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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基督的信徒基督的信徒基督的信徒基督的信徒 ────────    聖統制聖統制聖統制聖統制，，，， 

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  

871.「是那些藉洗禮加入基督奧體的人，他們組成天主的子民，因此他們各按

自身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依各自身分奉召執行

天主賦予教會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使命」  

872. 「所有基督信徒，因為皆重生於基督，享有地位及行動的真正平等，基於

此平等眾人各按其固有的身分及職務，共同建立基督的奧體」。  

873. 主在其身體的肢體間所願意有的差別，本身是為了維持它的團結和執行它

的使命。因為「教會內的職務雖有區別，使命卻是一致的。基督給了宗

徒們及其繼位者，以祂的名義和祂的權力，訓誨、聖化和治理的職務。

但是平信徒，由於分享了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在全體天主

子民的使命中，也對教會和世界執行他們特有的任務」。此外，從聖職

人員和平信徒中，也「有一些基督信徒，因實行福音的勸諭……獻身於

天主，並以他們特殊的方式從事教會救世的使命」。  

一一一一、、、、教會的聖統結構教會的聖統結構教會的聖統結構教會的聖統結構 

為何有教會職務為何有教會職務為何有教會職務為何有教會職務 

874. 基督自己就是教會內職務的根源。祂建立了教會，並賦予她權力、使命、

方針和目標：  主基督為了確保天主子民的牧養和成長的方法，祂在其教會內設立了各種職務，以謀求全體的利益。事實上，這些擁有神權的人員，是為他們的弟兄服務，好使所有屬於天主子民的人……都能獲得救恩。 



875.「從未聽到祂，又怎能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

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羅 10:14-15)。無論個

人或團體，沒有人能向自己宣講福音。「信仰是出於報道」

(羅 10:17)。沒有人能給予自己宣講福音的諭令和使命。主的

使者並不是因個人的權威、而是因基督的權威去講話和行動；

他不是以團體成員的名義、而是因基督的名義向團體講話。沒

有人能給予自己恩寵，這必須受他人贈予和賞賜。這就假定須

有由基督授權和給予資格的恩寵分施者。主教和司鐸從祂那裡

領受以基督元首身分基督元首身分基督元首身分基督元首身分 (in persona Christi Capitis) 去行事的使命

和能力(神權) ；執事從祂那裡領受服務天主子民的力量，在與

主教及其司鐸的共融中，執行為禮儀、聖言和愛德的「服務」

(diaconia)工作。教會傳統稱這種職務為「聖事」；透過它，基

督的使者們就能藉天主的恩賜，去實行和給予那他們自己所不

能實行和給予的一切。教會的職務是透過專有的聖事而賦予

的。  

876. 服務的特色服務的特色服務的特色服務的特色與教會職務的聖事性質息息相關。聖職人員由於全

面隸屬那賦予使命和權力的基督，故確實是「基督的僕役」就

像基督為了我們而甘願取了「奴僕的形體」(斐 2:7)一般。因

為聖職人員為之服務的聖言和恩寵，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

基督的，是基督為了他人而託給他們的，他們將甘願成為眾人

的僕役。  

877. 同樣，集體的特色集體的特色集體的特色集體的特色 (collegial character)也是教會職務的聖事性質所固有

的。事實上，主耶穌一開始祂的傳教生活，就選定了十二人，「他們既

是新以色列的種子，也是聖統制的起源」他們一起被選，也一起被派

遣，他們兄弟般的團結，將為一切基督信徒作出兄弟般共融的服務；它

有如聖三共融的一種反映和見証 。為此，每個主教都在主教團的範圍內

執行職務，與羅馬的主教──聖伯多祿的繼位者和主教團的首領共融。

司鐸們則在主教的領導下，在教區的司鐸團內執行他們的職務。  

878. 最後，個人的特色個人的特色個人的特色個人的特色也是教會職務聖事性質所固有的。基督的僕役們在共融

中行動，正因為他們也常以個人的方式去行動。每人都是個別地被召

喚：「你來跟隨我」(若 21:22)，為能在共同的使命中，成為個別的見

証，向那賦予使命者負起個人的責任，「以祂的名義」、為一些人服

務：「我因父……之名給你付洗」；「我因父……之名赦免你的罪」。  

879. 因此在教會內，聖事性的職務是一項以基督名義去執行的團隊

的服務，同時也是個人的服務。此事既可從主教團跟其元首

──聖伯多祿繼位者之間的聯繫上証實，也可從以下兩件事的



關連中証實：主教對自己地方教會的牧民職責，及整個世界主

教團對普世教會的共同關懷。  

世界主教團及其元首教宗世界主教團及其元首教宗世界主教團及其元首教宗世界主教團及其元首教宗 

880. 基督選立了十二人，「組成了一個團體或一個固定的集團，從他們中選了

伯多祿作為他們的首領」。「由於主的規定，就如聖伯多祿和其他宗徒

們組成了一個宗徒團；同樣，繼承伯多祿的羅馬教宗和繼承宗徒們的主

教們，彼此間也形成一個整體」  

881. 主只選了西滿，賜名為伯多祿(磐石)，主使伯多祿成為祂教會的磐石。祂

把教會的鑰匙交給了伯多祿，使他成為整個羊群的牧人。「然而，賜予

伯多祿的束縛與釋放的這項職務，無疑地也賜給了那與其首領相連結的

宗徒團」。伯多祿及其他宗徒的這個牧民職務，構成了教會的基礎，將

由主教們在教宗的首席權下延續下去。  

882. 教宗教宗教宗教宗──羅馬主教和聖伯多祿的繼位者，「是主教們和信友群眾的一個永

久而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事實上，羅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

個教會司牧的職務名義，對教會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能時

常自由地使用」。  

883. 「世界主教團世界主教團世界主教團世界主教團若不以羅馬教宗為其首領……便毫無權力」這樣，主教團

「對整個教會也擁有最高和完全的權力，但這項權力除非獲得羅馬教宗

的同意，便不能執行」。  

884. 「世界主教團在大公會議時，以隆重的方式行使它對普世教會的權力」。

「除非被伯多祿的繼承者批准、或至少接納，大公會議便不能召開」。  

885. 「世界主教團由於由許多人組合而成，表示出天主子民的多樣性和普遍

性；由於是聚集在唯一的元首下，表達了基督羊群的一體性」。  

886. 「主教們主教們主教們主教們個別地來說……每位都是其個別教會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

這樣，他們在司鐸和執事的協助下，「只對那些託其管理的部分天主子

民，行使其司牧權」。可是，由於作為世界主教團的成員，每位主教都

應對所有教會表示關懷，首先是「妥善管理他們自己的教會，如同是普

世教會的一部分」，從而促進「整個奧體、也就是各教會總體的利

益」。這種關懷尤應包括窮人、因信仰而受迫害者，以及往世界各地去

工作的傳教士。  

887. 彼此接近而又屬同一文化的個別教會，可形成教省或更廣大的集合體，即

宗主教區或地區。這集合體的主教們，可以在主教會議或教省會議聚

會。「同樣，今天各地的主教團能以許多有效的方式作出貢獻，使團隊

的精神得以具體地實現」。  



訓導的職務訓導的職務訓導的職務訓導的職務 

888. 主教們和他們的合作者司鐸們，按照主的命令，「具有首要的職責，即向

萬民宣講天主的福音」。他們是「信仰的先驅，給基督帶來新的門

徒」，是宗徒信仰的「真確的導師，擁有基督的權威」。  

889. 為使教會由宗徒們所傳授的信仰保持純真，身為真理的基督，願意教會分

享祂的不能舛錯性。天主子民「透過信仰的超性意識」，在教會活的訓

導的指引下，「毫無失誤地依附信仰」。  

890. 訓導的使命，是與天主在基督內和其子民所訂之盟約的特性息息相關的；

它該防範各種錯誤和缺失，保証他們可以無誤地宣認真正信仰的客觀可

能性。因此訓導當局的牧民任務在於留心看管，務使天主的子民能生活

在使人自由的真理內。為完成此項任務，在有關信仰和道德的事上，基

督賦予牧者們不能舛錯的神恩。使用這種神恩能有多種方式。  

891. 「幾時世界主教團的首領、羅馬教宗，以全體信徒最高牧者和導師的身

分，在信仰上堅定其弟兄們，以決定性的行動，宣布一項有關信仰或道

德的教義，便以自己職位的名義，享有這種不能錯誤的神恩……幾時世

界主教團與伯多祿的繼承人共同執行這種最高的訓導權」，尤其在召開

大公會議時，「那許給教會的不能錯誤的神恩，也留在他們中」。當教

會透過她的最高訓導當局，宣布一些「為天主所啟示的當信之道」或基

督的教訓時，信徒們便該「以信德的服從去贊同這些論斷」。這種不能

錯誤之神恩涵蓋了天主啟示的整個寶庫。  

892. 教宗和主教在執行普通訓導權中提出一種訓導，引人在信仰及道德上對啟

示有更好的了解，這時即使沒有作出不能錯的論斷，也沒有以「決定性

的口氣」表達意見，天主仍然扶掖與伯多祿繼承人共同施教的宗徒們的

繼承者，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扶掖羅馬的主教、整個教會的牧者。信友

們對這種普通的訓導該「以宗教敬重的心情去依從」，這一依從雖然有

別於信德的服從，但確是後者的延伸。  

聖化的職務聖化的職務聖化的職務聖化的職務 

893. 主教負有「最高司祭職的恩寵分施者」的責任，尤其是在他自己奉獻或藉

他的助手、司鐸們所奉獻的感恩祭中。因為感恩祭是個別教會的生活中

心。主教和司鐸們以他們的祈禱和工作、以宣道和聖事的職務去聖化教

會，也用他們的榜樣去聖化，「不是做託你們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

羊的模範」 (伯前 5:3) ，好能「與託給他們照顧的羊群，一起進入永

生」。  

管理的職務管理的職務管理的職務管理的職務 

894. 「主教以善言、鼓勵、榜樣，而且也用權力和神權，以基督代表的資格管

理託付給他們的個別教會」，可是他們行使這種權力時，應本著他們導



師所固有的服務精神，為了建樹的目的去執行。  

895. 「主教們以基督名義所行使的這種權力，是他們本有的、正常的及直接的

權力，縱使它的執行最終是由教會的最高當局所規定」。但主教們不應

被視為教宗的代表，教宗對全教會的正常和直接權力並不取消主教們的

權力，反倒予以鞏固和維護。主教的權力應在教宗的領導下，與整個教

會在共融中執行。  

896. 基督善牧將是主教牧民職務的模範和「典型」。主教深知自己的軟弱，

「能同情無知和錯誤的人，他不會拒絕聆聽那些隸屬於他的人，他照顧

他們真如自己的子女……信徒們要順從主教，就像教會順從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順從天父一樣」：  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斯納米人書》：你們眾人要追隨主教，如同耶穌基督追隨天父，追隨長老們如同追隨宗徒們一樣；至於執事們，要尊重他們如同尊重天主的法律。沒有主教，任何人都不要進行一些有關教會的事。 

二二二二、、、、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 

897. 「所謂平信徒，是指除了聖職人員及教會所認可的修會人員之外的所有基

督信徒；他們藉洗禮與基督合成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己的方

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職務，在他們的職分內，履行整個

基督子民在教會和世界上的使命」  

平信徒的召叫平信徒的召叫平信徒的召叫平信徒的召叫 

898. 「平信徒的固有召叫在尋求天國，他們在暫世性的事務上，依照天主的計

劃加以處理……。所以，特別要靠平信徒去光照和處理那些與他們息息

相關的暫世性事務，務使這些世事都能按照基督的旨意去完成和發展，

並能讚頌造物主和救世主」。  

899. 當需要尋找和發明一些途徑，把基督的的教義和基督徒生活的要求滲入社

會、政治和經濟領域時，基督平信徒的創意就變得格外需要。這創意是

教會生活的一項正常因素：  比約十二世，1946年 2月 20日講詞：平信徒是站在教會生活的最前線；藉著他們，教會是社會的生命力。為這緣故，他們特別該有一個日益清晰的意識：自己不但屬於教會，而且還是教會，即是一個在唯一首領、教宗，及與他共融之主教們領導下的在世的信友團體。他們就是教會。 

900. 平信徒，一如所有的信徒，因著聖洗和堅振，從天主那裡領受了傳教工作

的任務；因此平信徒，無論是個人或社團，都有責任和權利去從事此項

工作，使救恩的屬神訊息，能在全世界被眾人認識和接納。在一些只有

透過他們，才能使人聽到福音和認識基督的情況下，這項任務便變得更

為迫切。在教會的團體中，他們的工作是如此需要，如果沒有它，牧者



們的宗徒工作，很多次都不能達到圓滿的效果。  

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司祭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司祭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司祭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司祭職 

901. 「平信徒由於獻身於基督及被聖神所傅油，接受奇妙的召叫配以適當方

法，讓聖神在他們身上產生日益豐碩的成果。因為他們的一切活動、祈

禱、宗徒事業、夫婦和家庭生活、日常操作、身心的休閒──只要在聖

神內活出來，甚至生活的種種考驗，若能耐心地忍受，也能變成『因耶

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祭品』(伯前 2:5) ；這一切在舉行感恩祭時，與

主的聖體一起虔敬地獻於父。這樣，當平信徒到處以聖善的生活朝拜天

主時，就把世界奉獻給天主」。  

902. 「當父母以基督徒的精神度婚姻生活，並對他們的子女施行基督化的教育時」，就是以特殊的方式參與聖化的任務。  

903.  平信徒若有所需的資格，可永久地接受讀經職和輔祭職。「倘若教會有此需要，在缺乏聖職人員時，即使不是讀經員或輔祭員的平信徒，也能擔任他們的職務，就是執行宣道工作、主持禮儀祈禱、並按法典規定，施行聖洗和分送聖體」。  

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先知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先知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先知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先知職 

904. 「基督執行祂先知的任務，不但藉聖統……而且也藉平信徒，使他們成為

自己的見証，賦予他們信德的意識和宣道的恩寵」。  教導一些人接受信仰，是每個講道者、也是每個信徒的責任。 

905.  平信徒也透過福傳工作去執行他們先知的使命，就是以「言語和生活的

見証」去宣講基督。這種藉平信徒而進行的福傳工作，「具有一種特殊

的風格和非常的效力，因為它是在世俗的普通環境中完成的」。  這種宗徒工作不祇在於生活的見証；真正的宗徒必尋求機會以言語去宣講基督，無論是向信徒……或向不信的人。 

906.  在平信徒中，那些有能力和受過適當訓練的，也可在教理講授的培育、聖學的教導，和在社會傳播方面，提供他們的協助。  

907. 「信徒根據自己的學識、能力及聲望，有權利甚至有時也有義務將其有關教會利益的見解表達給教會的牧人，並告知其他信徒，但須顧全信仰和善良風俗的完整、對牧人的尊敬、公益和個人的尊嚴」。  

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君王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君王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君王職平信徒參與基督的君王職 

908.  基督藉著服從至死，給了門徒們王者的自由，「為使他們以克己和聖德

的生活，在自己身上戰勝罪惡的王國」。  聖安博，《聖詠第一百一十八篇闡釋》：凡能克制自己肉體、統馭自己靈魂，不讓自己沉溺於私慾偏情的，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可被稱為王，因為他能自律。他是自由及獨立



的，不讓自己被有罪的奴役束縛。 

909. 「此外，平信徒也要集中他們的力量，去挽救世界上引人犯罪的風俗和生

活環境，使它們都能符合正義原則，不但不妨礙、而且有助於修德行

善。這樣一來，就能把道德的價值灌注在人類的文化和活動中」。  

910. 「平信徒也能感到被召或真實被召去與他們的牧者合作，為服務教會的團

體，促進它的成長和活力，按照上主要施予他們的恩寵和神恩，而執行

各項不同的職務」。  

911.  在教會內，「信徒能按法典規定，協助行使管治的權力」，如出席特殊會議、教區會議、牧民委員會，執行堂區的牧民工作，協助經濟委員會，以及參與教會的法庭工作。 

912.  信友們必須「仔細分辨，何者是教會成員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何者是

社會公民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要設法把兩者加以協調，切記在任何暫

世性的事務上，都要受基督徒的意識所引導，因為人類的所有活動，包

括暫世性的在內，都不能脫離天主的宰制」。  

913. 「這樣，每個平信徒，由於所領受的恩寵，『按照基督賜恩的尺度』(弗

4:7)，成了教會使命的見証和活的工具」。  

三三三三、、、、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 

914. 「因福音勸諭的誓願而形成的生活地位，雖不屬於教會的聖統組織，卻無

可置疑地是教會生活和聖德的一部分」。  

福音勸諭福音勸諭福音勸諭福音勸諭、、、、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獻身生活 

915. 福音勸諭以多種方式向每個基督的門徒提出。所有信徒奉召所修的圓滿愛

德，要求那些自由地接受獻身生活聖召的人，要為天國而度獨身的貞

潔、神貧和服從的生活。「獻身事主生活」的特徵，就是在一個被教會

認可的恆常的生活方式上，發願發願發願發願遵守這些勸諭。  

916. 因此，修會是一種體驗「更親密」獻身的方式，它植根於聖

洗，並完全奉獻於天主。在獻身生活中，基督的信徒們在聖神

的推動下，立志更親近地跟隨基督，把自己奉獻於至愛的天

主，為服務天國而追求圓滿的愛德，並在教會內預示及宣布未

來世界的光榮。  

一棵枝條繁茂的大樹一棵枝條繁茂的大樹一棵枝條繁茂的大樹一棵枝條繁茂的大樹 

917. 「就像一棵由天主種植的樹，在主的園地裡奇妙地生出很多枝條，同樣，

在教會內也發展了各種獨居和團體生活方式的不同的修會家庭，其精神

財富有益於其成員，並造福整個的基督身體」。  



918. 「早自教會初期，已有男女信徒實踐福音勸諭，為能更自由地追隨基督，更忠誠地效法祂，各人以自己的方式，過著獻身事主的生活。其中有許多人，在聖神的感召下，或度獨居的生活，或創立了修會。教會就以自己的權力，欣然予以接受和批准」。  

919. 主教們常要留心分辨聖神託給教會有關獻身生活的新恩寵；只有宗座有權

核准新形式的獻身生活。  

獨修生活獨修生活獨修生活獨修生活 

920. 獨修者雖非時常公開地發願遵守三個福音勸諭，但「嚴格的從世界隱退，

以慎獨的緘默，勤行祈禱與補贖，奉獻自己的生命，以光榮天主及拯救

世界。」。  

921. 獨修者向所有人指出教會奧跡這一內在層面，就是與基督有個人的親密來

往。獨修者的生活雖隱於世人眼前，卻是對他為之獻身的那一位所作無

聲的宣講，因為基督是他的一切，這是一項特殊的召叫：在曠野裡藉著

精神戰鬥本身，找到被釘十字架者的光榮。  

獻身的貞女獻身的貞女獻身的貞女獻身的貞女與寡婦與寡婦與寡婦與寡婦 

922. 從宗徒時代開始，就有基督徒的貞女和寡婦，受了主的召喚，以身心的更

大自由，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祂，她們決定「為了天國」(瑪 19:12) ，在教

會的批准下，各自以童身或終生守貞的方式來生活。  

923. 「貞女們立定緊隨基督的善志，依照教區主教批准的禮儀慶典，奉獻於天

主，奧秘地許配於天主子基督，並委身為教會服務」。透過這隆重的禮

儀(貞女的奉獻禮貞女的奉獻禮貞女的奉獻禮貞女的奉獻禮)，「貞女便成為受祝聖的人」，有如「教會愛基督的超

越標記，這天上新娘的和未來生活的末世形象」。  

924. 「與其他獻身生活的方式相似」，貞女會規定在世俗中生活的女性(或修

女)，要按照各人地位和賜予她們的不同神恩，從事祈禱、補贖、服務兄

弟姊妹及宗徒工作。為忠實地遵守自己的善志，貞女們可以互相聯合而

成為團體。  

修會生活修會生活修會生活修會生活 

925. 修會生活在基督教會的最初幾個世紀中發源於東方，並在教會依法成立的

修會中實現出來。修會生活異於其他獻身生活方式，其不同點是：敬禮

的特質、誓守福音勸諭的公開承諾、團體的友愛生活以及為基督與教會

之結合所作的見証。  

926. 修會生活源於教會的奧跡。這是教會從主那裡所領受的恩惠。教會把這恩

惠作為一種固定的生活方式，給予那些被天主召叫、誓守福音勸諭的信

友們。這樣，教會就能彰顯基督並承認自己是救主的淨配。修會生活應

邀以不同的形式，透過現代的語言，表達天主慈愛本身。  



927. 所有的修會會士，無論「豁免」與否，都在其牧民的職務上，投身於教區

主教的合作者之列。從福傳之始，教會在傳教上的建樹和擴展，需要各

種形式的修會生活。「歷史証明了修會各支派，由古老的隱修會、中世

紀的修會以至現代的修會，在傳播信仰和建立各地的新教會方面，功績

彪炳」。  

在俗獻身團體在俗獻身團體在俗獻身團體在俗獻身團體 

928. 「在俗獻身團體是一個獻身生活的團體。在此種團體內，基督徒生活在俗

世中，追求完備的愛德，特別從內部努力使世界聖化」。  

929. 透過一種「完善和全面獻身於此種聖化工作的生活」，這類團體的成員，

「在俗世及從俗世中」參與教會的福傳工作，在俗世中他們的臨在就

「像酵母般」發生作用。他們「基督徒生活的見証」，在於「照天主旨

意去處理暫世性的事務，並以福音的力量去滲透世界。」他們以神聖的

承諾接受福音勸諭，並在他們中保持俗世生活方式本有的共融和友愛。  

使徒生活團使徒生活團使徒生活團使徒生活團 

930. 除了各種形式的獻身生活外，「尚有使徒生活團，這些團的成員不發修會聖願，而追求團體本身使徒目的，共同度手足生活；並依照本有的生活方式，藉遵守團規而追求完備的愛德。在這些團體中，某些團體的成員〔依其團憲規定〕遵行福音勸諭」。  

獻身與使命獻身與使命獻身與使命獻身與使命：：：：宣告那要來的君王宣告那要來的君王宣告那要來的君王宣告那要來的君王 

931. 藉洗禮而奉獻於主的人，把自己交給至愛的天主後，就使自己更親密地獻

身事主及造福教會。藉著獻身事主的地位，教會把基督顯揚出來，並顯

示聖神如何奇妙地在她內工作。因此，那些誓守福音勸諭的人，首要的

使命是善度他們的奉獻生活。但「他們因獻身為教會服務，故有責任依

照其本會固有的方式，以特別形式從事傳教事業」。  

932.  教會是聖事，就是天主生命的標記和工具，在她內獻身生活顯示出是救

贖奧跡的特別標記。「更親密地」跟隨和效法基督、「更清晰地」顯示

祂的謙虛，就是要「更深入地」，在基督的心內，親近自己同時代的

人。因為，那些在這「更狹窄」的道路上行走的人，以他們的榜樣鼓勵

自己的弟兄，使這見証光耀奪目，「若無真福的精神，便不能改造世

界，並把它獻給天主」。  

933.  無論這種見証是公開的，有如修會生活那樣，或是半公開的，甚至隱藏

的，對所有的獻身者來說，基督的來臨常是他們生活的根源和旭日：  因為天主的子民在此世並無永存的國度……修會生活向所有信徒昭示，天上的福樂在此世已出現，為基督救贖所獲得的永恆的新生命作証，預告將來的復活及天國的光榮。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934. 「依天主建立的制度，基督信徒中有些人在教會盡聖職，依法典稱之為聖

職人員，而其他人則稱為平信徒。」從這兩種人當中，有些基督信徒誓

守福音的勸諭，獻身予天主，以此方式實踐教會的使命。  

935.  基督為了宣示信仰及建立祂的國度，派遣祂的宗徒和他們的繼承人。基

督讓他們分擔祂的使命，他們則從祂那裡獲得權力，以祂的身分行事。  

936.  主使聖伯多祿成為祂教會的有形基石，祂把教會的鑰匙交託給他。羅馬

教會的主教，聖伯多祿的繼承者，是「世界主教團的首領、基督的代

表、普世教會現世的牧人」。  

937.  教宗「由於天主的制定，享有最高、完全、直接與普遍的權力，以照顧

人靈」。  

938.  主教是聖神所立的宗徒的繼承者，「每位主教是其個別教會可見的統一

中心和基礎」。  

939.  主教在其合作者司鐸和執事的協助下，專責對信仰作權威的訓導，舉行敬

天之禮、尤其是感恩祭，並以真正牧者的身分領導他們的教會。同教宗

一起、在他的領導下關心所有的教會，也是他們分內的事。  

940.  平信徒由於他們「生活於塵世，從事俗世的事務。天主召叫他們，是要

他們充滿基督的精神，以酵母的方式、在世上從事宗徒工作」。  

941.  平信徒分享基督的司祭職：他們日益與祂結合，把聖洗和堅振的恩寵拓

展至個人、家庭、社會及教會生活的各層面，並實現天主向所有受過洗

的人所作的成聖召叫。  

942.  平信徒因他們的先知使命，「也蒙召在一切事上和在人類社會中，成為

基督的見証」。  

943.  平信徒因他們的王道使命，有權力，要以克己和聖德的生活，在世俗和自

己身上戰勝罪惡的勢力。  

944.  獻身事主的生活，其特徵是在教會所認可的固定生活方式內，公開宣認遵

守神貧、貞潔、服從的福音勸諭。  

945.  那些曾經因聖洗而歸於天主，並將自己交付給至愛天主的人，在奉獻生

活中，更親密地投身於天主的事業，並致力造福整個教會。。。。  

 

<續 946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