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常務世界主教會議

Apostolic Exhortation
Vita Consecrata

• 時期：1994年10月2日到29日
與會神長：245
主題：獻身生活及其在教會內的使命
1991年12月30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將
召開一個關於獻身生活的世界主教會議。
獻身生活和使徒生活團體，而且不同的全
國性和國際性組織，也都與本地的教會當
局和教廷的各部門認真交換了意見。

《奉獻生活》勸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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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勸諭的目的
• 會議中為數眾多的與會神長屬於修會團體
，有一位修女和一位修士擔任第二特別祕
書，更有不少男女獻身生活者以專家或旁
聽者身份參與會議。

• 4﹒為了回應主教會議在討論＜獻身生活及
其在教會、在世間的使命＞之主題後，所
表達的意願，本人（教宗）願在此勸諭宣
佈該會議的各項結果；並向全體信徒：主
教、神父、執事、獻身者和平信徒，以及
其他任何有興趣的人，指出至今上主仍願
意藉著獻身生活完成的奇妙事情。

• 世界主教會議後的宗座勸諭『奉獻生活』
1996年3月25日頒布。

3

4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的神學人類學

宗座勸諭的目的
• 13﹒我（教宗）收集了主教會議辛苦工作
的果實，把它放在這一通宗座勸諭中，藉
此我願向全教會講話，為的是不僅向獻身
者，也向眾主教和信友們提供一個經過激
烈討論的結果；這些都是聖神以其真理和
愛的恩寵引導下獲得的。

• 下面先講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的神學
人類學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並以此
為理論基礎，闡釋《奉獻生活》勸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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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世的精神」

人對神永不止息的嚮往

• 神學家拉內 (Karl Rahner) 認為人是「在世
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是有限的精
神體。
• 人充分意識到自身的限制，無法在自己之
內找到圓滿，因而對無限的存有者（神）
有一份永不止息的嚮往。

• 人性因受到恩寵的塑造，因而嚮往天主的
自我通傳
stamped and determined by grace, human
nature longs for God’s self-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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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聖言的聆聽者
man is hearer of the Word
• 藉著恩寵，人具備了聆聽上主聖言及體驗
祂奧秘的先驗條件
Because of grace, man is endowed with
the a priori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listening to God’s Word and experiencing
His mystery

• 天主的自我通傳推動人的自我超越
God’s self-communication motivates
man’s self-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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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聖言的聆聽者
man is hearer of th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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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自我通傳
• 天主自我通傳 (God’s self-communication)
（啟示）的兩個模式 (modes)

• 基於人性的無限超越特質，人能夠站立於
神面前，聆聽神以人的言語訴說自身的無
窮奧祕，所以是聖言的聆聽者，能夠理解
上主的聖言及體驗天主的奧秘，並與祂結
合。

• 一、恩寵的賜與 (bestowal of grace)
• 二、基督的降生成人 (Christ’s inca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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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人性的圓滿實現

人的自我超越

• 主耶穌完成了人的自我超越
Our Lord Jesus has eminently fulfilled the
transcendence of his being

• 自我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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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我：建構的我
(constructed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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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天主的肖像」
• 真我：「天主的肖像」（創一27）

• 假我：藉外在條件建構而成的「我」
• 因是天主所創造的我，具有無限的價值；
• 外在條件：金錢、名譽、地位、權力、
成就、人際關係…

• 因為是天主所愛的，所以非常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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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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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識的過程

• 自我認識的重要性：

• 真誠面對自已（光明與黑暗）Æ

• 既認識真我Æ無須流費時間與心力建築假我
• 不認識真我Æ浪費一生時間精力建築假我，但最後一切歸
於虛無

• 接納自已的一切Æ歸依Æ自我超越（成聖）

• 自我認識是人格成長的基礎
• 自我認識的困難：不願意面對痛苦，無法真實認識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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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的兩個模式

智識上的自我超越
一、知識上的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in knowledge)

• 知識上的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in knowledge）

• 從（認知）肯定有限存有，到（認知）肯
定絕對存有（天主）

• 自由上的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in freedom）

• 認識自已，從而認識人生的意義，存在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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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上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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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二、自由上的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in freedom)

• 藉著恩寵的推動，能在生命歷程中不斷超
越自己（self-transcendence : 成聖），以
降生成人的基督為自我超越的目標及終點
，終極目標在與祂結合。

• 人藉每一個倫理抉擇和實踐，行善避惡，
不斷超越自我；
• 人藉愛宇宙萬物，愛他人而（隱然地
implicitly ）愛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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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神類 discernment of spirits
• 下面將簡介聖依納爵(St. Ignatius)
的辨別神類 (discernment of spirits)

• 依納爵認為人的心靈受到三方面的影響：
• 一、自己（真我/假我）
• 二、惡神(evil spirits)
• 三、善神(good 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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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枯 desolation

神慰 consolation

• 神枯 desolation—惡神推動人相反天主的旨
意，使人心靈陷於黑暗、昏亂、無力、絕
望之中，感覺遠離天主，喜好卑鄙的事物

• 神慰 consolation—善神給人光照、安慰，
勇氣、力量、平安、喜悅
• Æ助人明辨天主的旨意
• Æ承行天主的旨意
• Æ自我超越

• 推動人建構假我
(to construct the unauthentic self)
• Æ進而墮入種種罪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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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將討論《奉獻生活》勸諭

• 自我則要對心靈中重要經驗作出辨別：
感受、情緒、傾向、神枯、神慰…等
• Æ辨別其來源，來自惡神的嚴加拒絕，來
自善神的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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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是天父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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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願生活的根源和基礎

• 緒論
• 天主自我通傳的根本模式
(the radical mode)—基督的降生成人

• 獻身生活深深根植於主基督的表率與訓誨
，是天父經由聖神賞賜教會的一份禮物。

• 基督的降生成人是三願生活的根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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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藉實踐三願生活
不斷超越自己

緒論

• 神貧：空虛自己 (kenosis)，降生成人、在
貧窮的環境中出生、成長、完成人生旅程
• 貞潔：以獨身貞潔作為天國來臨的標記
• 服從：聽命至死，完成聖父的救恩計劃
• (the economy of salvation)

• 1. 藉著福音勸諭的誓約，耶穌容貌的特徵
—貞潔、貧窮、服從—便經常在世間顯示
出來，而眾信友的眼睛也被引向天國的奧
祕；此奧祕已在歷史中運作，而終將止其
至善於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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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賜給教會的一份禮物
• 天主自我通傳的其中一個模式：恩寵的賜
與Æ獻身生活是天主賜給教會的一份禮物
• 3.獻身生活位處教會的中心，是教會使命的
決定性因素，它彰顯「基督徒聖召的內在
本質，」以及全教會以新娘身分，力求與
其淨配相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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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者的自我超越
• 5. 本人（教宗）覺得有需要強調教會歷史
中，這個常存不朽的元素：多少男女修會的
開創者，超凡的男女人士，選擇了基督，徹
底奉行福音之道，為身邊的人服役，特別為
貧窮者、被遺棄者服務。
• 這樣的服務，其本身即是一標記，說明獻身
生活在彰顯愛的誡命的合一根本，即愛天主
和愛人二者之間是相聯而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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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與聖三奧蹟內
獻身生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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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容的基督肖像

• 14. 獻身生活的福音基礎，來自耶穌旅世的
生涯中與某些門徒所建立起來的特殊關係
。祂不僅召喚他們將天國迎入生活，還要
求他們為天國服務，放棄一切而效法祂的
生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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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中有許多人，受到邀請度這「肖似基督
」的生活。但也只有一種特殊的召喚，而且
在聖神的特恩下，才可能兌現此生活。
• 因為在此生活中，聖洗聖事的獻身發展成為
徹底的回應，追隨基督，接受福音勸諭；而
其首要和基本則是為天國而守貞潔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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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獻身生活
• 如此特別的追隨基督之路，其起始常是出
自天父，並有基本的基督論 (Christology)
和聖神論 (pneumatology)的含義；它以極
其生動的方式，展現基督徒生活的聖三
(The Holy Trinity)屬性，同時也預示了末世
的實現；整個教會正走向這末世的圓滿
(Eschatological fulfillment) 。

• 16. 神職人員則是基督—教會的頭及牧人—
的生活形象，祂在這(天國)「已經卻尚未」
(the Kingdom of God has already come
but not yet fulfilled)的時期，引導著祂的子
民，期待著祂的光榮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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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獻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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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者以全心全意回應

• 16. 修道人士宣發福音勸諭的誓願，除了以
基督為生活的全部意義之外，還應努力重
度Æ
• 「天主子承行父命降世時所採取的生活」

• 度獻身生活的人，就是如此與基督「同面
貌」，而宣認聖三，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生
活的標記；讚賞並公認父子聖神的無限佳
美，同時為天主對世人的慈愛關懷做喜樂
的見證。
• 17. 度奉獻生活聖召的意義即在於此︰這完
全是父的主動邀請（參若十五16），祂要
求蒙召者以全心全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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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聖子」︰緊隨聖子的腳步

獻身者的自我超越

• 18﹒聖子是走向聖父的道路（若十四6），
祂邀請所有聖父託付給祂的人（若十七9）
，一生都跟隨祂。

• 19. 獻身者在這條無止境地淨化自己的路上
，放手讓聖神帶領，日益肖似基督，在歷
史上延續著復活之主的特別的臨在。

• 但對那些蒙召度獻身生活的人，他所要求
的則是全然的投身，放下一切（瑪十九27
），以便在他身邊，隨時與他同行。

• 聖神猶如人類的「全球定位系統」GPS，
引領基督徒手朝聖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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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勸諭中聖三生活的反省

福音勸諭中聖三生活的反省

• 21. 獨身之貞潔：

• 21. 貧窮：

• 顯示以不貳之心自獻於上主（參格前七
32—34），這是在聖三生活的奧祕深度中
聯合三位無限愛情的反映

• 宣報天主是人的唯一至寶。若以基督的榜
樣，祂「原有富有的…卻成了貧困的」（
格後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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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勸諭中聖三生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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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為基督作證

• 21. 服從：
• 25. 獻身者之能成為福傳者，最重要的是持
續加深自己的被召叫、被揀選的覺性；因
此自己必須將一切所是與所有，毫無保留
地奉獻於召叫者，並擺脫任何足以阻止此
答覆的障礙。

• 乃是實踐效法基督的榜樣，以父的旨意為
食糧（參若四34），顯示出一種依恃的自
由之美，一種非奴僕性的，而是子女般的
依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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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的末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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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是教會共融的標記

• 26. 獻身生活是來日天國的預示。

• 42. 所以在團體生活中有一點應是很明顯的
，即友愛共融不僅是履行使命的工具，它
更是一個天主所照明的空間，人們在其中
體驗復活之主的隱形臨在（參瑪十八20）

• 梵二大會議又再次提出這一點，它表明獻
身生活「更能預示將來的復活及天國的光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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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的困難

獻身生活的困難

• 70. 任何年齡都能由於外在因素而產生危機
狀況—例如居所或職務的改變，使徒工作
上的困難或缺乏成效，誤會或疏離感。
• 或者更直接地由於個人的因素，例如生理
或心理的疾病；靈修上的神枯、死亡，人
際關係的困難、強烈的誘惑、信仰或身分
認定的危機、無用感等。

• 人的終極渴望：
• 以有限的人性，追尋無限的天主
• Æ心靈上必然的空虛
• Æ外在的擁有無法填塞內在的空虛
• Æ恆常的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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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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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的困難

• 在世的渴望：確定自我的價值（真我）
最大的危機：
Æ無法確定自我的價值
以「假我」為「真我」
以外在的擁有（權力、名位、人際關係…）
定義自己的價值（假我）

• 當忠信受到考驗時，這人應受到團體及個
別的更大的信任、更深的愛，藉此支持該
成員。
• Æ上司關心的接近是很重要的。
• Æ同會弟兄或姐妹的關懷、親近，也會給
與極大的安慰，且能助其再次發現盟約的
意義；那原是天主所建立，而自己一點都
不想毀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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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生活的兩顆珍珠：
明智與愛德

辨別是獻身生活的明燈
• 獻身者的生活Æ（藉著恆常祈禱）
Æ不斷的辨別
• 一、不斷辨別「真我」與「假我」
• 二、不斷識破魔鬼的詭計
• 三、不斷辨別天主的旨意

• 明智辨別
Æ抉擇的基礎
• 實踐抉擇
Æ結出愛德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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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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