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 普及課程

聖經與禮儀 (二)
29/1/2019
4. 聖事
 由基督建立的七件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修和、病人傅油、聖秩、婚姻
 七件聖事令到基督徒生命中的所有階段，以及一切重要時刻，都能夠獲得天主的
助佑
 聖洗、堅振、聖體  入門聖事
 修和、病人傅油  治療聖事
 聖秩、婚姻  服務聖事
標記
七件聖事的標記
聖洗聖事
 標記：水
 恩寵：藉著聖洗，我們從罪惡中獲得解放，重生為天主的子女，成為基督的肢體，
加入教會，並分擔她的使命
 耶穌便上前對他們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18-20)
 伯多祿便對他們說：「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
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宗 2:38)
 其實你們眾人都藉著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因為你們凡是領了洗
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
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如果你們屬於基督，那麼，你們
就是亞巴郎的後裔，就是按照恩許作承繼的人。(迦 3:26-29)
堅振聖事
 標記：覆手、傅油
 恩寵：領受聖神及聖神七恩，賜予聖神的印記，使領受者有力量為基督作見證，
勇於承擔福傳使命，做一個完滿的基督徒
 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是世界所
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為他
與你們同在，並在你們內。(若 14:16-17)
 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幾天以後，你們要因聖神受洗。(宗 1:5)
 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
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 (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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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耶路撒冷的宗徒，聽說撒瑪黎雅接受了天主的聖道，便打發伯多祿和若
望往他們那裡去。他們二人一到，就為他們祈禱，使他們領受聖神，因為聖神還
沒有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們只因主耶穌的名受過洗。那時，宗徒便給他們覆手，
他們就領受了聖神。(宗 8:14-17)
聖體聖事
 標記：麵餅、葡萄酒
 恩寵：
– 使人與基督結合
– 使人與教會共融
– 使人獲得永生的保證
– 使人獲得生命的滋養
– 使人負起愛德的使命
 聖體聖事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展現出此聖事的不同層面：
–
–
–
–
–
–
–

感恩祭(Eucharist)
主的晚餐
擘餅
聖祭
神聖的禮儀
共融(領聖體)Holy Communion
彌撒(Missa)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
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 22:19)
 然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由其中喝罷！因為這是我的
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 」(瑪:26:27-28)
「我是生命的食糧」
 是象徵？還是真實的食品和飲料？
 若 6:48-69
 為此，無論誰，若不相稱地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
所以人應省察自己，然後纔可以吃這餅，喝這杯。(格前 11:27-28)
 的確，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格前
11:26)
修和聖事
 標記： 「告罪」和「被寬恕」的行動
 恩寵：
– 獲得罪過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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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天主和好
– 與教會和好
– 獲得良心的平安和靈性上的安慰
– 有力量面對未來的挑戰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說了
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
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 20:21-23)
 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
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
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 16:18-19)
病人傅油聖事
 標記：在病人的前額和雙手上傅油
 恩寵：
– 使人領受聖神，得到安慰、平安和鼓勵
– 使人獲得教會信德的代禱
– 使人與基督苦難結合，參與耶穌救世工程
– 若天主願意，人能夠恢復身心健康
– 使人獲得罪之赦免
– 使人作好準備獲享永生
 「你們中間有患病的嗎？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他們該為他祈禱，因主的名給
他傅油：出於信德的祈禱，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來；並且如果他犯了罪，也
必得蒙赦免。」(雅 5:14-15)
 「耶穌叫來十二門徒，開始派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賜給他們制伏邪魔的權
柄，……...他們就出去宣講，使人悔改，並驅逐了許多魔鬼，且給許多病人傅油，
治好了他們。」(谷 6:7-13)
單國璽樞機 (1928-2012)
 單樞機深信，抗癌最好的「治療」是面對它，並且超越它，而不是被它征服；與
其每天活在癌症的魔爪下苟且偷生，不如好好善加利用，向外傳遞愛與寬恕的種
籽，
「我把癌症當成身邊的『小跟班』
，隨時提醒我、鞭策我，所剩時間無多，需
要加快腳步，做些榮主益人的事。」
天主為什麼不獎賞好人？懲罰壞人？讓好人長壽？
 單樞機充滿睿智回答，
「聖經說：
『天主的心，超過我們的心。』獎賞是我們人類
的想法，但我們只是渺小的受造物，無法去評判天主，不能用人類的尺寸去丈量
無限的神，否則就是自不量力；況且，我們說的好人、壞人，只是看到表面，好
人也有缺陷，壞人也有行善的時候。」
 對他而言，最大的獎賞就是永恆的愛與被愛，這是最幸福的。「癌症是天主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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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賜，」單國璽形容，「我就像是要回家，已經走到家門口，應該很高興，因
為穿過死亡的隧道之後，就到達柳暗花明，馬上就會見到天主，進入無限永恆的
大愛，再也沒有痛苦。」
聖秩聖事
 標記：主教的覆手禮 + 祝聖禱詞
 恩寵：
– 賦予聖神的恩寵
• 使領聖秩者在司祭、先知、君王三重任務上，成為教會元首– 基督
的代表
• 主教獲得的恩寵，使他勇敢的、明智的、領導保護主的教會
• 司鐸獲得的恩寵，使他堪當上祭台舉行彌撒聖祭，宣揚福音，為人
授洗
• 執事獲得的恩寵，使他有必需的力量，在與主教及司鐸團體共融中，
為禮儀、福音、愛德工作服務
 「隨後，耶穌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來，他們便來到他面前。他就選定了
十二人，為同他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們去宣講，且具有驅魔的權柄。」(谷 3:13-15)
 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
切災殃。他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
羊。於是對自己的門徒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稼。」(瑪 9:35-38)
 「那時候，門徒們漸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人發出了怨言，因為他
們在日常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們的寡婦。於是十二宗徒召集眾門徒說：「讓我
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檢定
七位有好聲望，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這要務。至於我們，我們要專
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役。」這番話得了全體的悅服，就選了斯德望，…. ，叫他
們立在宗徒面前；宗徒們祈禱以後，就給他們覆了手。」(宗 6:1-6)
婚姻聖事
 標記：新郎新娘互表同意，互託終生的婚姻盟約
 恩寵：
– 使夫妻間的愛情更趨完美，並且鞏固他們那不可拆散的結合
– 使夫妻間的生活中，在生育教養兒女時，互相幫助成聖
 他回答說：
「你們沒有念過：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男一女；且說：
『為此，
人要離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的話嗎？這樣，他們不
是兩個，而是一體了。為此，凡天主所結合的，人不可拆散。」(瑪 19:4-6)
 「教會怎樣服從基督，作妻子的也應怎樣事事服從丈夫。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
妻子，如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弗 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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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課
 「日課」是天主教會的公共祈禱，藉著讚美天主，貫串並聖化每日的不同時辰。
 「日課」原為拉丁文 Office Divinum，亦稱 Breviarium Romanum，因此，在英文
稱為 Divine Office。
 梵二所革新的「日課經」
，拉丁文名稱是 Liturgia Horarm，英文稱為 Liturgy of the
Hours
 中文也有幾個名稱：每日禮讚、每日頌禱、時辰禮儀、時辰頌禱。但「唸日課」
和「日課經」仍是華人最熟悉的稱呼。
歷史
 1280BC 天主要求亞郎司祭要一早一晚獻上全燔祭
 「你每天應照常在祭壇上奉獻兩隻一歲的羔羊：早晨獻一隻，傍晚獻一隻。」 (出



29:38-39)
587BC 巴比倫入侵南國猶大，拆毀耶路撒冷聖殿，南國滅亡及流徙巴比倫。流徙
期間(587-538BC)，以色列人在會堂誦讀梅瑟五書及聖詠，以代替在聖殿內的一早
一晚全燔祭獻
「我一日要讚美你七次」(詠 119:164)
「而專心愛好上主法律的，和晝夜默思上主誡命的，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
(詠 1:2)
538BC 巴比倫被波斯所滅，以色列人獲准回國重建聖殿，但在流徙巴比倫期間在






會堂以舊約經書及聖詠祈禱的習慣也一併帶到新的聖殿
除了一早一晚獻上全燔祭時祈禱外，在第三、六、九時辰也會祈禱
「因為纔是白天第三時辰；反而這是藉岳厄爾先知所預言的」(宗 2:15-16)
「約在第六個時辰，伯多祿上了屋頂祈禱」(宗 10:9)
「伯多祿和若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九時辰，上聖殿去」(宗 3:1)






傳統的羅馬禮日課(梵二前)
 夜禱（Matins，子夜時分）
 晨曦禱（Lauds，清晨或是三點時）
 第一時辰（Prime，在六點時）
 第三時辰（Terce，在九點）





第六時辰（Sext，中午）
第九時辰（None，下午三點）
晚禱（Vespers，點燈時分或下午六點 ）
睡前禱（Compline，睡前或是晚間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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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後的時辰頌禱
 誦讀* Office of Readings（主要時辰）
 晨禱 Morning Prayer（主要時辰）
 日禱 Daytime Prayers
 晚禱 Evening Prayer（主要時辰）
 夜禱 Night Prayer
* 日間任何時刻都可以誦唸「誦讀」
天主教法典#1174(1)：聖職人員有責任作時辰頌禱禮，獻身生活修會及使徒生活團的成
員則按照會憲的規定盡此責任
#1174(2)：時辰頌禱禮，既是教會的行為，故應依環境誠懇邀請其他信徒參加之
日課
 時辰頌禱禮 Liturgy of the Hours
 日課經是將聖詠集的絕大部分內容，和聖經裡的一些讚歌，分別在一天不同的時





辰祈禱中誦唸出來。
日課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節奏，譜出對天主的讚頌和祈禱，使人與
天主在生活中，緊緊結合，活出天主的愛。
「日課」的目的在使日夜的全部過程，藉著讚美天主而聖化。
「日課」配合「主日彌撒」，是每週生活的高峰和關鍵
除了那些有詛咒意味的聖詠(詠 58、83、109)和詩節，每四週就將聖詠全部誦讀
一遍。

日課兩大樞紐
早課 (晨禱) 晚課 (黃昏禱)
以天主的旨意，開始一天的生活
以一天的生活，回歸天主的旨意
早課 (晨禱) 日間祈禱 晚課 (黃昏禱) 夜禱
 日課每個時辰的祈禱結構，都是聖詠頌讚、聖言默想和祈禱。
– 「聖詠頌讚」使人生喜怒哀樂的各種情況，都變作祈禱，以提昇信仰生活
的情操，又化為人生的救恩史
– 「聖言默想和祈禱」使人浸淫於聖言的愛中，洋溢於祈禱和生活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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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課(晨禱)

晚課(晚禱)

1.開端詞
領：上主，求祢開啓我的口。
答：我的口要讚美祢。
(序經、對經+詠 94 或 99)

1.開端詞
領：天主，求祢快來拯救我；
答：上主求祢速來扶助我。
榮歸頌 。阿們。(阿肋路亞。)

2.讚美詩 (可省略)

2.讚美詩

3.聖詠吟唱
(i)對經一+晨禱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ii)對經二+舊約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iii)對經三+讚美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3.聖詠吟唱
(i)對經一 + 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ii)對經二 + 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iii)對經三+新約聖詠+榮歸頌+聖詠禱詞

4. 簡短讀經

4. 簡短讀經

+

默禱

+

默禱

5. 對答詠

5. 對答詠

6. 讚主曲對經、讚主曲

6. 謝主曲對經、謝主曲

7. 讚頌禱詞 + 天主經

7. 求恩禱詞 + 天主經

8. 結束禱詞

8. 結束禱詞

9. 結束詞

9. 結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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