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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年課程 

第一單元：信理 

第十四課 

748-750 第九條 我信聖而公教會 (上) 

「基督為萬民之光……願教會臉上所反映的

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個人。」 

(梵二大公會議，教會憲章的序言)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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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757 

(一) 教會的名稱和圖像 

•(希臘文)「民眾的集會」天主子民
的集會。 

•普世團體、地方團體、禮儀集會 

•天主的子民，基督的身體 

•羊棧、莊田、葡萄樹 

•建築物、家庭寓所、聖殿、聖城 

•新的耶路撒冷 

•羔羊的淨配 

第一節 天主計劃中的教會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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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769 
(二) 教會的起源，創立和使命 

•永生之父，按照祂的智慧、仁慈、在創

世之初已有奧秘的計劃。  

•在以民歷史中準備了。 

•在這末期在祂聖子內建立了這教會。 

•並籍聖神的恩賜把她顯示出來。 

•連人的罪也成為天主無限慈愛的機會和

媒介。 

•先知們控訴以民毀了盟約時也預言將(在

基督內)有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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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一滿主耶穌宣布天主之國業已來臨 

•他牧放那接受祂的話的小小羊群 

•祂選了十二宗徒，以伯多祿為他們的首領 

•他們分擔祂的使命，權力和命運 

•教會主要是誕生在基督為我們的得救而完

全的自我交付（敞開的肋旁）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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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那天，教會公開呈現於民族之前，

向萬民傳播福音。 

•為使教會能實現她的使命，聖神「用聖

統及各種神恩建設及督導教會。」 

•教會只有在天上的光榮中才圓滿地實現。 

•直到那日子，「教會要在世界的迫害與

天主的安慰中，繼續自己的旅程。」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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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776 

(三) 教會的奧跡 (教會是什麼） 
•教會置身於歷史，是有形可見的組織，

但更是一個精神的，帶有屬神生命的
事實。是一個信德、望德和愛德的團
體。藉着她，基督把真理與恩寵灌輸
給眾人。 

•教會 ─ 天主與人共融的奧跡。 

•梵二大公會議說：「教會在基督內，
好像一件聖事，就是說教會是(人)與天
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
記號和工具。」(教會憲章 第一節)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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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786 

(一) 教會 － 天主子民 

•天主不願人祇個別得到聖化和拯救，而要他
們組成一個民族。 

•和以色列訂立盟約， 

•在基督身上完成那新而永久的盟約。 

•這是天主的子民，天主當然並不屬任何民族，
這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
基督是元首，子民的身份是天主子女，守的是
愛的法律，使命是成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終向是天主王國，始於現世，發展至末日的圓
滿境界。 

第二節 教會 － 天主子民 

基督奧體，聖神宮殿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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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是父傅以聖神的那一位，天主子民參

與他的身份和職務：司祭、先知和君王。 

•司祭被祝聖為事奉天父。 

•先知理解信德並為基督作證。 

•王權的執行在於效法基督：服務人，尤其是服

務貧窮和受苦的人。 

•當然也在於管理自己的身體，使它服從天主。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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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796 
(二) 教會 － 基督身體 
•與基督共融「你們在我內，我也要住在你們

內。」 

•祂許下與門徒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並派

遣聖神，把信眾組成祂的奧妙身體。 

•一個身體，肢體不同，職務也各異。 

•聖神分施不同的恩惠。 

•各肢體成一體，同甘共苦。 

•基督是身體的頭，祂把我們融合在祂的逾越

事件裡。我們同祂一起受苦，為能同祂一起

享受光榮。 

•基督也照顧我們的成長。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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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基督是一體，聖人們對此有強烈意識。 

•教會多次以新郎和新娘的形象來表達基督和

教會的關係。 

797-

801 
(三) 教會 － 聖神宮殿 

•聖神整個地存在於元首，存在於身體及在於

每個肢體內。教會成為天主的宮殿。 

•聖神是一切生命活動的原動力 

•聖神藉着「宗徒之恩」及各種「神恩」使信

徒們投入工作。 

 

 

 

 

神恩: 教會的成員以感恩的心接納神恩，用來建設教

會，造福人群。教會的牧者辨別神恩。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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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812 
第三節 教會是 

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因此四特徵，教會已是一個偉大與永久的可信

理由，也是她神聖的使命的一個無可反駁的証

據。 

813-

822 
(一) 教會是唯一的 
•一個起源：三位一體的天主 

•一個創立者：降生成人的天主子 

•一個靈魂：聖神 

•唯一的教會是多元的：成員來自不同民族和

文化，也有不同的恩寵、職務、身份和生活方

式。個別教會也可有獨特的傳統。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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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聯繫是愛德。共融的保是：由宗徒傳下的信仰，

共行聖事，藉聖秩聖事的宗徒繼承。基督的教會就是

天主教，由伯多祿的繼承者及與他共融的主教們管理。 

•歷史上教會內發生分裂，甚至有異端，背教、裂教，

是人的罪惡所致，但今天生於此等分裂的團體的人，

不能責以分離之罪。我們承認他們為主內的兄弟。 

•此外「不少聖化和真理的因素」「可在公教會的有形

界限之外找到。這些都來自基督並導向基督，也要求

『大公統一』」 

•基督不斷祈求天父：「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

一」。我們為此應該自己持續革新，內心皈依，推行

公共的祈禱，培養手足間的認識和交往，彼此合作。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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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829 
(三) 教會是至聖的 

•基督愛教會，與她結合，使她充滿聖神的恩

寵。 

•基督聖化了教會，教會也有聖化的能力。 

•教會已在世擁有聖德，雖不完善。 

•愛德是聖德的靈魂。 

•教會是聖的，但在她懷中仍有罪人，所以常

需淨煉。 

•教會冊封一些信徒為聖人，給信徒們提供模

範和代禱者，信徒們尤其舉目仰望完全聖善的

瑪利亞。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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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856 
(三) 教會是至公的 
•有雙重意義：教會是至公的，因為基督臨在

於她內；在她內，存在着與「頭」結合的整個

基督的身體。教會是至公的，因為基督派遣她

向全人類傳教。 

•每一個別教會都是至公的。 

•基督的教會真正臨在各地區性的信友的合法

團體中，這些團體與他們的牧人結合一起，在

新約中也稱為教會。 

•所謂個別教會，首先是教區，是「普世教會

的縮影」。個別教會由於跟那「在愛德中主持」

的羅馬教會共融，就成為完全至公的。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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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屬於至公的教會 
•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聖寵

所要拯救的全體人類，都以不同方式屬於或導
向這個教會。 

•公教信徒，以信仰、聖事，教會行政及共融的
聯繫，而與藉教宗和主教們治理教會的基督相
結合，完全加入教會。(但如不堅守愛德，只身
在教會內而非心在其中，不能得救) 

•已經受洗，享有基督徒美名，但不明認全部信
仰，或不在伯多祿繼位者的領導下的人，與公
教會建立某種共融。東正教會尤是。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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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猶太民族有特別關係，和他們共享舊
約中的啟示……基督按血統說，也是從他
們來的。 

•回教徒自稱具有亞巴郎的信仰，和我們
一樣地欽崇唯一的、仁慈的、末日要審
判萬民的天主。 

•其他非基督宗教的人離天主並不遠，因
為是祂賜給眾人生命、呼吸和一切，並
願眾人都得救，在他們宗教內的「任何
真和善」也是天主所賜。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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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之外沒有救恩」？ 
•誰若知道公教會是天主藉耶穌基督創立的，是得救

必經之路，而不願加入或不願在教會內恆心到底的，

便不能得救。 

•但L.G.16說：「那些非因自己的過失，而不知道基督

的福音及其教會的人，卻誠心尋求天主，並按照良心

的指示，在天主聖寵的感召下實行天主的聖意，他們

是可以得到永生的。」 

•G.S.22更說：「凡聖寵以無形方式工作於其心內的所

有善意人士，為他們亦有效」，「聖神替所有的人提

供參加逾越節奧跡的可能性，雖然其方式只有天主知

道。」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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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至公性的要求 ─ 傳教使命 
•傳教的命令 

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傳教使命的起源和目的 

父遣子，父子遣聖神，使人在愛的聖神中參與父子的共融。 

•傳教的動機 

天主願意眾人因認識真理而得救。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傳教的途徑 

聖神引導我們走基督所走的同一道路，就是貧窮、聽命、服

從、牲犧的道路……直到死 ─ 並從死亡中勝利地復活。所以

需要不斷「補贖和更新」。 

要忍耐、謙虛地和本土文化展開互相尊重的對話而建立地方

教會。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20 

857-865 (四) 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三重意義：※ 耶穌把教會建立在「宗徒的基礎」上。 

     ※ 聖神助佑保管和傳授來自宗徒的訓誨。 

     ※ 宗徒的繼承者是和教宗團結的主教們(由司鐸們輔助)   

•耶穌選了十二人，為同祂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們去宣講。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誰接納你們，就是接納我」。 

•耶穌答應要同宗徒們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當然意味他們該

有繼承者。 

•主教是宗徒的繼承人。 

•整個教會的所有成員按不同的聖召以不同方式參與宗徒的使命

一直至天國於末日全面地顯示。(愛德是宗徒工作的靈魂) 

陳日君樞機「信德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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