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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十節: 我信耶穌，天主的獨生子(論聖母) – 下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CC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LG = Lumen gentium 

DV = Dei verbum,  GS = Gaudium et Spes 

SN = Special notes 

SK = Sze Go Chinese Bible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1 祈禱  

2 行政事頃 

 

 《活在聖傳中》下次聚會: 六月廿三日星期日 9:15-10:45 

a.m.，在 CMCC 隔鄰 St. Vincent de Paul 學校舉行。Edmond

帶領分享 BXVI 著作 Jesus of Nazareth Part I。每次主題獨

立，歡迎到時出席。網址http://crp.cmccbsp.org/lht/index.html 

 

 《生命恩泉》Fr. R. Barron Catholicism，Edmond 帶領分享。

下次聚會 Mon, Jun 17,  8 – 10 p.m. SATCC 土庫，歡迎到時

出席。 

 

 《心靈恩泉茶坊》將於六月廿二日星期六，晚上八時至

十時正，在密西西加救世主堂禮堂舉行，主題是：《願

眾人合而為一》歡迎為福傳攜同未信親友出席。 

 

 Philip Cheung 放假，聚會後點名表請交 Edmond Lo。慕道再

慕道講義及錄音上網：www.crp.cmccbsp.org。歡迎溜灠 E Lo

網誌：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om/ 

 

 

3 Ave Maria  - J.S. Bach - Gounod 
 
 

4 聖母是約櫃 - 天主居所、上智之座 

 舊約中約櫃的傳奇性: 式樣，是天主寶座，人神相遇點，在

以民前開路，攻陷耶里哥，神聖不可干犯。 

 教會傳统視約櫃為聖母預象，存放新誡命，是天主居所、上

智之座。 

 路加如何肯定這看法。 

 若望如何肯定這看法。 

約櫃圖片 

 

出 25:10-22，JBC3:49 

蘇 3，6；撒下 6:1-15 

 

CCC 721，希 9:4 

 

 

SN1 

 

默 11:15ff 

 

 

http://crp.cmccbsp.org/lht/index.html
http://www.crp.cmccbsp.org/
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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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母是約櫃 - 天主居所、上智之座 (…續上) 

 像約櫃，聖母是神聖的。「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

庇廕妳…」。「庇廕」= “episkiazein” (GK)，同字用於舊約

的帳棚和聖殿，以表現天主臨在它們內，現用於聖母身上 

=> 帳棚、聖殿和聖母都指向教會，同是神聖的。所以，聖

母和教會不能分割，前者用人的形象具體表現後者。 

 

 

 

 

路 1:35，出 40:34-35

列上 8:10 

 

 

 

SN2 

5 聖母終身童貞 

 

 如何解釋聖母終身童貞的「疑點」？ 

 

 

SN3 

 

6 為何叫聖母做「天主之母」？ 

 

 尊稱聖母做「天主之母」= 明認基督降生成人，聖言成了血

肉的奧跡。故此，聖教會在厄弗所大公會議(431A.D.)，正式

宣認聖母是「天主之母」(Theotokos)。 

 

 福音中，依撤伯爾也明認她為「吾主的母親」；「主」

即”Kyrios”(GK) = 「天主」；「吾主的母親」= 「天主

之母」。 

 

 

 
CCC 495 
厄弗所大公會議圖

片 

 

 

 

路 1:43，CCC446 

7 敬禮聖母減低了人對天主的尊崇嗎？ 

 

 天主聖意本來就是要讓人透過聖母去接近祂，使能更有効地

領洗祂的恩寵。所以祂選擇了從她的胎中降生成人，也選擇

了讓她做教會的母親。 

 

 她的職份是襄助，就如人也可與天主合作，使救恩廣傳。她

生育撫養救主，也撫養天父子女。 

 

 聖母與天主間不存「競爭」關係，她襄助聖子，這本是天主

聖意。人本來就需要間接地透過一些事物和形象標記去與主

溝通，聖母是各种媒介中最好的，因為她是基督賜給人的礼

物。故此，藉聖母與主溝通，不但不使人遠離天主，反助人

接近天主。在祭台上 in persona Christi 行使感恩祭的神父

也像聖母般是媒介，他與天主間不存「競爭」關係。 

 

 

 

 

迦 4:4，若 19:26 

 

 

S.Hahn, Hail Holy 

Queen, pp. 125-7 

 

 

同上，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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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第十節: 我信耶穌，天主的獨生子(論聖母) – 下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1) 路加採用約櫃形象  

 

路加福音 撒慕爾紀下 

1:39  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

去… 

6:3 人遂將天主的約櫃，從丘陵上的阿彼納

達布家裏抬出… 

1:41 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 亞請安，胎兒就在

她的腹中歡躍。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  

大聲呼喊說… 

6:14-15 同時達味束著細麻的「厄弗得，」

在上主面前盡力跳舞。這樣，達味與以色

列全家大聲歡呼，吹起號筒，將上主的約

櫃迎上來。 

1:43 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我那裡得

來的呢? 

6:9 達味對上主害了怕，心想：「上主的約

櫃如何能進入我那裏﹖」 

1:56 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三個月左右，就

回本家去了。 

6:11 上主的約櫃在加特人敖貝得厄東家

中，存放了三個月，上主祝福了敖貝得厄

東和他的全家。 

 
Source: Bertrand Buby, Mary of Galilee, vol. II, p. 16. 

 

2) 聖母和教會不能分割，前者用人的形象具體表現後者 

 

聖母 教會 

a. 因聖神德能，童貞懷孕 聖神推動慕道者領洗，生超性生命 

b. 是信眾母親(若 19:27) 慈母聖教會是眾教友母親 

c. 基督臨於聖母貽中 基督臨於聖體中 

d. 新厄娃、基督淨配 新厄娃、基督淨配 

e. 聖母的信在教會的信之先，像「海星」

在教會前面照耀。 

宗徒的信在聖母的信之後；教會緊緊跟隨聖

母所踏過的旅途。 
 

 

3) 聖母終身童貞的「疑點」： 

 

a) 「衪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 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

(瑪 1:18) => 瑪利亞和若瑟生耶穌後同居，故不是終身童貞。 

b) 「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

為那在她內 受生的，是出於聖神…」(瑪 1:20) =>瑪利亞是若瑟的妻子，故不是終

身童貞。答：聖經常稱訂了婚女子為「妻子」。- 申 22:23 

c) “He had no relations with her until she bore a son…” (Mt. 1:25) => Joseph had relations 

with Mary after the delivery of her son. 

d) 「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路 2:7) 「頭胎男兒」在猶太文化是一個獨特身份，有

點像中國人的「長子嫡孫」，是一個獨特名銜；故「頭胎男兒」之後不一定有其它

胎。見出 13:2，此法律和風俗預告最終「長子」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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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 子嗎﹖他的母親不是叫瑪利亞，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

若瑟，西滿和猶達嗎? 他的姊妹不是都在 我們這裡嗎﹖」(瑪 13:55) =>耶穌有兄

弟子妹，故瑪利亞不是終身童貞。答：St. Jerome: 猶太文化沒表親，皆稱兄弟姊

妹。參閱若 19:25, 瑪 27:55，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