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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引我路

傳佈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啊！

」羅1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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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留 你們為孤兒；
要回到你們這裏來

若14:18



耶穌為信徒預備地方 -

你們心裏不要煩亂 你們要信賴
主，也要信賴 。在 父的家

裏， 許多住處。 去，原是為給
你們預備地方 如不然， 早就告
訴了你們。 去了，為你們預備了
地方 後， 必再來接你們到 那
裏去，為的是 在那裏，你們也在
那裏。



…… 耶穌說完這些話，就在他
們觀望中，被 升， 塊雲彩接
了他去，離開他們的眼界。

宗

他們向 注視 他 升的時候，
忽 個 穿 白 衣 的 人 站 在 他 們
前…… 宗



路加用了 約中的象徵圖像  雲彩



雲彩遮蓋了祂 ~

表示耶穌要進入 父的光榮

象徵耶穌和門徒們開始 一
種新的方式交往



耶穌被接升天的日期，就
快要來到，他遂決意朝耶路
撒冷走去 路9:51

引向天父光榮的那條路
必須經過十 架，
經過服從天主愛人的計劃



耶穌 他們出去，直到伯達尼
附近，就舉手降福了他們

降福他們的時候，就離開他
們，被提升天去了
他們叩拜了他，皆大喜歡地返回
了耶路撒冷，常在聖殿裏稱謝天
主



為 們轉求

耶穌 他們出去，直到伯達尼
附近，就舉手降福了他們

路24: 50

基督 …… 進入了上天本境，
今後出現在天主面前，為我們轉
求。 希9：24



他們叩拜了他，皆大喜歡地返
回了耶路撒冷 路  

以信德的眼光明白了

耶穌以新的方式永遠生活
在我們中間



主耶穌給他們說了這些話 後，
就被接升 ，坐在 主的右邊。
谷

上主對我主起誓說： 你坐在我
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腳
的踏板! 」詠110:1)



耶穌升

揭示聖子和聖父密切的關係

聖子已達到了降生的目的，

完成了救贖的工程，

回歸天父與聖父共融



若望福音
耶穌向她說

你別拉住 不放，因為 還沒
升到父那裏 你到 的弟 那

裏去，告訴他們 升到 的父
和你們的父那裏去，升到 的
主和你們的 主那裏去。



耶穌稱天父為 我的父 和
你們的父

也稱門徒們為 我的弟兄

這實現了 凡接受耶穌並相信祂的
名 的人，祂要使他們成為天主
的子女 若1:12



瑪竇福音

*沒 敘述耶穌升

* 地 的一切權柄都交給
了 ，所 你們要去使萬民
為門徒 瑪 -



宗徒要做見證人

默西亞必須受 ，第 要從死
者中復活 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
始，因他的 向萬邦宣講悔改，
得罪之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人。 -



宗徒要做見證人

為這些事作證，且寫 這些事
的，就是這個門徒， 們知道 他
的作證是真實的。耶穌所行的還
許多別的事 假使要一一寫出來，

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
。 -



耶穌派遣宗徒

你們往普 去，向一切受造物
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谷 -

他們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
合作，並 奇蹟相隨，證實所傳的
道理。 谷



預許另一位護慰者

如果你們愛 ，就要遵守 的
命 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
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他永遠與
你們 在 -



去為你們 益，因為 不
去，護慰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裡
來 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
們這裡 來。



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 時，
你們將 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
路撒冷及 猶 和撒瑪黎雅，並
直到地極，為 作證人。

宗



千人歸化

宗 -



看！ 你們 在一起，直
到今世的終結。 瑪

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
人將稱他的名 為厄瑪奴耳，意
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瑪
1:23



今天在教會內，耶穌：

* 於聖言中

*臨於聖體內

透過天主聖言和聖體聖事滋養的聖
教會，即耶穌在世的奧體，祂與我
們同在。



總結

耶穌升天對我們的意義



(1) 基督的升天，
標誌著耶穌的人性
已進入天主的神聖 域，
並將再次降來
在 期間，
人的肉眼不再看得見祂



(2)耶穌基督──教會的頭，
們──祂的肢體

基督先抵達父的榮耀王國，
為使 們懷著希望而生活



(3) 基督不斷為 們轉求，
確保聖神源源不絕地
傾注在 們身



(4) 遵守耶穌的教 ，
吸引萬民 為門徒
在生活中經驗耶穌的權能，
確知天主與 們同在



(5) 相信基督是活著，
聖神仍在 們中間，
依賴聖神，
定能執行 們的使命，
做一個勝任的見證人



(6)耶穌既存於聖言中，
又臨於聖體內

要珍惜，
耶穌與 們天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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