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祭之中，我們可以再次拾回這
份熾熱的信仰，而關鍵在於呼求天
主的幫助，就像感恩祭中的禱詞：
「上主，求你垂憐！」
。讓這禱詞
成為我們轉化的力量，向我們的主
承認自身的軟弱、
罪過，讓淚水開啟
恩寵之門。

去。所以我們一定要邀請耶穌基
督和我們一起坐席，否則，主耶
穌始終仍是陌生人。然而
「邀請」
成了轉化人心的動力，也是我們
敞開自己，讓耶穌成為我們主人
的機會。在
邀請之中，
我們得承認
自身的軟
第二個主題是
「臨
弱，對個人
在」
缺點的隱
門徒從失落
藏，甚至是
中得到安慰，那位
個人對事物
在旅途上的
「陌生
的感覺，但
人」
向他們講述天
是信賴天
主的說話，讓出谷
主，足以驅
的故事；先知的教
除這份內心
訓，再一次在他們
的膽怯，並
的腦海中浮現出
由此開啟與
來，天主的話語就
主耶穌彼此
像火一般燃點起他
的親密關
們那顆失落的心。在今時今日，文 係。
字充斥，資訊泛濫的年代，文字早
已淪為廉價工具，難怪我們參與彌 第四個主題是
「共融」
撒，聆聽聖言亦只是當作一種資
在教會團體內，最能表現出
訊，或者是看作神父準備講道理的 共融的關係，莫過於在聖體聖事
開場白。不會有任何的期待或是驚 之中，因為沒有麵餅，沒有酒
喜，一切都看成習慣。另一種看待 水，就沒有兄弟的情誼，團體之
聖言的心態是醒世良言，期待在聆 情。在感恩祭之中，耶穌誠然付
聽之後，可以改變自己處世為人的 上了自己，在這個付上之中，不
態度，然而，聖言所以為神聖，不 但是真正臨在於餅酒之中，同樣
是像魔術一樣，可以立刻改變。她 是臨在於我們中間，這是共融的
的重要性是在於人聆聽時，從人的 基本層面，還有更深的一個層次
身上產生轉化力量，就如那兩位門 的共融是將我們的思言行為變得
徒一樣，在聆聽，反覆思想之後， 更像耶穌自己，像他一樣的被釘
猛然醒悟過來，更令他們跑回耶路 中十字架；一起躺在墳墓之中，
撒冷向其他人宣告所遭遇的事。
並與他一起復活去陪伴失落的旅
第三個主題是
「邀請」
途中人。共融─是變得像基督一
我們參加感恩祭，常常有一 樣。
種思想存在我們的腦海中，就是認 第五個主題是
「使命」
為感恩祭是天主邀請我們參與，很
共融不是感恩祭的結束，正
少會想到，感恩祭是我們去邀請主 如門徒醒悟以後，不是留戀那份
耶穌和我們共同參與。像路加福音 與主同在的感覺，他們隨即動身
的故事之中，兩個門徒若不是邀請 回到耶路撒冷，告訴其他門徒發
那一位
「陌生人」
一同坐席，那陌 生的事情。在他們心中，有一份
生人一定會繼續前行，離開他們而 使命呼喚著他們，有一份使命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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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著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自己
所屬的地方，將主耶穌復活的喜訊
告訴他們。我們的感恩祭是以使命
作為最後的終結，
「去吧，告訴他
們！」
彌撒的結束語是"彌撒禮成
"，拉丁文是"Ite Missa est" 字
面上的意思就是
「去吧！這是你的
使命。」
它提醒我們信仰並非是星
期日的例行公事，同樣是活在我們
生活之中。它與我們的生活是緊緊
的扣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我們是
活在感恩祭之中。
結語
看完盧雲神父對感恩祭的註
釋，對你的彌撒觀念有沒有改變？
希望下次大家參與感恩祭的時候，
可以想起那五個重要的元素，失
落、臨在、邀請、共融和使命，從
禮儀中得以轉化，從生活中活出感
恩的精神。

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通訊
2002 年 1 月號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 電話25606622

圖文傳真25690188 網址 :www.dolf.org.hk

編者的話：
一年又盡，新年又來，剛送別了 2001 年， 2002 年又在熱烘烘的氣氛下，踏進我們生活的空
間，在新一年的願望中，相信不少香港人都是冀望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尤其是經濟問題得到改善，
當然，近幾年的經濟困擾，確實令港人憂心忡忡，作為基督徒仍不能免除這種擔驚怕憂，然而，除
了為口奔馳之外，個人信仰的內涵和質素，對上主的信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伯多祿前書5：7有這
樣的提醒「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他，因為他必關照你們。」踏入新的一年，我們不妨自我反省
一下，過去的一年，個人的信仰質素如何，是提昇抑或是下降呢？我們經常掛在口邊，說經濟要走
出谷底，然而，個人的信仰又是否需要再一次出谷呢？但願在新的一年中，聖神可以再次振奮我們
的心靈。今期我們有三篇文章，第一篇題目是《基督在我們中間，是我們希望的光榮 》。第二篇
是《耶穌是天主啟示的高峰 》。書籍介紹方面，今期是介紹盧雲神父的作品《熾熱的心》，是
關於感恩祭的默想及生活反省。希望這三篇文章可以幫助大家思考一下信仰。

基督在我們中間，是我們光榮的希望
天主子降生成人，目的是與人 第一，藉感恩祭（聖體聖事），
結合，使人結合於天主的一體中， 耶穌的肉軀真實地存留在世上，
雖然祂在世的生命短暫，但祂建立 與人結合。第二，藉誦讀福音，
了聖體聖事，藉聖神的能力，使世 享受聖言，默觀福音的內容，領
世代代的人結合於基督，基督在我 受對我們個人的啟示。第三，藉
們內，我們在基督內，仰賴祂的苦 聖神引領我們進入真理，讓真理
難、死亡和光榮的復活升天，使我 之神不停在我們內工作，聖化我
們 得 「 成 為 有 分 於 天 主 性 體 的 們，使我們眾人更能肖似基督。
感恩聖事（聖體聖事）建立
人」
（伯後 1:4），對我們來說，
耶穌不是過去的歷史人物，祂是現 教會，藉聖體聖事基督結合眾信
在的基督，是我們將來的保證。祂 徒，團結天主子民成為一體，獲
在升天時曾承諾過，天天與我們一 得力量實踐愛和真理。聖保祿以
（參弟前2:
起（宗 28:20），派遣聖神與我們 基督的身體來稱呼教會
同在，祂死而復活，是復活的基 4），基督就是「與人人結合在
（參瑪 13:52），教會藉著
督，我們要以現今的耶穌作為生活 一起」
原則，以昔日耶穌的事蹟作為聖德 深入此奧蹟來體驗她自己的本質
模範，耶穌超越時間空間存在，天 和使命，藉著教會耶穌基督以真
天與人一起，以不同的方式臨現。 理和愛的力量臨在於世界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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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面對歷史的傷痕、不同的社會
制度、意識形態和政權的衝激，教
會在基督內分擔祂的導師和救主的
職務，不斷邁向締結基督完美的奧
體。聖體聖事也是每一個人藉救贖
的奧蹟，永遠與基督結合在一起，
在基督內分享這奧蹟，即從奧蹟中
誕生了「新人」，舊我與基督一同
死去及被埋葬，新我在基督內被
造，為了接受恩寵和真理（參若
17：21；弗 4:23）。基督與人結合
是力量也是力量的泉源，因著這力
量人的內心受到改變，使之不會消
失存留到永生 1 。人無可避免地要
進入肉軀上的死亡，但基督在我們
內使我們看見復活的祂，「我就是
復活和生命，誰相信我 … … 永遠
不會死亡」
（若 21:15），因著基督

與我們同在，我們才有復活的希
望，因祂的救贖，才可獲得天主分
施的光榮而進入永恆，自由地在天
主內，更肖似天主，真正成為天主
的兒女。「這奧秘為外邦人是有
如何豐盛的光榮，這奧秘就是基督
在你們中，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
望」（哥 1 : 2 7 ），保羅清楚表達
他傳揚的奧秘在耶穌之前的世代是
被隱藏的，但基督到來揭示奧秘，
向人公開顯明訊息（參弗 3:5），
就是基督與人結合，藉聖神住在人
內，使人成為日後得榮耀的保證。
（參弗 3:4 ）這是人的內在盼望，
世上的「我」在時間、空間上並
不完整，不能把天主的肖像活現出
來，因為罪惡使「我」與天主隔
絕，唯有在復活時，基督完全在
「我」內，使「我」真正成為天
主的肖像，完全地是天主的兒女
（聖父），完全地去愛（聖子─
耶穌），也完全地在天主的愛內
（聖神），繼續永遠地邁向天
主，但不會超越祂，這正是我們光
榮的希望。
在感恩祭我們不但從基督聖體的筵
席中，獲取生命之糧，也聆聽天主
聖言，從而獲得生命的滋養。聖經
是天主默感的，祂向人的啟示，直
接地寫成話，恆久不變地向人通傳

天主的言語，尤其是當「聖言成
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若
1:14）給我們說話，乃是基督與
我們同在的憑據，藉著聖經天主
慈愛地與我們相會，並同我們交
談，這些話語具有無比的力量和
德能，是我們信德的力量和支
柱，以滋潤枯竭靈魂的潤滑劑，
是我們精神生活的泉源，這正好
反映希伯來人書 4:12「天主的話
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
藉閱讀聖經來認識基督，不認識
聖經，即不認識基督，因為基督
就是聖言，當我們聆聽且領會天
主聖言時，就是基督在我們內，
以基督的眼來看事物，以基督的
耳來聆聽，以基督的手來行善，
以基督的腳來走天主的路，引領
我們更完美地與基督結合。
在整個救贖的奧蹟中，基督
在我們內不斷傾注聖神，聖神把
聖父的旨意及聖子的感受放在我
們心中，引導我們走向天父2。天
主在萬世以前，已在耶穌基督內
擬定好救贖的計劃，預定了我們
藉耶穌基督而獲得義子的名分，
因聖神傾注在我們中，使我們與
基督的肖像相同，從而獲得此地
位。聖神不斷地聖化我們，人與
基督的聖神結合，就是結合於基

督，人在基督內把聖神的德能，聖
神的恩惠和聖神的果實顯示出來光
榮天主。
總括而言，感恩聖事最能完全
表達基督在我們中，不但從聖言中
領會基督救贖奧蹟的意義，聆聽祂
親自對我們說話，而且藉聖神的德
能，使我們得以參與天主愛的筵
席，與基督締合，使祂對我們的承
諾「我天天與你們在一起」
（瑪 28:
20）得以實現，使我們每一個人
可分享救贖的奧蹟，享受以子女的
身份與天主和好的成果（參羅 5:
10 、 11；格後 5:18-19；哥 1:20 ，
22），此和好得以藉著基督分享
天主的光榮。
參考資料：
1. 天主教義啟示憲章 第六章：
論聖經在教會的生活中
2. 天主教義禮儀憲章 第二章：
論至聖聖體奧蹟
3. 人類救主通諭 二：救贖的奧
蹟

新約耶穌基督的來臨作好安排及準
備，為使祂的救贖計劃順利完成。
到了適當的時候，天主派遣聖子，
降生為人，作為天主的啟示者，以
言以行，給人親述天主的奧秘。
在舊約及耶穌的年代，猶太
人普遍也有天國觀念，而耶穌所
宣講的天國，卻給人帶來新的可
能、新的能力及新的將來。祂宣
告天主為父，所有人也是祂的子
女，以慈父的面貌帶領人走向永
恆的天國。在此之前，主一向給
人的印象是崇高偉大凌駕一切的
主宰，但因著耶穌，我們得以成
為天主的兒女，稱主為父，大大
提升了與主的關係。
耶穌以行動關懷人、愛人、
憐憫人、寬恕人、尤其與罪人、
窮人、病人同在，為人們施行了
很多奇蹟，與人一同生活，縱使
離世升天，仍許諾與人天天在一

1 參閱梵一大公會議第三章第六
項。
2參聖心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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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熾熱的心─恩祭的
生活默想

耶穌是天主啟示的高峰
天主是自有的，從來沒有人
見過祂，要認識祂，本應無從入
手，然而「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
慧，樂意把自己揭示給人，並向人
顯露祂旨意的奧秘」
（啟示憲章2
號）
。天主願意藉啟示，把自己以
及其願人類得救的永遠計劃，顯示
並通傳與人，
「就是為使人分享天
主的美善，這美善完全超過人類智
能的領悟」
（啟示憲章 6 號）。
從舊約聖經中可以看到，在

創造之初，天主藉著萬物向人證
明了祂的存在，把自己顯示給原
祖父母，在他們墮落犯罪之後，
立刻許下救贖，給予獲救的希
望。隨後，天主主動召叫亞巴郎
立約，祝福他使他成為一個民
族，作他們的天主。在吩咐梅瑟
帶領以色列人出谷時，頒布十
誡，指導他們應如何生活，引領
他們走入預許的福地。在不同時
期，派遣先知，教導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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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羊
為他們選立君王，
亡國時給予勸導和
鼓勵，並預告救主
來臨救贖的希望。可見天主對人類
不斷的照顧，一直保護他們、領導
他們、降福他們。
天主藉舊約這千多年的歷
史，以言以行，讓人經驗祂，逐漸
將自己啟示給人，告訴人祂是唯一
的真天主，揭示了救恩的計劃，讓
人了解祂的道路，而這一切正是為

作者：盧雲
翻譯：張令 s
出版：台灣光啟出版社
頁數：104 頁
盧雲神父在這本書裡面跟我
們分享一個題目，一個老生常談的
題目─感恩祭，究竟怎樣可以使感
恩祭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說
起來好像是不難，但想深一點，卻
委實不易，雖然我們都明白這是我
們信仰中的要求，而且是無可置疑
的事，然而在現實的情況中，我們

起（瑪28:20），可見天主願意
常常與人在一起，將祂無限的愛
分施予人。
不只耶穌的言行為傳達天主
啟示的工具，其實祂本身就是天
主的啟示。祂曾祂多次強調，誰
看見了祂，就是看見了父
（若14:
9）
，天主是怎樣的已十分明顯。
藉著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救恩的
計劃已完全清楚地呈現眼前，通
過這羔羊的血所立的新約，展現
出天國永生之路。由此可見，耶
穌就成為了天主啟示的高峰
隨後由父與子共發的聖神，
繼續聖化世界，帶領人類於歷史
中走向永恆，直至基督光榮再
來，天國才達至完滿。所以基督
到來以自己作祭品所立的新約，
是
「決定性的盟約，永不廢除，
在基督光榮再來以前，已經不需
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啟示」
（啟

往往是有心無力，每個星期天我
們都參與感恩祭，但感恩祭如何
能使在場或不在場的人；一般人
的日常生活產生關聯呢？這不單
是盧雲思考的問題，同樣的問題
一直向我們提出挑戰。
盧雲在這本書內，透過由耶路撒
冷走到厄瑪烏又折返的兩位門徒
故事，作為對於感恩祭及感恩祭
內生活的反省基礎。在筆者來
說，整個故事都包含了失落、臨
在、邀請、共融及使命這五個主
題，這些主題又是感恩祭中的五
個主要幅度。全書共分開五個主
題：
第一個主題是
「失落」
由
「往厄瑪烏的路上」
到
「哀悼我
們所失落的」說起。故事的開始
是路加福音24：13~35節發生的
故事，兩位門徒因為生命中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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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憲章 4號）。
總括而言，耶穌的降臨，滿
全了舊約的啟示，將本來模糊的地
方，毫無保留地顯示出來，將天主
的啟示推到高峰，把天主與人的關
係帶到更深的層次。正如初期教
會，宗徒們在聖神的光照下，領悟
到整個啟示歷史在耶穌身上綜合起
來，並深信耶穌本身就是天主對人
類的最後啟示。

參考資料：
《梵蒂岡第二屇大公會議文
獻》─啟示憲章
《基督的啟示》張春申
《神學辭典》輔仁神學著作

落而感到傷心難過，由耶路撒冷走
向厄瑪烏的村莊去。他們當時的心
境盡是失落的感覺。他們的失落是
因為冀望的幻滅，一如他們所說：
「我們原指望衪就是那要拯救以色
列的。」
可是......如今一切都幻
滅了，他們只是垂頭喪氣地回家
去。盧雲在這裡帶出一個訊息，他
指出，今天的人，在心靈裡面或多
或少都帶著門徒的失落感，可能在
家庭、工作、朋友的關係上，更深
一層是個人理想的失落，人總是希
望可以一展抱負，但現實中的種種
原因，我們往往是一籌莫展。除了
上述所說的失落之外，更有的是信
仰上的失落，原有的信仰已經不能
再次承載我們生命的挑戰，信仰生
活淪為生活的點綴品，而心中的怨
懟更成為我們對待事情的態度。在
怨懟以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