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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生活?



信仰生活的根 ？



應以 督為角石

伯前2 1-10



角石？



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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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物 十分 要的部份

�使 個牆壁相連結

�支持牆壁

�是 建築物的 礎



舊約中， 放角石，是值得慶

奠定大地的 礎時，你在那裡？

你若聰明，儘管說罷！

你知 是誰制定了地的 ，

是誰在地 拉了準繩？

地的 礎置在何處，

是誰立了地的角石？ (約38:4-6)



�聖殿奠 之石 厄 3 10-11

工人 放 主殿 礎時，

司祭身穿禮服，拿 號筒，

阿撒夫的後裔肋未人拿 鐃鈸，

站在自 的地方，

按以色列王 味制定的儀式，

讚美 主



�聖殿奠 之石 厄 3 10-11

彼此輪流歌唱讚美和感謝

主的詩歌 因為他是聖善的，

因為他對以色列的慈愛永遠常存

時 體人民都大聲歡 ，

讚美 主，

因為 主的殿 經奠



時以民的首領在原文 ，
亦被稱為 角石

角石是出於他，

幕樁是出於他，

戰弓是出於他，

而且所有的首領也是出於他

(匝10 4)



默西亞更被明明指為 角石

因此吾主 主這樣說

看， 要在熙雍 放一塊石頭，

一塊精選的石頭，

一塊寶貴的角石作 礎，

信賴的人必不動搖 依28:16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 22) 

默西亞更被明明指為 角石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22

� 耶穌將聖詠的話，貼在自 身

� 宗徒 亦為此作證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22

惡園戶的比喻

�瑪21 33-44 

�谷12 1-10 

�路20 9-18



� 瑪  -  

惡園戶的比喻



那時候，耶穌對司祭長和民間長
說

你 再聽一個比喻罷！從前有一
個家主， 植了一個葡萄園，周圍
圍 籬笆，園 掘了一個榨酒池，
築了一個 望臺，把它租給園戶，
就離開了本國



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
園戶那裡去收果子 園戶拿住了僕
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
將 一個用石頭砸死了

他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
還多 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 ，最
後他打發自 的兒子到他 那裡
去，說 他 會敬 的兒子



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
這是繼承人 來！ 殺掉他，

就能得到他的產業

於是他 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
了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
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



他 回答說

要凶惡地消滅那些凶惡的人，把
葡萄園 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
園戶



耶穌對他 說 匠人棄而不用
的石頭，反而 了屋角的 石 那
是 主的所行所為，在 眼中，

妙莫測 的這 經文，你 沒有
讀過嗎？

為此， 對你 說 天主的國，必
由你 中奪去，而交給結果子的外
邦人



惡園戶的比喻
容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22

耶穌 教會的 礎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22

☺新的天主子民團體

☺結出果實的團體



�宗 4 11

�弗 3 20

�伯前 2 7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詠118:22



宗徒 作證 (宗4 8-12)

那時，伯多祿充滿聖 ，

向他 說 位百姓首

領和長 ！如果你 今天

詢問 有關向一個病人

行善的事，並且他怎樣痊

癒了， 很高興告訴你

和 以色列百姓



宗徒 作證 (宗4 8-12)

是 納匝肋人耶穌 督的

即是你 所釘死，

天主從死者中所復活的

就是 這人，

這個站在你 面前的人好了



宗徒 作證 (宗4 8-12)

這耶穌就是為你 匠人所棄
而不用的石頭，反而 了屋角

石 除他以外，無論
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 人
間，沒有賜 別的 ，使

賴以得救的



弗 2 19-22

所以你 不再是外方人

或旅 ，

而是聖徒的 胞，

是天主的家人



弗 2 20-22

被建築在宗徒和 知的
礎 ，而耶穌 督自 卻是這
建築物的角石，靠 他，整個
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
在主 為一 聖殿 並且靠

他，你 也一 被建築，因
聖 ， 為天主的住所



督徒的信仰生活



應以 督為角石 (伯前2 1-10)

所以你 應放棄 種邪
惡 種欺詐 虛偽 嫉妒
和 種誹謗，應如初生的嬰
兒貪求屬靈性的純奶，為使
你 靠 它生長，以 得
救 何況你 嘗到了 主
是何等的甘飴



你 接近了他，

即接近了那為人所擯棄，

但為天主所精選，

所尊 的活石，你 也就 了活石



建 一 屬 的殿 ，

為一班聖潔的司祭，

以奉獻因耶穌 督

而中悅天主的屬 的祭品



這就是經 所 載的

看， 要在熙雍

放一塊精選的，寶貴的 石，

凡信賴他的，決不會蒙羞



所以為你 信賴的人，

是一種榮幸

但為不信賴的人，

是 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

反而 了屋角的 石



並且是 一塊絆腳石，

和一塊使人跌 的磐石

他 由於不相信天主的話，

而絆 了，

這也是為他 預定了的



於你 ，

你 卻是特選的種族，

王家的司祭，

聖潔的國民，

屬於主的民族，

為 你 揚那由黑暗中 你
，進入他奇妙之 者的榮



你 從前不是天主的人民，

如今卻是天主的人民

從前沒有蒙受愛 ，

如今卻蒙受了愛



紮根於 督



耶穌是生 之糧 (若6 48-51)

是生 的食糧 你 的祖 在曠
中 過 瑪納 卻死了 這是從天
降 來的食糧，誰 了，就不死

是從天 降 的生活的食糧 誰若
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

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 的肉，
是為世界的生 而賜給的



耶穌是生 之糧

你怎樣對待這生 之糧？



耶穌是善牧 (若10 14-18)

是善牧，

認識 的羊，

的羊也認識



耶穌是善牧 (若10 14-18)

你認識耶穌嗎？

你有聽祂的說話嗎？

你有沒有生活聖言？



祈禱的耶穌

耶穌不斷為教會祈禱



祈禱的耶穌

� 學習耶穌在生活中不斷祈禱

� 交 ，信賴主耶穌



一 建設教會教會的活石



總結 信仰生活的角石

�應以 督為角石

�努力保存教會的根

�紮根於耶穌 督

�並一 建設教會

生活 不是 生活，

而是 督在 生活
(迦2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