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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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節: 我信聖而公教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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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後點名表照常交 Philip Cheung。 

 講義及錄音上網，網址：www.crp.cmccbsp.org。 

 由 Edmond Lo 帶領，每月一次分享 Fr. Robert Baron 

Catholicism DVD 的聚會，將於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八時至

十時，在生命恩泉舉行，歡迎教友和非教友參加。生命恩泉

地址：9033 Leslie Street, Unit 9 (2nd Floor), Richmond Hill 

 由 Edmond Lo 主講，《活在聖傳中》將於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早上 9:15-10:45，在 St. Vincent de Paul 學校舉行，將研究梵

二文獻《教會憲章》。有興趣者請聯絡 Edmond。 

 

3 回歸羅馬 

 

 新的景象：回歸羅馬 – 基督教牧師、聖公會、S. Hahn, S. 

Ray, Allen Hunt (mega church – Methodist, 15,000) John H. 

Newman… 

 

 我的「回歸故事」。對羅馬天主教教會的誤會：和其他基督

教教會沒分別；集權中央，高壓，沒民主自由；犯嚴重歴史

過失，其教導不足信。 

 

 教會、聖母、婚姻和生命，是聖神啓迪的改造歸化中最重大

的突破。當中以教會的推動力和震撼性為最大。 

 

 路加筆下的教會，其開端是聖神、在禱告中結合的團體、以

聖母和宗徒為中心。她的中心從耶路撒冷西移向萬民開放的

羅馬=>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遞的教會。 

 

 

 

 

 

 

 

 

 

 

 

 

 

 

 

J. Ratzinger,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pp. 61-62 

4 教會在救續計劃中的重要 - 舊約的啟示 

  

 救贖計劃包括建立教會去傳揚真理，聖化萬民。 

 以色列是新約教會之預像和開始。 

 達味的一個後裔要為天主建造殿宇。 

 耶京聖殿預告和滿全在基督教會內。 

 

 

 

瑪 28:19, 若 20:21 

 

SN1，羅 11:16-17 
 

編上 17:11 

 
詠 87:1-7，依 60:1-4 

http://www.crp.cmccbsp.org/


  15-2 
 

5 教會是天主子民的母親，基督的淨配 

 

 亞當肋膀出女人，基督肋膀出教會。 

 

 教會是基督的淨配，故婚姻主題串連全本聖經，救贖計劃完

成於天人結合中。 

 

 童貞聖母是教會的預像和典範，二者不可分割。 

 

 「你餵養我的羊群」如天主用瑪納餵養以色列人。  

 

 

 

若 19:34，創 2:21-

23，SN2 

弗 5:22-32；若

3:29; 歌 2:10; 默
19,21, 22:17 

SN3，依 62:3-5 

 

若 21:15-17 

6 基督建立聖教會 

 

 這個在聖經中那麽重要的教會，不是指任何一個基督教派，

也不是泛指所有信基督的組織，而是指唯一、至聖、至公、

由兩大宗徒伯多祿和保祿在羅馬建立，從宗徒傳留下來的羅

馬天主教教會。 

 

 「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包括了組織上的連貫性。  

 

 宗徒的傳遞和猶太人世襲相傳的司祭職。  

 

 初期教會已在重要事項上向中央請示。  

 

 

 「天國的鑰匙」所代表的權力和耶穌建立教會的構思。  

 

 

 你是默西亞”CHRISTOS”，你是伯多祿(磐石”PETROS”)，在

這磐石”PETROS” 上我要…。 (亞拉美文 Peter = Cephas) 

 

 天主給人改名＝賦與重任：亞巴郎、雅各伯。 

 

 

 

SN4 

 

 

 

 

 

SN5；弟前 4:14  

 

瑪 23:1；宗 1:15  

 
宗 6:1-7，9:26-27，

15:1ff, 迦 2:1-2  

 

依 22:22 ,瑪 16:13-

20，18:18，

28:18；LG 22   

 

迦 2:11 

 

創 17:5，32:29 

7 根據聖經不根據教會﹖  

 

 主後三百多年沒有今天沿用的聖經。(Hippo 393, 

Carthage 397, Trent 1546)  

 耶穌給與教會解釋聖經的能力，並許以聖神的帶領。  

 聖經無誤繫於撰定聖經的教會之無誤。  

 聖經來自聖傳，聖傳存於教會中。 

 

 

 

 

 

弟前 3:15；若

16:13-14，20:21  

 

 

*得後 2:15，格前
11:2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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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第十五節: 我信聖而公教會(上) 
 

1. 「這一個教會在天地元始已有預像，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內，和舊約中，

已經奇妙地準備妥善…」 ( L G 2 )  

 

「猶如在曠野中旅行的以色列民族已經被稱為天主的教會（艾下：十三，

1；參閱戶：二十， 4；由：廿三， 1 等節），同樣，在現世的旅途中，追

求未來永存城邑的新以色列（參閱希：十三， 1 4），也被稱為基督的教會

（參閱瑪：十六， 1 8），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獲得，又以其聖神所充

滿，並以組織有形社團的適當方法所建立的教會。」 ( L G 9 )  

 

2. “Tardemah is the term that appears in Sacred Scripture when, during sleep or immediately 

afterward, extraordinary events are to happen (cf. Gn 15:12; 1 Sm 26:12; Is 29:10; Job 4:13; 

33:15)” (JPII, Theology of the Body, General Audience of Nov 7, 1979). 

 

3. 「依聖盎博的意見，天主的母親，因其信德、愛德及與基督完美結合的理

由，是教會的典型。實際上，教會也有理由被稱為慈母與貞女，可是在教

會的奧蹟內。榮福童貞瑪利亞，已經提前以卓越特殊的方式提供作母親同

時又為童貞的表率。因為她有信心，能服從，未曾和男子接觸，因聖神的

庇蔭而在人間產生了天主聖子，她是新厄娃 …  

 

「教會默觀聖母深奧的聖德，仿效她的愛德，藉著忠實承受於天主的聖道

實踐聖父的旨意，教會自己也變成了母親，因為教會以講道和聖洗聖事，

把聖神所孕育、天主所產生的兒女，投入不朽的新生命中，教會也是童

貞，因為教會純潔完整地保存著對基督淨配的忠誠，教會並效法其主的母

親，靠聖神的能力忠貞地保持完整的信仰、堅固的希望、誠摯的愛情。」
( L G  6 3 -  6 4 )  

 

如亞當初見厄娃稱她為「女人」，同樣，新亞當基督初見新厄娃聖母也稱她為「女

人」。 

 

4. “That tradition derived from the apostles, of the very great, the very ancient, and universally 

known Church founded and organized at Rome by the two most glorious apostles, Peter and 

Paul; as also the faith preached to men, which comes down to our time by means of the 

successions of the bishops. For it is a matter of necessity that every Church should agree with 

this Church, on account of its preeminent authority” (St.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3,3,2). 

 

“The Catholic faithful are required to profess that there is an historical continuity — rooted 

in the apostolic succession53 — between the Church founded by Christ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his is the single Church of Christ... which our Saviour…entrusted to Peter's 

pastoral care (cf. Jn 21:17)…This Church, constituted and organized as a society in the 

present world, subsists in [subsistit in] the Catholic Church, governed by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by the Bishops in communion with him (LG 8).’ 

 

With the expression subsistit i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sought to harmonize two 

doctrinal statements: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Church of Christ, despite the di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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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exist among Christians, continues to exist fully onl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outside of her structure, many elements can be found of sanctification 

and truth’, that is, in those Churches and ecclesial communities which are not yet in full 

communion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Dominus Iesus 16). 

 

5. 「為完成如此偉大的任務，宗徒們由基督滿渥了降臨於他們的聖神（參閱

宗：一，８：二， 4：若：二十， 2 1－ 2 3），他們自己又以覆手禮，把神

恩傳授給他們的助手（參閱弟前：四，１４；弟後：一， 6－ 7），這種神

恩藉著主教的祝聖禮，一直傳到今天…原來，由禮儀及東西教會的習慣所

得的傳統清楚地說明，覆手禮及祝聖的經文，賦與聖神的恩寵，並留下神

印，致使主教們卓越地、有形可見地接替基督為導師、為牧人、為首長的

身份並代表基督作事。以聖秩聖事，收納新的被選人加入主教的團體，是

主教們的職權。」  ( L G 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