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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內的生活
第一部分

人的召叫：
人的召叫：在聖神內的生活
第三章

第二條

恩寵與成義
一、成義
1987. 聖神的恩寵具有使我們成義的力量，就是洗淨我們的罪過，並傳送給
我們「天主的正義，這正義是因信仰耶穌基督」，並藉著聖洗聖事而
賜給的(羅 3:22) ：

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相信也要與祂同生，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既從死者中復
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統治祂了，因為祂死，是死於罪惡，僅僅一次；祂活，是活
於天主。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羅 6:8-11)。
1988. 由於聖神的德能， 我們藉著死於罪惡而參與基督的苦難，藉著獲得新
生而分享祂的復活；我們是祂身體──教會──的肢體，移接在葡萄
樹上，就是祂自身上的枝條：

聖亞大納修，《致賽拉標書》：因著聖神，我們有分於天主。因著有分於聖神，我們
成了天主本性的分享者。因此，誰身內住有聖神，誰就分享天主的生命。
1989. 聖神恩寵的第一個效果便是皈依
皈依，而皈依使人成義，一如耶穌在傳播
皈依
福音之初所宣布的：「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瑪 4:17)。在恩
寵的推動下，人轉向天主，遠離罪惡，於是領受來自上天的寬恕和義
德。「因此，成義包括罪過的赦免，以及人內心的聖化與革新」。
1990. 成義使人與罪分離
使人與罪分離，因為罪是相反天主的愛。成義又淨化人的心靈。
使人與罪分離
天主的仁慈主動施予寬恕，成義緊隨其後。成義使人與天主和好，從
罪惡的奴役中解救人並治癒人。
1991. 成義同時是藉著信耶穌基督而領受天主的正義
領受天主的正義。這裡，正義一詞乃指
領受天主的正義

天主之愛的正直。偕同成義，信、望、愛三德傾注於我們的心中，並
使我們服從天主的聖意。
1992. 成義是基督藉著苦難
基督藉著苦難為我們賺得的
賺得的。祂在十字架上自獻為生活的、神
基督藉著苦難
賺得的
聖的、中悅天主的祭品，而祂的血，亦為眾人的罪過，成了贖罪的工
具。成義是透過聖洗、信德的聖事，賜給我們的。成義使我們符合天
主的正義，天主以祂仁慈的大能，使我們內在地成為義人。成義的目
的是為了天主及基督的光榮，以及承受永生的恩賜：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外已顯示出來；法律和先知也為此作証；就是天主
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別地，賜給了所有信仰的人，因為所有的人都
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無條件施給的恩寵，在耶穌基督內
蒙救贖，成為義人。這耶穌即是天主公開立定，使祂以自己的血，為信仰祂的人作贖
罪祭的；如此，天主顯示了自己的正義，因為以前祂因寬容放過了人的罪，為的是在
今時顯示自己的正義，叫人知道祂是正義的，是使信仰耶穌的人成義的天主 (羅 3:2126)。
1993. 成義建立起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合作
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合作。成義從人方面表
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合作
達在對召請人皈依的天主聖言予以信德的同意，也表達在對聖神的推
動予以愛德的合作，聖神先於人的同意並予以維持：

當天主藉聖神的光照，觸動人心的時候，人自己也不是完全一無所為，因為在他接納
這啟發時，他也能予以抗拒；然而，若無天主的恩寵，他也不能以他的自由意志，在
天主台前，歸向義德。
天主仁愛最卓越的工程，天主的仁愛顯示於耶穌基督內，是經
1994. 成義是天主仁愛最卓越的工程
天主仁愛最卓越的工程
聖神所賜予的。聖奧思定認為「惡人的成義比創造天地的工程更為偉
大」，因為「天地將要逝去，而救恩和被選者的成義卻萬世常存」。
聖奧思定甚至認為，罪人的成義超越在正義中創造天使的工程，因為
前者比後者顯示了更大的仁慈。
1995. 聖神是內心的導師。在使「內在的人」誕生之際 (羅 7:22; 弗 3:16)，成
義包括整個人的聖化
聖化：
聖化

你們從前怎樣將你們的肢體當作奴隸，獻於不潔和不法，行不法的事；如今也要怎樣
將你們的肢體當作奴隸，獻於正義，行聖善的事。……可是現在，你們脫離了罪惡，
獲得了自由，作了天主的奴隸，你們所得的效果是使你們成聖，結局就是永生(羅
6:19,22)。
二、恩寵
1996. 我們的成義來自天主的恩寵。恩寵是天主的恩惠
恩惠，
助
恩惠，無條件地賜予的助
無條件
佑，為了使我們回應祂的召喚：成為天主的子女、義子、有分於天主
的性體和永生。
1997. 恩寵是分享天主的生命
分享天主的生命，引領我們進入聖三生活的內心：藉著聖洗，
分享天主的生命
基督徒分享基督──祂身體的頭──的恩寵。身為「義子」，他從此

就能夠結合於天主的獨生子，稱天主為「父」。他領受聖神的生命，
聖神給他注入愛德，聖神也形成教會。
1998. 這分享永生的召叫是超性的
超性的。這召叫全由天主無條件地採取主動，因
超性的
為唯有天主能顯示自己，賜予自己。這召叫超越人理性的了解能力和
意志的力量，就像超越所有受造物的能力一樣。
1999. 基督的恩寵是天主無條件地賜給我們的恩典，使我們分享祂由聖神注
入我們靈魂的生命，為治療其罪惡，並予以聖化：這便是在聖洗聖事
中所領受的聖化恩寵
聖化恩寵或神化恩寵
聖化恩寵 神化恩寵，這恩寵在我們內是聖化工程的泉
神化恩寵
源：

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這一切
都是出於天主，祂曾藉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 (格後 5:17-18)。
2000. 聖化恩寵是一個常居的恩賜，一個穩定的、超性的傾向，使人靈本身
臻於完美而能和天主共同生活，並以祂的愛而行事。要區分常居的恩
常居的恩
寵和現時的恩寵
現時的恩寵(寵愛和寵佑)，前者是恆常的傾向，使人依照天主的召
現時的恩寵
喚而生活和行動，後者則指在皈依的開始，或在聖化工程的過程中，
天主的干預。
2001. 人準備接受恩寵，已經是一個恩寵的工程。我們需要這恩寵為激發和
人準備
支持我們的合作，好使我們因信德而成義，藉愛德而聖化。天主在我
們身上完成祂所開始的工程，「因為祂開始以祂的運作使我們願意：
又與我們已經皈依的意願合作，而予以完成」：

聖奧思定，《論本性與天主的恩寵》：當然，我們自己也工作，但我們只是同工作的
天主合作。因為天主的仁慈走在我們前面，為使我們獲得治癒，祂的仁慈仍伴隨我
們，為使我們在獲得治癒之後富有生氣；祂的仁慈走在我們前面，為使我們蒙受召
叫，伴隨著我們，為使我們受到光榮；走在我們前面，為使我們虔敬地生活，伴隨著
我們，為使我們常和天主共同生活，因為沒有祂我們甚麼也不能做。
2002. 天主自由的主動要求人自由的回應
人自由的回應，因為天主依照自己的肖象創造了
人自由的回應
人，賦給人自由及認識祂、愛慕祂的能力。靈魂唯有在自由狀態中才
能進入愛的共融。天主逕自接觸，並直接感動人心。祂在人心中安置
了對真理和美善的嚮往，只有天主才能使之滿足。「永生」的許諾，
超過所有的期望，答覆了這個嚮往：

聖奧思定，《懺悔錄》：如果祢，在祢的大好工程告成之時……，祢在第七天休息，
這是祢在藉著祢的經書發言，有意預先告訴我們，在我們的「大好」工程宣告結束之
時，我們也要在永生的安息之日，在祢內休息，當然這還是祢所賜。
2003. 恩寵首先且主要是聖神的恩賜，祂使我們成義，並聖化我們。恩寵也
包括聖神所賞的許多恩惠，為使我們能作為祂工程的合作者，致力於
他人的得救，和發展基督的身體，即教會。這些恩惠是聖事的恩寵
聖事的恩寵，
聖事的恩寵
每件聖事有其專有的恩寵。此外，尚有特別的恩寵
特別的恩寵，也叫做神恩
神恩，這
特別的恩寵
神恩
是聖保祿所採用的希臘文的名稱，是指寵幸、無條件的恩典、恩惠。

不論性質如何，不論其如何出奇，就如行奇跡或言語的神恩，神恩總
是指向聖化恩寵的，其目的是為了教會的公益。神恩為愛德服務，愛
德建樹教會。
2004. 在特殊的恩寵中，值得一提的是地位的恩寵
地位的恩寵；地位的恩寵伴同信友執
地位的恩寵
行其基督徒生活中的職責，與教會內的職務：

按我們各人所受的聖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是說預言，就應與信德相符合；如果
是服務，就應用在服務上；如果是教導，就應用在教導上；如果是勸勉，就應用在勸
勉上；施與的，應該大方；監督的，應該殷勤；行慈善的，應該和顏悅色 (羅 12:68)。
2005. 恩寵既然屬於超性界，因而超越我們的經驗
超越我們的經驗，只能透過信德才能認
超越我們的經驗
識。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我們的感覺，或經由我們的事工獲得結論，
確定我們的成義和獲救。然而，依照主的話：「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
辨別他們」(瑪 7:20) ， 反省在我們的生活及聖賢的生活中， 天主的恩
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保証， 即恩寵在我們內運作，並激勵我們邁向與
日俱增的信德和充滿信賴的貧窮態度。

對這種態度，在聖女貞德身上可找到一個最美麗的例子：教會法庭的法官給聖女貞德
設了一個圈套，「她被問及是否知道自己生活在天主的恩寵裡；聖女回答說：『如果
我不在，願天主把我投入其內，如果我在，願天主留我活在其內』」。
三、功績

《羅馬彌撒經書》，「聖人彌撒頌謝詞」：祢在聖徒的聚會中享受讚頌；祢表揚他們
的功績，就是表揚祢恩寵的成果。
2006. 「功績」一詞，一般指一個團體或一個社會，對其成員的行為，應給
予的報應
報應：若行為判定為善，應得賞報；若判定為惡，應受懲罰。功
報應
績屬於義德的範圍，且與義德的平等原則相符合。
2007. 對天主來說，按嚴格的法理而論，人沒有功績可言。在天主與人之間
的不等是沒有限量的，因為我們所有的，都是從天主、我們的造物主
那裡領受的。
2008.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人在天主那裡的功績，乃是因為天主自由地安排
天主自由地安排
了人與其聖寵的工程合作。天主走第一步，以慈父般的行動推動人，
了人與其聖寵的工程合作
接著，人才踏出第二步，以自由的行動，與天主的推動合作。這樣，
善行的功績首先應歸屬於天主的恩寵，之後才輪到信徒。此外，人的
功績自當回歸天主，因為其善行都是在基督內，並由聖神啟迪與幫助
而進行的。
2009. 蒙召為天主的義子，使我們藉著恩寵有分於天主的性體，依賴天主無
條件地賞賜的義德，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功績
真正的功績。這是一個因恩寵而產
真正的功績
生的權利，是完全的愛的權利，使我們成為基督的「同繼承人」，配

得「預許的永生的產業」。我們善行的功績是天主美善的恩賜。「恩
寵推動在先，而後賜其所應得的。……功績都是天主的恩賜」。
2010. 在恩寵的領域裡，主動屬於天主，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在皈依的開始，獲得
獲得寬
沒有人能夠
獲得
赦及成義的最初的恩寵
最初的恩寵。在聖神和愛德的推動之下，我們才能
我們才能為我們
最初的恩寵
我們才能
自己並為他人賺得
賺得為成聖、為增加恩寵和愛德，一如為得到永生有用
賺得
的恩寵。至於現世的事物，如健康、友誼，也可以依照天主的智慧賺
得。這些恩寵和事物是基督徒祈禱的對象。祈禱給我們提供為有功績
的行為所需要的恩寵。
所有功績的泉源。恩寵以積極
2011. 在我們內，
在我們內，基督的愛是我們在天主台前所有功績的泉源
基督的愛是我們
所有功績的泉源
的愛，使我們與基督結合，確保我們的行為有超性的品質，因而也在
天主和人面前確定了它們的功績。聖人們常真切地意識到，他們的功
績純粹是天主的恩寵。

聖女小德蘭，《給仁慈大愛的奉獻》：現世流亡結束之後，我固然希望到天鄉享見
祢，但我不願為天國在現世累積功績，我願意因祢唯一的愛而工作……。在我生命的
末刻，我將出現在祢面前，兩手空空，因為我不要求祢，上主，計算我的事功。我們
所有的義德，在祢的眼中，都有瑕疵。因此，我願穿上祢本身的義德，並從祢的愛
中，領受祢自己，永遠擁有祢……。
四、基督徒的聖德
2012. 「天主使一切協助那愛祂的人，獲得益處。……因為祂所預選的人，
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肖象相同，好使祂在眾多弟兄中作長子。
天主不但召叫了祂所預定的人，而且也使祂所召叫的人成義，並使成
義的人，分享祂的光榮」(羅 8:28-30)。
2013.「所有基督徒，不論身分與地位如何，都被號召走向基督徒生活的圓滿
及愛德的完美境界」。 眾人都蒙召走向聖德：「你們應當是成全的，
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

信友們要按照基督的恩賜，利用一切力量，以達到這一完美的境界，為使……在一切
事上服從天父的旨意，全心獻身於光榮天主及服務他人。如此，天主子民的聖德將要
結出豐富的果實，一如教會的歷史上許多聖人的生活，清楚地証明的。
2014. 靈修的進步趨向與基督日益親密的結合。這結合被稱為「奧秘的」，
因為藉著聖事──「神聖的奧秘」──分享基督的奧秘，而且又在基
督內，分享聖三的奧秘。天主召叫眾人與祂親密的結合，雖然此奧秘
生活的一些特殊恩寵或出奇記號，只賜給某一些人，目的是為了顯示
眾人得到的恩寵，都是天主無條件地賞賜的。
2015. 走向完美的道路是通過十字架。沒有犧牲、沒有屬靈的戰鬥，就沒有
聖德可言。靈性的進步要求靈修功夫與克己，這些會逐漸引領人生活
在真福的平安與喜樂中：

聖額我略•尼撒，《有關雅歌的道理》：
上升的人，總不停止前進，周而復始，藉著永無終期的開始，前進不息。
上升的人，想望那已經認識的事物，總不停止。
2016. 慈母教會的子女， 在與基督共融之下，藉著天主的恩寵所完成的善
工，希冀恆心到底的恩寵及
恆心到底的恩寵及天主父的賞報
賞報，是合情合理的。持守著同
恆心到底的恩寵及
賞報
樣的生活規範，信者們與那些因天主仁慈一同集合在新耶路撒冷的
人，分享「有福的希望」，這新耶路撒冷正「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
下，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默 21:2)。
撮要
2017. 聖神的恩寵賦予我們天主的正義。祂使我們藉著信德和聖洗，與基督
的苦難和復活相結合，而使我們分享祂的生命。
2018. 成義猶如皈依，包含兩方面：人藉著恩寵的推動，轉向天主，遠離罪
惡，如此接受罪赦和由上而來的義德。
2019. 成義包括罪赦、聖化和人內在的更新。
2020. 成義是藉著基督的苦難為我們賺得的。成義是透過聖洗而賜予我們，
令我們符合天主的正義，是祂使我們成為義人。成義的目的是為光榮
天主及基督，並為承受永生的恩賜。這是天主慈愛最卓越的工程。
2021. 恩寵是天主賜予我們的助佑，為使我們回應天主的召叫成為祂的義
子。恩寵引領我們進入聖三生活的親密關係中。
2022. 在恩寵的工程裡，天主首先採取主動，預備和激發人的自由回應。恩
寵滿足人的自由的深切渴求。它邀請人自由地與它合作，並使自由達
到完美的境界。
2023. 聖化恩寵(寵愛)是天主無條件地施予我們的，使我們分享祂的生命，它
經由聖神，傾注在我們的靈魂上，為治療其罪惡並予以聖化。
2024. 聖化恩寵使我們「蒙主喜悅」。「神恩」，即聖神特殊的恩寵，是為
導向聖化恩寵和為教會的公益而賦予的。天主也藉著多種現時的恩寵
(寵佑) 行事，這與經常在我們內的常居的恩寵(寵愛)有別。
2025. 只有隨從天主自由計劃的安排，而與其恩寵的工程合作，人在天主前
才有功績可言。功績首先是屬於天主的恩寵，其次才是屬於人的合
作。人的功績也就是天主的。
2026. 聖神的恩寵，基於我們的義子關係，並依照天主無條件地所賞賜的義
德，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功績。我們心內的愛德在天主前，是功績的

主要泉源。
2027. 沒有人可賺得最初的恩寵，這恩寵是皈依的原動力。在聖神的推動
下，我們能為自己和為別人賺得一切有用的恩寵，為到達永生，和得
到必須的世物。
2028. 「所有基督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徒生活的圓滿及愛德的完美境
界」。「基督徒的完美只有一個止境：那就是永無止境」。
2029.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瑪
16:24)。

第三條

教會 ── 慈母與導師
2030. 基督徒是在教會內，在與諸受洗者的共融中，完成其召叫，從教會領
受天主的話，其中含有「基督之律」(迦 6:2) 的教導。基督徒從教會領
受聖事的恩寵，以便在「道路」上支持他們。基督徒從教會學習聖德
聖德
的典範，在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身上，認出聖德的模範和泉源；在真
的典範
實見証者的生活中，辨別出聖德；在靈修的傳統中，在前輩聖賢的漫
長歷史中，基督徒發現聖德，並在禮儀中按照聖人年曆加以慶祝。
2031. 道德生活是屬神的敬禮。在基督徒組成的基督的身體中，並與祂奉獻
道德生活是屬神的敬禮
的感恩祭中，我們「獻上我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
祭品」。在禮儀和舉行聖事時，祈禱和教導，偕同基督的恩寵，光照
並滋養基督徒的行為。道德生活一如基督徒的整個生活，在感恩祭
中，找到它的泉源並達到高峰。

一、道德生活與教會的訓導
道德生活與教會的訓導
2032. 教會，「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 3:15)，「由宗徒們接受了宣布基督
救世真道的莊嚴命令」。「無論在何時何地，教會有權宣布倫理的原
則，包括有關社會秩序在內的，對人的事務，在基本人權和人靈的得
救有所要求時，亦有權審斷」。
2033. 教會牧者有關道德的訓導
的訓導，借助於神學家和靈修學家的著作，通常是
教會牧者
的訓導
在教理講授及講道中行使。這樣，基督徒道德的「寶庫」，在牧者的
保護和監督之下，才能代代傳遞下來。這道德的寶庫是一套具有特色
的集成，包括規律、誡命和發自對基督的信仰、因愛德而活躍的德
行。在傳統上，這種教理的講授，除信經和天主經外，以十誡為根
基，因為十誡宣示為所有的人都有效的道德生活的原則。

2034. 羅馬教宗和主教們，「是真確的導師，擁有基督的權威，向其所屬民
眾宣講當信的和應在生活中實踐的信仰」。教宗以及與教宗共融的主
教們，以通常
通常和普遍的訓導
的訓導，教導信友當信的真理、當實踐的愛德、
通常
的訓導
當希望的真福。
2035. 分享基督的權威最高的等級，藉不能錯誤
不能錯誤的特恩予以保証。這不能錯
不能錯誤
誤的範圍，與「天主啟示的寶庫範圍相等」；而且延伸到所有教義的
要素，包括道德在內，若缺乏了這些要素，就不能維護、宣示或遵守
信德的救恩真理。
2036. 訓導的權威也伸展到自然律
自然律的特殊規範，因為造物主要求遵守的這些
自然律
規範，為得救是必要的。提醒人們注意自然律的規範，乃屬教會訓導
的一個基本任務。這是一個先知性的任務：向人們宣告他們真正是甚
麼，提醒人們在天主台前他們應該是甚麼。
2037. 託付給教會的天主法律，教授給信徒，作為生命與真理的道路。因
此，信徒有權利
權利對神聖的救恩規範，獲得教導，藉以淨化判斷，並以
權利
恩寵治療人理性的創傷。他們也有義務
義務遵守教會合法權威訂定的憲章
義務
和法令。即使這些只是紀律性的規定，也要求在愛德內的順從。
2038. 在教導及實行基督徒的道德方面，教會需要牧者的獻身、神學家的知
識、所有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的貢獻。信德和實踐福音給每一個人提
供生活「在基督內」的經驗，使他得到光照，並使他能夠藉著天主聖
神，明辨天主和人的事理。 這樣，天主聖神能用最微末者，光照那些
智者和身居高位的人。
2039. 所有職務，應本著服務弟兄及忠於教會的精神，因著主的名義去執
行。同時，每個人的良心，在對其個人的行為作倫理判斷時，應避免
受限於個人的想法。他應盡其所能，敞開心胸，念及眾人的利益，依
照道德律，即自然的和啟示的道德律，同時也應按教會的法律，以及
教會訓導當局有關倫理問題的權威性教導，所表示的意思。個人的良
心和理性不宜與道德律或教會的訓導背道而馳。
2040. 如此，在基督徒中間，一種真正的孝愛教會的精神
孝愛教會的精神，得以發展出來。
孝愛教會的精神
這是聖洗恩寵的正常成長，它使我們出生於教會的懷中，並使我們成
為基督身體的肢體。教會以慈母的關懷，施予我們天主的仁慈，天主
的慈悲勝過我們的罪過，尤其在修好聖事中顯示出來。教會猶如一個
關懷備至的母親，在每天的禮儀中，她毫不吝嗇地供給我們主的聖言
和聖體，作為我們的食糧。

二、教會的規條
2041. 教會的規條列於道德生活的範圍，與禮儀生活相連，並自禮

儀生活取得滋養。由牧職當局所頒布的成文法，有強制性，
乃是為了給基督信徒，確保在祈禱的精神、倫理的努力、愛
天主愛近人的成長中，一個最低而不可再少的限度。

第一規條 (「主日及當守的法定慶節應參與彌撒，不從事辛勞的工作」) 要求
信徒參與慶祝紀念主復活的日子，以及敬禮主的奧蹟、榮福童貞瑪利亞，和
諸聖人的主要禮儀慶節；首先，要參與基督徒團體團聚一起的感恩慶典，並
且要停止一切阻礙聖化這些日子的工作和操勞，從而得到休息。
第二規條 (「應至少每年一次告明你的罪」) 藉著領受和好聖事，繼續聖洗聖
事的皈依和赦免的工程，為領受聖體妥作準備。
第三規條 (「應謙卑地至少在逾越慶節時領受你的造物主」)， 保証最低限度
的領受主的聖體聖血，要在逾越節期中領受，這是基督徒禮儀的原始和中
心。
2043. 第四規條 (「應在法定日子上遵守大齋和小齋」)，…… 獲得控制本能的力量
和心靈的自由。
第五規條 (「應支援教會的需要」)，意指信徒尚有義務，各盡自己的能力，
支援教會物質的需要。

2042.

三、道德生活與傳教的見証
2044. 受過洗的人的忠信是傳播福音和教會在世使命
教會在世使命的首要條件。為使救恩
教會在世使命
的訊息，在人面前顯示出真理和光輝的力量，應有基督徒的生活作真
實的見証。「基督徒生活的見証及以超性精神所行的善事，有吸引人
信仰和皈依天主的力量」。
2045. 因為基督徒是基督身體的肢體，而基督是頭， 基督徒以他們堅定的信
念和品行，有助於建樹教會
建樹教會。教會因著信徒的聖德而日益茁壯、成
建樹教會
長、發展，直到「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 4:13)。
2046. 由於按基督的心意而生活，基督徒加速天主神國的來臨
加速天主神國的來臨，那就是「正
加速天主神國的來臨
義、真理與和平的神國」。他們卻不因此而鬆懈現世的工作；忠於他
們的師傅，信徒以正直、耐心與愛心執行現世的事務。
撮要
2047. 道德生活是屬神的敬禮。基督徒的行為在禮儀和聖事的舉行中獲得滋
養。

2048. 教會的規條涉及道德與基督徒的生活；這種生活與禮儀相結合，並由
禮儀得到滋養。
2049. 教會牧人有關道德的訓導權通常是在教理講授及講道中行使，而以天
主十誡為根基，因為十誡宣示為每個人都有效的道德生活原則。
2050. 羅馬教宗和主教們，以真正導師的身分，向天主子民宣講當信和在生
活中當實行的道理。對有關自然律及理性的道德問題表示立場，也屬
於他們的職權。
2051. 牧人的訓導權的不能錯誤，涵蓋道理的一切要素，包括道德的問題，
若沒有這些要素，信德的救恩真理就無法維護、宣示或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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