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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上帝創造人的本意是要人分享上帝的愛，並要人活上帝的生命，不過人因

為犯罪而墮落，無法活出上帝的生命。但是，上帝卻立定祂的救恩計劃，

為要拯救人再回到創世之初的狀態，使人與上帝可以有位際的交往，並活



上帝的生命，就是天國的生命。 於是，上帝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降世

成人，讓人看見祂就看見天上的父，成為活的「聖事」。並叫人透過祂的

死亡與復活，也就是祂的「逾越奧蹟」，生命得著拯救與醫治。耶穌基督

除去使人無法活出上帝生命的因素，並幫助人與上帝恢復天人之間的共融

關係，使人活出健康的生命。 教會是是被耶穌基督的愛所呼召的一群上

帝的子民，他們聚集成為一個群體，在生命裡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行，並

藉著耶穌基督與上帝相遇、相知、相結合。因此，教會與基督連結在一

起，並與耶穌基督一同活祂「逾越奧蹟」的生命，延續耶穌基督拯救與醫

治的救恩工程，在世成為耶穌基督的「聖事」。 於是，教會要透過教會

的「聖事」，讓這些尋求耶穌醫治的人，在「聖事」中遇見耶穌基督，更

體會到「聖事」的中心─「逾越奧蹟」。並以教會的七個「聖事」行動，

讓人接觸耶穌基督的「逾越奧蹟」，以醫治我們生命中的不健全，使我們

能夠活出上帝形像的健康生命。 「禮儀」在教會生活中，將聖事功能充

分表現出來。教會透過禮儀對上帝獻上崇拜，同時上帝也藉著禮儀中的行

動，施與祂的救恩。教會在禮儀中，使用一些象徵性的儀式行動，來表達

「進入基督逾越奧蹟」的中心意義──悔罪、使命、共融。而聖公會的醫

治禮儀本─身心醫治禮拜禮文，就以悔罪禮、按手及膏油禮並聖餐禮，這

三個儀式清楚表達出這三個幅度。同時在該禮文的許多儀式中，都清楚表

達出醫治的成分與要素，帶來耶穌基督醫治的能力。最後，也透過對四位

參與禮儀者的訪談研究，增加我對教會現況有更多的了解，更經由他們的

分享與建議，加深我對此禮儀的反省。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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