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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年基督聖體聖血節 彌撒主題 盟約的血 
一、引言： 

1. 字義： 
盟約：人類社會與法律經驗。條約或契約：互相的權利和義務。有平等與不平等條  

約。立約儀式含：雙方宣示守約，將牲畜劈成兩半，並從中間走過去，口念咒語詛

咒可能的毀約者，並建立紀念物做為盟約見證。  

盟約之血：血代表生命、潔淨；盟約之血用來淨化、帶來新生命並作見證。 

2. 寓義： 

信德：為我是什麼得救的道理的基本概念：天主願引人度一種與祂融合的生活。 

愛德：要我做什麼：遵守誡命，吃祂、喝祂、並紀念祂。 

望德：為我有什麼希望罪赦、永生。 

3. 過程： 
盟約的血：是上主同你們訂立的盟約。 

救恩的杯：呼號上主的名。 

我的血肉：為你們為大眾 

基督的血：淨化我們的良心──贖罪與許諾永生。 

4. 結論：盟約的血救恩之杯我的血肉基督的血。 

二、本文： 

1. 三篇經文 
a.出廿四：3~8 這是盟約的血，是上主同你們訂立的盟約。 

   b.詠一一五：13,12~13,15~18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c.谷十四：12~16,22~26 這是我的肉，這是我的血。 

   d.希九：11~15 基督的血能淨化我們的良心。     
2. 讀經一：出廿四：3~8 這是盟約的血，是上主同你們訂立的盟約。 

背景：立約的儀式──應許與訓誡；梅瑟獨自留在山上 

a. 梅瑟下山：傳達：將上主的一切話和誡命陳述給人民全體人民：同

聲回答凡上主所吩咐的我們都要奉行梅瑟：將上主的話都記錄下來。 

b. 立約儀式：築祭壇：立十二根石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獻祭：派了

以色列人民中的一些青年奉獻全燔祭殺牛犢作為獻給上主的和平祭灑血：
一半盛在盆中，另一半灑在祭壇拿起約書來，向民眾宣讀──人民回答：「上主

所吩咐的一切，我們都要順從遵行」梅瑟拿過血來灑在人民身上說：「這就是盟

約之血，是上主根據他的這一切話和你們立的盟約。」 

c. 結論：藉三件事立盟約──天主的話、人民的同意、立約儀式。 

3. 聖詠一一五：13,12~13,15~18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a. 上主：祂：賜我鴻恩我將何以為報我要：舉起救恩的杯呼號上主的

名。 

b. 上主：聖徒的逝世：上主十分珍視我：是上主的僕役和母親同樣侍奉祢

祢：解除了我的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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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要：向祢：獻上讚頌之祭呼求祢的名向上主：在全體子民前還我

許的願。 
d. 結論：我要舉起救恩的杯，向上主獻上感恩的讚頌之祭。 

4. 福音：谷十四：12~16,22~26 這是我的肉，這是我的血。 

背景： 後晚餐──女人以香液傅抹耶穌；穌預言門徒逃散和伯多祿背主  

a. 準備 後晚餐：時間：無酵節的第一天，殺羔羊的前一天門徒來問耶穌：

「你願意我們到那裡去，給你預備逾越節的晚餐」耶穌的回答：「城裡、拿

水罐的人、迎面、跟他、無論」對那ㄧ家主人說：「老師、跟門徒們吃逾越節晚

餐的客廳」他必指給你們樓上一間佈置好的大餐廳，你們就在那為我們準備罷。 

b. 後晚餐：耶穌：拿起餅來、感謝了、把麵餅分開、遞給他們說：「你

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耶穌：又拿起杯來、感謝了、遞給他們他們

都喝了耶穌對他們說：「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的。我實在告訴你

們，直到我在天國喝新酒的那一天，我絕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c. 往橄欖山去(準備逾越)：他們：唱完讚美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了。 

d. 結論：愛的奧蹟──藉餅和葡萄汁，在 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事。 

5. 讀經二：希九：11~15 基督的血能淨化我們的良心 

背景：基督帶著自己的血進入天上聖殿──基督為更好盟約的中保；基督以自己的

血訂立了新約 

a. 基督未來的大司祭：經過了帳幕：更大的更完善的不是人手所造的

進入了至聖所：不是帶著公山羊和牛犢的血而是帶著自己的血完成了永遠

的救贖：只一次進入那裡。 

b. 淨化：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以淨化他們，使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

公山羊和牛犢的血母牛的灰燼耶穌基督：他藉永生的神把自己毫無瑕疵

的獻給天主他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為使我們事

奉生活的天主。 

c. 效果：他：做了新約的中保他的死亡：補贖了人在前約之下所犯的罪

目的：好使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應許的、永恆的產業。 
d. 結論：未來的大司祭基督帶著自己的血進入了至聖所，成了新約的中保，不但

補贖我們的罪還讓我們獲得應許永恆的產業──永生。 
6. 故事： 腳踏車輪 人生的交叉點 所謂老公所謂老婆 與上帝有約 

一生只有兩天 

7. 結論： 

a. 盟約的血：盟約的血救恩之杯我的血肉基督的血 

b. 釋義：上主藉梅瑟以盟約之血，與以民訂立盟約；因此我們要舉起救恩的杯，

向上主獻上感恩的讚頌之祭；耶穌在 後晚餐，為門徒們建立了愛的聖體聖事；

基督帶著自己的血進入了天上聖殿，不但救贖我們，還給我們永生。 

c. 結論：耶穌基督以自己的血肉，為我們建立救贖和永生的聖體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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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輪 The Bicycle Wheel 
常有些造訪隱修院的訪客都會向修會的院長提及一個問題，就是這麼多具有不同出身、才

能和性格的隱修士們如何能夠同住在一個屋簷下並且和諧地工作？ 
院長想了一下，對他們解釋說：「我們就像是腳踏車的輪子，它有：輪框、輪輻、輪轂，

輪框就像是隱修院的圍牆，它只能由外在把我們圈聚在一起，輪輻由外而內接連到輪轂，輪轂

把輪輻一根根聚集，修會的會士就像是這些輪輻，輪轂是耶穌基督，輪框就是我們的隱修院。」 
「你也將注意到在車輪上，愈靠近車轂的地方車輻彼此愈接近，就是一個團體要以基督為

中心。」同樣的方式，在生活中我們要讓基督做我們的中心，我們可以和其他的近人一同成長。 

 
 

人生交叉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吧！一個年輕的日本男孩被迫從軍而與她的未婚妻分手。在分手

前，他們每次約會總約在某棵大樹下見面。 
那男孩因為工作關係，每回總是遲到，每次他遲到的第一句話都是靦腆的說：「對不起，

讓妳久等了！」 
但那女孩總是笑著對他說：「還好，我也沒有到很久！」 
那男生起先以為是真的。後來有一次他準時到，卻故意在一旁等了一個小時才過去。 
沒想到，那女孩一樣露出微笑，說著同樣的話。 
他才知道，不管他遲到多久，她總是為了不讓他尷尬而體貼的騙他。 
後來，他要被派去從軍前，為了怕一去不知幾年、或回來人事已非。便與她約好，回來彼

此如果找不到對方，就記得到這棵大樹下等。 
時光荏苒，20 幾年過去了，那男孩都沒有回來，因為他流落在韓國。曾被炸藥擊中的他，

因昏迷而失去記憶力，直到 10 來年過去了，他才在無意中回復記憶。無奈他已經在韓國娶妻，

而他也相信他的未婚妻應該以為他已死了。 
又過了 5 年，他的韓國妻子去世，他於是帶著一顆忐忑的心回到日本。他想起這段刻骨銘

心的舊情，帶著緬懷的情緒，下飛機的第一天，他就直接驅車前往那顆舊時的大樹下，計程車

飛馳而到。 
他在距離 2 公尺左右的地方下車了，無奈第一眼映入眼簾的卻是繁華喧嚷的商店街。還沒

完全走近，他就心碎了。那裡來的大樹呢?他唯一的記憶也被分割了。 
他站在原地發了一陣子獃，正想該走了吧！又忽然看到不遠地方有個攤販，於是想，買包

煙抽抽也好。 
他走上前，向那位攤販說他要一包煙，那蹲在地上攤販緩緩的抬起頭。兩人目光交會的一

霎那，他看清楚那個擺攤的歐巴桑竟是他昔日的未婚妻，他滿滿的的熱淚頓時無法抑止。 
只有幾秒鐘他就可以整理出答案：她一定是為了怕他回來找不到他，又不知他會什麼時候

回來，於是決定在這個地方擺攤子等他。 
他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他只好依舊輕輕對她說了句：「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沒想到她照樣還是給他一個微笑：「還好，我也沒有到很久！」她溫柔的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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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老公/所謂老婆 
所謂老公： 
老公，就是婚前總是早早赴約，婚後總是遲遲回家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在婚前在你面前像孫子總是百依百順，婚後在你面前像老子總是發號施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只看你的臉蛋是否漂亮，婚後只看你的雙手是否會幹家務活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對你常常發誓，婚後對你常常發火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常替你作事，婚後常叫你做事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向你送玫瑰，婚後向你交工資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對你說十句頂一句，婚後對你說一句頂十句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對你說 你是我的一切 婚後對你說：我是你的一切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在你面前乾淨整潔，婚後在你面前不修邊幅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常常盤問你，婚後又怕被你盤問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對你嘮叨百聽不厭，婚後對你的嘮叨火冒三丈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在你面前海侃胡吹，婚後在你面前沈默不語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總說你美麗，婚後總說別人老婆漂亮的那個人。 
老公，就是婚前與你上街時口袋裏裝滿鈔票，婚後與你上街時口袋裏沒有鈔票的那個人..... 
  
所謂老婆： 
老婆，就是婚前約會每次都遲到，婚後整天不上班好吃懶做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在婚前在你面前溫柔的跟小綿羊似的，婚後在你面前跟母老虎似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在婚前畫的跟天仙似的，婚後就跟你又多了一個老媽一樣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 喜歡要你發誓，婚後成天看你不順眼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那個婚前什麼都不幹，婚後更是天天壓迫你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 喜歡玫瑰，婚後 喜歡珠寶首飾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那個婚前什麼都由她決定，婚後你要是發表意見就跟你瞪眼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對你說：我是因你而美麗，婚後對你說：我的美麗是天生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逛商場從不買東西，婚後不把你肚兜裏的錢花光決不出商場門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從來不想知道你的過去，婚後連你幼稚園的事都問十遍不嫌累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那個婚前在你面前淑女狀，婚後整天跟你說張家長李家短跟大媽似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總說你是 帥的，婚後沒事就拿你和那個超級明星比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婚前成天不想見你、一見你就煩，婚後就是你上個廁所都要向她彙報的那個人。 
老婆，就是那個婚前說一起創業共同奮鬥，婚後成天嫌你錢掙的少的那個人。 
 
哈哈哈……這那是老公和老婆，跟死敵一樣！就這樣結婚幹嗎？其實真正的老公和老婆應該

是： 
無論婚前還是婚後都把對方的缺點當作優點來看的那個人；無論婚前還是婚後，都把自己的缺

點為了對方改正的那個人；無論婚前還是婚後，都用包容和寬容去體會對方的那個人；無論婚

前還是婚後，都真誠的去面對彼此的那個人；無論婚前還是婚後，都深愛對方的那個人；無論

婚前還是婚後都是那個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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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帝有約 
我夢見我與神有一個約會。 

上帝問道：你想採訪我嗎？ 

我說：我想採訪禰，但不知禰是否有時間。 

上帝笑道：我的時間是永恆的。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禰感到人類 奇怪的是什麼？ 

上帝答道： 

他們厭倦童年的生活，急於長大，然後又渴望返老還童。 

他們犧牲自己的健康來換取金錢，然後又犧牲金錢來恢復健康。 

他們對未來充滿憂慮，但卻忘記現在；於是他們既不生活於現在之中，又不生活於未來之中。 

他們活著的時候好像永遠不會死去，但死去的時候又好像從未活過。 

 

上帝握著我的手，我們沈默了片刻。 

 

我又問道：作為長輩，禰有什麼經驗想要告訴子女的？ 

上帝又笑道： 

他們應該知道，不可能取悅於所有的人。 

他們應該知道的只是讓自己被人所愛。 

他們應該知道，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不是擁有什麼東西，而是擁有什麼人。 

他們應該知道，與他人攀比是不好的。 

他們應該知道，富有的人並不擁有最多，而是需要最少的。 

他們應該知道，要在所愛的人身上造成深度的創傷，只要幾秒鐘，但是治癒創傷則要花上好幾

年時間。 

他們應該學會寬恕別人。 

他們應該知道，有些人深深的愛著他們，但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感情。 

他們應該知道，金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卻買不到幸福。 

他們應該知道，得到別人的寬恕是不夠的，他們也應當寬恕自己。 

 

每一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一個人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 

愛護一朵玫瑰，並不是得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學習如何不被它的刺刺傷， 

還有如何不讓自己的刺刺傷心愛的人 

 

很多事情錯過了就沒有了，錯過了就是會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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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有兩天 
 

蘋果公司的創辦人-賈伯斯:一生只要兩天，就擁有了每一天。  

就先從賈伯斯追女朋友講起囉！賈伯斯是誰？他是蘋果公司的創辦人，是世界第一部個人

電腦的發明人之一， 也就是出產 iPhone 公司的老闆。 

話說 1985 年，賈伯斯被自己創立的蘋果公司掃地出門！可以想像當時的打擊有多大，但

是賈伯斯只鬱卒了一下子，很快他就振作起來了。有一天他在一所大學演講，「她」坐在聽眾

席聆聽，賈伯斯被剎到了。  

活動一結束，賈伯斯就去跟「她」聊天，拿到了電話號碼。原本想開口約「她」當天晚上

一起吃晚餐， 可是又正好有個會議要開，只好把快要說出口的話，吞了回去。  

當賈伯斯準備去開車離開? 他問了自己一個「老問題」，這是他每天早上面對鏡子問自己

的一個問題 - 「如果今天是我這輩子的 後一天，我今天要做些什麼？」 

答案出來了，賈伯斯馬上跑回去演講廳找「她」，約去共進晚餐。這位「她」-Laurene Powell
寶兒-現在就是賈伯斯的老婆。  

引述賈伯斯的一段話： 「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人生中面臨重大決定時，所用過 重

要的方法。  

因為幾乎每件事－所有外界期望、所有的名聲、所有對困窘或失敗的恐懼－在面對死亡

時，都消失了，只有 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  

賈伯斯又補充說：「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懼失去的陷阱裡 好的方法。

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理由不能順心而為。」 

我們也靜下心來，問自己「 後一天」這個問題 - 「如果今天是我這輩子的 後一天，

我今天要做些什麼？」  

「第一天」又是什麼呢？當「第一天」入大學讀書，我們對學校、課本、同學充滿好奇心。 

當「第一天」進公司上班，我們謙虛，願意學習，有衝勁-當「第一天」約會，我們小鹿

亂撞，珍惜相處的每一刻。 

當「第一天」晉升職等，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滿腹雄心壯志，要有所作為回想我們做任何

事的「第一天」， 都是我們 有活力的一天。時光不能倒流，但態度可以回轉。  

一生只要兩天，就擁有了每一天。  

用「 後一天」的心情去選擇下一步，我們會更有方向；用「第一天」的態度去做每一件

事，我們會更有活力，更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