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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再慕道  
2012-2014 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十九節: 聖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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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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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P #20 - 教會有關婚姻和性的教導與道德觀。 

 2014-16《慕道再慕道》課程可網上報名或往咨詢處登記。 

 《活在聖傳中》在指定星期日早上 9:15-10:40，在學校聚

會，分享 St. JPII’s Letter to Families，可往咨詢處登記。 

 2014-15《聖經研討聚會》每月第四星期五晚上 7:45-10:15

聚會，查看《聖詠》，可網上報名(www.cmccbsp.org)或往

咨詢處登記。 

 

 

3 參與基督教「聖餐」的體驗 

 

 宣道會月初「聖餐」，聖公會婚禮。 

 

 能夠在基督建立、聖神帶領的教會內，藉聖事過渡聖化生

活，是天主所賜恩寵，應珍惜和感恩。 

 

 

4 天主教聖體聖事的重要 

 

 是「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泉源與高峰」，是「聖事中的聖

事」。 

 

 是「我們信仰的總綱和綜合」，「綜合了整個救贖奧蹟」。 

 

 

CCC1324, 1330 

 

 

 

CCC1327, SN1 

 

5 從舊約到新約，天主為此聖事作了預告和安排  

 瑪納。 

 默基瑟德的祭獻。 

 逾越節的建立：全會眾應行此餐，應全部吃盡。 

 所有在法律權下的祭獻只是這最終祭獻的倒影模型。 

 依撒意亞預言天主「設宴聖山」。 

 

 

出 16；若 6:47-51  

 

創 14:18 及註 ，
CCC1333 

出 12:43  

 

希 10:1-10  

 

依 25:6  

 

http://www.crp.cmccbsp.org/
http://www.cmccbs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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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舊約到新約，天主為此聖事作了預告和安排 (…續上) 

 智慧邀人赴宴。 

 這些宴會帶出和完滿於那天上的婚宴。 

 慈母教會奉主命在旅途上餵養祂的子民。 

 

 

箴 9:1-6&  

 

歌 5:1；詠 22:17；

瑪 5:6；默 19:7  

若 21:12-17；瑪
15:32 

6 聖體聖事的建立  

 

 最後晚餐—新的逾越。 

 基督的逾越奧蹟在猶太人逾越節的背景裡發生，扣人心弦！ 

 晚餐與建立聖體聖事。 

 

 

 

CCC1340  

 

SN2 

 

*路 22:19；瑪
26:27 

7 聖體聖事的功能和意義  

 

 餅酒實體的轉變。 

 潔淨、保護和結合共融 (諸聖相通)。 

 增強愛德，復活和永生的保證。 

 是婚姻聖事的冠冕 – 有原因不許非教友領受，不是不友善。 

 

 

 
CCC1376；格前

11:23-29，10:16  

 
CCC1393-1395，1331  

 
CCC1394；若 6:53-58 

SN3 

8 是重現 (MAKE PRESENT) 不是再次祭獻基督 

 

 (參考第十八節 – 彌撒聖祭) 

 

CCC1363-1367；

希 7:24，7:27 

9 感恩祭也是教會和信友的祭獻 

 

CCC1368，SN4 

10 非公教徒對此聖事的抗拒  

 

 感恩聖事和十字架同是絆腳石。 

 從一開始，教會便遵行主所訂下的聖事。 

 

 

CCC1336；若 6:60

及 67  

CCC1342-1345，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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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第十九節: 聖事(下) 

 

1. “In this sacrament is recapitulated the whole mystery of our salvation”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III, q.83 a.4c. 

 

2. 新逾越詳情 

 

時間 事情 

星期四 最後晚餐(路 22:7)，提前吃羔羊(若 18 註 3)，被捕、審判 

星期五 逾越預備曰，第六時辰殺羔羊，同時辰被處死(出 12:6，NAB 若 19:14) 

死於第九時辰(瑪 27:45) 

星期六 安息日適逢逾越節(若 19:31) 

星期日 死後第三天復活 

 

3. “The liturgical crowning of the marriage rite is the Eucharist, the sacrifice of that ‘Body 

which has been given up’ and that ‘Blood which has been shed’, which in a certain way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consent of the spouses” (JPII, Letter to Families, n.11). 

 

Marriage is the gift of one person to another person; Eucharist – gift of Jesus’ self to his 

Bride, the Church. 

 

4. 「感恩聖祭培育奉獻精神，鼓勵人樂意接受所有障礙，從障礙中體驗到，更深遠的愛

是可以做到的；從痛苦中看見參與基督的救贖和奉獻自己的機會，然後勇於接受廣傳

救恩的邀請。 

 

基督的感恩聖祭是聖子對聖父的愛的湧現，是充滿聖神的愛。基督徒應在聖神內，用

同樣感恩之心去生活出，和慶祝聖體聖事。」(Theological-Historical Commission, The 

Eucharist, Gift of Divine Life, p.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