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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1/2)

Ø按照你們的課程安排，今日我要與
大家討論和分享的題目是：
基督身體—教會和團體。
按我的了解，這個題目包含了三個主
要的概念在內，就是：基督的身體、
教會、團體。
怎樣把這三個概念連結並在聖言的光
照下進行反省，發掘出它們的豐富內
涵，便是我們要做的工夫。



導言： (2/2)

Ø今日的講座除了大量應用聖言之外，
我還應用了當今教宗方濟各的思想來
輔助我們的探討，使到我們對這個題
目有更廣闊和深刻的了解。
Ø我們的講座除了簡短的導言和 後
的結語之外，主要內容分為四部份：
Ø1. 基督的身體； 2. 教宗方濟各怎樣
看「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3. 教會團
體所面對的 大誘惑； 4. 團結合一



1.基督的身體： (1/2)

「基督的身體」這個圖像是由兩個觀
念所構成，即：「基督」和「身體」。
按照聖經學者的研究，「身體」的希
臘字 ，在全部新約著作中總共
出現了一百二十四次，其中保祿書信
佔大多數，一共用了九十一次之多，
而在這九十一次之中，格林多書信和
羅馬書信合共用了六十九次。



1.基督的身體： (2/2)

由此可見，若要討論「基督的身體」，
則必需由保祿的書信出發，而格林多
書信及羅馬書信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既然，「基督的身體」原本由兩個觀
念所構成，則我們首先探討「身體」
觀念的來源、背景及聖經中的應用，
然後，再反省整個「基督的身體」
圖像的意義。



Ø「身體」的觀念頗為古老，在舊約時
代已存在於猶太人的思想中，舊約裏
「集體位格」的思想，可以說是
「基督的身體」思想的遠預備。所謂
「集體位格」是指以色列民認為整個
民族是誕生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
不但是「個體」，而且是整個民族的
化身，他代表著這個民族，整個民族
的命運也繫於這個人身上。

1.1舊約中的預備—集體位格的思想 (1/2)



Ø譬如：亞巴郎，他是一個「集體位格」
的代表性人物；又譬如：以色列，這
本是一個人的名字，但整個民族取了
此名字作為自己的族名；以色列是一
個「集體位格」。
Ø整個百姓或子民誕生在一個人 (或一
個「位格」) 身上的思想，為新約中
「基督的身體」的概念作了「先驅」。
保祿如何應用和發揮了「身體」的觀念？

1.1舊約中的預備—集體位格的思想 (2/2)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1/6)

Ø現在，且讓我們仔細分析保祿著作
中，有關「身體」觀念的發展，我們
先探討格林多前書，接著，研究哥羅
森書和厄弗所書有關「頭」的觀念的
發展。
Ø格林多前書於公元五十六至五十九
年間寫成，而致羅馬人書亦約於此期
間內成書。「身體」 一詞
早在(格前6:12-20)中出現。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2/6)

Ø保祿為了面對希臘文化中的「精神
主義」(Spiritualism)，特別強調「身體」
的價值；此外，他又為了針對格林多
教會中某些信徒在倫理生活上的偏差，
訓示他們應重視「身體」的聖潔。保
祿說：我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不
可淫亂。（格前6:13-15）又說：「身體是
聖神的宮殿」，（格前6:19）「所以務要
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格前6:20）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3/6)

Ø他在(格前10:16-17)中所談及的「只是『一
個身體』」，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有人
認為是指「集體性的身體」( collective 
unity)，但另外有人主張，是指耶穌基督個
人的「身體」。一般認為，後者的解釋較
配合整個格林多前書第六章的脈絡，並得
到(格前6:12-20)的支持，在這段經文中，保
祿用了(創2:24)的「二人成為一體」來作比
喻。他願意指出：肢體(信徒)與耶穌基督
的結合是真實的，信徒們是祂真實的肢體。
（格前6：15-16）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4/6)

Ø當論到有關「祭肉」的問題時，
保祿再提出「身體」的概念。在
(格前10:14-22)中，保祿指出：領受基督
的體血就是與基督的「身體」結合。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5/6)

Ø稍後，在(格前12:4-31)裏，保祿又再一次
提到「身體」的觀念，但所面對的卻是
「妄用神恩」的問題。在格林多教會內，
信徒曾因行使神恩而引起嫉妒和紛爭，
保祿於是再用「身體」的觀念來勸導這
些信徒：神恩雖不同，但卻為建設同一
的身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格前12：12），因為，眾人都「因一個聖
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格前12:13）



1.2 格林多書信中的「身體」 (6/6)

Ø簡言之，在格林多前書中保祿運用
了「身體」的觀念來說明基督與信徒
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是真實的，
是聖神的工作。在格林多前書裏所討
論的，主要是「身體」與「肢體」的
關係，這身體的觀念尚未完整，直到
哥羅森書和厄弗所書中「頭」的觀念
出現，「身體」的概念才達至完整和
進入成熟的階段。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
中的演進： (1/7)

Ø哥羅森書約於公元六十三年左右
成書，晚於格林多前書及羅馬人書。
這封書信，主要是面對在希臘文化
背景中所產生的宇宙觀及世界觀。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中的演進
(2/7)

Ø希臘文化視物質世界之外，存在著
另一個無形和不可見的世界，它是
由「上座者、宰制者、率領者…」
等神體所統御。當時，在哥羅森教
會內，有不少信徒受到這種希臘化
的宇宙觀所影響，對耶穌基督在宇
宙及創造中的「絕對元首」的地位，
產生曲解。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
中的演進： (3/7)

Ø他們趨向於把耶穌基督與這些神
體等量齊觀，視祂為許多精神界中
的力量之一，由此，保祿在哥羅森
書中，特別強調基督的「元首」地
位，祂的權力超越一切。(哥1:16)



Ø在(哥2:19)裏，作者明顯論到「頭」的觀念。
其實，這觀念早已存在於希伯來人的思想
中，他們用「頭」來比喻「權威」，然而，
希伯來思想中的「頭」，從來沒有與「身
體」的觀念相連。
Ø現在，保祿把這「頭」的觀念與「身體」
相結合，把耶穌基督比喻為「頭」，而把
教會視為「身體」。耶穌基督不僅是教會
的「頭」，而且亦是整個宇宙及一切受造
物的「頭」（哥1：15-18）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中的演進
4/7



Ø若將格林多前書和羅馬人書與哥羅森書
比較，我們發現，在哥羅森書中，「身體」
的觀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現在，這個
「身體」不僅與「頭」相連為一，而且由
「頭」那裏吸取生命的滋養，正如哥羅森
書第二章第十九節所說：「…由於頭，全
身才能賴關節和脈絡獲得滋養而互相連
結」。「頭」與「身體」的密切關係由這
一段文字簡樸地勾劃出來，而在厄弗所書
中，我們找到更深刻的描寫。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中的演進
5/7



Ø厄弗所書成書於六十三年左右，與哥羅
森書同為「獄函」。在厄弗所書第一章裏，
作者基本上重覆哥羅森書第二章的思想：
天上地下的一切總歸於基督元首，祂亦是
教會的頭（弗1:21-23）

Ø至於基督是教會的「頭」以及祂與教會
的密切關係，厄弗所書第五章的闡釋 為
清楚。在此，頭(基督)與身體(教會)整合為
一（弗5:23），作者並借用婚姻中結合的比喻
來描寫這「頭」與「身體」之間的密切關係。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中的演進
6/7



Ø在(弗5:25-26)中，作者說：基督愛教會，
並為教會交付了自己；這種愛和結合
是以聖事為基礎：「以水洗，藉語言
來潔淨她，聖化她。」在(弗5:29-31)中，
作者一如在(格前6:15)所做的，引用(創2:24)

的「結合」來比喻基督與教會的結合。

Ø 後，在(弗5:32)裏，作者指出：頭與
身體的結合是一「偉大的奧秘」

1.3 哥羅森書信及厄弗所書信中的演進
7/7



2. 教宗方濟各怎樣看「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2.1 身體與頭：
2.1.1 教宗的中心思想：

Ø 按照2016年所出版的 Go into Streets!- The 
Welcoming Church of Pope Francis  中，一位耶穌會
作者Thomas P. Rausch, SJ說，榮休教宗本篤
十六世與教宗方濟各雖然彼此在風格、思
路的表達上很不同，但對教會的看法，兩
者有不少相同和一致的地方，因為，兩位
教宗在某些思想上都同時受到一位神學家
的影響，他就是Henri de Lubac（狄魯伯神父）



Ø 狄魯伯神父有兩本非常有影響
力論及教會的著作，一本是《天
主教會》（Catholicism）；另一本
是Splendor of the Church。而後者
對教宗方濟各的影響特別深刻。

Ø教宗方濟各曾以教理講授的形式，
兩次論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他說：



「教會並⾮是⼀個福利機構，亦⾮是⼀個⽂
化、社會或政治的協會，教會是『基督的⾝
體』。這⾝體存在並⾏動於歷史中。這個⾝
體有⼀個『頭』，就是耶穌基督；祂引導、
滋養、⽀持著教會。有⼀點我想強調：如果
把頭和⾝體分開，則整個⾝體就不能⽣存。
教會就是如此，我們必需與耶穌基督保持密
切的關係。不但如此，更重要是：必需讓祂
的『⽣命』和『⾎』在⾝體內流動，只有這
樣，⾝體才能⽣活。我們必需讓基督在我們
內⾏動，讓祂的『⾔』引導我們、讓臨在於
聖體中的祂養育我們、給予我們⽣命，讓祂
的愛加強我們對近⼈的愛。」



2.1.2 反省：
Ø教宗這番說話，正好反映著兩段聖言的訓示 :
Ø第一段：「葡萄樹」的比喻（若 15:1-11）

這段聖言，正好描寫出「肢體與頭」的密
切關係，尤其 (15:5-7)：「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
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甚
麼也不能作。誰若不住在我內，便彷彿枝
條，丟在外面而乾枯了，人便把它拾起來，
投入火中焚燒，你們如果住在我內，而我
的話也存在你們內，如此，你們願意甚麼，
求罷！必給你們成就。」



v第二段：愛的連繫和實踐（瑪25:31-45）

Ø 教宗說：「讓祂的愛加強我們對
近人的愛」。而這段聖言十分具體
和清楚地說出了怎樣才是「對近人
的愛」，尤其（25:35-36）：「我餓了，
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
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
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
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
望了我。」



v第二段：愛的連繫和實踐（瑪25:31-45）

Ø這段聖言，很生動、也很踏實地
說出了肢體之間、以及肢體與頭
（基督）之間的真實連繫。如何加
強對基督和對近人的愛？耶穌回答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
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的」（25:40	)



2.2 教會是母親：
2.2.1. 教宗的中心思想：

Ø 教宗又常說：「教會是母親」。教
會「生育」她的子女、又以聖體聖事
給予其子女生命。她不但給予那些值
得領受這聖事的「義人」，也給有缺
失和軟弱的人。教宗稱聖體為天主
「慈悲的良藥」。



Ø在2013年9月11日，教宗方濟各在給
群眾講話時，他清楚地說：「教會是
母親」，這是很美麗的圖像，在這圖
像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Ø1)	教會作為母親，給予子女超性生命；
Ø2)	藉聖事和宣講養育子女；
Ø3)子女由母親身上領受了生命之後，
不能「被動」地生活，而要「主動」
地參予母親的使命，即：慷慨地與他
人分享信仰和生命。



Ø教宗曾訓導說：「我們就是教會，包括
由受洗後的嬰兒直到教宗。在天主面前，
人人平等…。我們都被召去傳福音，每個
人都要問自己：『我們是慷慨地分享自己
的信仰，抑或自我封閉？』」
Ø教宗說：「我重覆地說：『我愛一個有
能力走出自己、不斷向前、甚至冒險去帶
基督給別人的教會。』當我這樣說時，我
想到的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基督徒！我們
都分受了教會的母性，所以，基督之光要
進入世界的每個角落！」



2.2.2 反省：
v教宗這段講話，使我們想起舊約中
依撒意亞先知的一個比喻，就是：
「牧羊人」
v「牧羊人」的寓意（依40:11）

v「他必如牧人，牧放自己的羊群，以
自己的手臂集合小羊，把牠們抱在自己
的懷中，溫良地領導哺乳的母羊。」
v 教會應懷有牧人這種「溫良地領導」
的母性



2.2.3 「母親」與「身體」的關係：

為教宗方濟各看來，「教會是母親」並不
取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更不能取替
「頭」— 耶穌基督，因為只有祂是世界
之光。在教宗被選前夕，他曾說：
「教會像月亮一樣，反映太陽 — 基督身
上的光輝」。但，他嘆息說：當教會變成
以自我為中心時，她就不再反映基督的光
華，反而走向一種「俗化精神」(俗氣) 
(Spiritual Worldliness)，這是教會致命的危機。



3. 教會團體所面對 大的誘惑：
3.1 何謂「俗化精神」？（若 5:44； 2:21）

（《福音的喜樂》 EG 93）

Ø教宗方濟各認為：教會所面對 大的
誘惑，就是：「俗化精神」（spiritual 
worldliness）。Spiritual Worldliness 這
個詞及其所包含的內容，是教宗方濟各
引用他的同會神學家 Henri de Lubac在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h 一書中的思想。



在《福音的喜樂》勸諭93號中，他也曾
討論到這點。所謂「俗化精神」是指：
那種隱藏在「虔誠」和「愛教會」的外
衣下，但尋求的卻是個人的舒適與光榮，
不是真正尋求天主光榮的心態。
Ø主耶穌在世時曾斥責法利塞人身上這種
俗化（參閱 若5:44）；而保祿在其書信中也
曾警告信徒不要落入這種誘惑中：「這
是一種『謀求自己的事，而不謀求耶穌
基督的事』（斐2:21）的狡猾方式」



Ø教宗說：若俗化精神滲透到教會當
中，「它將比任何其他單純道德上
的俗化更後患無窮」（參閱《福音
的喜樂》 No. 93）

Ø在2013年1月，當他前往巴西出席
世青的聚會時，他反思說：有些誘
惑特別傷害「宗徒的傳教精神」，
因為，它把福音變成了一種意識形
態（ideology）



Ø這種俗化精神使到肢體與頭不能夠
互相結合，也不讓基督的新生命進
入他們內。

Ø教宗強調：「由『俗化精神』中釋
放出來是教會身上一項永久而持續
的挑戰！」俗化「是腐朽的果子，
敗壞教會的使命，如果我們的『新
娘』的生活是如此乾枯敗壞，又怎
樣可叫世界相信『新郎』呢？」



3.2. 聖經中的描寫：虛飾、偽善
(箴 26:23-8; 德 19:22-25) (依29:13) (瑪 5:7-9//谷 7:6-7)

v對於「俗化精神」，舊約和新約都
有很具體的描寫。首先，讓我們看看
箴言和德訓篇的記載，然後，再進入
新約中看看對觀福音的訓示：



v箴言的作者曾這樣描寫「偽善」：

§「⼝蜜腹劍的⼈，有如塗上銀的陶
器。懷恨他⼈的，善措詞掩飾；但在
他⼼底，卻藏有陰險…。仇恨雖可以
詭計來掩飾，但在集會中險惡必敗露。
挖掘陷阱的必⾃陷其中，滾轉⽯頭的
必為⽯所壓。撒謊的唇⾆，必痛恨真
理；諂媚的咀臉，必製造喪亡。」
（箴 26:23-28）



v德訓篇對偽善和虛飾也有以下生動
的描繪：

「有⼀種奸滑的聰明，也是不義的；
有⼀種⼈，為討⼈喜歡，竟妄下論
斷。有⼀種壞⼈，外⾯表⽰謙恭後
悔，⼼裡卻滿懷欺詐…。」
（德 19:22-25）



v在新約裡，瑪竇和馬爾谷福音都
反映了依撒意亞先知書的指責：

「假善人呀！依撒意亞先知論你們預言
的真好，他說：『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們的心卻是遠離我；他們恭敬我也是
假的，因為他們所講授的教義是人的規
律。』」(瑪 15:7-9//谷7:6;	參閱依 29:13)

v若要抵抗「世俗精神」的誘惑，整
個教會要實踐「愛德共融、團結合一」



4. 團結合一（solidarity）：

4.1 肢體合一：與弱小貧窮者共融
（瑪 5:7；6:1-4；25:40）（EG 195、197-198）
Ø「俗化精神」使到肢體與頭割離，而
真正的「愛德」卻令到作為「基督身體」
的教會整合為一個身體，並使到肢體與
頭密切結合成為一個身體。瑪竇福音和
教宗方濟各都教導了信徒如何實踐來自
福音的真愛，只有這種真愛可以像污流
中的清泉，洗滌我們身上的「俗氣」。



v（瑪 5:7、44；6:1-4；25:40）：
瑪竇福音對這種愛的特徵闡述得很清楚：
Ø凡你們對我這些⼩兄弟（弱⼩者）中⼀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Ø不要在⼈前⾏你們的仁義，為叫⼈看⾒；
Ø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的左⼿知道你右⼿
所⾏的，好使你的施捨隱⽽不露；
Ø你們當愛你們的仇⼈，當為迫害你的⼈
祈禱；
Ø憐憫⼈的⼈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4.2 慈悲的實踐（EG 37、48）

v當論到愛德時，教宗方濟各講得很
具體。他說：
Ø「為近⼈實施的愛德⾏為是聖神內在
恩寵的最完美的外在表現」

Ø教宗⼜引⽤多瑪斯的解釋，指出：
「慈悲本⾝就是眾德中最偉⼤的，其他
德⾏環繞著它⽽迴轉，更甚者，慈悲補
充其他德⾏不⾜之處…」



4.2 慈悲的實踐（EG 37、48）
v當論到愛德時，教宗方濟各講得很
具體。他說：

Ø當我們傳教時，我們應該最先走向
「那些不能回報你的人」（路14:14）；
首先是窮人、病人、那些經常被輕視
或遺忘的人

Ø教宗清楚地說：在領受福音的人當
中，窮人是享有優先者。



結語：(EG 49)
在此，我們想引用教宗方濟各的
一段話作為結束。這段話非常美
麗，並深深地刻劃出他想要的是
一個怎樣的教會團體，而這樣的
團體，是 能表達出福音中耶穌
的容貌的：



「我寧願要⼀個⾛到⼤街上歷經波折連連、
因⽽傷痕累累和骯髒兮兮的教會，卻不喜歡
⼀個由於固步⾃封、只顧安全⽽抱病的教會。
我不要教會只顧追求位居中樞、最後無法擺
脫成⾒和繁⽂褥節的羅網…。我希望⼤家⾏
事時莫讓怕出錯的⼼態作主，卻要怕被關在
只有虛假安全感的架構裡，怕被困在只做苛
刻判官的規條裡，怕被囚在只以安全為重的
習慣裡，⽽且，耶穌要我們照顧⾨外⼀⼤群
饑腸轆轆的⼈，不厭其煩地說：『你們給他
們⼀些吃的吧。』（⾕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