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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婚姻，是人類的終生大事，是「天作之合」，是由天主親自建立的關

係，也為教會七聖事之一，至此可知教會對於婚姻的重視程度。 在梵蒂

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1962–1965）有鑑婚姻制度與家庭生活受

到嚴重的挑戰，故依照福音的啟示及人類的經驗，清楚地指出建立婚姻

神學的途徑，並指出了一些新原則：如注重婚姻的「整體性」，強調婚



姻是永恆、不可拆散的盟約，是愛的共融與標記，且是源自於天主的聖

愛的「夫妻之愛」，以及所由愛產生的生命等。這可說是教會改革中，

劃時代的一大步。 教會更於 1969 年 4 月完成新訂《婚姻禮典》標準本

（拉丁文）。這禮書在內容上，不論質與量都比舊禮儀完善得多，也更

隆重、多元。而中文版的《婚姻禮典》也於 1970 年 12 月正式出版，這讓

台灣信友的禮儀與生活不再是兩條平行線，能藉禮儀汲取信仰的泉源與

能量，使其平日生活能活出基督的生命。這是台灣教會婚禮本地化跨出

的第一步。 在整個婚禮彌撒禮儀的設計與規劃上，都在幫助新郎新娘及

其觀禮的親友，使其能瞭解婚姻的神聖性、價值性與重要性。藉著聖道

禮儀中，幫助新人及參禮來賓瞭解天主啟示的婚姻生活中的主要意義，

使其準備好心靈參與；在結婚典禮中，也藉著徵詢禮、同意禮、交換信

物等隆重、公開的誓詞與儀式，讓新郎新娘能夠成為「有效、合法」的

夫妻。 本研究中，最重要、最具貢獻的部份是「第四章：中文《禮典》

的本地化要素與建議」，當中綜合文本與問卷調查資料的彙整與分析，

是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部份。 在第四章中，首先分析目前婚禮在禮儀用

語、禮儀行動上的本地特色，接著進行婚禮本地化建議，彙整結果有：

加強父母在婚禮中的角色及「家族傳承」的表達，在新人的座位的安排

上也建議依其個人意願、聖堂環境進行安排；加入「拜祖先」的禮儀，

最後也建議主教團能夠為台灣的民情撰寫專屬於台灣教會的「婚禮專用

感恩經」，如此將有助於台灣地區婚禮本地化的更新與落實。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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