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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 禰鼓舞了我 
信仰讓我們燃起更大
的  希望去面對自己的
困難  並在喜樂內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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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華人牧靈團體／成人傳道員組  

 
 

天主教華人牧靈團體／成人傳道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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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華人牧靈團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地址: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主任司鐸:   Fr.  Joseph Lu 路勇神父 

網址: www.ccpc.net.au 

電郵: info@ccpc.net.au 

 
 

彌撒時間及團體其他靈修活動請溜灠網頁 

慕道班(粵語)課程 
聖伯多祿朱廉天主教堂  

St Peter Julian’s Catholic Church 

地點: 悉尼華埠佐治街 641 號 

641 George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時間 : 逢星期日上午 9:15  至上午 10:45 

報名及查詢 
請聯絡成人傳道員組 

Rachel 0410 342 890 / 48rachello@gmail.com 

Joseph 0403 589 375 / jowschow@yahoo.com 

   

願你們平安! 

 

http://www.ccpc.net.au/
mailto:info@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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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 神存在嗎?  

□ 你為甚麼生在世上? 

□ 人從何而來，往那裏去? 

□ 世界末日到了嗎?  

□ 為什麼有痛苦? 

□ 生活好像機器一般，沒有生命， 只是無意

識的動著?  

□ 在你的生活中，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 你知道這世上，誰最愛你呢? 

□ 如果你不想八十歲時有任何悔意， 你現在

該作什麼準備呢? 

 

我們邀請您來，參加本團體的慕道班， 
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慕道班課程由本團體之成人傳道員組負責。 課程參

考香港天主教慕道課程編製。慕道課程每年二月中

開課，由傳道員講解，以小組研討形式學習，為期

大約十五個月至下年五月尾完畢。 

(修畢課程及出席率達標者，可在復活節前夕領洗)  

為方便不能抽空出席慕道班的人士, 我們亦設有

「天主教教義函授課程」, 以方便有志慕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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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人一生混混噩噩，過的生活和豬狗沒有多大 
分別。如果忽然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參透了宇宙 

、人生的秘密，那種驚嘆、幸福之情，便足以讓人
有不枉此生的感覺；那時即使死了，也不算白活。 

生命充滿意義，值得我們一生去發掘；我們必須學
到開拓生命領域，擴闊人生視野。 

信仰要我們正視人生，且幫助我們「獲得更豐富的
生命」 。 

慕道，指的就是這種人生的追尋。 

天主教的信仰也是正視人生的信仰；它源於天主
的啟示，並以耶穌在聖經中的說話為準，亦可以
在中國文化的精華中找到大量的印證。這種信仰
要求我們認清人生與宇宙萬物的真相，生存的意
義，和如何邁向真、善、 美、聖的境界，最終達
至天人的合一，回歸到萬有的真原天主那裡去。 

人只有在落落實實的生活經驗中，才能悟道；也只
有在不斷的悟道中，才能真真實實地，活出豐豐盛
盛的生命。 

我們的慕道班課程, 從多個角度去看天主教的信仰。
它也好像一個靈性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幫助我們
在人生的際遇中，看得更遠、更深、更廣、更通、
更透。 

(輯錄: 正視人生的信仰  – 徐錦堯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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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感到所做的只不過是汪洋中一滴水，但

若缺了那一滴水，這汪洋總是少了一滴水。

我不贊同做大事，在我看來，個人才是重要

的。要愛一個人，我們就必須與他緊密接觸。

假如我們要湊足一定的人數，才開始工作，

我們就會在數目中迷失，無法全面照顧和尊

重個人。我只相信個別的接觸，每一個人在

我而言就是基督，祂是那時那刻世上的唯一

一個人，因為基督只有一位。就讓我們成 

為天主慈愛的活見證：面容中有慈愛、目光

中有慈愛、笑容中有慈愛、親切問安中有慈

愛。在貧民窟中，我們對窮苦大眾而言，就

是天主恩寵的光。我們對小孩子、貧困者，

和所有受苦和孤單的人，都要常常展露笑容。

讓他們不但得到你的關懷，也感受得到你的

愛心。 

(St Teresa of Calcutta 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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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1:1)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 穹蒼宣揚 

他手的化工; (聖詠 19:2) 

 

「你們找什麼？」 

「你們來看看罷！」 (若 1:38,39) 

 
 

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 

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救。(若 3:17)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 

(若 14:6)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  

願眾人都合而為一!」(若 17:20) 

 

 

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 

所記載的，是有福的！(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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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課程大綱       

1. 慕道前期 

□ 慕道過程簡介, 互相認識 

□ 人生問題, 人神的關係 

□ 各大宗教的共同點 

□ 天主啟示的宗教, 聖經簡介 

□ 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分別 

 

2. 天主聖父: 創造天地萬物 

□ 天主是誰 

□ 天主創造天地, 原祖父母 

□ 天使, 魔鬼和人 

□ 人類敗壞和擴散 

□ 預許天主救恩 

□ 天主選民的始祖和領袖 

□ 希伯來民族的興衰 

□ 期待救世主的來臨 

 

3. 天主聖子: 耶穌基督降生成人, 救贖人類 

□ 耶穌的誕生及童年事蹟 

□ 耶穌公開傳教 

□ 耶穌的苦難 

□ 耶穌的復活 

□ 耶穌的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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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  

看, 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 

厄瑪奴耳。(依 7:14)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 

也認識我。(若 10:14) 
 

耶穌就對伯多祿說：「你餵養我的羊群。」  

(若 21:17)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的，  

永不會饑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若 6:35) 
 

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 

(得前 5:16-18) 
 

「『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 

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 

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瑪 2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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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課程大綱 
 

4. 天主聖神: 領導教會聖化人靈 

□ 聖神降臨 

□ 聖神七恩 

□ 三位一體的天主 

 

5. 聖而公教會 

□ 天主教會 

□ 聖母瑪利亞 

□ 其他宗派 

 

6. 禮儀和聖事: 聖化信仰生活 

□ 禮儀, 聖事 

□ 七件聖事: 聖洗, 堅振, 聖體, 

 修和, 傅油, 聖秩和婚配 

□ 彌撒－感恩祭 

 

7. 基督信徒的生活 

□ 教友的生活 

□ 祈禱 

□ 誡命 (十誡, 教會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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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說: 「經上記載: 『人生活不只靠餅,  

而也靠天主口中發的一切言語。』」 

(瑪 4:4) 

 

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 

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 

永生的水泉。(若 4:14) 

 

「去, 到史羅亞水池裏洗洗罷! － 史羅亞 

解說「被派遣的」 － 瞎子去了, 洗了,  

回來就看見了。(若 9:7)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 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 

 為他有甚麼益處?  

(瑪 16:26)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 

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若 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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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課程大綱 
 

8. 身後大事: 萬民四末 

□ 死亡, 審判 

□ 天堂, 地獄 

□ 煉獄, 新天新地 
 

9. 淨化和光照期 

□ 戰勝魔誘 

□ 彰顯主榮 

□ 肦求活水 

□ 重見光明 

□ 起死回生 

□ 迎主來臨 
 

10. 預備領洗 
□ 總複習  

□ 準備接受入門聖事 

□ 練習入門聖事禮儀 

□ 領洗－復活節前夕 
 

11. 釋奧期 
□ 投入天主的大家庭 

□ 體驗聖事 

□ 展開教友的團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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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我加入了天主的大家庭 

 

 

 

 

 

 

 

 

 

 

 

 

 

 

  

最近這幾年的生活壓力很大,回家又要應付兒子

的功課, 累積的負面情緒又得不到舒緩, 久而久

之我便覺得很疲倦和很不安穩。當時我也嘗試過

求神問卜, 但也沒法帶給自己內心的平安和喜

樂。後來得到我丈夫的鼓勵, 我才重返教會。這

次返回教會的感覺跟從前不同, 這次我找回失去

了的平安和喜樂。記得自己以前很執著, 時常會

因一些小事而擔憂。很感謝慕道班的導師教曉我

要把自己交托給天主, 天主會帶領我及為我解決

一功煩惱。(陳嘉雯) 

 

在我未上慕道班時, 我有許多不良嗜好, 在心裡

總是有些心思思的感覺; 但自從上了慕道班之

後, 這些感覺續漸減少, 心情好了很多。我從前

脾氣很大, 現在收斂很多, 感覺上很平靜; 以前

沒有看過聖經, 現在都會拿起來看, 想知道耶穌

的生平事蹟和教人的道理; 同時認識很多教會的

弟兄姊妹, 個個都融洽相處。 

領洗之後, 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心情平和。 

每個主日彌撒, 將會成為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Patrick Lau) 

 
 
主, 因為你的愛而有了我的存在, 我願追隨你直

至永遠。(溫秀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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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我加入了天主的大家庭 

我相信聖神已在我內!我發覺自己的思想有了改

變, 以前我看見有問題或弱智的人, 心裏只會覺

得他們很可憐; 但現在我會立刻在心裏幫他們及

他們的家人祈禱, 看到一些天災的新聞會立刻為

受害者及其家人祈禱。我會嘗試原諒從前我不喜

歡的人或對我不好的人, 每當我誠心向天主禱告

時, 我能感受到天主在聆聽! 

今年的復活節對我是特別難忘, 因為我接受聖洗

成為基督徒及第一次領受聖體! 我領洗後的感覺

是覺得自己無比的潔淨, 因為我以往所犯的過錯

已得到天主的寬恕! 

我已是基督徒, 希望可以履行基督的旨意「愛別

人如愛自己」!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我會

盡力而為。(Sally Wan) 

 
 

想不到當日門外看 (漢) ，今為殿上客。難道真

是天主的安排? 何等奇妙! 

十架之路，剛剛起步，跌跌倒倒，荊棘滿途，安

然自處，維頌維禱。(Stephen Pang) 

主, 我願意, 我願意祢作我生命的主宰。我感激

袮, 讚美祢。 (Judy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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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我加入了天主的大家庭 

   
 
  

我自來澳定居多年, 每日都忙於上班謀生, 從未 

想過甚麼宗教信念。多年來的生活及工作壓力使 

我倍感孤獨、寂寞和疲倦 … 通過這一年的學習 

和認識主耶穌基督, 讓我確信我不再孤獨、寂

寞 。因為主始終與我們同在, 並在幫助著我建

立以往的信念, 讓我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和希

望。我要感謝主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去認識他, 感

謝主的仁慈接受我。(岑燕玲) 

 

與主相遇，是幸運也是幸福的。主對每個子女的 

恩寵都是無私的，但不是每個主的兒女走的路都 

是一樣的。經過一年多的慕道，在各位導師的分

享和學習中，令我與主更加親近，令我更加懷着

感恩之心，去對待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更加坦

然的去接受現在和未來遇到的困難。在禮儀中，

當路神父在我的額頭上付油，畫上十字架，我忍

不住熱淚盈眶。這個十字架就如深深刻在我的心

上，在那一刻，我也就是一個全新的人，從此之 

後，我的生命也更加有意義。在此，也想趁此機

會，多謝成人慕道班和小朋友主日學的導師這一 

年多來的引導扶持，我們四口一家才能一齊同時 

受洗。多謝神父和教會的各位兄弟姊妹，熱情的

接納我們，為我們的成長而歡呼。感謝天主。  

(Amanda Chen) 

 



 

15 

分享 - 我加入了天主的大家庭  

從前我信心十足, 家人都不算有任何信仰。讀書 

考試我屬中上, 從來就認為沒有辦不到的事、解 

決不了的難題。年齡越增, 遭遇漸漸不單純, 才 

體會到人是能力有限, 真理似乎遙不可及。十年 

前開始覺得信仰是人生必須的指導及真理的所在 

。但是世間不少信仰, 那些是真理所在? 經過接 

觸, 瞭解和思考一段時間之後, 才知道天主才是 

真正的救主, 祂的話語才是真理。我有幸參加了 

慕道班, 向導師及教友學習, 每個主日之後有如 

脫胎換骨, 雖然進步不快, 但每週有進無退, 覺 

得主日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天。感謝天主, 在你 

的聖寵下, 我來了, 我看見了, 我改變了。以前 

我性情粗暴, 行為不當 ,現在有不少改變。曾經 

我覺得自己甚麼角色都做不好, 是個不好的兒子 

、不好的丈夫、不好的父親、不好的朋友, 對自 

己有多麼的失望, 可想而知, 在那時我開始同意 

人有完全絕望的時刻。現在得到天父指引, 我有 

信心可以做到比較好。最令我悲傷的是, 我改變 

得太遲了,父母已逝, 子欲養而親不在, 遺憾終

身。現在我願身邊的家人、朋友和世人, 不再犯

上我的錯誤, 及早接近天主, 接受恩寵和真理。 

願天父與我們同在, 亞孟。(Wey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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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 我加入了天主的大家庭 

 

 

 

 

在我未上慕道班時, 我有許多不良嗜好, 在心裡

總是有些心思思的感覺; 但自從上了慕道班之

後, 這些感覺續漸減少, 心情好了很多。我從前

脾氣很大, 現在收斂很多, 感覺上很平靜; 以前

沒有看過聖經, 現在都會拿起來看, 想知道耶穌

的生平事蹟和教人的道理; 同時認識很多教會的

弟兄姊妹, 個個都融洽相處。 

領洗之後, 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心情平和。 

每個主日彌撒, 將會成為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Patrick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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