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3.認識天主	

聖福若瑟普通話慕道班2013



聖福若瑟



慕道班課程結構：	

!

聖經	

教理	

錄像	

信仰分享



認識天主



1.前⾔言



認識天主：⼤大綱	

!

由下⽽而上：知識-可操縱:理智⽅方式	

（教理部分講解）	

由上⽽而下：啟⽰示-只能給予:信仰⽅方式	




II.聖經



2.啟⽰示的⽅方式

II.聖經



2.啟⽰示的⽅方式：啟⽰示給⼈人的救恩
來⾃自天主	


——伯多祿的書信



•･ 因為我們認識了那藉⾃自⼰己的光榮和德能，
召叫我們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
將各種關乎⽣生命和虔敬的恩惠，賞給了我
們，並藉著⾃自⼰己的光榮和德能，將最⼤大和
寶貴的恩許賞給了我們，為使你們藉著這
些恩許，在逃脫世界上所有敗壞的貪慾之
後，能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 

•（伯後1:3-4）



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致書給那
些【在厄弗所的】聖徒和信仰基督耶穌的人。願恩
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主耶穌基督，賜與你
們！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 
!

祂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
我們，因為祂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
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又由於愛，
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
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祂，為頌揚祂恩寵的光榮，
這恩寵是祂在自己的愛子內賜與我們的；我們就是
全憑天主豐厚的恩寵，在祂的愛子內，藉祂愛子的
血，獲得了救贖，罪過的赦免。 
（厄弗所書 1:1-7） 



!

的確，天主豐厚地把這恩寵傾注在我們身上，賜與我們
各種智慧和明達，為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是全
照祂在愛子內所定的計畫；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
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 
   
我們也是在基督內得作天主的產業，因為我們是由那位
按照自己旨意的計畫施行萬事者，早預定了的，為使我
們這些首先在默西亞內懷著希望的人，頌揚祂的光榮； 
在基督內，你們一聽到了真理的話，即你們得救的福音，
便信從了，且在祂內受了恩許聖神的印證；這聖神就是
我們得嗣業的保證，為使天主所置為嗣業的子民，蒙受
完全的救贖，為頌揚祂的光榮。 
（厄弗所書 1:8-14） 



3.接受啟⽰示的好處和結果	

——伯多祿的書信



•･ 的確，這樣你們便更有把握，進⼊入我們的
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 （伯後1:11）



!

所以你們應該記得，你們從前生來本是外邦人，被那些
稱為受割損的人──割損本是人手在肉身上所行的──
稱為未受割損的人； 
!

記得那時你們沒有默西亞，與以色列社團隔絕，對恩許
的盟約是局外人，在這世界上沒有希望，沒有天主。但
是現今在基督耶穌內，你們從前遠離天主的人，藉著基
督的血，成為親近的了。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祂使
雙方合而為一；祂以自己的肉身，拆毀了中間阻隔的牆
壁，就是雙方的仇恨，並廢除了由規條命令所組成的法
律，為把雙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個新人，而成就和平。
祂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一體，
與天主和好。 
（厄弗所書 1:1-7） 



所以祂來，向你們遠離的人傳佈了和平的福音，
也向那親近的人傳佈了和平， 因為藉著祂，
我們雙方在一個聖神內，才得以進到父面前。 
所以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
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
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
石，靠著祂，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
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祂，你們也一
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 
（厄弗所書 1:1-7） 



•･ 但是，凡接受衪的，衪給他們，即給那些
信衪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
（若1:12）



4.接受啟⽰示之後：	

     ——⽣生活改變、成聖於⽣生活中
——伯多祿的書信



•･ 正為了這個原故，你們要全⼒力奮勉，在你們的信仰上還
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識，在知識上加節制，在節制
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虔敬，在虔敬上加兄弟的友愛，
在兄弟的友愛上加愛德。︒｡實在，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們
內，且不斷增添，你們決不致於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上，成為不⼯工作，不結果實的⼈人，因為那沒有這些德
⾏行的，便是瞎⼦子，是近視眼，忘卻了他從前的罪惡已被
清除。︒｡為此，弟兄們，你們更要盡⼼心竭⼒力，使你們的蒙
召和被選，賴善⾏行⽽而堅定不移；倘若你們這樣作，決不
會跌倒。︒｡的確，這樣你們便更有把握，進⼊入我們的主和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 （伯後1:11）



!

!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為天
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世界所以不
認識我們，是因為不認識父。 
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
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
明了，我們必要相似他，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
在 怎樣。 
所以，凡對他懷著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就
如那一位是聖潔的一樣。（若一 3:1–3） 



III.教理



1.理智的⽅方式	

——教宗本篤16的『天主與世界』

III.教理



•･ 在⼀一定範圍之內。︒｡信仰不只是⼀一個形形
像像的萬花筒，可以這樣編排⼀一下，那
樣編排⼀一下，倒是真的。︒｡ 

•･ 信仰向我們的理智，我們的理解⼒力發⾔言，
因為他表達真理——也因為理智是為了
真理⽽而創造的。︒｡因此之故，不經理解的
信仰不是真的基督信仰 

•（天主與世界 P26）



•･ ⽐比如以撒格。︒｡⽜牛頓說： 

•･ 宇宙神妙的排列與協調只能依照以為全
知全能的本體的計劃⽽而發⽣生。︒｡那時，⽽而
且永遠是，我最重要的發現。︒｡ 

•（天主與世界 P27）



•･ 奧古斯丁。︒｡路易。︒｡⾼高系（數學家）說： 

•･ 我是基督徒，意即：我像哥⽩白尼、︑､⽜牛頓、︑､
笛卡爾、︑､李布尼茲。︒｡。︒｡。︒｡。︒｡像所有過去
的⼤大天⽂文學家與⼤大數學家⼀一樣，相信基
督的神性。︒｡ 

•（天主與世界 P27）



這樣說來，信仰是不能用理智
來講解的，我不能說，水若不
接受這一點就是笨蛋。信仰有
它自己的方式，我們所相信的，
逐漸由經驗來具體化，可以看
出來在整體上是有意義的。 

!

但是——



我們連另外一個人也不能
瞭解，有怎能瞭解這個世
界上那麼多的事呢？ 
!

更何況我們要理解那個神
明和世界的奧秘呢？



2.信仰的⽅方式 

III. 教理



•「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的天主(弟
前 6:16)，願意通傳祂的神性生命
給祂自由創造的人，使他們在祂唯
一的聖子內，成為義子 。天主把自
己啟示出來，是為使人有能力去回
應、認識、和愛慕祂，遠勝過他們
本身所能做到的。 

•（天主教教理 52）



3.啟⽰示的步驟 

III. 教理



3.1.通過萬物



•「藉著聖言創造並保存萬物的天主，透過
受造物，給人提供有關自己的恆久見証。
（天主教教理 54A）



3.2.通過原祖：亞當厄娃



•此外，為了打開一條天主的救恩之路，天
主從太初就把自己顯示給原祖父母」。祂
邀請他們與祂親密交往，並給他們披上恩
寵與義德的光輝。  

•（天主教教理 54B）



3.3.通過盟約



•當人類的一體性因罪惡而破碎後，天主首
先設法逐一拯救分散的人類。洪水滅世後
與諾厄所訂的盟約，表現出天主開始向各
「民族」，即是向那些「按語言 、宗族
和國籍」(創 10:5) 而群居的人展開救恩
計劃。  

•（天主教教理 56）



3.4.通過亞巴郎



•為聚集四散的人類，天主揀選了亞巴郎 
(Abram)，召叫他離開自己的故鄉、自己
的家 族和自己的父家，為使他成為亞巴 
辣罕(Abraham)，即是「萬民之父」(創 
17:5)：「地上萬民都要因他獲得祝福」
(創 12:3 LXX)。  

•（天主教教理 59）



3.5.通過以⾊色列民族



•由亞巴郎所生的民族，將是一特選民族，
是天主對聖祖許諾的受託者，這民族蒙召
準備把所有的天主兒女，有朝一日都聚集
在一個教會內 ；這個民族將是那樹根，
一旦外教人成為信友，都被接枝上去。  

•（天主教教理 60）



•在古聖祖後，天主立以色列為自己的子民，
把他們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來 。祂與
他們訂立西乃山盟約，並透過梅瑟給他們
頒布自己的法律，好使他們明認 及事奉
祂為唯一真實及生活的天主、眷顧一切的
父親和正義的判官，並叫他們期待預 許
的救主。 

•（天主教教理 62）



3.6.通過先知們



•天主透過先知們培養自己的子民去渴望救恩，
期待那賦予眾人及刻在人 內心的新而永久的
盟約。先知們宣布天主子民的徹底救贖，宣布
它的一切不忠行為將被洗淨，並宣布一個將包 
括所有國家的救恩。上主的窮人和卑微者尤其
懷有此種希望。聖賢的婦女 們如撒辣、黎貝
加、辣黑耳、米黎盎、德波辣、亞納、友弟德
和艾斯德，都對以色列的得救保持了熱切的希
望。在這方 面最輝煌的形象是瑪利亞。 

•（天主教教理 54B）



3.7.最後通過耶穌基督



•。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是聖父的唯一、
完美及決定性的聖言，天父藉祂說了一切，
除祂以外將不 再有其他的話。 

•（天主教教理 65B）



到那⼀一天， 『祂要照每⼈人的⾏行為予以報應：』!
!

凡恒⼼心⾏行善，尋求真榮、尊貴和不朽的⼈人，賜以永
⽣生；!
!

4.總結

•羅馬書2：6-7

•天主願意所有人得救，按照你的行為賞善
罰惡。



4.啟⽰示的傳遞⽅方式 

III. 教理



•「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啟示之完成者，
命宗徒們把那曾藉先知們預許、由祂本人
實現及親口宣布的福音，向一切人宣講，
藉此，而把天主的恩惠，通傳給他們，並
以福音作為一切得救的真理和道德規範的
根源」。  

•（天主教教理 75）



4.1.宗徒傳遞



4.1.宗徒傳遞分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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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福音在教會內時常保持完整與生
生不息，宗徒們立了主教們作為繼承 者，
並把自己的訓導職務交給他們」。因為，
「以特殊方式寫在默感書上的宗徒們的
宣講，必須以不間斷的繼承予以保存，
直到時期的圓滿」 。  

•（天主教教理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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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筆錄(聖經)和宗徒傳遞



•「聖傳與聖經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通，因為
兩者都發自同一的神聖泉源，在某 種情
況下形成了同一事物，趨向同一目標」。
兩者都使基督的奧跡在教會內 臨在並使
人受益，基督曾許下要與自己的門徒們「天
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20)。  

•（天主教教理 80）

同⼀一個泉源



•我們所說的聖傳是來自宗徒，是他們從耶
穌的言行舉止所接受、及從聖神那裡所學
到而傳授的事。事實上，第一代的基督徒
還沒有寫下新約，而新約本身也 証實了
聖傳是一個活生生的傳授過程。  

•（天主教教理 83） 

•信仰的統一

補充以⾄至圓滿



•與此不同的，是地方教會歷來所產生的神
學、紀律、禮儀或敬禮方面的「傳統」。
它們構成了具體的模式，透過這些模式，
偉大的聖傳就能以適當的方式在 不同的
地區和不同的時代表達。在宗徒聖傳的光
照下，這些傳統可被保存、修改 ，甚或
依照教會訓導的指示予以放棄。  

•（天主教教理 83B） 

•信仰的多樣性和融入本地文化

補充以⾄至圓滿



6.教會的訓導權



•蘊藏在聖傳和聖經裡的「信仰寶庫」 (弟
前 6:20)，是宗徒們委託給整個教會的。
「當全體子民依恃著它，並與自己的司牧
團結一致，在宗徒的訓誨、共融、擘餅及
祈禱上持之以恆，即堅守、實踐及宣認所
傳授的 信仰時，主教與信徒間建立一種
特殊的精神團結」。 

•（天主教教理 84）

6.1.整個教會的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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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保證其正確的⽅方向



•在信條與我們的靈修生活之間有一種極密
切的關連。信條是我們信仰道路上的明燈，
它們照耀這道路，使之安全。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的生活是正直的，我們的理智和
心靈將會敞開去接納信條的光照 。  

•（天主教教理 89）

6.2.保證其正確的⽅方向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
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
⽽而安葬；!
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我信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我信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
我信圣神；我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
我信罪过的赦免；!
我信⾁肉⾝身的复活；!
我信永恒的⽣生命。!
阿们。信本地⽂文化

7.信條：信經	

——錯誤的糾正和避免



「因此，很明顯地，由於天主極明智的安排，聖傳、
聖經及教會的訓導當局，彼 此相輔相成，缺⼀一不
可，且各按⾃自⼰己的⽅方式，在唯⼀一聖神的推動下，共
同有效地 促進⼈人靈的得救」。

8.總結

•（天主教教理 95）



IV.錄像



V.修⼥女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