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二節：天主給人類的啓示

1
2

祈禱
行政事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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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來聚會，特別是第一次來的。
組長職份：聯絡，帶領討論(不是解答問題)；小組調動；聚
會後點名表交 Philip Cheung。
《慕道再慕道》DVDs (2009-11 課程) 下堂購買。
講義及錄音上網，網址：www.crp.cmccbsp.org
講義費 – 若未繳交，請於小組討論時交組長。
書籍：帶聖經和教理。
11 月份上課日期: Friday, Nov 9；主題：《論聖經，看其他宗
教》。

為何人類需要啓示


看某女星傳奇的一生後感：應依靠由天主直接啓示的真理，
莫寄請於路聽途說的道理和由人而來的見解。



聖經、聖傳、和教會教導皆基於天主的啓示，基督徒信仰是
從啓示而來的，故先談啓示。



何謂啓示？為甚麽需要啓示？

SN1



如何啓示？古時藉先知，末期藉聖言成血肉的聖子。

SN2-3



藉聖言成血肉的聖子，天主將自己最完整地顯示給人。不是
高不可攀，不吃人間煙火的天主，是生活的、有情的天主，
是有血有肉，在人類歴史時空中出現過的天主。



明乎此，應明白為甚麽不是所有宗教都一樣 ，這是唯一擁
有最完滿啓示的宗教– 第三節詳。

CRP1 筆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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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巴郎到耶穌，天主按步就班地啟示祂慈愛的救贖計劃
原祖犯罪，天人缺裂。天主許下救贖：原始福音。



諾厄方舟: 洗罪的預告，基督是生命的泉源。



亞巴郎及天主的選民以色列，萬邦中長子。聖經中兩兄弟的
主題 - 第七節詳。天主的選民，教會 – 新以色列。

*出 4:22, Catholic for

基督: 天人之中保，啟示之滿全，再無啟示。

創 28:12，若 1:51，
CCC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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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55，創 3:15﹔
SN4, 默 12



*CCC 1219，伯前
3:21，格前 10:1﹔若
7:37 則 47﹔若 19:34

a Reason, p.82

從天主啟示的傳遞去明暸聖傳、聖經、和教會的關係


關鍵問題：天主啓示如何傳流至今？教會：藉聖傳、聖經、
和教會，馬丁路德：只憑聖經 (Sola Scriptura)。



何謂聖傳？宗徒們用口舌宣講、用榜樣設施，將從基督所承
受的，和從聖神所提示的傳授下來(communal sense of the
faith)。是連續不斷的繼承，在聖神默導下領悟有進展。

SN 5,6; A.Dulles, The
Craft of Theology, p.9;
得後 2:15



聖傳與聖經，那一樣優勝﹖彼此緊密相連，同出一流，滙成
江河；教會根据聖傳辨識聖經綱目(CANON)。聖傳如眼鏡：
不同鏡片給人不同視覺。離開聖傳，聖經再不是天主話語。

SN7; E.Lo post
http://elodocuments.blo
gspot.ca/2012/10/apartfrom-holy-traditionbible-is-not.html



教會的訓導權。



「只憑聖經」論的目的是否定聖傳和教會訓導權。此論調缺
乏聖經根據，聖經本身否定了「只憑聖經」。

SN 9，弟前 3:15﹔瑪
16:13-19﹔若 21:15__
弟後 3:16-17 ，若二
12﹔若 21:25，得後
2:15



福音是天主教所寫的，天主教主教團所撰定的，是天主教的
書。如憲法需要司法和議會，聖經需要教會。

Hippo 393, Carthage
397, Trent 1546



梅瑟的講座與伯多祿的宗座。

瑪 23:1﹔16:17﹔若
11:49



主教們是宗徒們的繼承人；宗徒權柄的傳遞。



三百多年沒新約經書網目，若「只憑聖經」，是否天主願意
初期教會在最脆弱時，有三百多年沒有真理憑据和倚恃？



聖經無誤繫於撰定聖經的教會之無誤。「只憑聖經」論帶來
分裂的局面。

SN9，宗 1:15-26，弟
前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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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慕道再慕道第二節：天主給人類的啓示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1) DV2 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樂意把自己啟示給人，並使人認識祂旨意的奧秘（參
閱弗:一，9）。因此人纇藉成為血肉的聖言基督，在聖神內接近父，並成為參與 天主
性體的人（參閱弗：二，；伯後：一，4）。所以不可見的天主（參閱哥：一，15：弟
前：一，17）為了祂無窮的愛情，藉啟示與人交談，宛如朋友（參閱 出：卅二，11：
若：十五，14，15：巴：三，38）為邀請人同祂結盟，且收納人入盟。
2) DV4 天主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說過話以後，「在這末期藉著聖子對我們
說了話」（希一，1－22）。天主派遣自己的聖子，即光照所有人的永遠聖言， 居於
人間，並給人講述天主的奧秘（參閱若：一，1－18）。所以耶穌基督，成了血肉的聖
言，被派遣為「人對人」「講論天主的話」（若：三，34）： 並完成了父託給神當作
的救援工作（參閱若：五，36：十七，4）。祂以自己整個的親臨及表現，並以言以
行，以標記和奇蹟，特別以自己的死亡及從死者中光榮的復活，最後藉被遣來的真理
之神，圓滿地完成啟示，並用天主的證據證實: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為從罪惡及死亡
的黑暗中，拯救我們，並使我們復活而入永生。
3) “In this definitive Word of his revelation, God has made himself known in the fullest
possible way. He has revealed to mankind who he is.” (JPII, Redemptoris mission, 5)
4) “A woman foretold to our first parents after their fall into sin (Gen 3:15)” (JPII, Mother of
the Redeemer, 7).
厄娃

聖母(新厄娃)
女人與天使撒旦
女人與天使加俾額爾
童貞女
童貞女
不服從天主
服從天主
引進罪惡、人神隔絕
引進救恩、人神共融
萬民母親
天主子民母親
初期教會教父如 St. Justin (d. 165), St. Irenaeus (d. 202)皆支持上述看法。

5) DV 7 所以，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啟示之完成者．（參閱格後：一，30；三，
16；四，6）命令宗徒們要把從前藉著先知所預許，由祂滿全並親口宣佈了的福音，
由他們去向眾人宣講，使成為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規範的泉源，並把天主的恩惠遍傳
給他們。此事果然忠實地完成了：一則由於宗徒們以口舌的宣講，以榜樣 及設施，將
那些或從基督的口授、交往和行事上所承受來的，成從聖神提示所學來的傳授與人；
二則由於那些宗徒及宗徒弟子，在同一聖神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訊 寫成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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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V 8 因此，以特殊方式表達於默感書上的宗徒宣講。曾以連續不斷的繼承得以保
存，直到時期屆滿。故此，宗徒們傳授其接受的，勸勉信友們持守，或藉言談或藉書
信所學來的傳授（參閱得後：二，15），並要為曾經傳給自己的信德而奮鬥（參閱
猶：3）…..這來自宗徒們的傳授，於聖神的默導之下：在教會內繼續著，因為對傳授
的事蹟和言語之領悟都有進展…..教會藉傳授辨識出聖經的完整綱目，而且這些聖經藉
聖傳更在教會內澈底地被領悟，並且不斷地見諸實行。
7) DV 9 因此，聖傳與聖經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通，因為二者都由同一神泉流出，好似匯
成一道江河，朝著同一目標流去。
8) DV 10 以權威解釋所寫成或所傳授的天主聖言之職權內，只屬於教會生活的訓導當
局，它藉耶穌基督的名義而行使其權威。但教會的訓導權，並不在天主的言語之上，
而是為天主的言語服務。
9) L G 2 4 主 教 們 是 宗 徒 們 的 繼 承 人 ， 從 擁 有 天 上 地 下 一 切 權 力 之 主 的 手
裏，接受訓導萬民 及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的使命，為使眾人因信德聖
洗及遵守誡命而得救（參閱瑪：廿八，18；谷：十六，15－16：宗：廿
六，17 等節）。為執行這項使 命，主基督給宗徒們預許了聖神，並於五
旬節日，由天上派遣聖神，使他們靠聖神的能力，在各國、各民族及帝王
前，為神作證，直到天涯地角（參閱宗：一，8： 二，1 等節：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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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4 慕道再慕道
第二節小組討論指引

指示: 全部時間：25 分鐘，請用 3-10 分鐘做 (A)部分，再用大概 15-20 分鐘答(B)或(C) 部分。低/中/高=問題
難度。

(A) [低] 用兩三分鈡時間，讓組員很快重新互相介紹。若小組內有變動，給新組員每人一
分鐘簡單介紹自己。請點名；向未交$10 報名和講義費的組員收費。
(B) [中]試比較基督信仰 (即 Christianity - 包括所有信奉基督的教派) 和其它宗教信仰不相
同的地方 (例：基督救恩)。其中有甚麽重要的地方使你相信，基督信仰的確是天主所
啓示的，並且是各宗教中最完滿的信仰呢？
(注意：這問題不否定其它宗教信仰亦同樣享有眞理的可能性，但它假設了基督徒信仰

是天主所啓示的，最完滿的信仰。勿離題使討論重點變成其它宗教能否使人得救，這
是下一節要探討的問題。若有人不讚成問題所採用的立塲 – 即基督徒信仰是最完滿的
信仰，應留意下一節內容。)
(C) [高] 假設你是某基督教派的信徒，你的天主教朋友帶你來參加這次《慕道再慕道》聚
會。
(a)你聽完講者講解天主教會有關聖傳的教導後，你覺得這教導和你的牧師所講的，
有關聖經的教導，在那些方面存在著重大分岐？
(b)你平時很留心你的牧師的教導，試從他的立塲看這天主教會的教導，你覺得天主
教會有關聖傳的解釋，在那方面有犯駁的地方？
(c)現回復你天主教的身份，就以上被認為是犯駁的地方作答辯。
(d)最後是結論。你們這小組大至上讚成(b)的批評或(c)的答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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