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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公會議」？

● 大公會議 (Ecumenical Council) 
         源自希臘文 Οικουμένη，
                                               (pronounce as “eekoumeni”)

         意思是「普世性的」。

● 由教宗召開普世性的主教會議
● 討論有關教會的重要問題,
       咨審表決重要教務和教理爭端。



為甚麼簡稱為「梵二」？

● 是否「大公會議」只開過兩次呢？

「梵」就是指梵帝岡
「二」就是指第二屆

其實，教會史上「大公會議」
         已經召開過廿一次。
         每次都會在不同的地方舉行。

而50年前的「大公會議」，
就是在梵帝岡舉行的第二屆，稱為 

「梵帝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簡稱「梵二」



「大公會議」的時間花絮

「梵二」是由1962 至1965年在梵帝岡舉行

      相距「梵一」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在1869年舉行，

                      但由於意大利革命興起，會議在1870年被迫中斷，

                      以後一直未有續會。

      

      而對上一個完滿的會議，就要追搠到

         四百年前的「特利騰大公會議」

                　 1545－1563年



近屆「大公會議」的成果
拉脫郎(五）
Lateran V

特利騰
Trento

梵一
Vatican I

梵二
Vatican II

1512-1517 1545 －1563 1869 －1870 1962-1965

制訂教會改革。

譴責數個異端等。

譴責數個異端。

天主教要理明朗
化；制訂教會改革
等。

譴責理性主義；

聲明教宗享有
 (信理、倫理) 
無誤性特恩等。

公佈16件重要文獻，制訂
教會改革。

恢復教友活力，增進教友
信仰；
改善牧民工作；
與各宗教-尤其是基督新
教修好；
與現代世界接軌等。

250位主教參與 750人參與 超過4000人參與
（來自亞洲，非洲⋯⋯整世界
都有代表）

1. 工業革命的興起，令到社會
傾向資本主義物質化。

2. 贊成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興起 
，俄羅斯成為第一個共產主
義國家。  

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會感到必
要重新整理教會對世界的看法，
亦希望能與全世人一同攜手反省
人類的前景。 
2.共產主義及消費主義的威脅

大公議會舉辦最多次數
的地方：
     羅馬的拉脫郎大殿

由於意大利革命興起，
會議在1 8 7 0年被迫中斷

背景：

註   ：

人數：

成果：

年份：



特利
騰★

°

★

Trento

★

羅馬的拉脫郎大殿 ★

梵帝岡的聖伯多祿大殿 ★

近屆「大公會議」的舉行地點

Rom
e



「梵二」的世界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3年，
         世界局勢動盪。 
    天主教會感到有必要重新整理教會對世界的看法，
    亦希望能與全世人一同攜手反省人類的前景。 

東、西方冷戰 
   面臨經濟上的工業化 和
     政治上的冷戰局勢  (蘇聯  VS 美國)

共產主義 以鐵腕政策壓制宗教， 
                           視宗教為威脅。

 

消費主義 西方以極端消費，令人覺得

                           宗教情操，只會帶來有限的幸福。    

中國 正進行文革



「梵二大公會議」的摘要

1962年10月11日    教宗聖若望廿三世召開，

1965年 9月14日    由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歷時差不多3年，合共四個會期。

發表了16篇重要教會文獻。  



肯定是「聖神的風」吹入教會:
  『使她作為世界教會的角色，定其本份和地位。』

  就是: 梵二精神，在於將天父籍耶穌
              對天主教教會的完整啟示，

     用現代人的語言表達出來，
              向20世紀的現代世界
              作出回應，穩定教會身份。

「梵二」獨特之處

● 沒有預設議程
● 並沒有當信的信條討論、
        亦非為除去一些歧見或異端而召開  



「梵二」獨特之處

超過 4000人參與「梵二」討論，
      包括2550位主教，
      另有約1000位專家和特別嘉賓
      還有數以百計的新聞從業員，來自世界各地。

大公會議第一次有亞洲人及非洲人參與，
       表現天主教是普世的教會；
       第一次邀請其他基督宗派代表作觀察員出席，
                  是大公運動新的開端 ；
       在第三會期，教會的另一半獲邀參與
                  就是第一次有女性出席：
                  一共有１０位修女，１３位女教友。 



「梵二」的三點綜合
1.「本地化的教會」重新展現教會為一體化

天主教會並非一個歐洲人的專利教會。
教會屬於全球每一個民族。
各個地方的天主教會開始用本地語言舉

行禮儀，
                     並在肯定本身信仰的同時，
                     教會更重視與本地文化結合與交
談。

2.  重振教友與教會內的積極參與

強調教會並非完全由神職為主導。
教友在教會內亦有特定的角色和使命，

                  並非被動的參與者。
            「 終身執事」制的復興，重新加入聖序
行列。
 
3.  提倡教會與各宗教及無神論者之間的交談。

「梵二」為天主教會在現代世界中重新定位，
              成為一個新時代的教會，向全世界人類開放。 



教宗聖若望廿三世 (The Good 
Pope)
●1958年10月 威尼斯宗主教安哲洛· 龍嘉理樞
機 (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於77 高齡當選成為教宗，取名若望廿三
世。 以開放、幽默、平易、良善的

     作風，為教會注入一股清新的朝氣，享有
「善良的教宗若望」的美譽。

          23歲晉鐸

           1904- 1915年在貝加莫任主教秘書

           1925- 1953年任聖座駐外大使（保加利亞、土耳其及法國）

           1953－1958年任威尼斯宗主教

                  擔任聖座大使的經歷使其更加渴望基督肢體的合一。

                  任宗主教的經驗讓其有機會發揮牧靈與治理教會的才能。

● 在1958年輪選教宗時，由於兩派樞機(意大利與法國)的爭權正在僵局，

          到了第十輪的投票出現轉機，突然有一票加上了他的名字！

          大家想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先選一位老人家，只求平安，

          安份守巳，只是短暫任期的「過渡性」教宗而已。

          於是乎，在第十一輪時，所有樞機投向他。 

          可是樞機團的預算是錯了！

● 盡管困難重重， 若望廿三世啓動了

                天主教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帶領教會現代化、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教宗聖若望廿三世的話語
● 教宗表示：「這次大公會議既不會質疑天主教的教義，

                                    也不消減或歪曲當中的教導。

             梵二的使命：不在於讉責錯誤，而在於突顯基督宗教之美！」

● 教宗期望清晰簡明地將教會的信息傳達給現代世界，

           他描繪他對梵二願景的術語，就是著名的

                             「Aggiornamento」  （更新／與時俱進）

         希望梵二的目標達至：1. 教會精神的復興；

                                             2. 教會的牧靈態度與禮儀與時俱進；

                                             3. 促進基督徒間之合一。

 「 把大窗打開，讓新鮮的空氣吹進來
  進來的風可能令東西胡亂一點，要勇於接受，
     教會要以開放的態度，帶著新鮮的文化繼續旅程。
  致於每一位教徒就要打開自己的心窗，不言心裡就會發霉！」



「月光談話」 －開幕當晚

   大公會議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重要神職人員匯聚在聖伯多
祿大教堂裡，而擠滿廣場的信徒到了晚間遲遲不散，歌唱著呼喊
著，希望見教宗一面。

出乎意料，若望二十三世打開了窗戶向信徒打招呼，並發表一篇
沒有準備卻是簡單、懇切且富有詩意「月光談話」：

「親愛的孩子們，我聽見了你們的聲音，即使月
亮也趕來，親臨見證這美妙時刻！」

         最後他說，「回家後輕撫你們

的孩子，告訴他們這是來自教宗的撫愛，

說些好話，教宗與你們同在，

尤其是在悲傷和痛苦時。」



「月光談話」 

梵二大公會議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揭開序幕 



「梵二」的苦頭
1.  大公會議開幕翌日展開首輪會議
         已經出現波折，該會議僅歷時20 分
鐘  
         幾位主教和樞機想重新審議各委員會
獲委任人選
         因為原有的名單，全是會議前巳經決
定的。 
         他們要求時間去認識任人選才投票，
幾天後最後選出16位委員。

2. 由於涉及太多議題 ，漫無目的討論，只
會落得一事無成。 
         於是若望廿三世教決定徹底攺變了辯
論的基調，得到
         米蘭總主教若翰・蒙蒂尼支持，取納
了比利時的蘇南斯樞機 
         （Cardinal Suenens)的建議，集中討論
兩大主題：
                          （1) 教會的內部及

（2) 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循著這兩個主題分別成就了梵二兩
大文獻：
             （1)《教會憲章》
                          論及教會本身：  教會是甚麼； 教會的使徒工作；

                                     天主聖神的工作；天與子民；教會的聖統組織等      及
               (2)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講述教會在現代世界所面對的一切

Cardinal 
Suenens



「梵二」的重大挫折 

教宗若望廿三世被確診患有惡性腫瘤，

        於第一會期結束前，教宗巳知道自己患上癌症

        他說：「看到死亡之門， 巳愈來愈接近！」

可是他總能給大公會議，特別是一眾領導成員

      傳遞強烈的希望。

 
七個月之後，１９６３年６月３日

 教宗若望廿三世病逝，

 未能親睹「梵二」完滿結束 。 



教宗保祿六世
原名若翰·巴蒂斯塔·蒙蒂尼 (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 

1897年生於意大利布雷西亞，1920年晉鐸。
1923年至羅馬教練任職，被派往聖座駐華沙使館工作。
1933年任職聖座國務院。
1954年出任米蘭總主教。
1958年年晉陞樞機。（他是教宗若望廿三世㩴昇第一位樞機）

1963年6月當選教宗。

      當選後，他刻意取名「保祿」，表示他的宗座牧職聚焦
      於一項全新的傳揚基督訊息的普世使命。
      他繼續前教宗的遺志、領導進行及結束大公會議，並實踐其指示。
         在長達15年的任期內，保祿六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發揮了獨特而廣泛的作用，他推動基督信徒大公合一的對話，
      並開啟了羅馬教宗國際牧靈訪問旅行的先例。
      首位教宗到聯合國發表「和平」演說。 
透過他所發表的通諭影響天主教與世界的關係，
對生命倫理的貢獻，影響至今。

       1970年12月4日短暫訪問香港，舉行彌撒。  

將於們年10月
列為真福品



教宗保祿六世的領導方針

教宗在1963年重新召開大會時指出了四項優先的目標：

        １·更深入了解教會的本質和使命；

        ２·持續教會內部改革，改善教友的架構及

                宗教活動的質素和次數；

        ３·普世基督徒展開合一對話；

        ４·與現代世界接軌。

教宗保祿六世以促進團結教會合一為己任

   嘗試營造彼此對話的環境，

   他希望「梵二」的各與會者能意見一致

   他補充說：「所有草案必須獲得一致通過。」



「梵二」的教會文獻
甲·  四篇憲章 (Constitutions)

    《禮儀》憲章                              (1963)
    《教會》教義憲章                       (1964)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            (1965)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965)

 乙·   九篇法令 (Decrees) 
          對教會內不同領域的指引、要求和規則，包括司鐸的培育和

    生活、修會的生活、傳教工作、大眾傳播、東方的天主教會以及

    天主教會與其他宗派團體的關係等，讓有關的單位和團體，在生

    活和工作上得到較清晰和明確的指示。 

  丙·  三篇宣言 (Declarations)
           展示教會對不同領域包括對於信仰自由、對非基督宗教態度

     和對天主教教育的理解和立場，讓教會內有一個共識以面對各處

     理有關的事項。 



《教會憲章》 Lumen Gentium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於 1964 年 11 月 21 日公佈

內容共分為八章，講論教會的奧蹟、

教會的組織、成聖的使命等，更論及聖母瑪利亞
在教會內的地位和角色。

這憲章被視為在眾多的文件中，最重要的部份：

        指出救恩的普世性，

        稱基督為「萬民的光明」。 

該文獻成為極重要的，
因為它除了說明教宗與主教的職份，
它更是第一份文獻闡述平信徒在教會及社會的角色，並同時論及其他議題。



《啟示憲章》Dei Verbum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 

於 1965 年 11 月 18 日公佈

內容共分為六章，講論天主啟示的

本質和傳授，也論及聖神在啟示中擔當的
角色，默感聖經作者寫作及信友讀者了解
新舊約聖經的意義，並指出聖經在教會內
的應用和重要性。 

來自德國科隆年輕神學家若瑟・拉革格（日後的本篤十六世）
撰寫原稿，該草案成為論及聖經最珍貴的文獻之一 。  



《禮儀憲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 

                                                   (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urgy) 

於 1963 年 12 月 4 日公佈

是十六份文件中教宗保祿六世

最早公佈的一份。

內容共分為七章，講論教會禮儀的內涵和
改革的準則，促進禮儀的發展，也論及聖
樂、宗教藝術和敬禮用品等。 

促使彌撒儀式本地化，使用本地方言令信友更投入。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於 1965 年 12 月 7 日（閉幕日）公佈

梵二的十六份文件中最後完成的，

也是篇幅最長的一份。

在引言中，闡述了人類在現代
世界上的處境，指出人的期望和焦慮，
在社會急促演變之下，人類要面對各種的問題。

內容分為兩部份：
1. 第一部份分為四章，講論教會與人類的使命，從人與

生俱來的人格尊嚴開始，描述了人類的生活和活動，
並提出教會在現代世界內的任務。

2. 第二部份則有五章，主要是講論一些為教會較為迫
切的問題，包括家庭與婚姻、文化的發展、社會與經
濟、政治與教會以及維護和平。 

從波蘭克里科夫來的年輕輔理主教沃伊蒂瓦對該憲章的起草有重大貢獻

 輔理主教沃伊蒂瓦
（聖若望保祿二世）



「梵二」文獻中重要的一點

信仰的寶庫

「聖經」與「聖傳」對信徒的信仰
  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聖經」：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1） 

「聖傳」： 由耶穌及宗徒傳下來的教導，以至教會的訓導，
                   例如大公會議所議決的訓導等都是聖傳。



梵二的閉幕

諸位樞機所宣讀很美麗的「告世界書」   
    那是給不同人士的信息，給青年，婦女，科學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和執政者，實在太美妙！
    讓人感到自己就是歷史的部份！

教宗保祿六世在梵蒂岡廣場宣佈 ：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正式結束並閉幕。
          並且呼籲公教徒尊重並愛慕所有人。
          他說：「沒有人是教會的敵人，
                         教會展望與全人類團結合一。」
 

教宗保祿六世與東正教會的首牧

               解除了雙方彼此絕罰的諭令。

               此諭令使基督徒分裂逾一千年之久。 
               促進基督徒的合一與溝通



指出人人都被召叫去成聖，並成為宗徒。
    這個普遍的召叫是為所有巳領洗的人的，
    他們有權利甚至有責任尋求成聖，修養聖德。(教會41)

    這一點，塑造了我們的生活，
        活出福音的價值和基督的信息，並成為宗徒，
        傳揚救贖的信息。
   這信息是天主藉著耶穌基督傳遞給我們的。

「梵二」得到它的主要目的：
      天主教清楚地向世界傳達了自己的信息，
         而世界也清楚地看到教會的面貌。
      時至今日，「梵二」依然不段向前邁進，
                        「梵二」的訓導仍然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梵二」最重要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