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一節：人對天主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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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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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CC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LG = Lumen gentium
DV = Dei verbum, GS = Gaudium et Spes
SN = Special notes
SK = Sze Go Chinese Bible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時間分配
組長職份：聯絡，帶領討論(不是解答問題)；介紹組長。如
何轉組，點名，聚會後點名表交 Philip Cheung 或放置台前。
課程大綱 – 兩年課程，每節主題獨立。
講義及錄音上網，網址：www.crp.cmccbsp.org
《慕道再慕道》DVDs (2009-11 課程)下堂購買。
講義費 - $10 一年，交組長。
書籍：帶聖經和教理。

為何辦這課程
格後 5:14，羅 1:14，
格前 9:16，耶 20:8，
SN1，瑪 28:18



天主給我的改造，推動和使命；這也是每個已領洗的人的神
聖使命。



十多年前(97 年 9 月)開辦第一屆；三大目的：明暸、加強、
維護信仰；參加者反應熱烈，證明有此需要。

SN2-3，伯前 3:15-16



維護信仰的熱忱，和多年來與主共步獲益良多。主賜全職事
奉的機會，與大家分享心路歴程。基督徒的見證如「供世人
觀賞的一塲戲劇」；為了福音「對一切人就成為一切」。

格前 4:9-10，9:2223



無論過去或將來，成果多或少，為天主做事不計較成果，只
看價值和意義 – Thomas Merton。



舊年特別主題：教會有關婚姻和性的教導，可網上重温。

S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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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義及天主的召喚


太陽下，虛而又虛，萬事皆虛。「我們並不注目那看得見
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見的；那看得見的原是暫時的；那看不
見的，才是永遠的。」



「注目那看不見的」不是消極出世，反而是積極的愛和承
擔：信望愛三德最大是愛。雁過長空的故事。

格前 13:13，雅 2:1416



「對天主的渴求己銘刻在人的心中」；「我心不能安息，直
至安息在祢內」。

CCC 27, St. Aug,
Confessions 1:1



天主的垂問: 「你在那裡？」如牧羊人按名字呼喚祂的羊。

創 3:9，若 10:3，
E.Lo 文章



天主顯示自己給人，使人無可推諉；天主的啓示。 不是
「不能認識的神」，是有情的天主，與人建立盟約，使人神
結合為一家庭的天主。

訓 1:2-5;格後 4:18
歌:為甚麽？

羅 1:19，詠 19:1-5
宗 17:23，希 1:1-2

天主召喚人與他結合


天主為何召喚和啓示？



人照天主肖像造成，擁有天主的美善與尊貴。

創 1:26, CCC41



被邀參與天主性體，成天主子女 – 十字聖號的意義。

伯後 1:4 若一 3:1，若
10:10， SN5



成聖的使命

得前 4:3，瑪 5:48，
LG39



愛使潛藏的天主性開花結果：「人若不誠懇地交出自己便不 JPII, Letter to Families,
能得到自己。」
11，若 12:25，15:12



結合和共融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和需要：「人單獨不好，我
創 2:18，GS 12
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男和女在婚姻中結合是最基
本的共融；這都指向人和天主最終在天國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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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1) “This sharing is a right and a duty based on the baptismal dignity, whereby the
baptized share in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rist as priest, prophet and king.”
(JPII, The Mission of the Redeemer, 71)
2) St. Augustine: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I understand the better to
believe.”
3) St. Ansalm’s definition of theology: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4) “Concentrate not on the results but on the value, the rightness, the truth of the
work itself…All that you and I can ever hope for in terms of visible results is
that we will have perhaps contributed something to a clarification of Christian
truth in this society…All the good that you will do will come not from you but
from the fact that you have allowed yourself, in the obedience of faith, to be
used by God’s love…The real hope, then is not in something we think we can
do, but in God who is making something good out of it in some way we cannot
see.” (Thomas Merton, Letter to James Forest, Feb. 21, 1965)
5) “The Son of God became the Son of Man so that the sons of men could become
the sons of God.” (St. Athana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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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4 慕道再慕道
第一節小組討論指引

指示: 全部時間：25 分鐘，請用 15 分鐘做 (A)部分，再用 10 分鐘答(B)或(C) 部分。低/中/高=問題難度。

(A) [低] 邀請所有組員，每人在一分鐘內，按以下指示介紹自己：
1. 姓名
2. 所屬堂區、善會、或有関信仰活動 (例：家庭聚會、初領洗者、生命恩泉等)。
3. 分享任何你願意公開的，能夠使組員認識你多些的個人資料(例:來多倫多幾
耐，興趣，尊長，工作等)。

(B) [中]邀請兩位組員，每人用一分鐘，非常簡單地介紹以下兩位聖經人物被天主改造的
經歷 (即一人用一分鐘介紹一位聖經人物)：
1. 掃祿歸化(若不清楚可按宗 9:1-30 粗畧介紹)
2. 耶穌召伯多祿為門徒 (若不清楚可按路 5:1-11 粗畧介紹)
大家也聽了講者自己的改造經歷，綜合三個經歷，大家可否列舉 4 個改造經歷的共通
處? (例：極端的改變、人從黑暗進入光明。)
最後，在剩餘時間邀請一至兩位組員分要他們自己的改造經歷。

(C) [高]「我們並不注目那看得見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見的；那看得見的原是暫時的那看
不見的，才是永遠的」(格後 4:18)
邀請兩至三位組員坦白說出，基於今天自己信仰的心境，自己所注目的是甚麽？(每人
不要超越一分鐘)
跟著，邀請所有組員討論，上述兩三位分享者所注目的東西，是能看見的還是不能看
見的？
若是前者是妥當或不妥當？為甚麽?
若是後者是妥當或不妥當？為甚麽?
(討論應按講者所講述的，有関講義中第 4 點的道理而展開；特別是「雁過長空」的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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