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5年 10月 13日     主題：溫良 

講者： 屈淑美修女 

活動： 回答問卷後彼此交談。 

講課  中 進行，時間： 20 分鐘 

問卷 生活實踐 檢視一 ，當你面對衝突時，您能保持温良友善的態度嗎 ？ 

請圈以 一  或多  

1. 當你聽完一位朋友的訴苦，你 常回應 

     明白你的心情。                              (     ) 

    沒事的， 記吧，不要放在心頭。               (     ) 

   你 敏感了，事情不會那 壞吧！               (     ) 

    會支持你，可幫助你出頭。                   (     ) 

2.  家人工作後回家，很累，講述他遇到的艱難 你答 

       也很累，且聽 今 的工作報告。             (     ) 

       不要再提了， 們要輕鬆一 ，吃飯吧！         (     ) 

      你一定是遇 難受的一 。                     (     ) 

       祈禱時間到了， 們交托給 主罷！             (     ) 

3.  教會團體一位姊妹提出意見，與你的不同。你回應 

       樣行不 ！                                 (     )       

       願意犧牲小 ，完 大 。                   (     )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給她機會詳述她的計劃吧！                     (     ) 

       她有意與 作對。                             (     ) 

    4.  一位同事說: 對 司失望了 你怎樣回應？ 

       你可能影響公司的存亡。                       (     ) 

       去報告董事長吧！                           (     ) 

       你可以別處去打工 ？                          (     ) 

       你有困難，委屈嗎 ?                           (     ) 

5.  組員開會常常遲到，你怎樣幫助她 ? 

       你應用鬧鐘提醒時間。                         (     ) 

       你自己要解決 壞習慣。                       (     ) 

       你有什 煩擾你之事使你分身不 ?             (     ) 

       你對 教會有熱誠嗎 ?                         (     ) 

6.  對一位親友你不大喜歡時怎辦 ? 

       他的行為不 眼。                             (     ) 

       你有嘗試求他幫 嗎 ?                        (     ) 

       你不能改變他，就改變自己。                   (     ) 

       次見他，對他微笑吧 !                       (     ) 

 

交談時間  …… 請講述以 你的一次實際經驗。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今週作業  

. 寫出教友在家中的溫良表現。 

                  

                  

                  

                   

看伯多祿前書 3 4  

. 保祿把溫和良善視為聖神臨在的效應，請列出身為教友的 

素養是  

                  

                  

                   

看迦 5:22-23  

. 教友應怎樣彼此鼓勵勸勉  

                  

                  

                  

                   

    看迦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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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應怎樣保持合一團體  

                  

                  

                  

                   

看弗 4:2  

. 列舊約聖經寫出耶穌門徒應有的純潔之心: 

                  

                  

                  

                   

看詠 51:12/24:3-4/15:1-3/73:13/箴 22:11  

. 列新約聖經寫出法利塞人卑鄙虛偽的行為  

                  

                  

                  

                   

看瑪 23:1-10,13-25,谷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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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 10月 20日  

主題：締造和平/為義而受迫害 

講者：屈淑美修女 

活動： 個案分享後，請利用以下問題作出反思。 

講課後進行，時間：15分鐘 

1.在日常生活中，你如何參與基督的苦難？(請舉一例子)  

                     

                      

                     

                      

2. 為公義在人間，你對 人權 知多 ？ 

                     

                     

                      

3. 怎樣調節 自由 和 和平 (用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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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作業：請閱讀瑪加伯下第 7章，並試想現今世 ，有

哪些事件 你想起，誰是為義而受迫害的而能保守真理？ 

事件 1 

                      

                     

                      

事件 2 

                     

                     

                      

天主給你的訊息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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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 10月 27日  

主題：聖經＋牧民活動－ 慈悲禧年互惠多  

講者：屈淑美修女 

活動： 請先自行溫習夏志誠輔理主教的[慈悲面容] 

慈悲特殊禧年詔書的簡報。分組討論，定下 

  計劃。抽出數組全組出來匯報，由評判團評審。 

  未抽出的計劃由屈修女評審，下一堂公報。 

分組時間：45分鐘 

1. 尋找耶穌慈悲的面容 (路 5：27 – 32、7：11 – 17、 

7：36 – 50、10：25 – 37、15：1 – 10、15：11 – 32、 

18：9 – 14、19：1 - 10、瑪 9：9 – 13、9：35 – 38、 

   14：13 - 21、15：32 - 39、谷 5：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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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要做個慈悲人 : 耶穌向群眾宣報：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路 6：36  

行動 (一) 

                    

                    

                    

                    

                    

                    

                          

行動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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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要伸出慈悲的手 :  

助人  耶穌動了憐憫的心  

行動 (一) 

                    

                    

                    

                    

                    

                    

                          

行動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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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慈悲大使: 天主慈悲為懷，緩於發怒 (出 34：6) 

  他的慈愛永遠常存  (聖詠 103：8) 

   推行神形哀矜大計 :  

在教會內外, 接觸邊緣人/罪人/病人/窮人 

神哀矜： 

                     

                     

                     

                     

                     

                     

形哀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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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年 11月 3日   主題：活出天主經 

講者： 屈淑美修女 

活動： 天主經 成以下 9個主題，抽籤安排每組 

負責一個主題， 組先討論天主經內容，

然後創作話劇 歌曲或遊戲等表達內容，

限時 4 鐘 即晚先抽出 9組於禮堂舞台

上表演，其餘 11組安排隨後 3堂表演  

講課  中 進行， 組時間： 30 鐘 

 

開始默想 - 寬恕 

天主經是基督教導的禱文，親 誠懇，每次唸天主經時，

就是與耶穌一同祈禱，讓基督觸摸我，醫治我  

1. 我們的天父 ：基督帶領我們親近天父，成為可

愛的兒女；檢視我和上主的關係，投入上主慈愛的

懷抱：主，你是誰？我是誰？ 

2. 願你的名受顯揚 ：耶穌把自己放在天主內，我

們在他內成為真正的人，忘記自己，交托天主，有

行動，有醫治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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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願你的國來臨 ：實現天國的正義，帶給人尊嚴， 

自由與愛；我們 享基督內心的渴望  

4. 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面對困

難，在爭扎時交托，在孤獨時懂依賴，在黑暗時，

報以信任  

5. 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豐衣足食是上

主的祝福，從饑餓到飽飫的經歷  

6.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 ：我是罪人，經驗上主的

慈悲為懷，接受天主的寬恕  

7.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 天主寬恕我，也交權 

我去寬恕別人，釋放別人，還人自由，治癒傷痛； 

修補人際關係，為人禱告等等  

8.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 接受挑戰，以新思維來 

回應，貢獻自己，為人服務  

9.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基督拯救，靜觀世界需要， 

時代徵兆，在人生風浪中，報以信任，活躍助人  

今週作業：你負責的經文，耶穌是如何教導或實踐， 

請在福音中找出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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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 11月 10日    主題：飢渴慕義 

講者：郭偉基神父 

活動：繼續 3組演繹 活出天主經 ，每組 4分鐘。 

時間：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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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你負責天主經的那句經文，宗徒是如何實踐 

或指導，請在宗徒大事錄及七封公函中試找出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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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 11月 17日   主題：向天主的祈禱 

講者：李志源神父             (天主經 I) 

活動：繼續 4組演繹 活出天主經 ，每組 4分鐘。 

時間：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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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你負責天主經的那句經文，宗徒是如何實踐 

或指導，請在聖保祿宗徒的書信中試找出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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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 11月 24日   主題：向天主的祈禱 

講者：李志源神父             (天主經 II) 

活動：繼續 4組演繹 活出天主經 ，每組 4分鐘。 

時間：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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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 

耶穌教導的天主經與天主在舊約的十句話，如何並行？ 

參閱 瑪 5：9-13；路 11：2-4； 

出 20：1-17；申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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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年 12月 1日  主題：鹽與燈/光 

講者： 陳志明副主教 

活動： 講課 後 進行，時間： 20  分鐘 

 

信仰反思及生活實踐： 

1. 我有基督徒的味道嗎？我有發 出基督徒應有的

光輝嗎？ 

                   

                    
2. 我是名副其實的基督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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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慈悲禧年，我願意加強見證嗎？ 

                   

                   

                    

                    
4. 在慈悲禧年，我會怎樣活出 地鹽世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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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 年 12 月 8 日  主題：光明與黑夜 

講者： 潘慧兒姊妹 

活動： 每組分發一張紙，內印有 11 個宗徒中文名

稱的貼紙位圖形，組員先看清楚位置分

佈。再派發 11 個宗徒貼紙，全禮堂關燈，

摸黑將宗徒貼紙貼在紙上的正確位置。 

講課 中 進行，時間： 5 分鐘 

 

講者抽出組別分享感受。 

1.剛才的活動中，你感覺有何困難？  

                   

                   

                    

2.當你有光照耀時，你感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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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主首先創造光，你認為有什麼意思？ 

                   

                   

                    

4. 你願意及如何將生命的光傳遞給其他人嗎？  

                   

                    

                   

                    

本週反省： 若 13：21-35  

猶達斯放棄接受耶穌的邀請，放棄光明，選擇走進

黑夜。耶穌是否也有邀請你？你會怎樣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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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年 12月 15日  主題：魔鬼與天使 

講者： 馮賜豪神父 

活動： 小組分享羅馬書 7:21-23 

講課 後 進行，時間：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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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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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年 1月 5日  主題：我主是誰/誰是我主 

講者： 伍國寶神父 

活動： 小組分享－天主與聖祖亞巴郎 創世紀 15章  

       請小組查找天主許諾人(舊約)的前題  

內容與後果  

講課 後 進行，時間： 15分鐘 

天主許諾的前題 內容與後果 發現我主是誰， 

盟約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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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 

天主在耶穌基督內與我們立約(四福音的踰越晚宴- 

瑪 26:17-29) 

天主許諾的前題 內容與後果 發現我主是誰, 

盟約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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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年 1月 12日       主題：神糧與食糧 

講者： 伍國寶神父 

活動： 小組分享－有盟必有志，但盟必要朋 

講課 後 進行，時間： 15分鐘 

 

1. 你自己同自己可否立約呢？ 

                  

                   

                   

 

2. 在 2016新的一年，你會立什麼志向呢？ 

                  

                   

                  

                   

 

3. 你願意與某人立盟約嗎？例如：一起讀完全本聖經

一次或某部份聖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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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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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 年 1 月 19 日       主題：石頭與麪包 

講者： 龐玉嫻女士 

活動： 組 享，講課 前 進行，時間： 15 鐘 

 

1. 以民進入應許福地必要渡過約旦河，為紀念過河的

事跡，若蘇厄拿了十二塊石，每塊代表以色列的兒

子。首次看到 石 希伯來文是 eben 與 兒子

希伯來文是 ben 兩個字的雙關意思。石頭也可

象徵一個活生生的人。 參閱若蘇厄書第 4章  

這些石頭為你有什麼意思？ 

                   

                   

                    

                    
2. 以民承認長子是自己壯年時的首生子，長子的權利

應獲得多 給他一份產業。 參閱申命紀 21：17  

依撒格的長子厄撒烏為了一碗紅豆而出賣天主 參

閱創 25：27-34 。你曾否為某些利益而出賣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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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磨難了你，使你感到饑餓，卻以你和你祖先所不

認識的 瑪納 ，養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

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 言語生活。
申 8：1-20  

你需要麪包養活，或是能夠依靠天主聖言而活？ 

                  

                   

                   

 

本週作業： 

試找出聖經金句，如何幫助面對誘惑時的決擇？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2月 16日  主題：缸水與井水/活水 

講者： 周婉嫻女士 

請先閱讀若望福音第 2章 1-10 4章 1-38 7章 37-39  

活動： 兩次分組分享，講課 中 進行， 

每次時間： 10分鐘 

1. 什麼是 活水 ？ 

                   

                    

                    

2. 活水 能帶給你什麼？ 

                   

                   

                   

                   

3. 怎樣才得到 活水 的效果？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本週作業：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默想我要結什麼果實？要怎樣成為耶穌的真正門

徒？我要完成天父什麼旨意？ 我會完成它嗎？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2月 23日    主題：愛耶穌的女人 

講者： 林勝文神父   

閱讀： 路 10:38-42 若 12:1-11 

 

活動： 分組分享，講課  前 進行，時間： 20分鐘 

瑪竇福音第一章 1-17節,耶穌族譜中記載的四位婦女  

名字 特別之處 出現在耶穌族譜中有什麼特別意思 

   

舊約 

聖經章節 

 

 

名字 特別之處 出現在耶穌族譜中有什麼特別意思 

   

舊約 

聖經章節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名字 特別之處 出現在耶穌族譜中有什麼特別意思 

   

舊約 

聖經章節 

 

 

名字 特別之處 出現在耶穌族譜中有什麼特別意思 

   

舊約 

聖經章節 

 

 

 

本週作業： 

反省你愛耶穌嗎？你會如何實踐？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3月 1日          主題：我為誰僕 

講者： 龐玉嫻女士 

閱讀： 路 7：1-10 若 13：1-20 創 15：1-3；24章   

活動： 課堂前欣賞 真福德蘭修女 短片 

       分組分享，講課  中 進行，時間： 15分鐘 

 

1. 你願意成為誰的僕人？天主/財富/權力？ 

                  

                   

2. 怎樣才是真正的僕人？ 

                  

                  

                   

3. 你會怎樣成為真正的僕人？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本週作業： 

形哀矜－ 饑者食之 渴者飲之 裸者衣之  

收留旅人 照顧病人 探望囚者 埋葬死者  

嘗試在今週內至 完成一種善工，並寫下感受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3月 8日        主題：活人的天主 

講者： 李子忠先生 

活動： 分組分享，講課  後 進行，時間： 15分鐘 

參閱： 智 3:1-6，9；詠 23；詠 130；依 25:6-9； 

瑪 5:1-12；路 12:25-34；若 6:37-39； 

若 11:17-27；若 12:23-26；若 14:1-6； 

羅 8:31b-35，37-39；格後 5:1，6-9 

 

1. 以上經文對亡者的 非教友 親友，可否帶出

一些啟發，幫助他們面對親人的離去？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2. 於殯葬禮儀中，你會選擇那一篇讀經， 

有何感受及對你有什麼影響？ 

                  

                  

                   

                  

                  

                  

                  

                  

                   

本週作業： 

神哀矜－ 解人疑惑 教導愚蒙 勸人回改 安慰

憂苦 赦人侮辱 忍耐磨難 為生者死者祈求  

嘗試在今週內至 完成一種善工，並寫下感受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3月 15日     主題：蒙上不潔的人 

講者： 蔡燕梨女士 

閱讀： 肋 11－14章，20：26；出 19：6；伯前 2：9；鐸 1：15  

活動： 分組分享，講課  後 進行，時間： 15分鐘 

 

1. 中國文化中有不潔的觀念嗎？有那些相似猶太文化？ 

(邪丶不吉利丶忌諱 過火盆丶碌柚葉洗身丶带孝的

忌諱丶皇帝祭天的潔凈：守 丶沐浴丶更衣 即使至

今，年初三到車公廟爲香港祈福，守 戒色 沐浴；

女性月經視爲不潔：不能把女性褲掛高讓男性有機會

從下經過，衛生巾的忌諱等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2. 作爲基督徒有否自覺是天主特選的，應該是聖的？ 

                  

                  

                  

                   

 

本週作業： 

你會如何與其他人 分隔開來亅？保持是 聖 的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4月 5日     主題：負賣者的最後選擇 

講者： 潘慧兒女士 

閱讀： 若 13：1-30 ；若 21：15-17 

活動： 講課後進行，短片欣賞 3分鐘； 

分組分享，時間：15分鐘。 

1.何謂 靈性的愛 及 物質性的愛 ？ 

                   

                   

                   

                    

2.伯多祿和猶達斯兩位 是負賣者，他們最後選擇對天主是

屬於那一種 愛 ？得到了什麼結果？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3.我對天主是屬於那一種 愛 ？如何表達？ 

                    

                   

                    

4.我對人是屬於那一種 愛 ？如何表達？ 

                   

                   

                    

 

本週作業： 

記下自己怎樣對待周邊的人，反省是否在他們身上，看到 

自己對 天主 對 人 ，真正選擇了屬於那一種的 愛 。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4月 12日        主題：失與得 

講者： 陳日君樞機主教 

閱讀： 路 15章 

活動： 講課後進行，分組分享，時間：15分鐘。 

1.過去的人生，你認為曾失去了什麼是最寶貴？ 

                   

                   

                    

2.過去的人生，你認為曾得到了什麼是最寶貴？ 

                    

                   

                    

3.你過去的失去或得到，你認為是天主給你的考驗嗎？ 

對你有什麼影響。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本週作業： 

記下三件失去或得到的事，並想想天主有否給你什麼啟示？ 

 

1.                   

                   

                   

                   

                    

 

2.                   

                   

                   

                   

                    

 

3.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4月 19日     主題：耶里哥與貝特賽達的瞎子  

講者： 葉偉明先生 

閱讀： 瑪 20：29-34；谷 8：22-26；谷 10：46-52 

活動： 講課前進行，分組分享，時間：20-30分鐘。 

1. 比較馬爾谷福音中兩段有關耶穌治好瞎子的記載，兩個故事有甚

麼異同的地方 ?               

                   

                   

                   

                    

2. 為甚麼耶穌醫治貝特賽達的瞎子時要帶領接受醫治的人離開人多

的地方 ? 最後又為甚麼不許他回到村莊去 ?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3. 兩個被醫好的瞎子有些甚麼不同的行動 ?        

                   

                   

                    

4. 由馬爾谷福音第八章至第十章，前後記載耶穌醫治兩個瞎子的 

故事。馬爾谷刻意分開記載兩個故事有些甚麼用意 ? 兩段故事 

中間耶穌又對門徒說了些甚麼話 ?          

                    

                    

                    

                    

本週作業：反省在我的生命中有沒有 "瞎眼" 的經驗？ 在黑暗中 

有些甚感受 ? 我希望耶穌為我做些甚麼 ? 

                   

                   

                   

                   

                    

在祈禱當中，懷著信德向耶穌講出 達味之子，可憐我罷!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4月 26日   主題：人與魔 

講者： 馮賜豪神父 

活動： 小組分享 

1. 在我的生活中，魔鬼最容易是在什麼情況出現？ 

                   

                   

                   

                    

2. 我如何察覺？             

                   

                   

                   

                    

3. 我用甚麼方法 可多種 去抗拒魔鬼。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本週作業：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5月 3日      主題：寬恕之道 

講者： 蔡華璋先生 黎建華先生 

閱讀： 路 15：11-32  請於課堂前 

分別列出經文中有關父親 小兒子及大兒子的說話  

1. 父親的說話 

                  

                  

                  

                  

                  

                   

2. 小兒子的說話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3. 大兒子的說話 

                  

                  

                  

                  

                   

 

本週作業： 

反省自己的內心行為是大兒子或是小兒子，如何改善 

與天父的關係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5月 17日  主題：義與不公義在耶路撒冷 

講者： 林佩卿女士 

在耶穌受難的事蹟中，你能找出多 件不義的事？ 

試回想 耶穌山園祈禱 至 耶穌被埋葬 的過程，你看到了多 件不義的事，

並把事件主題寫在以下空格內。 

 

 

 

 

 

  

 

 

 

 

  

 

 

 

 

  

 

 

 

 

  

 

你知道嗎？  

 甚麼是義？  

 甚麼是不義？  

 甚麼阻礙人去行義？  

 甚麼是你行義的障礙？  

 聖經 中如何論 義 ？  

 天主教會怎樣看公義？ 

 義德與愛德孰大孰小？  

 實踐義德需要甚麼裝備？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你能從以下各 聖經 金句中看到上主的公義是指甚麼嗎？ 

哪句能成為你行義的指導？ 

 

1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創 15:6) 

 

 

2 正義的路，導向生命；邪惡的路，引人喪亡。(箴 12:28)  

 

 

3 約納說： ……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寬仁的天主；是緩於發怒，

富於慈愛，憐憫而不願降災禍的天主。……  (納 4:2) 

 

 

4 亞巴郎近前來說： 你真要將義人同惡人一起消滅嗎？假如城

中有五十個義人，你還要消滅嗎？不為其中的那五十個義人，

赦免那地方嗎？你決不能如此行事，將義人同惡人一併誅滅；

將義人如惡人一樣看待，你決不能! 審判全地的主，豈能不行

公義？……  

亞巴郎說： 求我主且勿動怒，容我最後一次進言：假如在那

裏找到十個怎樣﹖ 他答說： 為了這十個我也不毀滅。  

(創 18:23-25,32)  

 

 

5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 5:10) 

 

 

6 你們卻否認了那聖而且義的人，竟要求把殺人犯，恩賜給你

們，反而殺害了生命之原；天主卻從死者中復活了他，我們就

是這事的見證人。(宗 3:14-15)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5月 24日  主題：朝拜天主的地方 

講者： 葉寶林神父 

閱讀： 瑪 24:1-2 若 4:1-26 路 7:1-10 

反省： 

1. 我認為在什麼地方朝拜天主是最適合？ 

                   

                   

                   

                   

                   

                    

2. 我是用什麼態度朝拜天主？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本週作業： 

 

在三處不同環境朝拜天主，每次的準備及之後的感受  

 

1. 在家中 

                   

                   

                   

                   

                    

 

2. 在戶外空曠環境 

                   

                   

                   

                   

                    

 

3. 在聖殿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日期： 2016年 5月 31日   主題：朝拜耶穌的人 

講者： 甘寶維神父 

活動： 講課後進行，分組分享，時間： 20分鐘  

1.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裏？

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 (瑪 2:2) 

在你生命中, 有那些人或事好似這 星 一樣引導你認識主耶穌 特

來朝拜他? 

                   

                   

                   

                    

2. 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他，

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 乳香和沒藥 (瑪 2:11) 

你如何朝拜耶穌？ 你奉獻什麼給他? 

                   

                   

                   

                    



 

無花果樹下 揭開聖經 73小時 

你是我的門徒嗎？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若 15:8  

 

3.牧人們就彼此說： 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

的事 他們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

兒 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小孩所說的事，傳揚開了，

凡聽見的人 驚訝牧人向他們所說的事 (路 2:15-18) 

你這朝拜耶穌的人, 看見以後, 你會怎樣回應? 

                   

                   

                   

                    

本週作業：瑪利亞和若瑟,他們 是有信德 虔誠侍主的人,當他們被

召叫以後, 他們的一生 為主耶穌而活  

你認為他們怎樣朝拜耶穌? 

                   

                   

                    

你會一生為主耶穌而活? 怎樣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