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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聖節 
 
太陽，月亮，樹木，花草，老鷹，麻雀，...它們只能互相依存，好
能互補不足。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 因為
上主一命，它們立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 請讚美他! 
因為上主一命，它們立刻受造。 
 
進堂詠 
今天我們尊敬所有聖人，讓我們在主內歡欣；天使也為這慶節而喜樂，
並與我們同聲讚頌天主聖子。 
 
讀經一（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

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 
恭讀默示錄 7:2-4, 9-14 

我，若望，看見了另一位天使，從太陽東升之處上來，拿著永生
天主的印，大聲向那獲得授權，能傷害大地和海洋的四位天使呼喊，
說：「你們不可傷害大地、海洋和樹木，等我們在我們天主的眾僕人
額上，先蓋上印。」以後，我聽見蓋了印的數目：在以色列子孫各支
派中，蓋了印的，共有十四萬四千。 

在這些事以後，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
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大聲呼喊說：「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
我們的天主，並來自羔羊！」 

於是，所有站在寶座、長老和那四個活物周圍的天使，在寶座前，
俯伏於地，朝拜天主，說：「阿們。願讚頌、光榮、智慧、稱謝、尊
威、權能和勇毅，全歸於我們的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們。」 

長老之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人是誰？他們是從那
裡來的？」 

我回答他說：「我主，你知道。」 
於是，他告訴我說：「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曾在羔羊

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4:1-2, 3-4, 5-6 
【答】：上主，這樣的人，才可尋求你的儀容。（參閱詠24:6） 
領：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答】 
領：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是那手潔心清、不

慕虛幻的人，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答】 
領：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及拯救者天主的報酬。這樣的人，是尋求

上主的苗裔，是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答】 
 

讀經二（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 
恭讀聖若望一書 3:1-3 
親愛的諸位：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子女，而且
我們也真是如此。世界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為不認識父。 

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
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天主，因為我們要
看見他實在怎樣。 

所以，凡對天主懷著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就如那一位是聖潔
的一樣。——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12 

那時候，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
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

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上主的話。 
 
領主後經 
天主，唯一神聖的天主，我們欽崇你，因為你在諸聖身上，顯示了你
的奇妙救恩；求你廣施恩寵，使我們在你圓滿的愛裡，日臻聖善；並
求你使我們，藉所領受天路行糧的助佑，安抵天鄉，參與永恆的盛宴。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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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八端   
                                                                      林思川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山中聖訓的「真福八端」，就形式而言，是一種祝福的願望；就

內容而言，則是進入天國的條件。這段話是對一切人說的，並非僅對
某些特別虔誠者。這段講話是許諾，同時也是呼籲和要求。 

這段經文顯示，「貧窮的人、哀慟的人、飢餓的人」得到許諾，
他們將「分享天主的國，進入天主的新世界」。但是，這並非僅是指
社會或經濟上的族群，而更是指那些知道並承認自己在天主前是一無
所有、一無所能、只能夠完全依靠天主的人。除了這些貧窮弱小者之
外，天國也許諾給那些為了耶穌的緣故，而遭受辱罵、迫害、與毀謗
的人。這些人是有福的，並非只是因為他們貧窮或遭受迫害；他們之
所以是有福的，是因為他們接受貧窮與迫害，因此而感到喜樂，因為
他們相信這一切使他們和基督相似，因為他們相信，在軟弱中，他們
真正經驗到天主的大能。 
 
 
 

諸聖節：造就聖人的精髓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諸聖節的福音章節，在我看來，呈現了耶穌訊息的核心，就是

「真福八端」。當我們思量一下宣報這八端真福的地點和方式，其意
義已經彰顯出來。 
  我們在湖邊，在那至今仍被稱為「真福山」的上面。那裡有著特
別美麗的景象：往前看去，整個革乃撒勒湖盡收眼底，往左是戈蘭高
地，往右是通向納匝肋的開闊的鴿谷。大批群眾聚集在那裡，耶穌開
始對群眾宣講，特別是對祂的門徒們宣講，因為他們將來要把他們師
傅的教導傳遍世界。 
  這整個場景讓我們想起另一個與猶太人民信仰基礎有關的場景：
那時候，在另一座山上，也就是西乃山上，天主藉著梅瑟向人民傳達
十條誡命，指給他們在個人生活中及社會裡獲得快樂生活的道路。而
今，天主藉著祂的聖子耶穌基督，給了另一個指路的標記，不再以禁
止的形式，而是以許諾的形式。遵守天主之道的人是有福的。其實天
主並沒有廢止十誡，反而予以加強。 
  第五誡警告說：「你不可殺人。」耶穌更清晰地說：「不使用暴
力的人是有福的，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光是在行為上「不殺

人」還不夠，因為這取決於內心深處的態度問題。「憐憫人的人是有
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第七誡禁止偷盜。每個人在心裡都明白，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
的。只要我們的良心還沒有被泯滅，它自然會告訴我們。然而耶穌更
進一步，祂稱「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當他們看到不義時，
會怒火中燒；當正義被侵犯時，他們決不會視若無睹。「不偷盜」很
好；但若把精力傾注於在人間創造更多正義，那會更好。 
  第六誡禁止姦淫；第九和第十誡勸人不要貪婪，不要「妄羨」他
人的妻子或財物。耶穌則非常直截了當，祂追根尋源地指出錯誤慾望
的出處，並說：「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從根基由下而上「正直」的人是快樂、有福的，他們的心已經滿
全而又良善。第一和第九條真福指出，我們的心仍有機會被「修
復」。在天主前貧窮，也就是「神貧」，會讓我們有福，並得進天
國。同時，承受不義之苦，比犯下不義要好；為耶穌的緣故被辱罵和
蒙羞，總比使別人被辱罵和蒙羞要好！誰若願意在這條路上與耶穌同
行，誰就會在當下經歷到喜樂，在將來獲得「在天上的豐厚賞報。」 
  教會在今天所敬禮的「諸聖們」，有的家喻戶曉，有更多的卻鮮
為人知，惟有天主記得他們。然而他們全都擁有真福八端的「精
髓」，他們的善行值得我們每個人效法學習。 
 
反省與實踐: 
1. 宗教與政治該不該切割清楚？為國家服務與為天主服務能不能並

行？我們的看法是什麼？ 
2. 耶穌教導門徒們要服從世俗的統治，但祂也言明人只能朝拜天

主。反省一下，我們將自己、自己的心、自己的生活全部獻給哪
一位呢？ 

3. 繳稅是公民的義務，身為天國的子民，我們該用什麼方式、何種
行動將天主的稅幣歸還給天主呢？ 

 
禱文： 
1. 請為傳教士們的福傳工作祈禱。傳教士們接受天主的召叫，到各地

傳播福音。祈求天主恩佑他們很快適應不同地區的語言、文化、氣
候與生活習慣，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使他們的福傳工作平安順利進
行。 

2. 請為飽受天災之苦的人民祈禱。天災頻傳，祈求天主憐憫因天災而
失去親友、財產的居民們，尤其是孤苦無依的窮人，讓他們能夠得
到當地政府合理的照顧與外界各項的援助，幫助他們重建家園、恢
復正常的生活。 

3. 請為所有信仰基督的人祈禱。真誠信仰基督的人常被認為是愚妄
的，信德備受考驗。祈求天主增強所有信仰基督的人的信德，在苦
難中仍能與被釘的耶穌密切結合，全心依靠上主，活出福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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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諸聖相通 
教會在每年十一月一日慶祝「諸聖節」，讓我們想起天上的教會

和旅途中的教會之間的彼此相通和共融。我們一方面祈求聖人為我
們轉禱，亦渴望能夠成為天主自由光榮的子女，最終進入諸聖的行
列，因為教會相信「所有人都被召叫成聖」（參教理 826）。 

在早期教會，信眾會在殉道者殉難的日子、地點慶祝他們「成聖」
的榮耀，而到了第四世紀左右，便開始在五月十三日或聖神降臨節
後的第一個週日，慶祝「諸殉道聖人節」。到了公元 610 年，教宗
玻尼法四世更將羅馬的萬神殿改變為「聖母與諸殉道者教堂」，把
節日的名稱改為「諸聖節」。在公元 835 年，教宗聖額我略四世將
慶祝的日子改為每年的十一月一日，並推廣至整個西方教會。 

在今日的讀經一中，聖若望描述人類理想的結局：「我看見在以
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共有十四萬四千。他們來自各邦國、
各支派、各語言的，他們都經過大災難，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朝
拜天主」。若望所描述的就是那些得到勝利、完成成聖任務的聖人，
他們獲享永生的真福。這圖像預示了我們人類的終向：在教會的行
列中，信友緊隨基督，以生命作見證，直至永生。 

聖詠作者也讚美在上主前蒙福的人：就是那些手潔心清、不慕虛
幻、不行欺騙的人，他們完滿承行天主的旨意，成為享見天主聖容
的聖者。 

教會傳統上除了紀念那些殉道者外，亦會冊封一些信徒為聖人，
以宣布他們曾忠於天主的恩寵、英勇地修德行善。教會藉紀念殉道
者及其他聖人，就是在他們身上「宣揚基督的逾越奧跡」；他們
「曾與基督同受苦難、同享光榮」，教會表揚他們的芳表典範，以
吸引信眾通過基督，歸向天父，同時亦藉著他們的功績和代禱，求
得天主的恩惠。（參教理 1173） 

梵二大公會議更清晰地敦促教友的成聖使命：信徒藉著信仰的洗
禮，領受聖神的印證，真實成為天主的子女，同屬於天主，所以真
是聖徒。為此，我們必要正視天主創造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成聖，
邁向愛德的成全境界。信友們要按照基督的恩賜，步武基督，反映
基督的肖像，在一切事上服從天主的聖意，獻身於光榮天主及服務
他人，達致圓滿結局。(參教會憲章 40) 

諸聖節提醒我們：旅途中的敎會與天朝聖人之間的相通共融 ：
我們紀念天上的神聖，不僅是以他們作模範，而是藉著實行手足之
愛，加強整個教會在聖神內的團結。因為當我們與聖人接近時，我
們亦更接近基督的生命和光明。同時我們也不會忘記為亡者祈禱，
盼望他們早日進入與基督和諸聖的圓滿共融之中。 

教理指出「諸聖的相通」包含著兩種緊密相連的意義：「神聖事
物 (sancta)的共享」和「聖人們 (sancti)之間的共融」，而在教
會中最「神聖的事物」首推基督的體血，的確基督的體血滋養著每
位信友，並使我們在聖神內共融合一，好能將這共融通傳給世界，
全人類（包括生者死者）的團結就是建基於諸聖的相通當中。在這
團結中，天上教會與我們之間存著一份恒久的維繫，並互相交流美
好的事物，每個人的聖德都能令他人受惠。 

不容置疑，我們的教會是由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治理，她所領受的
一切益處須成為共同的資產，所有信友組成一個身體，彼此分享所
有。基督是這身體的元首，祂將救贖的功勞通傳給所有肢體，而這
種傳遞是透過教會的聖事而進行的。（參教理 947,948） 

今天福音講述的真福八端，正是信徒生活行為的楷模和態度。默
想真福、履行真福是基督徒每天的職分：人類幸福的指標，不在於
地上的財寶、榮華富貴；而是跟隨基督、肖似祂的聖德，為天國的
臨現而努力。我們在塵世的旅途中修德成聖，的確荊棘滿途。但仰
望天主特選的諸聖，他們中不乏小孩、青年、昔日在世上時，也像
我們般軟弱，但現在他們已安抵天鄉，這正好激勵我們勉力效法他
們，在成聖的路上邁進。 
 
生活反思／實踐： 
1. 誰是你的主保聖人，你會視他／她為「完成旅途任務的典範」嗎？

你對聖人的「成聖」經驗有甚麼感受？你常邀請他／她為你代禱
嗎？ 

2. 現今政局，有基督徒因為明認信仰而受到迫害/甚或犧牲生命，
當你面對類似情況：宣認信仰而有生命危險時，你會如何取捨？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真福八端     

 
 釋義 
山中聖訓的「真福八端」，就形式而言，是一種祝福的願

望；就內容而言，則是進入天國的條件。這段話是對一切人說
的，並非僅對某些特別虔誠者。這段講話是許諾，同時也是呼籲
和要求。 

這段經文顯示，「貧窮的人、哀慟的人、飢餓的人」得到許
諾，他們將「分享天主的國，進入天主的新世界」。但是，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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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是指社會或經濟上的族群，而更是指那些知道並承認自己在
天主前是一無所有、一無所能、只能夠完全依靠天主的人。除了
這些貧窮弱小者之外，天國也許諾給那些為了耶穌的緣故，而遭
受辱罵、迫害、與毀謗的人。這些人是有福的，並非只是因為他
們貧窮或遭受迫害；他們之所以是有福的，是因為他們接受貧窮
與迫害，因此而感到喜樂，因為他們相信這一切使他們和基督相
似，因為他們相信，在軟弱中，他們真正經驗到天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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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vember 2020  All Saints Day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Let us all rejoice in the Lord, as we celebrate the feast day in honour of all 

the Saints, at whose festival the Angels rejoice and praise the Son of God. 
 

First Reading     Apoc 7:2-4,9-14 

A reading from the Apocalypse 
I saw a huge number, impossible to count, of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race, 

tribe and language. 

I, John, saw another angel rising where the sun rises, carrying the seal of the 

living God; he called in a powerful voice to the four angels whose duty was to 
devastate land and sea, ‘Wait before you do any damage on land or at sea or to 

the trees, until we have put the seal on the foreheads of the servants of our God.’ 

Then I heard how many were sealed: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out of 
all the tribes of Israel. 

After that I saw a huge number, impossible to count, of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race, tribe and language; they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throne and in 

front of the Lamb, dressed in white robes and holding palms in their hands. They 
shouted aloud, ‘Victory to our God,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 

And all the angels who were standing in a circle round the throne, surrounding 

the elders and the four animals, prostrated themselves before the throne, and 
touched the ground with their foreheads, worshipping God with these words, 

‘Amen. Praise and glory and wisdom and thanksgiving and honour and power 

and strength to our God for ever and ever. Amen.’ 
One of the elders then spoke, and asked me, ‘Do you know who these people 

are, dressed in white robes, and where they have come from?’ I answered him, 

‘You can tell me, my lord.’ Then he said,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through the great persecution, and they have washed their robes white again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23(24):1-6 

R. Lord, this is the people that longs to see your face. 

1. The Lord’s is the earth and its fullness,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It is he 

who set it on the seas; on the waters he made it firm. R 
2.  Who shall climb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Who shall stand in his holy place? 

The man with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 who desires not worthless things.R 

3.  He shall receive blessings from the Lord and reward from the God who saves 

him. Such are the men who seek him, seek the face of the God of Jacob.R 

Second Reading    1 John 3:1-3 

A reading from the first letter of St John 
We shall be like God because we shall see him as he really is. 

Think of the love that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by letting us be called 

God’s children;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Because the world refused to 

acknowledge him, therefore it does not acknowledge us. My dear people, we are 
already the children of God but what we are to be in the future has not yet been 

revealed; all we know is, that when it is revealed we shall be like him because we 

shall see him as he really is Surely everyone who entertains this hope must purify 
himself, must try to be as pure as Chris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Mt11:28 

Come to me, all you that labour and are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says 

the Lord. 

Alleluia! 

  
Gospel    Mt 5:1-12a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How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 

Seeing the crowds, Jesus went up the hill. There he sat down and was joined 
by his disciples. Then he began to speak. This is what he taught them: 

‘How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ppy the gentle: 

    they shall have the earth for their heritage. 

Happy those who mourn: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Happy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what is right: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Happy the merciful: 
    they shall have mercy shown them. 

Happy the pure in heart: 

    they shall see God. 
Happy the peacemakers: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Happy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in the cause of right: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ppy are you when people abuse you and persecute you and speak all kinds 

of calumny against you on my account. Rejoice and be glad, for 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in heaven.’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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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after Communion 
May your Sacraments, O Lord, we pray, perfect in us what lies within them, that 

what we now celebrate in signs we may one day possess in truth.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