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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件圣事

朝圣⾏

引⾔:在圣⺟⼭洞前开始:
来到圣⺟前.她是信仰的⼥⼈

1. 念三钟经.

2. 念⼀端玫瑰经.

3. 结束祷⽂.

⾏动：触摸圣⺟⼭⽯头：

全体按着⽯头说："噢！⺟亲，帮助⼩信德的我"（3x）

开始前进第⼀处（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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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与更新我们的圣洗圣事
接受信仰的种⼦

需要准备事项

1. 静默 ̸ 进⼊祈祷状态

2. 投影基督的⾯容

3. 投影耶稣说了什么

4. 乳⾹粒

5. ⽔壶 ̸ ⽑⼱ ̸ 蜡烛 ̸ 圣化圣油

1. 基督说了什么?

 耶稣受洗後，⽴时从⽔⾥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天主圣神有如鸽⼦降下，

到他上⾯；⼜有声⾳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玛 3：16-17）

 耶稣对他们说："我饮的爵，你们必要饮；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 10：
39）

 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分。"（若 13：8b）

2. 请记住你的圣洗圣事：

a）在⼊⼝处 ……曾经不是⼦⺠，如今是天主⼦⺠ ……请画⼗字圣号

b) 在圣洗池……在祭台前……牢记与回忆……

侯洗油划在胸前……⽔倒在前额（因⽗，及⼦及圣神）….."我所喜悦的⼉⼦ ̸ ⼥⼉

"……

圣化圣油……画在前额……敷油与被派遣……点燃蜡烛……接受基督之光…….照顾它，
保护它。

3．更新我们的圣洗圣事

你是否接受了你的圣洗圣事加⼊了天主教会？
你是否愿意细⼼栽培种在你内的信仰种⼦？
如果你的答案"是"就接受基督为主与救主
请回应"成为我主。成为我天主"

⾏动：接受信仰的种⼦：接受信仰的种⼦。信任你並托付给你。在你⼿中仔细的保存它….领受与
保存你所领受的恩宠。直到最后。

回应："主耶稣！请教导我去保存这信仰的礼物。"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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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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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与更新我们的坚振圣事
回忆被派遣的神恩

需要准备事项

1.a)⼀瓶圣化圣油在点燃油灯旁只供展⽰

b)两碗尚未祝圣之油（象征我们的付油）

2.投影机显⽰，耶稣说了什么

1. 耶稣说了什么？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除⾮由⽔和圣神⽽⽣，不能进天主的国：由⾁⽣的
属于⾁，由神⽣的属于神。"（若 3：5-6）

 我给你们⼀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

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徒。（若 13：34-35）

 吃完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西满，你⽐他们更爱我吗？"（暂停）

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暂停）

耶稣第⼆次⼜问他说："若望的⼉⼦西满，你爱我吗？"（暂停）

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群。"（暂停）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西满，你爱我吗？"（暂停）

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切你都知
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群。"（若 21：15-17）

2. 请记住你的坚振圣事：

a) 那⼀年领受坚振圣事？描述当时的情况，你和同学们肃⽴在主教⾯前，你的代⽗⺟是哪
位？你选了哪个圣名？记住那敷在你额头上的油。

b) 坚振圣事是在哪间圣堂举⾏？…..那⾥的团体…..请回忆当天你接触过的脸孔

c) 主教与本堂神⽗呼求圣神…..他们向领受坚振圣事者伸出双⼿…..你被派遣去成为福⾳的⻅
证⼈。

d) 现在你跪在主教⾯前，代⽗⺟的右⼿放在你的右肩上。主教（哪位主教）⽤圣化圣油在
你的额头上敷油…..聆听主教的⾔词："（XX）,请领受天恩圣神。"

e) 然後主教注视着你的眼睛，把⼿放在你的肩上说："祝你平安。"

3. 更新我们的坚振圣事

你愿意在耶稣基督内成为⼀位成年⼈吗？你愿意聆听，顺服以及被圣神所引领吗？你是活⼒

教会的活⽯。你被召叫，派遣成为⻅证⼈去爱，宽恕和度新⽣活。你被召叫成为司祭（⼀位

祈祷的⼈）；成为先知（福⾳传递者）；和牧者—谦卑的君王（⼀位以爱来服务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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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回溯你领受圣化圣油：恭敬的在⾃⼰额上画上圣油说：

"在基督内，我是司祭，先知与牧者。"（3x）
（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三˴重新发现与更新我们的和好圣事
重新承认我的罪愆与恩宠在⼯作

需要准备事项

1. 投影机：耶稣说

2. 投影机：痛苦五端奥迹

3. 空⽩纸张（写或讲）

4. 燃烧中⽕炉

5. ⼤⼗字架为朝拜

6. 司铎（集体告解）

1. 耶稣说了什么？

 耶稣转⾝向它们说："耶路撒冷⼥⼦！你们不要哭我，但应哭你们⾃⼰及你们的⼦⼥。"
（路 23：28）

 倘若谁恼怒⾃⼰的兄弟或姐妹….谁侮辱⾃⼰的兄弟或姐妹….谁诋毁⾃⼰的兄弟或姐妹该
当投⼊⽕中。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

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

（玛 5：23-24）

2. 请记住我们的和好圣事：

a) 静默，让天主的光照耀你。让他指出你的罪恶。

≥⼭园中的焦虑："你不能与我醒悟⼀个时⾠吗？祈祷吧…免陷于诱惑。"(你和

天主⼀起祈祷让祂的计划实现⼜或者寻求⾃⾝的旨意呢？

≥在⽯柱前被鞭打："因着我的伤痕，你们已获得痊愈。"（你是为了别⼈变得更好⽽受苦
或是你寻求⾃⼰的安逸呢？）

≥头戴茨冠："请看，这是你的君王，你的主。"（你有把⾃⼰视为仆役君王，

服务与为他⼈洗脚⼜或者统治主导他⼈呢？）

≥ 背⼗字架上⼭："凡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

是轻省的。"（你是否意识到牺牲与⾛更⻓远的路来执⾏天主的旨意⼜或者你

以偷⼯减料，捷径及避免⼗字架呢？）

≥ 被钉在⼗字架上死："⽗啊！宽恕他们吧！因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我来

是使你们获得⽣命。"（你是否宽恕，为伤害你的⼈祈祷⼜或者寻找报复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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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时机回以颜⾊？

b) 写下你所犯的罪愆，在祭台前烧掉它。

c) 集体悔罪

d) 神⽗为在场信友赦罪：悔罪经。（保持静默）

3. 更新我们的和好圣事

⾏动：朝拜⼗字圣架（在⼗字架前，肃静，放轻松，深呼吸感受爱的流畅，宽恕和治愈

如你想象的基督的⾎洗净你。）

回应：⽗啊！我得罪了禰和天与地 （3x）

（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四、更新我们的圣召
重新回到盟约

1.发现我们的召叫透过亚巴郎⻢斯洛的价值层次

超越 成熟成年⼈

寻找⾃我履⾏， ⾃我实现 家庭中男⼈ ̷

成就，美丽， 形象需求 ⼥⼈

须知裕了解 ⼯作⻘年将

实现需求（欲达到） 优先考虑

归宿 ̸ 爱需求（被接受） ⻘年 ̷ ⻘少年

安全需求（免于危险） 童年

⼼理需求（舒适感） 婴⼉期

a)你处在哪个阶段？你⽬前的需求是什么？

b)你接受你的层次吗？你了解发⽣了什么吗？

2.让我看⼀看⾃⼰：我回应圣召的⽅式

a)你是领受者或施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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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你知道你在哪⼀个阶段吗？以及你所要朝向的终点？

c) "及⾄那圆满的⼀来到，局部的就必要消失。当我是孩⼦的时候，说话像孩⼦，看

事像孩⼦，思想像孩⼦；⼏时我⼀成了⼈，就把孩⼦的事丢弃了。(格前 13:10-11)

3.更新我们曾经被召叫 归属

a)⼉童：你接受你的家庭吗？你是否⼼怀感恩及珍惜⼀切发⽣于你还是你抱怨並与其他家⼈⽐
较你拥有的东西？向天⽗说"谢谢"因禰为我准备的家庭成员。

b)⻘年⼈与单⾝者：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你所领受的祝福？你满意吗或是处在不满中？你是否
为天主及家⼈及他⼈善⽤这些恩赐呢？他⼈如何看待你，是⼀份祝福或是排斥？

c)组织家庭者：你是被召去⻅证夫妇的爱情及家庭⽣活的⼒量？你分享的那份爱在牺牲，信任
及忠信中找到。更新这份爱透过宽恕你的配偶及再度承诺去珍惜对⽅。你是否已预备好将你

⾃⼰再度承诺去珍惜祭去爱；承认各⾃的需要以及各⾃的优点？男⼠们，你们被召成为家庭

中的男⼈，成为丈夫与⽗亲以及⼀家之主；同时⼥⼠们，你是相乘的助⼿，陪伴者及妻

⼦，成为⺟亲及美化家庭者：这是上主设计的家庭。你是否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被动的去

建⽴你的家庭呢？

d) 单亲家庭：亲爱的独⾝者及单亲⽗⺟。你或许因机缘选择了这条路⼜或者因情况和环境。
你是否接受你的情况同时你是否准备好喜乐的去⽣活及建⽴⼩团体，不抱怨及在我⽣命中

出现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你是否准备好以喜乐，以单⾝服侍及单亲去光荣天主呢？

⾏动：在祭台前献上你⾃⼰。接纳我⾃⼰，每⼀个⼈及在盟约中的天主？把你的⼿掌放在祭台上，

说：噢！在盟约中的上主，我在这⾥为承⾏禰的旨意。（3x）

（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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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新发现与更新我们的健康
祈求宽恕与内在治愈

需要准备事项

1. 病⼈油

2. 播放痛苦奥迹的画像

1.圣歌选唱（如⿅切慕溪⽔）
简介：当我们要探寻内在旅程，偶尔我们遇⻅天主及我们当中很多没有看⻅祂。
当多重伤害时，的确很难看⻅天主。我们背负着这些伤害从出⽣到现在。让主医治我们。让我

们注视着祂，因祂知道我们的苦楚。

告解及内在治愈是有差别的。因罪恶所留下的伤痕仍然存在，伤害与伤痛不会被忘记。让耶稣
看看你的伤痛；让耶稣释放你。（静默与了解）

1.如同⿅切慕着溪⽔，我⼼灵正渴想你

唯有你是我⼼所依，我渴切来朝拜你

2.我需要你胜于⾦银，只有你能满⾜我

你就是赐福乐真神，是我眼中的瞳⼈

3.愿做我良友亲弟兄，纵然你贵为君王

我爱你过于爱别⼈，更远胜于任何事

副歌：你才是我⼒量盾牌，我灵单单愿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所依

我渴切来朝拜。

2.透过痛苦奥迹來默想？
2.1耶稣祈在⼭园祈祷（背叛的体验）
耶稣说：我的⻔徒，我的朋友，他们都舍弃了我，他们逃跑了。你曾经经历背叛。离你最近的⼈

令你失望正当你需要他们时。独⾃⼀⼈，⽆⼈陪伴。很多事情要处理，压⼒何等沉重。他们去了

那⾥。（把那些背叛你的名字写下来）

说："我原谅你。耶稣请治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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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耶稣被鞭笞（暴⼒与侵犯的体验）
耶稣说：他们鞭打我。他们毁了我的⾝体。他们也在找寻我的灵魂。你曾经被侵犯与施暴。他们
不聆听你的解释，你的辩护不带给你解释的机会。他们诽谤，污蔑，⾔语攻击，在你⾝上占便宜。

他们鞭打我，把我的躯体撕裂给你。因我的鞭笞，你获得痊愈。（把那些伤害者的名字写下来）

说："我原谅你。耶稣请治愈我。"

2.3头带茨冠（精神轰炸的体验）
耶稣说：他们把痛苦与残酷的图像注⼊我的脑海。我不会忘记我⼦⺠的痛苦和眼泪。你脑海被⽆
法忘怀的记忆充满。你处在困难中，你⽆法安眠。你⼼中没有平安。注视着我，我的轭是轻松的，

我的担⼦是轻省的。把你的痛苦交给我，我把平安赐给你。不要害怕。（把那往事交给主）说："
我原谅他们，耶稣请治愈我。"

2.4背起⼗字架（重担与负债的体验）
耶稣说：他们强迫我背⼀颗树，你的罪恶及全世界的罪恶。
你现在背负的是什么？家庭问题，破裂关系，财务问题，负债累累，啃死猫及背⿊锅？你那沉重，
⽆助和丧⼼病狂。你没有救援和解决问题的⽅案。基肋乃⼈西满与我在⼀起。我愿意和你⼀起背，

你愿意吗？凡负重担和劳苦的都到我这⾥来，我要使你安息。（把你的重担交给主）说："我宽恕
那把事情搞砸的我，耶稣请帮助我。"

2.5被钉死在⼗字架上（屈辱的体验）
耶稣说：他们把我挂在⼗字架上，他们剥去我的⾐裳。他们看着我的羞耻。

你曾被羞辱过。你很⽣⽓，不满和尝到他们的毒液。你的美名，你的名誉，你的尊严与骄傲都丢

了。他们对你冷嘲热讽。他们把层层的羞辱叠在你头上。他们把你赚的少许都剥夺去。之後他们

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我只说："⽗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说："我宽恕
他们（名字）。耶稣请治愈我。"

3.⾏动：让过去的过去吧！
列出⼀项你⾸要寻求医治的。和司铎说："我渴望…."请接受病⼈敷油。

（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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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新发现与更新主在圣体圣事内（与基督相遇）

需要准备事项

1. 准备祭台为明供圣体

2. 圣体光

3. 五颜六⾊的蜡烛

4. 草席与椅⼦

1.来到主跟前

聆听圣⾔：
静默与了解

到我跟前来，负重担和劳苦的、

祝你平安，是我，不要害怕

2.感恩。唱：讚美我上主，并歌颂他的名，讚美我上主，他复活我⽣命。X5

3.圣体·降福：唱：祂是主，祂是主，祂是勝過死亡⼜復活的主；萬膝當跪拜，萬⼝當
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4.肃静的离开圣体室。

⾏动：到圣体室去朝拜圣体

（唱:耶稣 x3,天⽗ x3，圣神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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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新发现与更新我们的召叫与使命
派遣成为光与希望

需要准备事项

1. 复活蜡

2. 洒圣⽔容器在重新宣发圣洗圣事

3. 乳⾹与蜡烛

弥撒：与天主相遇因祂召叫˴喂养与派遣我们

1. 进堂：将⾃⼰献上从⼿中握住的乳⾹放进⽕炉中。
2. 忏悔：跪下默祷 ̷ 接着"上主求你垂怜"
3. 圣⾔礼仪：宣读圣⾔。
4. 重发领洗誓⾔：点燃蜡烛，圣歌（我看⻅⽔由圣殿流出），洒圣⽔。
5. 领圣体後：重燃蜡烛，派遣祈祷⽂，圣歌（我的灯需要油）
6. 派遣礼："你被派遣成为希望之光，在你的家庭，邻⾥和所接触的⼈。
去宣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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