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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經常領受的聖事只有聖體聖事與修和聖事(又稱和好聖事、告解聖

事)。但是，為許多人來說，修和聖事已經不屬於日常生活了。

今日世界，一方面有最高的科技及全球化經濟，另一方面，人心卻得不到應有的平安

喜樂，只有疏遠的關係。人與自己、別人、大自然、以及天主的關係都疏遠了，生活中充

滿了緊張壓力、剌激、暴力及痛苦。

生活在現代的人們，常有一些心態是需要悔改的。例如：焦慮、無法與人有和諧的人

際關係•••1 這種種矛盾深深地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人的內心不其然會體會到與自己

本性的掙扎、與自己命運的抗爭、與人相處的矛盾，究竟怎樣才能讓內心真正感受到平安

與喜樂呢？

二零零零年元旦日，台北舉行了一次元旦感恩彌撒，講道的魏里仁神父指出，「和好」

是一種生活方式，必須貝有「敬天愛人」的犧牲精神與生活態度。2 
他說：和好不是別的，是在這道曙光(天主的光)來臨之前，重新去改善那被破壞的關係，重

新去燒熱那冰冷的心。因此，本文嘗試從兩個層面探討一下修和聖事與基督徒的關係，分

別是：禮儀生活及日常生活。

2. 天主教會的修和聖事

2.1 修和聖事的本質

2.1.1 罪的出現

天主的一切工程，都是為建立人的尊嚴和人類社團的和平、公義、真誠、

互助和友愛而施行。每當我們的行為或意向與此背道而馳，我們便是在破壞

天主的計劃，便犯了或輕或重的罪過。換句話說，罪是一種倫理上的欠缺。

要是我們從罪人與天主間的關係去觀察，罪就是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在行動及

意向上叛離天主，再不尊天主為父。

又可以說，人是一種生活在關係複雜狀況中的受造物；而罪便是要消滅

這些關係。罪便是人拒絕天主所賜予的愛。罪所指的既是存在於生活的天主

及生活的人的關係，因為人拒絕天主的愛而受到破壞，這表示罪除了影響人

外，也影響天主。3 但是，天主不能忘記自己的子民，因為這些子民是祂以

永恆的愛所揀選出來。因此，天主這份記憶也包容了我們的罪，而基督更藉

著修和聖事使我們重新回到天主的計劃中。

                                                
1 與天主和好――談告解聖事(新版)，詹德隆著，光啟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17。
2 教友生活週刊，2000 年 1 月 9 日，頁 1。



事實上，修和聖事很明顯的是假定罪的存在和罪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很

簡單地將罪形容為缺少愛，以及遠離天主及他人。或者可以這樣說，要是罪

在信友生活中無其重要性，那麼修和聖事也變得毫無意義了。

2.1.1.1 新、舊約

在創世紀的前幾章中，或許對罪的意義解說得最為詳盡。在人

犯罪淪落前，亞當是一切受造物之主，萬物都隸屬於他的管轄，亞

當為所有的野獸命名便是一個明確的證據。

罪破壞了人與世界的關係，也極生動地表現在厄娃身上。她所

受到的影響主要在生育兒女方面。由於罪的後果，她要在痛苦中生

產。

而在新約中，信友的眼光注視著被釘十字架的那一位的形象。

耶穌在去世前不久曾說：「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

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在耶穌右邊被釘的凶犯，聽見了將去

世的救世主的話，就敞開心胸，接受了悔改的恩寵，欣然接納寬恕

的福音，也接受了永遠福樂的保證。基督的例子使我們肯定，阻隔

人與人之間溝通與交談的許多障礙，其實是可以破除的。當我們注

視著被釘的那一位，使我們充滿信心，相信寬恕與修和能成為每天

的生活、每一個文化中的習以為常的事，因此是建立人類和平及未

來的真正機會。

2.1.1.2 教會訓導

在耶穌降生兩千年之後的大禧年中，教會對於「修和」此一具

挑戰性的要求，有了更深刻的體驗。在文化交談這個複雜問題上，

修和的要求也有更重大的意義。交談其實常是困難的，因為戰爭、

衝突、暴力和仇恨等仍深深留存在人們的記憶裡，影響著交談的進

行。為要打破由於互不溝通所造成的障礙，我們應走的道路就是寬

恕與和好之道。許多人以理想幻滅後的現實主義之名，認為這是一

個烏托邦、是太過天真的道路。然而從基督徒的眼光，這是達到和

平的唯一道路。

懷著大禧年中淨化記憶的重要體驗，教宗向基督徒提出一個特

別的要求：成為寬恕與修和的見證人及宣導者。這樣，透過他們積

極向和平的天主祈求，可加速依撒意亞美妙預言的實現，這預言可

應用在世界所有人的身上：「到那天，將有一條大路，由埃及通至

亞述：亞述人要到埃及去，埃及人要到亞述來；埃及和亞述將共同

                                                                                                                                                             
3 《修和聖事》講義，陳繼容，1999，頁 6。



敬拜上主。到那天，以色列將屬第三，聯同埃及和亞述成為大地上

受祝福的，因為萬軍的上主曾這樣祝福說：『我的百姓埃及，我雙

手的工程亞述，我的嗣業以色列，是應受祝福的！』」(依十九 23-
25)。4

2.2 修和聖事的重要性

修和聖事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同天主及弟兄們的友誼共存。我們有能力重新呼喊「阿巴，

父啊！」我們藉著聖事的效能，重新與天主和好如初。而其重要性可分別在基督徒的禮儀

生活及日常生活看出，以下部份將會更深入地討論兩者與修和聖事的關係。

3. 修和聖事與基督徒禮儀生活的關係

事實上，修和聖事可以說是一種重生。告罪者藉此聖事，重新獲得聖洗的恩寵，因此，

教會早期的教父稱和好聖事為「第二次的聖洗」。這種說法，表示誰要領和好聖事，必先領

過聖洗聖事；和好聖事可使人重獲聖洗的神效。5

修和聖事是和團體、和教會和好，有其社會團體的幅度，不只是一件個人與天主的私

事。和好是一個朝拜天主的行為，不只是一個得到寬恕的儀式。現在較強調悔改的過程，

不只看重赦罪的儀式。6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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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告解禮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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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使萬有，無論是地上或

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大顯了祂的仁慈。

在天主教禮儀中，修和聖事是一項整合重整的工程。其實，教會的肢體不免受誘惑，

且屢之不幸地陷於罪惡。(新訂告解禮典，#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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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告解禮典，#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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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會卻以仁愛、榜樣、和

祈禱，幫助他們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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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功德也將利於他人」，所以懺悔也常包括與弟兄的修

和，因為犯罪常使他們受害。(新訂告解禮典，#5)

目前教會內有三種和好聖軌的形式：一種是個別的，第二種是團體式的，包括個別與

司鐸的交談，第三種是團體式的，但無個別告明。i 領受告解聖事，首先該全心歸向天主。

                                                
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二零零一年和平日文告，21。
5 天主教教理，#1422-1433。
6 與天主和好――談告解聖事(新版)，詹德隆著，光啟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17。



(新訂告解禮典，#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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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告解禮典，#6)藉著告解聖事，能重獲已失的生命。(新訂告解禮典，#7)可以說，

修和聖事是基督徒一重要的禮儀生活。

4. 修和聖事與基督徒日常生活的關係

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其信仰的核心，因此，信仰與生活是不能分開的。我們要知道

悔改是天主所給予我們的禮物，因為如果天主不幫助我們，我們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到

這個內心的改變。修和聖事與生活的關係好比是一座冰山，修和聖事是露出水面的部分，

生活是水內的基礎。7

一九八四年教宗在世界主教會議後的《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中就談到這個主題，該

勸諭綜合了世界主教會議中有關此主題的反省結果。教宗的請求基徒徒在日常生活中盡一

切努力來面對現代文化中很明顯的「罪惡感」的危機。但教宗更堅持要再度發現基督慈惠

的奧秘(mysterium pietatis)，天主在他內顯示給我們祂的同情心，以及讓我們完全與祂和好。

我們應透過懺悔聖事重新發現基督的面容，對信友來說，這是「在領洗之後，獲得寬恕及

重罪之赦的正常管道」。世界主教會議談及這個問題時，大家都看到了和好聖事的危機，尤

其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從那時起，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引起危機的原因並沒有消失。

但是在大禧年，我們特別注意懺悔聖事，因此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振奮的訊息，我們不應忽

視，就是：如果許多信友，其中很多是年輕人，已從這個聖事獲得好處。8

5. 「和好二 OOO」的概念

二零零零年，在台灣天主教內有一股「和好二 OOO」圴風吹拂著，這代表著「與自己

和好」、「與他人和好」、「與萬物和好」、「與天主和好」。「和好」表達出「珍惜」與「感恩」：

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與緣份，珍惜與大自然共存關係，珍惜與天主的互動關係；感恩有

一個你，有一個我、有一個他真好，感謝萬物提供我們生存需要的物資與產物。因著珍惜

與感恩，所以我們要與自己、與他人、與萬物、與天主和好；也藉著如此的和好，使我們

更認識自己與他人，更認識萬物與天主。

「和好二 OOO」的概念是台灣天主教會為與天主和好。和好的概念源於舊約。在聖經

舊約時代，人們以每五十年為一禧年(Jubliee)，以一年的時間來慶祝。在這一年當中，一切

沒收的地產應重歸原主，奴隸獲自由，罪債得赦免，土地要休耕，•••。(肋 25:10)

與耶穌基督一起宣佈二 OOO 年是恩慈之年，意味著：履行天主賦予我們的和好職務，

及在團體之間建立這方面的共識. 讓我們想一想：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效法耶穌的和好

行動，祂寬恕罪人、醫治病人、使人與天主和好，得到真正平安。祂接近被遺棄的人，扶

助被剝削的窮人，重視沒有地位的婦女和孩童，使人與人修和。祂也平息風浪，使人與大

                                                
7 與天主和好――談告解聖事(新版)，詹德隆著，光啟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53。
8 2001 年新千年開始



自然和好。

我們可能會問：在我們的生活中、社會裡，有哪些關係需要和好呢？「和好二 OOO」

正正給我們這答案。

「和好二 OOO」LOGO

「和好二 OOO」LOGO 符號的意義：手指印，是代表承諾、簽約。

第一個手指印，是表示「承諾愛惜自己」。它代表我們要重新燃起那冰冷心，更愛惜自

己。

第二個手指印，是表示「承諾疼惜別人」。它代表我們該疼惜別人。

第三個手指印，是表示「承諾珍惜萬物」。它代表我們要敬惜天主、珍惜萬物，因此一

切要在天主內和好。

在「和」字內的光，代表天主 

6. 結語

在梵二制定的「教會在現代世界」憲章中，與會者採用了教宗若望廿三世的觀點，就

是我們該看看時代的徵兆，教會的方法該與廿世紀裡生活上的問題相配合。和好聖事的意

義應得更深一層的了解。我們可以從教會其他各方面的革新去了解；但是修和聖事至今沒

有注意聖經中的重點，沒有注意到在歷史上有關修和禮的發展和演變，更重要的是，沒有

顧及當今信友的生活。

的確，在基督的信仰中，救恩是天主將人自罪惡中解救出來，並使罪人與祂重建親密

的關係。修和聖事是天主將這救恩的恩寵，以聖事性方式賜予人類，使人能再次自由地接

納天主愛情的恩賜，不只是縱面上與天主修和，也與人橫面上重歸於好。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論述修和聖事，「是為每一個人打開道路，特別是那些受極大的罪過所困擾的人，能夠個

別地經驗到天主的仁慈，那比罪更有力量的愛。」9

除非人自己的願意，自己作出真誠的懺悔，並靠天主的恩寵幫助，否則悔改或成義是

沒有可能的。因此，人需要在生活上作一個轉變，捨棄舊有的生活，有時可能受朋友、世

俗環境影響，這時要以另一種新方式去生活，離棄惡習或其他因素。我們做懺悔的行為是

希望和天主之間的關係能修好，我們自己內在的分裂，和別人之間的關係，還有和大自然

環境的關係等，都能更加和諧。10

                                                
9 若望保祿二世，《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13。
10 與天主和好――談告解聖事(新版)，詹德隆著，光啟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49。



最後，我希望用我在「和好二千」網址看到的一段說話作結，詳見下頁。



和好是個恩賜

和好是個恩賜，是來自天主的召叫，

和好不是要忘記過去所遭受的暴力或精神上的創傷。

釋放是和好的先決條件。

和好是有關於真理，和好也不是調解仲裁衝突，

仲裁和調解衝突是重要且必須的，但與和好不一樣。

調解仲裁衝突只是停止暴力。

和好是天主的工程――讓世界在基督內和好，

認出是天主，並非我們任何人能夠帶來和好。

和好就是意會到邪惡和暴力帶給這世界多麼廣及深的痛苦和精神折磨。

我們沒有人可以測度它們在我們身上造成的可怕影響。

我們也無人能估計它會繼續帶給我們人類和團體多大的持續性傷害。

和好是一份來自天主的召叫，

是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成為一個治療者、修和者。

寬恕和忘記常被相提並論，好像忘記可用來證明已經寬恕了，

其實忘記並不是和好經驗的一部份，

和好是 – 用另一種方式來記憶事情，而不是去忘記。

這種記憶最強而有力的圖像，是若望福音第二十章提到的耶穌和門徒多默，

被轉化的身體仍然帶著祂受苦刑及死亡的傷痕。

這些傷痕治癒了多默，這些傷口和疤痕仍然在那裡，

但是卻成為治癒的泉源，它們並沒有被忘記。

和好是一個福傳使命的典範。

我們透過與天主和好的經驗，被召成為修和者及治療者。

教會經由回憶和希望成為修和與治療的場所。

是一個殷勤款待的團體 
提供一個讓人體會到尊嚴和安全感的空間，

好使受傷害的人性得以修復， 
人們和團體可以述說他們的故事、修復他們的事蹟。

是一個述說事實的地方 
在那裡暴力、不正義和壓迫可以被克服，

因為圓滿的修和必須有正義 
沒有圓滿正義的社會，謊言始終有機可乘。

是一個彼此聯繫的地方

把暴力、精神受創的小故事，連成個人和團體的更廣泛的故事，

一個記憶的團體可將這些殘缺不全的故事碎片，編織到團體裡面。

最後能與耶穌的苦難、死亡及復活相連，讓人體驗到復活的力量。

在一個分裂、破碎的世界中，「和好」――是我們跨入第三千年的「福音」。11

                                                
11 摘自台灣「和好二千」官方網址：www.peace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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