友準備於適當時個別告罪； 

 
－  教育兒童於良心上逐步認識人生活中的罪惡，並且藉基督才能擺脫罪惡； 

 
－  幫助望教者真心皈依。 
 
此外，雖然沒有司鐸給與聖事性的赦罪，懺悔禮儀也是很有益的，因為它能幫助

人激發出於純愛的上等痛悔，使信友因願領受告解聖事而獲得天主的恩寵53。 
 

                                                
50 參閱聖禮部訓令 Inter Aecumenici（1964，9，26）37-39條。 
51 參閱教義聖部「論聖事性集體赦罪的牧靈準則」，10條。 
52 同上。 
53 參閱施譯，《教會訓導文獻選集》，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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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適應不同地區和不同環境的禮節 

 主教團所能作的適應 

38. 主教團為適應本地區的需要，在制定專用禮書時，有權對此告解禮儀作相當的適
應，由教廷認可後，可用於其所屬的地區。因此，主教團可以： 
 
(a)  對於告解聖事的紀律，尤其是有關司鐸職務方面，制定應守的準則； 

 
(b)  對於通常舉行告解聖事的告解亭（參閱第 12條），以及在集體赦罪之前，信

友應表示的懺悔記號，更清楚地規定應守的準則（見以上第 35條）。 
 

(c)  提供適合各民族的習性和語言的譯文，並為信友或聖職員編制新的經文，但
聖事的主要經文須保持完整。 
 

 屬於主教職權的事項 

39. 教區主教有權： 
 
(a)  在自己的教區內監督懺悔聖事的紀律54，也可依照主教團規定的準則，作一

些禮節上的必要適應。 
 

(b)  對教律的指示（參閱 31b 條），以及主教團其他團員所協議的準則加以考慮
後，決定那些情況可准予集體赦罪。55 
【註 6：參閱信理部 1972 年 6 月 12 日頒佈的「集體赦罪之牧民準則」第 5
條；AAS64（1972年版）512頁；《天主教法典》961條 1、2項。】 

 
 聖職人員可行的適應 

40. 司鐸，尤其是堂區主任司鐸可行的適應： 
 
(a)  無論為個人或是為團體，擧行修好禮時，在保持著主要結構，和完整的赦罪

經文條件下，可按照懺悔者具體的情形加以適應。為了牧靈的理由，如有必

要，可省略或增加禮節的某些部份，可選擇讀經及禱詞，並依照主教團規定

的準則，選擇行禮更適宜的地方，以使所行的禮儀更充實，也更有功效。 
 

                                                
54 參閱《教會憲章》26條。 
55 參閱教義聖部「論聖事性集體赦罪的牧靈準則」，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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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年之中有幾次尤其在四旬期，可計劃準備擧行懺悔儀式，請別人也可請在
俗教友幫助，使所選的讀經和經文，以及儀式的程序，都能確實適合團體或

集會者的程度和環境，（譬如：兒童，病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