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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ster 2

                            輔仁大學  聖經與生活--課程綱要
                                                        授課老師: 何慧芳修女
                                                        連絡地點: ES 314
                                                        連絡電話: (02)2905~2820
  一.教學目標:
           藉由認識「聖經」這本超時空、超世紀、超國界、具備永恆價值的世界名著與寶典，
    喚醒學生去體驗人性尊嚴、生命的起源與價值，而認同要活出健康的「身、心、靈」平衡的
    全人生活，並能在價值亂像的氛圍中，有個正向積極的準則、知所遵循。 
   ﹙有助達成全人教育宗旨.﹚
  二.課程進度及內容大綱:
     第一講: 彼此認識: 了解學生選課動機、背景、對課程的期待；及讓學生了解及當注意的
             事項；課程簡介.
     第二講: 認識“聖經” 這本名著.
     第三講: 探討創世紀前三章人的來源，神、人、萬物彼此的關係.
     第四講: 探討創世紀前十一章的神、人觀.
     第五講: 以色列祖先故事，體會信仰與神人關係.
     第六講: 從梅瑟的故事看以色列民族的神觀發展及信仰體驗與中國的神觀.
     第七課: 舊約智慧書的教導.
     第八講: 新約的耶穌童年史.
     第九講: 耶穌的公開生活: 祂的精神、言、行.
     第十講: 耶穌與人.
     第十一講: 耶穌的言.
     第十二講: 耶穌受光榮.
     第十三講: 耶穌的逾越與我生命中的逾越.
     第十四講: 宗徒書信的教導
     第十五講: 期末考

  三.授課方式:
            1. 針對現實生活的問題或個案，講解及探討經文含意對生活的啟發.
            2. 影片: 講評、討論與反省.
            3. 從聖經的教導中，落實生活體驗與應用.

  四. 成績考核:
            1.平時成績: 上課隨堂作業； 課後反省(即生活心得…等); 小組合作及聖經
                        專題報告: 合共佔20%.
            2.考勤: 全勤佔 10%， 三次缺課即扣考(遲到超過15分鐘，視作缺課)
            3.期中考: 20%
            4.期末考: 50%.

  五.聖經專題報告題目:
            1.創世紀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的神(主、天主)
            2.創世紀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的人.
            3.創世紀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的男人女人.
            4.創世紀第一章至第三章中的神、人、宇宙的關係.
            5.創世紀第三章 人的自由.
            6.亞巴郎的故事:信仰經驗(創世紀第十二章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
            7.雅各伯與若瑟的故事:信仰經驗(創世紀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五章、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九章至第四十五章)
            8.梅瑟與出谷記(出谷記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四章)
            9.舊約智慧書中的對孝親的教導﹙箴言篇﹚
           10.耶穌(選讀四福、其中的一本)
           11.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參考下列章節)
           12.耶穌與人的關係( 參考下列章節)
           13.耶穌的言、行(選讀四福、其中的一本)
           14.耶穌與痛苦、死亡( 參考下列章節)
           15.宗徒書信的教導﹙十四封書信﹚
  六.報告內容:
            1.簡單說明你為何選此題目.
            2.闡明主要內容.
            3.這些聖經的內容、思想:
                      (1)你在思索的點有那些? ( 你在思想的內容或問題有那些? )
                      (2)你體驗到什麼?
                      (3)與你生活中相關的是什麼?
                      (4)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七.專題報告題目的聖經章節:
       (一)耶穌與天父的關係 :
           耶穌十二歲上耶路撒冷: 路:2:41—52
           耶穌受洗與顯聖容: 谷: 1:9—11； 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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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受試探: 瑪: 4: 1—11.
           真福八端: 瑪: 5:3—12.
           效法“父” 瑪: 5:43—48.
           不要憂慮穿什麼吃什麼: 瑪6:25—34.
           耶穌的歡呼聲: 瑪: 11:25—30.
           耶穌的使命: 路: 12:1—12.
           惡園戶的比喻: 谷: 12:1—12.
           耶穌的光榮: 谷12:20—33.
           耶穌的死亡: 瑪: 27:45—56；:谷15:33—41；路: 23:44—49；:苦9:28—30.                    
                                         
     ※ 耶穌與人的關係(任選一種人)
       (二)耶穌和祂的門徒:
           召叫首批門徒 : :谷1:16—20； 路: 5:1—11； 若: 1:35—51.
           門徒的使命與遭遇: 瑪: 5:13—16；10:17—42.
           揀選十二宗徒: 谷: 3:13--19.
           派遣十二宗徒出外傳福音: 谷: 6:6—13； 路10:1—16.
           門徒回來做報告: :谷: 6:30—31； 路: 10:17—20.
           耶穌叫伯多祿步行水面: :瑪14: 22—33.
           許多門徒離開耶穌: 若: 6: 60—71.
           還沒有領悟的門徒: 谷: 8:14—212.
           伯多祿認耶穌為默西亞(基督): 瑪: 16:13—20.
           跟隨耶穌背十字架的意義:: 谷: 8:34—9:1.
       (三)耶穌和老百姓:
           耶穌開始宣傳福音:谷: 1:14，15，21—28；瑪:7: 28，29；路: 5:1—3.
           耶穌在納匝肋講道:，被趕出城外: 路: 4:16—30.
           百姓蜂擁而來接近耶穌:瑪: 4:23—25； 8:18； 谷: 1: 32—34；
              3:7—12； 6:30—44，53—56； 10:1； 路:12:1；:若:6:14，15.
           耶穌憐憫群眾:瑪: 9:35—38；11:28—30.
           耶穌的歡呼聲: 瑪: 11:25—30.
           戒立惡表:瑪: 18: 6—9.
           群眾不明白時代笭信號: 路: 12:54—59.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群眾歡迎祂: 瑪: 21:1—17； 路: 19:28—44.
           在耶路撒冷的最後幾天: 若:10:19—29； 11:54—57； 12:20—36.
           群眾要求判處耶穌死刑: 谷: 15:1—15.
       (四)耶穌與社邊緣人:
           耶穌治好癩病人: 谷: 1:40—45. 
           耶穌召選肋未為徒: 谷: 2:13—17.
           耶穌和罪婦: 路:5:1—20.
           耶穌祝福兒童::谷7:36—50.
           天國中誰最大: 瑪: 18:1—5.
           找著迷失者的喜悅: 路: 15:1—10.
           蕩子的比喻: 路: 15:11—32.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路: 10:25—37.
           懂得感謝的撒瑪黎雅人: 路: 17:11—19.
           法利塞人和稅吏祈禱比:喻路: 18:9—14.
           稅吏匝凱: 路: 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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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耶穌與婦女們:
            治好患血漏病的婦女: ::酉5—34.
            耶穌與罪婦: 路:7:36—50.
            服侍耶穌的熱心婦女: 路: 8:1—13.
            客納罕婦女: 谷: 7:24—30.
            耶穌向撒瑪黎雅婦女顯示自己:若: 4:1—26.
            瑪爾大和瑪利亞: 路 10:38—42.
            福哉耶穌的母親: 路: 11:27，28.
            離婚的問題: 谷:10:2—12.
            憐憫淫婦: 若: 8:1—11.
            一個女人以香液傅耶穌: 谷: 14:3—9.
            苦路上的婦女: 路: 23:26—32.
            觀望耶穌死亡而安葬的婦女們: :谷15:40—47；若: 19:25—27.
            天使報告給婦女們主已復活了: :谷16:1—8.
            耶穌顯現給瑪利亞: 若 20:11—18.:
       (六)耶穌與痛苦和死亡
         參考相關資料:
           耶穌治好病人的故事: 谷1:29—34； :瑪8:28—34； 9:1-9，18—26，27—34；
                            12: 9—14； 路: 7: 1—10，11—17； 9:37—43； 14: 1—6；
                            18: 35—43.
           耶穌的門徒們該背十字架: 谷:8:34—9:1.
           不要害怕那些殺害肉身的人: 路: 12:4—12.
           病與罪:谷2:1—12； 若: 9:01—3.
           耶穌預言受難: :谷8: 31—33； 9: 30—32； 10: 32—34.
           一粒麥子要死才結出許多子粒來: 若: 12:20—26.
           “聖體聖事”與苦難 : : :谷14:22—25.
           山園祈禱: :谷14: 32—42.
           耶穌被判死罪: 谷: 14:53—15:15.
           耶穌受人戲弄: :谷15:16—20.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而死: :瑪: 27:31—56； 谷: 15:20—41；路: 23:26—49；:
苦9:16-30.
                                         
  八.指定用書及參書:
        (1)指定用書: 聖經: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
        (2)參考書目:
                 1.舊約導讀: 上、下，房志榮著，光啟出版社.
                 2.舊約導覽: 沙邦傑著，陳芳怡譯，光啟出版社.
                 3.新約導覽: 沙邦傑著，劉榮和譯，光啟出版社.



                 4.認識基督: 上、下，。劉鴻蔭著，光啟出版社.
                 5.耶穌怎樣影響了人類: 張春申著，光啟出版社.
                 6.跨世紀的基督: 上、下，德達曼奇合著，江國鴻譯，光啟出版社.
                 7.看這個人: 黃懷秋著，上智出版社.
                 8.聖經今看: 為娃喊冤，劉俊餘著，光啟出版社.
                 9.聖經今看: 天人合一，劉俊餘著，光啟出版社.
                10.耶穌: 陳  暉著，大自然文物中心.
                11.生活與聖經: 房志榮著，光啟出版社.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