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港聖經協會 
H証註g K証註g Cath証lic Biblical Ass証ciati証註

聖經是甚麼？

本會直屬天主教香港教區  負責推廣聖經及聖經牧民



聖經協會簡介 
歡迎加入成為會員，一起讀經和推動讀經！

本會根據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提示，由徐誠斌主教於1973年成立，
是一個公教平信徒推行讀經運動之組織。於1980年，經胡振中主教  
批准，加入世界天主教聖經協會 (Cath証lic Biblical Federati証註) 成為
正式會員。

本會一切工作之推行與發展，必須向本教區主教負責。 

宗旨 
 本著人人同享基督救恩的願望，向基督徒、非基督徒，

尤其易被他人遺忘的人士傳播福音。

 協助堂區和學校推行聖經分享及聖經研習。

 推廣每日讀經。 

會員 
凡喜愛分享及研讀聖經，熱心推行讀經運動的公教徒或慕道者
均得申請加入為本會會員。 

主保      神師  
本會尊聖言之母為主保。            盧伯榮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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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守
「好叫主的聖道，順利展開，並得到光榮。」  （得後3:1）



聖經協會活動                                   歡迎大家參加！

 「讀主言·入主心」每日金句彩圖，
Whatsapp（ FB 接收金句及解答聖經問題

 「讀主言·入主心」每月金句 Y証utube

 協會網頁，豐富聖經資料

 「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

 「聖言同行者工作坊」及公開講座

 青年聖經牧民

 到訪堂區「揭開聖經三講」、
「慈悲聖言三講」

 港九新界共八個聖經分享小組

 會員避靜及導賞

 出版聖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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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147 2861   金句 whatsapp: 9854 7532 
 電郵 : hkbiblical@yah証証.c証m   網址 : biblical.証rg.hk   Faceb証証k : HKCBA1973   

Y証utube :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地址 :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301室



聖經是什麼  ；

是在天主聖神默感下寫成，
賜予天主的子民─教會─的禮品

• 聖經的首要作者是天主。

• 天主派遣多位聖作者與編者，
在天主的靈性感動之下，寫下
願向他的天主子民所要說的話。

• 聖經上所記載的是天主的話，即是天主的「聖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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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後1:21)  

聖經是天主給世人的家書

• 在這部天書內，天主先將自己啟示給世人。

• 聖經並告知世人，天地萬物的來歷和目的，告訴我們天主原先
怎樣給人類預備了幸福；現今的痛苦、患難和死亡又怎樣來的。

• 聖經也記載了天主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怎樣逐步實現了他藉
聖子耶穌基督，救贖人類的慈愛大喜訊。

聖經對基督信徒及全人類，是舉世無雙的無價寶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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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
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適於行各種善工。」 

 (弟後3: 15）17)

• 「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
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
和思念。」(希4:12)  

聖經是讚美、祈禱、默想最好的寶書

• 一個懷有信德的教友，在恭讀默思聖經時，常覺與主相遇，
是在聽天父的慈音。當他/她心有所得、情有所動時，自然
就向天主說話，這即是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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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何時寫成的 ；

• 在耶穌基督降生之前所寫成的，稱為舊約。

• 在耶穌基督降生後，由宗徒或宗徒弟子所寫成的，稱為新約。

• 舊約記載天主藉先知們，尤其梅瑟在西乃山上，與以色列民族
所訂的盟約。（出 24:1）8；肋 26:3（ 12）45；耶 11:1）8）

• 新約記載天主藉耶穌基督以自己的寶血丶聖死和復活，與世人
所訂立的新盟約。（瑪 26:28） 

依內容分類： 

• 聖經的表達方式：有歷史、訓誨、祈禱、預言、書信、敘述文等

• 歷史書：記述以色列民族或基督徒史蹟，如梅瑟五書、四福音等

• 訓誨書：討論以民或基督徒的宗教和倫理，約伯傳、保祿書信等

• 預言書：記錄先知預報未來的事，如先知書、若望默示錄。  

• 聖經包括《舊約》46卷丶《新約》27卷，共73卷。

• 《舊約全書》的寫成，經一千二百餘年，
逐漸彙為一集。( 約元前1300年 ） 元前100年 )

• 《新約全書》是公元初世紀宗徒時代的作品。 

《思高聖經》
思高聖經學會70周年版

聖經可從「時期」和「內容」兩方面分類
依時期分類： 

新 、舊兩約在上主啟示計畫中的一體性

• 舊約的救世工程主要是為準備普世救主耶穌基督的來臨。

• 在新約的經書中，天主聖言以卓越的姿態出現，並顯示天主的
慈愛與德能，為使一切信奉的人獲得救恩。

• 福音是整部聖經的中心，因為它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我們
救主耶穌基督的生活和道理的主要見証。

• 「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而舊約則顯露在新約中。」（聖奧思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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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原文及譯本 : 聖經包括《舊約》46卷丶《新約》27卷，共73卷。

舊約 ：希伯來文抄卷 ：瑪索辣經文MT   39卷 
希臘文抄卷      ：七十賢士本LXX 46卷 

    （39卷與瑪索辣經文同，7卷缺希伯來經文）
新約 ：希臘文抄卷 27卷 
新舊約拉丁文譯本       ：拉丁通行本Vg，包括舊約46卷丶新約27卷。

直至2015年，聖經共被譯成超過2900 種語言

聖經的綱目（Ca註証註）
• 聖教會既是信德的保管者以及衛護人（弟前3:15），遂以自己所有

的特權（路10:16），根據某書是否是在天主默感之下寫成的原則，
將之納入聖經書目之內，或拒之於外。

• 聖經的綱目（Ca註証註）與分類，早在第四紀時已劃分清楚，後來
更在三次大公會議（1441年佛羅倫斯、1546年脫利騰、及1870年
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中為教會隆重地欽定。

• Ca註証註 來自希臘原文 Ka註証註，有「蘆葦」之意，並演變為尺丶杖之義（
在倫理方面是生活至高的規律，在宗教方面是信德的確實準繩。 

5 鳴謝: Cath証lic Li註k 允許從原英文版轉為中文版。   鳴謝: 陳德雄神父製作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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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聖經《思高聖經》的由來

真福雷永明神父的骨塚，
建在神父修道的修院聖殿旁
Mai註 Church 証f  Sa註 Biagi証 M証註astery

• 聖經完整的中文譯本，是由意大利籍的
方濟會會士真福雷永明神父，連同他創
辦的思高聖經學會翻譯並加以注釋。

• 「我要到中國去翻譯《聖經》！」
雷永明神父年青時已立志要把完整的
中文《聖經》獻給中國人。

• 1935年：年僅28歲剛晉鐸的雷神父，被派
往湖南衡陽當小修院院長，並在牧職以外，
獨力開始從原文翻譯中文聖經。

• 1941年5月7日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
委任雷神父翻譯中文聖經的任務。

• 1944年雷神父完成舊約譯本，但他未感滿意，
故組織華人神父再作翻譯。

• 1945年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輔大附屬西煤廠誕生，
成員有李士漁神父丶李志先神父丶李玉堂神父及劉緒堂神父。

• 1948年8月學會因戰亂受三遷之苦，由北京遷往香港。
陳維統神父應雷神父之邀請加入。

• 1955年雷神父與學會四位中國成員到聖地進修並朝聖。
梁雅明神父1963年加入思高聖經學會。

• 1945）1961年，以16年作翻譯及註釋聖經；
1961）1968年作修訂及出版聖經合訂本。

• 1968年12月25日出版合訂本「聖誕聖經」!

• 2012年9月29日，教廷為雷永明神父舉行宣福禮，
成為香港教區及方濟會中華之后會省的第一位真福聖人。   



我們應怎樣閲讀和理解聖經

• 天主為把自己向人啟示，便慈愛俯就，用人的言語向我們說話。

• 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
她不停地從天主聖言及基督聖體的筵席中，給信友提供生命之糧。

• 天主的話具有偉大的效力和德能，我們要多閱讀聖經。
「不認識聖經，即不認識基督」 (聖師葉理諾) 。

• 我們必須留心探討天主藉聖經作者要表達的是甚麼。為明白聖經
作者的用意，我們應留意寫作時代的歷史背景丶社會環境和文化，
所用的「文學類型」丶所慣用的感受和敘述的方式。  

聖經與科學

• 聖經的作者無意以教授自然科學為寫作的目的。聖經作者的目的，
是在於啟迪人類「獲得得救的智慧」（弟後3:15）。

• 聖經作者無意研究自然界的進化和人體的構造，只在說明自然界
和人類與天主的關係；教導世人，天地萬物都來自天主，一切都
因天主的照顧而生存，最後又歸於天主。

• 為適當地了解聖經，人人必須先有信仰，並接受聖教會的指導，
天主把聖經委託給教會保管，所以只有教會有解釋聖經的特權。

生活聖言

耶穌説：「聽了天主的話
而實行的，才是我的母親
和我的兄弟。」  （路8:21）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的。」(瑪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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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聖經的三項標準

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藉同一聖神的助佑去閱讀和解釋。     
為隨從默感聖經的聖神去解釋聖經，梵二大公會議指出三項標準：

一、 小心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
         由於天主計劃的一致，聖經是一個整體，而耶穌基督就是 

     它的樞紐和心臟。   

二丶 在「整個教會的生活聖傳」中閱讀聖經 

 教會將天主的聖言存留在她活生生的紀念中，而聖神則將
           聖言的解釋賜給教會。

三丶 留意「信德的相符」
 即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以及與啟示的整體計劃相符。

聖經中不同層次的意義

• 字面的意義
就是那來自聖經言詞所表達、透過釋經學的正確解釋規則所
發掘的意義。聖經的所有意義都以字面的意義為基礎。

• 屬靈的意義
一、寓意。例如過紅海是基督勝利的象徵，也是洗禮的寓意 。
二、倫理。聖經所記載的事跡能引導我們正直地行事。
三、末世。我們也看到事件的永恆意義，引領我們邁向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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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者的任務是依照這些規則，
助人更深入了解和闡明聖經的    
意義。

有關如何解釋聖經的一切，
最後都應聽取教會的裁決，
她負有保管和解釋天主聖言
的神聖使命和職務。

本章資料來源：
《思高聖經》新舊約全書總論丶
《天主教教理》101 ） 140 號 



聖言
我們日用的食糧

Whatsapp 接收金句彩圖 : 
9854 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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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聖言  參考慈悲特殊禧年詔書《慈悲面容》

•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6:36)

• 慈悲寬仁的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忠誠，
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寬赦過犯、罪行和罪過。 (出34:6）7)

• 上主赦免了你的各種愆尤，是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
是他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
是他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冕，
是他賞賜你一生幸福滿盈，是他使你的青春更新如鷹。(詠103:3）5)

• 請眾感謝上主，因他寬仁，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他以他的智慧創造天穹，他懷念了我們遭難的人，
他給一切的生靈供食品，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參詠136:1（5（23（25（26)

• 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油，
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靈，                    (依61:1）2)

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路4:18）19)

• 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災殃。
他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像沒有牧人的羊。(瑪9:35（36)

• 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的心，向她說：「不要哭了！」
遂上前按住棺材...說：「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罷！」那死者
便坐起來，並開口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路7:13）15)

• 你回家...傳述上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怎樣憐憫了你。(谷5:19)

• 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歡樂。(路15:10)

• 伯多祿前來對耶穌說：「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該寬恕
他多次？直到七次嗎？」耶穌對他說：「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個七次。」(瑪18:21（22)

•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5:7)

• 不可讓太陽在你們含怒時西落。（弗4:26）   

• 富於慈悲的天主。（弗2:4）     天主是愛。 (若一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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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訊息

• 有沒有深刻 / 即時的訊息？

• 有沒有從來沒有發現的訊息？ 

• 經文內感動自己的一點是...... 

三) 分享

• 一人輕聲誦讀，其他人細心聆聽及在心中跟隨默讀

• 各人在心中重覆誦讀同一經文二遍

四) 回應

聖經誦讀方法 (舉例)

基本功

一) 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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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發現／感動的訊息是......

• 這發現與我的信仰關係是......

• 留心聆聽他人的分享（從中我發現或學習了......）

• 從今次的分享中，我信仰生活要改善之處是......

• 我／他人心中的意願成為我的祈禱 

• 我緊記／誦念的聖言金句是......



協會常設聖經分享小組: 
歡迎參加，請先來電 2147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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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出版書籍   港丶澳丶加公教書店饗友

      團體訂書五十本以上（ 協會儘量安排送貨
      電話 : 2147 2861   電郵 : hkbiblical@yah証証.c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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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哉 ! 瑪利亞     高夏芳修女、梁定國神父

本書出版於「慈悲年」的開始，期讓讀者透過
聖母的帶領，「重新發現天主憐憫的喜樂」。
特別從聖母瞻禮日的禮儀經文，窺探其中的意義，
帶領我們找到敬禮聖母的真諦。

只緣身在此山中    高夏芳修女、袁偉明神父

作者邀請教友細讀「山中聖訓」(瑪5）7章)，
投入耶穌的情懷，勉力在他所指的進天國之道
邁進。

語梯           高夏芳修女  * 2017年新書

聖言的梯是主向人言，從主心落到人心，
同時也是人向主言，從人心提升到主心，
使聆聽化成回應，使啟示化成對話，
拉近天人之距，讓神人相感應，互契情。

語橋   高夏芳修女

平凡生活的小思想、小情懷、小遭遇、小故事，
都會透過聖言的橋樑，成為與主交談的引子及內容。

遇之妙           高夏芳修女

分別以「預、寓、遇、癒、逾」五組，寫照福音中
八十多位人物與耶穌相遇之妙；引領讀者在自己
真實的生活中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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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哉! 保祿 (第三版、修訂版)   

高夏芳修女

作者帶我們欣賞保祿的精彩多姿 :「保祿的苦路、
幽默、詩樣情懷、傳教策略、領袖風範、神學發展和
聖神的歎息！」

馬爾谷福音 慕道手冊 (第四版、修訂版)

杜逸文神父

本書把馬爾谷福音分為約120小段，讓慕道者
每星期研究兩三段；有系統地以聖言和手冊註釋丶
導師指示和個人日常經驗，逐漸進入信仰生活。

起程 (舊約) 慕道手冊 (第三版、修訂版)

杜逸文神父

亞巴郎信從天主的召叫，「起程」去尋找天主
應許的地方；慕道者也「起程」跟隨基督。
本書簡介舊約聖經、背景及重要人物，圖文並茂，
並以「智慧書」解答日常生活問題。

古喻今遇 (附DVD) 

李子忠先生

「我要開口說比喻，要說出由創世以來的隱密事。」
(瑪13 : 35) 

作者透過猶太文化傳統、聖地的地理和生態，      
把讀者帶到耶穌的時空，從而了解耶穌的比喻，
並在今天的生活中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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