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十七節: 彌撒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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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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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慕道再慕道》：星期四晚上 7:45-10:00，B4。



CMCC 屬靈培育組和主堂鄧神父鼓勵各位有志傳教工作者、
初領洗者、及有興趣加強對天主教信仰認識者參加 2014-16
年度《慕道再慕道》課程。
o 請現屆參加者為我們向親友推廣。報名及宣傳資料將於
稍後推出，敬請留意。
o 將需要更多組長帶領分組討論，所有應屆畢業者都夠資
格做組長，有興趣參與這有意義的福傳工作者，請聯絡
Edmond。

對彌撒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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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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 = W. Henn, The Honor of My Brothers

禮儀繁冗，充滿迷信色彩，不合時宜。講道不像基督教般精
彩。收錄禮後慕道者離開。我的第一次。

彌撒的意義和作用使我如夢初醒!
教會所舉行的每一個彌撒聖祭，都確實地: (1) 參與和彰顯 (2)
最高永恆大司祭耶穌基督 (3) 在天上真正聖所舉行的、最真實
和永遠長存的聖祭 (4) 並提取和分施這聖祭的功能恩寵 (5) 使
臨現於現塲的信眾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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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是「天上聖祭」？


耶京與天上祭獻的關係：默基瑟德、亞巴郎、亞伯爾，和耶
路撒冷聖殿的預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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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是「天上聖祭」？(….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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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8:1-5，9:11-14,
10:5

不是按血統法則，而是按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做司祭。

希 7:16-17

希 10:10, SN1

天上聖祭和地上彌撤聖祭有何關係?


重溫彌撒的意義和作用。



彌撒聖祭如何參與和彰顯天上聖祭？



彌撒聖祭如何提取和分施天上聖祭的功能恩寵，使臨現於現
塲的信眾和時空？

SN2, CCC, 108990, 1136-9
CCC1104, 1130,
1363-4, 1366

默示錄記述的天上聖祭肯定彌撤聖祭禮儀


若望在神視中所見的天上聖祭，其過程、擺設、所用形象標
記，與彌撒聖祭竟然一模一樣！

SN3



可見早期教會已採用同樣禮儀。

CCC1345



是地上與天上聖祭的交流，將本來平凡的變成卓越、本來有
限的變成無限、本來短暫的變成永恆！

SN4

聖言臨於彌撤禮儀中


彌撤禮儀的每一個行動，都以聖言做根據。



「祂臨在於自己的言語內，因而在教會內恭讀聖
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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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聖祭是怎樣的？是由最高永恆大司祭耶穌基督，在天上
真正和非人手所造的聖所舉行的，完成於加爾瓦畧山，即亞
巴郎祭子之地，用的不是羔羊血，而是天主的羔羊耶穌基督
的血，是最真實和永遠長存的聖祭。

藉禮儀年中不同節日和時期，教會讓記載聖經中，有關基督
的逾越奧蹟重新活現，使這些奧跡和恩寵，聖事化地臨現禮
儀中，讓信 友 親 身 接 觸 ， 充 滿 救 恩 。
結論:
神聖的彌撒聖祭是超越時空、天上和地上水乳交融的禮儀行
動。禮儀中，聖言耶穌基督臨 於 教 會 恭 讀 的 聖 經 中 ； 藉神
品的神恩和聖事的功能，在聖神的促成下，主祭司鐸帶領信友
們，參與永恆大司祭耶穌基督在天上的永恆聖祭，並提取這聖
祭的功能恩寵。這超性的禮儀，不是任何美妙言詞可以取代
的，也不是任何沒有信德的人所能領受到的。

BXVI Verbum Domini,
Part Two, II.1, SN5

梵二禮儀憲章
24
BXVI Verbum Domini,
Part Two,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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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第十七節: 彌撒聖祭
1. “Once and for all, thus terminated” vs. “once and for all, thus perpetuated”.
2. JPII described the Mass as “Heaven on Earth,” explaining that what “we celebrate on Earth is
a myster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heavenly liturgy.” (S. Hahn, The Lamb’s Supper – The Mass
As Heaven On Earth, III.1. p.2.)
3. 默示錄有關天上聖祭的描述與彌撒聖祭的關係
默示錄經文
1. 在一個主日上，我在神魂超拔中
2. 在燈臺當中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長衣，胸間佩有
金帶。
3. 所以你應當悔改，不然…
4. 上主，全能的天主！萬民的君王！誰敢不光榮你的
名號？因為只有你是聖善的…
5. 亞肋路亞！
6. 聖！聖！聖！上主，全能的天主，是昔在、今在、
及將來永在者。
7. 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千千萬萬，大聲喊
說：「被宰殺的羔羊堪享權能、富裕、智慧、勇
毅、尊威、光榮、和讚頌！」
8. 有關舊約創世紀、戶藉紀、列王紀、依撒意亞等事
蹟教訓。
9. 有關福音
10. 羔羊婚宴
a. 蠟燭、金燈台
b. 祭壇、金香爐，乳香
c. 長老身穿白衣，頭戴金冠
d. 杯爵
e. 瑪納
f. 天主的印記(十字聖號)
g. 守貞者
h. 敬禮聖母

彌撒禮儀
在主日
主祭是耶穌，在
祭台上，穿祭衣
悔罪禮：我罪、
我罪、我的重罪
光榮頌

默示錄章節
1:9-10
1:13
2:16; 3:3, 19
15:3-4

亞肋路亞！
聖！聖！聖！

19:1, 3-4
4:8

羔羊頌

5:12

聖道禮舊約讀經

2:7, 14-15, 20;
3:7-8
19:5-9
19:7-9
a. 1:12
b. 8:3
c. 4:4
d. 16
e. 2:17
f. 7:3
g. 14:4
h. 12

聖道禮福音讀經
領聖體
天上聖殿充滿像
彌撒中一樣的形
像、標記和設置

Ref: S. Hahn, Lamb’s Supper. II.1, p.7, II.2, p.12)
“It is said that Moses arranged every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age he saw when he was
with God, then the Fathers saw in this an express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temple
was a mere copy” (Joseph Ratzinger, Pilgram Fellowship of Faith,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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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mighty God, we pray that your angel may take this sacrifice to your altar in heaven. Then,
as we receive from this altar the sacred body and blood of your Son, let us be filled with
every grace and blessing” (Eucharistic prayer #1).
5. 「 在 舉 行 禮 儀 時 ， 聖 經 是 極 其 重 要 的 。 因 為 所 宣 讀 並 以 講 道 所 解 釋 的 經
書，以及所唱的 聖詠，是從聖經而來的；禱詞、祈禱文，和禮儀詩歌，
也是由聖經啟發激動而來的；還有動作與象徵，也都是由聖經內取意而
來。」(梵二禮儀憲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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