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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福若瑟



慕道班課程結構：	

!

聖經	

教理	

錄像	

信仰分享



1.聖經



1.天主離我們並不遠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的講道

1.聖經



•「他。。。造了全人類，使他們住在全地
面上，給他們立定了年限，和他們所居處
的疆界；如他們尋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
而找到他； 其實，他離我們每人並不
遠，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
內，正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原來我們
也是他的子孫。 」。	


•（宗17:26-28）



•有人說，天主或者遠在天邊，
或者高高在上。我看不到、摸
不著祂，怎麼信呢？ 

•——仰天⾧長嘆：天啊！	

•——指天罵地：⽼老天不公啊	

•——興⾼高采烈：連天也幫我



1.天主離我們並不遠 
——因為天主創造萬物，包括我們

1.聖經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
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天主說：「有光! 」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
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為「晝，」稱黑
暗為「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
天。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
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天主造了穹蒼，分開
了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天主稱穹蒼
為「天，」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
早晨，這是第二天。 

（創1:1-8）	




天主說：「天下的水應聚在一處，使旱地出現! 」事就這樣
成了。天主稱旱地為「陸地，」稱水匯合處為「海洋。」天
主看了認為好。天主說：「地上要生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
和各種結果子的樹木，在地上的果子內都含有種子! 」事就
這樣成了。地上就生出了青草，各種結種子的蔬菜，和各種
結果子的樹木，果子內都含有種子。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
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三天。天主說：「在天空中要有光
體，以分別晝夜，作為規定時節和年月日的記號。要在天空
中放光，照耀大地! 」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於是造了兩個大
光體：較大的控制白天，較小的控制黑夜，並造了星宿。天
主將星宿擺列在天空，照耀大地，控制晝夜，分別明與暗。
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四天。 

（創1:9-19）	




天主說：「水中要繁生蠕動的生物，地面上、
天空中要有鳥飛翔! 」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於
是造了大魚和水中各種孳生的蠕動生物以及各
種飛鳥。天主看了認為好。遂祝福牠們說：「你
們要孳生繁殖，充滿海洋；飛鳥也要在地上繁
殖! 」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五天。天
主說：「地上要生出各種生物，即各種牲畜、
爬蟲和野獸! 」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於是造了
各種野獸、各種牲畜和地上所有的各種爬蟲。
天主看了認為好。 

（創1:20-25）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
他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
爬行的各種爬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
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
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說：「看，
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樹，
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
飛鳥，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種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
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認
為樣樣都很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六天。這樣，
天地和天地間的一切點綴都完成了。 

（創1:26-2:1）	




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
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
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為聖日，
因為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
切創造工作。 
（創2:2-3）	




•⼈人可以由猴⼦子演化成為⼈人	

•但是，從『無有』不能變成『有』。

萬事萬物	

有起源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
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

命。」（若:5:26)



•祂完全認識我們，是因為祂是造物主，
就像窯匠製作器皿，物件是在祂手中
成形，是祂掌管一切。  

•萬物有創造者就有了起源.	


•每個人都是獨一的，都是天主手中個
別 創 造 的 器 皿 。 （ 這 人 怎 麼 這
樣？！）



2.天主離我們並不遠 
——天主愛我們

1.聖經



保禄对斐理伯⼈人对他传教
的⽀支持，所作的感恩祈祷



!

我每次祈禱，總懷著喜悅為你們眾位祈禱，因
為你們從 初的一天直到現在，就協助了宣傳
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你們內開始這美好工
作的那位，必予以完成，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我這樣想念你們眾人，是理當的，因為我在心
內常懷念你們，不論我帶鎖鏈，或辯護或確證
福音時，你們常參與了我受的恩寵。天主為我
作證：我是怎樣 以基督耶穌的情懷愛你們眾
人。 

（斐理伯1:3-8）	




天主给我们儿女、父母 
!

通过他们爱我们



!

亞當認識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懷了孕，生
了加音說：「我賴上主獲得了一個人。」以後
她生了加音的弟弟亞伯爾；亞伯爾牧羊，加音
耕田。 
!

（創4:1-2）	




!

亞當又認識了自己的妻子，她生了個兒子，給
他起名叫舍特說：「天主又賜給了我一個兒子，
代替加音殺了的亞伯爾。」舍特也生了一個兒
子，給他起名叫厄諾士。那時人才開始呼求上
主的名。 
!

!

（創4:25-26）	




通过我們的家人爱我们 
有太多的例子，使我們感
受到天主就在我們的關係
中。



3.天主離我們並不遠 
我們有時看得到，有時看不到

1.聖經



!

阿蘭王就打發馬隊戰車和強大的部隊前去，夜間到
了那裏，將城圍住。 天主的人的僕人清早起來出
門時，看見軍隊車馬將城包圍了，就對先知說：
「哎！我主，我們怎麼辦﹖」 先知答說：「不必
害怕，因為偕同我們的，比他們的還多。」 厄里
叟就祈禱說：「上主，求你開啟他的眼，叫他看
見。」上主就開了僕人的眼，他看見遍山都是火馬
車，圍繞著厄里叟。 敵人下到先知那裏的時候，
厄里叟懇求上主說：「求你打擊這個民族，使他們
眼目失明。」上主果然照厄里叟的話打擊了他們，
使他們眼目失明。 

（列⺩王紀下6:14-18）



我們雖然看不到，但是我
們確實是在天主的愛中生
活。 
猶如我們的子女，真的不
知道，我們的愛一直在他
們身邊。



• 遊⼦子吟	

• 孟郊[唐]	


• 慈母手中線， 

• 遊子身上衣。 

• 臨行密密縫， 

• 意恐遲遲歸。 

• 誰言寸草心， 

• 報得三春暉。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88.htm


4.天主離我們並不遠 
我們⼼心中不不滿⾜足，追求滿⾜足

1.聖經



!

正在耶穌出來行路時，跑來了一個人，跪在他面前，
問他說：「善師，為承受永生，我該做什麼﹖」耶
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善﹖除了天主一個外，
沒有誰是善的。誡命你都知道：不可殺人，不可奸
淫，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見證，不可欺詐，應孝敬
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穌說：「師傅！這一切我從
小就都遵守了。」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對他
說：「你還缺少一樣：你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
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背著十
字架，跟隨我!」因了這話，那人就面帶愁容，憂
鬱地走了，因為他有許多產業。 
!

（⾺馬爾⾕谷10:17-22）



我們很多時都在追求 好的 
得到後，發現， 失落 
衣服、 
手機、 
車子 
女朋友。。。



只有天主，才是圓滿的



II.教理



1.對天主的渴望 

11. 教理



•對天主的渴求已銘刻在人的心中，
因為人是由天主及為天主而受造；
而天主也不斷地吸引人，只有在天
主內，人才能找到他不斷尋找的真
理和幸福。 

•（天主教教理 27）



•人類在其歷史中直到今日，曾以許
多方式，透過他們的信仰和宗教行
動(祈禱、祭獻、敬禮、默想等等)，
表達他們對天主的尋求。 

•（天主教教理 28）



2.認識天主的途徑 

11. 教理



•人按天主的肖象而受造，又奉召去認識和
愛慕天主，故凡尋求天主的人，就可發現
若干「途徑」去認識祂。人們也稱這些途
徑為「天主存在的証據」，但這些証明並
非自然科學所尋求的証明，而是「會集在
一起而又令人信服」的論據。這些論據能
使人達致認知天主存在的確實性。這些令
人接近天主的「途徑」，其起點就是受造
之物：即物質世界和人。 

•（天主教教理 31）



•⼈人類在其歷史中直到今⽇日，曾以許
多⽅方式，透過他們的信仰和宗教⾏行
動(祈禱、祭獻、敬禮、默想等等)，
表達他們對天主的尋求。	


•（天主教教理 28）



2.認識天主的途徑	

世界

II.教理



•世界：由世界的運⾏行、演變、⾮非必然性、
秩序和美麗，可以認識天主是宇宙的起源
和終向。	


•（天主教教理 32）



•聖奧思定也說：「請你問問⼤大地的美麗、
海洋的美麗、以及到處散佈稀薄空氣的美
麗；問問穹蒼的美麗……問問所有這些事
實。它們都會回答你說：不妨仔細看看我
們，我們是多麼的美麗。它們的美麗有如
⼀一⾸首讚美詩 (confessio )。如今，這些受造
物雖然如此美麗，卻是可變的，除了那不
變的⾄至美 (Pulcher )主宰外，還有誰造了它
們呢」？	


•（天主教教理 32B）



2.認識天主的途徑	

⼈人

II.教理



•⼈人：藉著對真理和美善的開放，藉著倫理
道德的意識，藉著⾃自由和良⼼心的聲⾳音以及
藉著對無限和幸福的渴望，⼈人正⾃自問天主
是否存在。在這些情況中，他覺察到⾃自⼰己
屬神的記號。「那存在於他內的永⽣生的種
⼦子，是不可能貶為純物質的」，⼈人的靈魂
除唯⼀一的天主外，沒有其他的根源。	


•（天主教教理 33）



•聖奧思定也說：「請你問問大地的美麗、
海洋的美麗、以及到處散佈稀薄空氣的美
麗；問問穹蒼的美麗……問問所有這些事
實。它們都會回答你說：不妨仔細看看我
們，我們是多麼的美麗。它們的美麗有如
一首讚美詩 (confessio )。如今，這些
受造物雖然如此美麗，卻是可變的，除了
那不變的至美 (Pulcher )主宰外，還有
誰造了它們呢」？ 

•（天主教教理 32B）



3.如何談論天主？

II.教理



•由於我們對天主的認識有限，因此我們談
論天主的術語也很有限。我們只能從受造
物，依照我們人性有限的認識和思維方式
去談論天主。 

•（天主教教理 40）



•所有受造物都與天主有某些相似之處，尤
其是依照天主肖象和模樣而造的人。因此，
受造物的各樣美善(如它們的真、善、美)，
都反映著天主的無限美善。故此，我們能
從受造物的美善中談論天主，「因為，從
受造物的偉大和美麗，人可以推想到這些
東西的創造者」(智 13:5)。 

•（天主教教理 41）



•天主超越一切受造物。所以談論天主時，
我們的語言要不斷地從一切限度、想像及
缺陷中加以淨化，免得混淆那「不可言喻、
不可了解、不可目睹、不可捉摸的」天
主 。人類語言表達天主的奧跡，總是短
了一截。 

•（天主教教理 42）



3.錄像



4.教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