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十八節: 聖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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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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後點名表照常交 Philip Cheung。
講義及錄音上網，網址：www.crp.cmccbsp.org。
塲地關係，今天小組討論改為大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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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現屆參加者為我們向親友推
廣。報名及宣傳資料已用電郵送出，並印在講義中。謝謝!

聖事不單只是禮儀，有超然效力


能提取分施逾越奧蹟的救贖恩寵。



是耶穌給人過聖化生活的工具。



是人參與基督逾越奧蹟的媒介，基督的自我獻出和餅洒的轉
化，促成參禮者的自我獻出和靈性轉化。



藉有形禮儀和標記去彰顯逾越奧蹟無形的功能。



聖湯瑪斯看聖事。



聖奧斯定：「有形的標記帶來無形的恩寵。」



廣義說，耶穌取人形彰顯天主；教會藉聖事彰顯耶穌。



助人獲得提升了的人性；方法媒介由教會保管。

教理 1130

教理 1159, SN1
SN2

天主全能，為何需要藉有形的聖事做媒介去分施其恩寵？


需要有形的聖事做媒介的是人，不是天主。



可以不靠聖體，在冥想中與主結合嗎？



可以不用水洗，只憑心信以得永生嗎？

*若 6:53
*若 3:5



何不直接向天主告解？為何要透過神父？

*雅 5:14



形像標記之重要性。

*教理 1146-7，
1150-2，1159, S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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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聖事生效的是天主，不是形像標記和媒介


Ex Opere Operato – “From the doing of the thing done.”



「壞神父」祝聖的聖體有效嗎？



聖事效能三要素：Validity，Legality，Fruitfulness。

若 11:49, 瑪 23:1-3

洗禮與堅振


預像：諾厄方舟，過紅海，基督肋膀流出血和水。



灑清水，印記。



嬰兒領洗 – 聖母獻耶穌於聖殿是否有違他的自由選擇？



意洗，血洗。



為何要堅振傅油聖事。



有關洗禮重要性可參考 Edmond Lo 網誌文章：
http://elodocuments.blogspot.ca/2012/05/is-baptism-needed-forsalvation-part-1.html

若 3:5
則 36:25；默 7:3；
則 9:1-4
教理 1250-1252；宗
16:15；若 15:16

教理 1258-1260
若 20:22；宗 8:14，
19:5-6

論告解


真心痛悔配合神父的赦免最有效，不宜「靠自己」。



舊約傳統

 大罪與小罪
聖秩、傅油、婚姻


聖秩與宗徒傳遞



傅油- 自古沿用，有特殊効用；從耶穌開始至 6thC 後普遍化



婚姻 – 六月十三日，CRP#20 詳談。

教理 1448 ，若
20:22，雅 5:13-16
肋 5:5, 户 5:6-7, J.
Martos, Doors To
The Sacred, p271,
SN4&5
教理 1854-1863
弟前 4:14，弟後 1:6
雅 5:14-15, J. Martos,
Doors To The Sacred,
p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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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第十八節: 聖事(上)
1. 天主<= 基督(取人形)<= 教會(禮儀、聖事、教理、牧民)
2. 「耶穌擁有真實的人性，在人類中，只有他能忠信地、完美地愛天主。他的一生是個
全面交給天主的奉獻，這奉獻的高峯是十字苦架上的自我犧性。作為一個贖罪的司
祭，耶穌轉化和提升了人性，他為人的罪過作了補贖，幫助人進入一個存在的新層
面，那就是他自己所活著的聖善的層面(天主子成了人子使人子成了天主子)。他將進
入和維系這新生命的媒介交給了教會，這些媒介就是聖事。」(J. Martos, Doors To The
Sacred, p.59.)
3. “God writes the world like men write words, to convey truth and love. So nature and history
are more than created things – God fashions them as visible signs of other things, uncreated
realities, which are eternal and invisible” (S. Hahn, A Father Who Keeps His Promises, p.22.)
4. Council of Trent: Perfect contrition motivated by the love of God rather than the fear of
punishment could bring forgiveness of sins even without confession to a priest. But such
perfect contrition also had to include the desire to receive the sacrament which God had
ordained for forgiveness through the Church. So, in the end all contrition led to confession (J.
Martos, p. 303).
5. Martin Luther: “I’d rather bear the tyranny of fasting, ceremony, vestments, caps and
whatever else I could stand without doing violence to my faith, than have confession taken
from Christians” (J. Martos, 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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