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道再慕道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中華殉道聖人堂
第五節：全能的天父，天地萬物創造者(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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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行政事頃


組長職份：聯絡，帶領討論(不是解答問題)；如何轉組，點
名，聚會後點名表交 Philip Cheung。



講義及錄音上網，網址：www.crp.cmccbsp.org。



《慕道再慕道》上下集 DVDs 可在聚會後向 Edmond 採購。
$10 一集，上下集共$20。



《活在聖傳中》一月廿日星期日 9:15-10:45 a.m.在 St.
Vincent de Paul 學校第一次聚會，分享 BXVI Jesus of
Nazareth Part I，歡迎隨時加入。聯絡：edmondkclo@yahoo.ca



下次 CRP：7:45 p.m., Friday, Feb 8, 2013, Group 5 負責抬櫈。

論聖經所記述的創造


亞當預告著基督：第一個亞當指向最後的一個，最後的一個
亞當其實是第一個。因基督是創造亞當者、生於萬有之先、
是元始和終結(默 1:17)。所以，「最後的，將成為最先
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 」(瑪 20:16)。

教理 359,



新舊亞當對照：罪因一人而來，救恩也因一人而來；從肋旁
而出的女人；失職的園丁和被遺忘的生命樹。

羅 5:14,17;
創 2:21；若 19:34，創
2:15，弗 5:25



舊亞當(泛指一般人，特別是今天的人)為獲「自由」而拒絕
天主，人獲真正自由的籃圖卻見於革責瑪尼，在那裡新亞當
基督貶抑他個人的意願而奉行天父的意願，因而獲得真正自
由。

BXVI, The Fathers, Vol
II, p.65 on St. Maximus
the Confessor

苦罪懸謎


全能的天主為何無能力制止痛苦？美善的天主為何容許邪惡
和不公義？

S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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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惡 (Moral Evil)


天主不是倫理的惡的原因，罪惡源於人的自由抉擇，罪惡的
存在，正好證實人所享有的自由是千真萬確的。



「在過程中」的世界，邁向它最終的完美。這邁進不是直線
的(“linear”西方)，也不是弧形的(“circular”東方)，
而是弧形直線式(spiral-linear)的。



寧願不自由？這想法表現可悲的奴隸性，也反影人的無知和
短視，漠視了被基督用高價換取和提升的人性的尊貴。

依 59:1，CCC306,
310,311，雅 1:13

CCC310

出 14:11-12

物質的惡 (Physical Evil)


自然災難是大自然律法支佩下，宇宙運作所帶來的必然結
果，本身是中性的；人代入主觀價值，將它看成惡或好。另
一方面，若信奇蹟，便應信天主的干預，所以，不能否定天
主用自然災難懲罰人或民族的可能，特別是當天主在啓示中
肯定這道理的時候(例：以民亡國，充軍巴比倫)。



倫理惡禍害遠遠超越物質的惡：亞當厄娃的罪，使人失去原
始聖德的恩寵，破壞了人與受造物之間的和諧，一切「受造
之物被屈服在敗壞的狀態之下」。耶穌的救贖將恢復原始聖
德的恩寵，和人與受造物之間的和諧，帶來新天新地。

若 9:1-3

CCC311,399-400,
羅 8:20，默 21:1

在感情和生活上，基督徒應如何面對痛苦？


堅信天主的眷顧，並能奇妙地從惡中引發出善；邪惡的人與
物也可以成為善的渠道。



明白天主全能的奧秘 ：祂的軟弱正是祂的大能(反者道之
動，弱者道之用)；願意効法耶穌，接納痛苦和軟弱，「因
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



行使司祭職，用痛苦去參與基督的祭獻，使救恩廣傳。

CCC412
格前 1:21-31；教理
272； 格後 12:910；瑪 5:1-12

SN2，CCC1521, 哥
1:24，E.Lo 文章《從
感恩聖祭看苦痛奧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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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慕道再慕道第四節：全能的天父，天地萬物創造者(下)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課程)
1) “Nature impales men, breaks them as if on the wheel, casts them to be devoured by wild
beasts, burns them to death, crushes them with stones like the first Christian martyr…All
these nature does with the most supercilious disregard both of mercy and of justice….A
single hurricane destroys the hopes of a season; a flight of locusts desolates a district; a
trifling chemical change in an edible root starves a million of people…Everything, in short,
which the worst men commit either against life or property is perpetrated on a larger scale by
natural agents (John Mill d. 1873, From Nature and Utility of Religion).
2) “Although it remain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uffering, Jesus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ts value is
linked to his own suffering and death, to his own sacrifice. In other words, by your suffering
you help Jesus and his work of salvation. Your call to suffering requires strong faith and
patience. Yes, it means that you are called to love with special intensity” (JPII, Pain and
Sorrow Are Not Endured Alone Or In Vain, Address at Dublin, Sept 29,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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