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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福若瑟



慕道班課程結構：	

!

聖經	

教理	


錄像PS：I LOVE YOU	

信仰分享 ALICE ONG



前⾔言



聖經	

!

不僅僅是⼀一本書	

!

聖經是：	

!

——活著的聖⾔言	

——⽣生⾧長的⽣生命	

——繼續的⽣生活	

——希望的依托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
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衪
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衪
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衪造成了宇宙。 
!

衪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像，
以自己大能的話支撐萬有；當衪滌除了罪惡
之後，便在高天上坐於「尊威」的右邊。 
!

!

（希伯來書1:1-3）



I.聖經



1.為什麼有聖經

1.聖經



•･這些所記錄的， 

•･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 

•･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
命。︒｡ 

•（若20:31）



•･然⽽而你要堅持你所學所信的事，
你知道你是由誰學來的。︒｡你⾃自幼
便通曉了聖經，這聖經能使你 

•･憑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 

•･獲得得救的智慧。︒｡ 

•･ （弟茂德後書3:14-17）



•･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 

•･為教訓、︑､ 

•･為督責、︑､ 

•･為矯正、︑､ 

•･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 

•･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適於⾏行各種善⼯工。︒｡ 

•･（弟茂德後書3:14-17）



2.誰寫的聖經

1.聖經



最主要的，你們應知道經上的一切預
言，決不應隨私人的解釋， 
!

因為預言從來不是由人的意
願而發的，而是由天主所派
遣的聖人， 
!

在聖神推動之下說出來的。 
（伯多祿後書1：16-20） 
）!



3.⽣生活出聖經

1.聖經



!

關於出自法律的正義，梅瑟
曾寫過： 
『遵守法律的人， 
必因法律而生活。』 
（羅馬書10：5） 



生活出聖言，重要過一切



4.⼼心中的信與⼝口中的信

1.聖經



!

『天主的話離你很近， 
就在你的口裏， 
就在你的心中。』 
這就是指我們關於信仰的
宣講。 
（羅馬書10：6）



!
!

如果你口裏承認耶穌為主， 
心裏相信天主使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
了，你便可獲得救恩， 
!

因為心裏相信，可使人成義； 
口裏承認，可使人獲得救恩。 
!
經上又說：『凡相信祂的人，不致蒙羞。』其實，並沒有猶
太人與希臘人的區別，因為眾人都有同一的主，祂對一切呼
號祂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確，『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
必然獲救。』 
（羅馬書10：7-13）



聖言就在我們內：心口合一



5.信和宣講

1.聖經



⼈人若不信祂，⼜又怎能呼號祂呢﹖ 
從未聽到祂，⼜又怎能信祂呢﹖ 
沒有宣講者， ⼜又怎能聽到呢﹖ 
若沒有奉派遣，怎能去宣講呢﹖ 
!

（羅⾺馬書10：14）



正如所記載的：『傳佈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
麗啊!』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服從了福⾳音。︒｡ 
!

依撒意亞曾說過：『上主， 有誰相信了我們
的報道呢﹖』 
!

所以信仰是出於報道，報道是出於基督的命令。︒｡

（羅馬書10：15-17）



傳佈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啊!



6.我經驗了聖⾔言-我宣講聖⾔言

1.聖經



!

我們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宣
告給你們，並不是依據虛構的荒誕故
事，而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他實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榮，因那時曾有
這樣的聲音，從顯赫的光榮中發出來，向他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來自
天上的聲音，是我們同他在那座聖山
上的時候，親自聽見的。 
!

（伯多祿後書1：16-20）



!

因此，我們認定先知的話更為確實，對這話你
們當⼗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發光的燈，直
到天亮，晨星在你們的⼼心中昇起的時候。︒｡最主
要的，你們應知道經上的⼀一切預⾔言，決不應隨
私⼈人的解釋，因為預⾔言從來不是由⼈人的意願⽽而
發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聖⼈人，在聖神推動
之下說出來的。︒｡ 
（伯多祿後書1：16-20）



每個⼈人的天主都不同 
每個⼈人⼼心中，⼝口中的天主都不同 
天主是你經驗不同 
天助將帶領不同的⼈人到你⽣生命中



II.教理



1.由耶穌⽽而來的傳遞分三種

11. 教理



•第一種：口傳： 

•口傳：「宗徒們以口頭的宣講、以榜樣
和制度，將 他們從基督的口授、生活和
行事上所承受的，或他們從聖神的提示
所學來的傳授給人」；  

•（天主教教理 76A）



•第二種：筆錄： 

•筆錄：「宗徒及他們的弟子們，在聖神
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訊輯錄成書」。
（天主教教理 76A） 

•也就是『聖經』。



•第三種：教會的訓導權： 

•信友們由於追憶基督向宗徒們所說：「聽
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路10:16)這句
話，應順服地接納牧者們以各種方式所給 
予他們的訓誨和指示。  

•（天主教教理 87）



我們今⽇日看第⼆二種：筆錄-聖經



2.聖⾔言-天主的話-天主 

11. 教理



•天主為把自己啟示給人，慈愛地俯就人，
用人類的言語向他們說話：  

•（天主教教理 101）



•聖奧思定，《聖詠漫談》：要記得
在整部聖經內是同⼀一個天主聖⾔言，
在所有聖經作者⼝口中迴響的，也是 
同⼀一個聖⾔言。這聖⾔言從起初就與天
主同在，故不需要發⾳音，因為祂是
在時間之外 。	


•（天主教教理 102b）



•為此，教會時常尊重聖經，	

•如同尊重主的聖體⼀一樣。	

•她不停地從天主聖 ⾔言及基督聖體的
筵席中，給信友們提供⽣生命之糧。 	


•（天主教教理 103）



3.聖經的作者

II.教理



•天主是聖經的作者。	

•「在聖經各書卷中所包含和陳述的天主啟
⽰示的真理，	


•是在聖神的默感下	

•（由⼈人）⽽而寫在其中的。 	


•（天主教教理 105）



•天主默感了聖經的⼈人間作者。	

•「在撰寫聖經時，天主簡選了⼈人，利⽤用他 
們的才幹和能⼒力來替祂服務，	


•為能藉著他們並在他們內⼯工作；他們是真
正的作者 ，只寫下天主要他們寫下的⼀一
切」。 	


•（並藉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參考『歐瑟亞
先知書』）	


•（天主教教理 106）



4.聖經的解釋和⽅方法

II.教理



• 4.1⼈人⼈人可以解釋聖經。



•4.2.看作者想說什麼，不好斷章取義 

•在聖經裡，天主是以人的方式向人說話。
因此為正確地解釋聖經， 

•必須留心探討甚麼是聖經作者真正要肯定
的， 

•以及甚麼是天主藉他們的話要表達的。
（天主教教理 109）



• ⽐比如：挖眼，斷腳



•「無論誰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
孩，就是收留我；但無論誰，使這些信我
的小孩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
拉的磨石，繫在他的頸上，沉在海的深處
更好。 

•（瑪竇福音 18：5-6）



•世界因了惡表是有禍的，惡表固然免不了
要來，但立惡表的那人是有禍的。為此，
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腳使你跌倒，砍下它
來，從你身上扔掉，為你或殘或瘸進入生
命，比有雙手雙腳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 

•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來，從你身
上扔掉， 

•為你有一隻眼進入生命，比有雙眼而被投
入永火中更好。 

•（瑪竇福音 18：7-9）



•4.3. 文學類型 

•為明白聖經作者的用意，應留意當時的環
境和文化，留意當時所用的「文學類
型」，留意當時所慣用的感受、表達和敘
述的方式。「因為在聖經中，真理是以各
種不同形式，即以歷史、先知、詩歌或其
他文學類型來陳述和表達的」。 

•（天主教教理 110）



•4.4. 前後內容的：連貫與統一 

•小心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 
「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 

•（天主教教理 112）



• ⽐比如：愛仇⼈人，放棄他



•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
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
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
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衪使
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只愛那愛
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 稅吏不
是也這樣做嗎﹖ 

•（瑪竇福音 5：43-46）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
獨處的時候，規勸他；如果他聽從了你，
你便賺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聽，你
就另帶上一個或兩個人，為叫任何事情，
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口供，得以成立。
若是他仍不聽從他們，你要告訴教會；如
果他連教會也不聽從，你就將他看作外邦
人或稅吏。 

•（瑪竇福音 18：15-17）



•你們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珠
寶投在豬前，怕它們用腳踐踏了珠寶，而
又轉過來咬傷你們。 

•（瑪竇福音 7：6）



•4.4.在「整個教會的⽣生活聖傳 整個
教會的⽣生活聖傳」中閱讀聖經 。 

•小心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 
「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 

•（天主教教理 112）



5.聖經的組成

II.教理





6.聖經的運⽤用

II.教理



•聖經的研究應視作神學的靈魂。 

•同樣，宣道的職務，即牧民的宣講、 

•教理講授、 

•及一切基督化的訓誨，其中禮儀的講
道，應佔有特殊的地位，這些都該從聖
經的話語取得滋養和活力」。  

•（天主教教理 132）



3.錄像
PS：I LOVE YOU	




4.教友分享
信仰分享 ALICE 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