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別會信德年講座（一）聖父篇
2013 年 3 月 10 日
李子忠

重新探索所宣認的、慶祝的、付諸實行的和在祈禱中誦念的信仰內涵，又對信
仰生活加以反省，是每一個信徒的任務，尤其是在這一年。（《信德之門》9）
為能有系統地認識信仰的內容，大家可以在《天主教教理》裡找到寶貴及不可
欠缺的工具。⋯信德年就是要致力於重新發現和研讀《天主教教理》裡面那些
有系統而又活躍地綜合起來的基本信仰內容。（《信德之門》11）

唯一天主
1）為什麼我們相信唯一的天主？
承認天主的唯一性，植根在舊約的天主啟示中，它跟承認天主的存在是不可分
的，是同樣基本的道理。天主是唯一的：只有一個天主：「基督徒信仰相信及
宣認只有一個天主，祂無論在本性、實體、和本質上都是唯一的」。（教理
200）
天主向以色列民啟示祂是唯一的：「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
一的天主。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申 6:4-5）。天主透過
先知邀請以色列和萬民歸向祂、唯一的主：「大地四極的人！你們歸依我，必能
得救，因為只有我是天主，再沒有另一個…… 人人都將向我屈膝，眾舌都要指
著我起誓」（依 45:22-23）。（教理 201）
2）「天主是真理」是什麼意思？
天主是真理本身，祂不會受欺騙，也不會欺騙人。祂「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
黑暗」（若一 1:5）。天主永遠的聖子、降生成人的智慧，被打發到世上來，
「為給真理作証」（若 18:37）。（教簡 41）
天主啟示自己的名字 YHWH「雅威」（「、）יהוה自有者」，是要告訴我們祂
是誰，我們該以甚麼名字去稱呼祂。這個神聖的名字是奧妙的，正如天主是奧
跡一樣。這是一個啟示的名字，同時好像又拒絕一個名字；這正好表達天主的
本質，祂無限地超越我們所能了解和敘述的一切：祂是「隱密的天主」（依
45:15），祂的名字是不可言喻的，然而也是與人親近的天主。（教理 206）
上主的名字「我是」或「祂是」，表示出天主的信實，雖然人類犯罪對祂不忠
及應受懲罰，但祂卻「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出 34:7）。天主啟示祂是「富
於慈悲的」（弗 2:4），甚至賜下祂的聖子。耶穌為救我們脫免罪惡而捨生時，
顯示出祂也擁有上主的稱號：「當你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
一位〔自有者〕」（若 8:28）。（教理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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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主是愛」是什麼意思？
天主向以色列民流露祂是「富於慈愛和信實的」（ḥesed - emet）（出 34:6）。這
兩個名詞以綜合的形式表達了上主聖名的豐盈。在所有的工程中，天主常顯示
出祂的仁慈、祂的和藹、祂的恩寵、祂的愛情；也顯示出祂的可信、祂的永恆、
祂的信實、祂的真理。「為了祢的仁慈和至誠，我必要稱謝祢的聖名」（詠
138:2）。祂是真理，因為「天主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若一 1:5）。
（教理 214）
聖若望更肯定說：「天主是愛」（若一 4:8,16）：天主的本質就是愛。當時期
一滿，天主派遣了祂的獨生子和聖神時，啟示了祂最深處的秘密：祂本身就是
愛的永遠交流：父、子、和聖神，而且預定我們也分享這愛（教理 221）。

天主聖三
4）三位一體的天主
嚴格來說，聖三是一個信德的奧跡，是一個隱藏於天主內的奧秘，除非由天主
啟示，是不能被人認識的。在聖子降生及聖神被派遣前，連以色列的信仰也無從
獲悉（教 理 237 ）。聖三的信仰來自耶穌基督的啟示，為此也稱基督信仰
（Christian faith），這是我們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徒是因聖父、聖子、
聖神之名（單數），而不是因祂們之名（複數）而受洗；因為天主只有一個，
全能的聖父、唯一的聖子及聖神：至聖三位一體（教理 233）。
猶太教為了強調天主的唯一性及針對基督徒的聖三信仰，在誦念「協瑪經」
（shema）「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shema Yisrael
Adonai Elohenu Adonai eḥad」時，加上一句「祂的名字也是唯一的 we-shemo
eḥad。」皈依了天主教的猶太人為回應他們的同胞，也以特別的「十字聖號經」
開始祈禱說：「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一個天主。亞孟 be-shem ha-Av we-ha-Ben
we-Ruaḥ ha-qodesh, elohim eḥad. amen。」
回教徒同樣強調真主安拉（Allah）的唯一性，更要求基督徒放棄聖三的信仰。
《古蘭經》清楚指出：「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對於自己的宗教不要過分，對於
真主不要說無理的話，麥西哈．爾撒——麥爾彥之子（天主教譯：默西亞．耶
穌——瑪利亞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祂授予麥爾彥的一句話，只是從祂
發出的精神；故你們當確信真主和祂的眾使者，你們不要說三位。你們當停止謬
說，這對於你們是有益的。真主是獨一的主宰，讚頌真主，超絕萬物，祂絕無子
嗣，天地萬物只是祂的。真主足為見証」（Sura IV, 171）。他們在耶路撒冷金頂
聖石寺（Dome of the Rock）內迴廊的壁緣上，用阿拉伯文也寫了這段說話。
然而我們不能放棄聖三的信仰，因為這是由耶穌的啟示而來，且關乎我們的得
救和信仰生活。整個基督徒生活也是跟聖三每一位的共融，無論如何也不能把
祂們分開。誰光榮聖父，是透過聖子在聖神內光榮祂；誰跟隨基督，是因受到
聖父吸引和受到聖神推動而跟隨祂。天主整個救恩工程的最終目的，就是所有
受造物都能進入真福聖三的圓滿一體中。但如今我們已被召叫，要成為至聖聖
三的寓所，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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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並要在他那裏作我們的住所」（若 14:23）（教理 259-260）。天主是如此
偉大和無限，世界和宙宇無法容下祂；同時祂竟變成如此細小，以致可生活在
我們心中！「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旳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
（格前 3:16; 6:19）。
信友與聖三的共融生活始於洗禮，洗禮透過與基督的逾越奧跡結合，象徵並實
現受洗者死於罪惡，進入至聖聖三的生命（教理 1239）。
5）耶穌基督給我們啟示的父的奧跡是什麼？
我們稱天主為「父親」，這信仰的語言特別表明兩點：1）天主是一切的根源和
超越的權威，2）祂愛護並眷顧祂所有的子女。天主的這種慈父溫情也可以用母
性的形象表達，這更能顯示出天主內在於世界中，顯出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親
密。天主超越人類的性別，祂既非男人也非女人，祂是天主。因此祂超越人類
的父性或母性，雖然祂是這兩性的根源和典範。沒有人能成為像天主那樣的父
親。（教理 239）
耶穌啟示天主是「父」，其意義是前所未聞的：天主是父，不僅因為祂是造物
主。祂永遠是父，是因為祂與其獨生子的關係。同樣，子除非與父有永遠的關
係，就不是子。「除了父外，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
也沒有人認識父」（瑪 11:27）。（教理 240）
6）耶穌基督給我們啟示的聖神是誰？（詳見本講座系列之三）
聖神是聖三的第三位，是與聖父、聖子同一和同等的天主。祂「發自聖父」
（若 15:26），即那沒有本原的本原，及整個聖三生命的根源。聖神也發自聖子
（參看 Filioque），是聖父作為給與聖子的永遠恩賜。聖神由聖父及降生的聖
子派遣，把教會「引入一切真理」（若 16:13）。（教簡 47）
7）耶穌是天主嗎？祂屬於聖三嗎？（詳見本講座系列之二）
我們承認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就是聖子與聖父同是一個天主。祂是「天
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
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教理 242）
耶穌所完成的行動，如赦免罪過，顯示出祂自己就是救世主、天主。某些猶太
人不承認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只看祂是「一個把自己當作天主的人」（若
10:33），便斷定祂是一個褻聖者。（教理 594）
以色列子民為了尊重天主的神聖，不敢呼喚祂的名字，在讀經時，以「上主」
（ אדוניAdonai，希臘語 Κύριος Kyrios）的名號取代天主所啟示的名字。耶穌的
天主性就是藉這個名號宣示出來：「耶穌是主」。（教理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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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創造了天地萬物
8）誰創造了天地萬物？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1:1）。聖經這些開首的字句，肯定了三件事：
1）永遠的天主給了一切在祂以外存在的事物一個開端；2）唯獨祂是創造者；
3）凡存在的一切都屬於祂，祂給予它們存在。（教理 290）
創造是天主一切救恩計畫的基礎；顯示出天主全能和明智的愛；是唯一天主與
祂的子民訂立盟約的第一步；是以基督為高峰的救恩歷史的開始；是人類有關
自己起源和終向的基本問題的第一個答覆。（教簡 51）
世界是為了天主的光榮而受造， 天主藉此願意顯示及通傳祂的慈善、真理和美
麗。創造的最終目的，就是天主在基督內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
15:28），一面獲得祂的光榮，一面達致我們的幸福。（教簡 53）
我們相信天主為了創造，並不需要任何預先存在的東西，也不需要任何援助。
創造也並非天主實體的必然流露。天主自由地「從無中」創造。（參看加下
7:22-23,28）（教理 296）
雖然創世工程特別歸於父，然而父、子、聖神同是創世的唯一及不可分的本原。
（教簡 52）
9）科學會使創造者多餘嗎？
有關創造的教理講授十分重要，它涉及人類和基督徒生活的基礎：事實上，它使
基督徒信仰為每個時代的人所發出的基本問題，給予明確的答覆：「我們從哪
裡來？」「我們往哪裡去？」「我們的起源為何？」「我們的終向是甚麼？」
「一切存在的東西將何去何從？」起源及歸宿這兩個問題，是不可分開的。它
們對我們的生活和行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和方向。（教理 282）
世界和人類的起源問題，曾是許多科學研究的對象，使我們對宇宙的年代與幅
度、生物的變遷、人類的出現等知識充實了很多。這些發現促使我們更讚嘆造
物主的偉大，感謝祂的各項工程及賜予學者與研究者的聰明和智慧。他們可與
撒羅滿同聲說道：「是祂把所有事物的正確知識賜給了我，使我明瞭世界的構
造，和元素的能量……因為教導我的，是造萬物的技師——智慧」（智 7:1721）。（教理 283）
對這些研究的濃厚興趣，乃發自另一層次的問題、超越自然科學本身的範圍。
這問題並非只想知道物質宇宙何時及怎樣形成，人類何時出現，而是要發掘這
種起源的意義何在：它是發自巧合、盲目的命運、莫名的需要呢？抑或受制於
一位超越的、聰明的、良善的、稱為天主的存有？如果這世界是來自天主的智
慧和良善，那麼為甚麼有邪惡呢？它從何而來？誰要對它負責？有沒有解脫？
（教理 284）
關於宇宙的起源問題，基督徒信仰一開始就要面對各種與自己不同的答案。事實
上，在古老的宗教和文化中，可找到許多有關起源的神話。有些哲學家認為一切
都是神，世界就是神，世界的變化即是神的變化（泛神論 Pantheism）。有些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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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天主的一種必然流露，它由這根源發出，又回到祂那裡。另有一些人則主
張有兩個永存的本原：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兩者不斷在搏鬥（二元論
Dualism，摩尼派善惡二元論 Manichaeism）。按照這些觀念的一些說法，世界
（至少物質世界）是壞的，是墮落的產品，故此應予排除或摒棄（唯識論
Gnosticism）。有些人承認世界是神所造，可是像一個鐘錶，造了以後，就讓它自
生自滅（自然神論 Deism）。最後，有些人不接受世界有任何超越的來源，而認
為它純粹是一種永久存在的物質組合（唯物論 Materialism）。所有這些解釋都在
說明萬物起源問題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只有人類會探討這樣的問題。（教理 285）
毫無疑問，人的智力已能對宇宙起源的問題找到答案。事實上，人的理智透過
天主所造的萬物，已確實地認識造物主天主的存在，縱使這種知識多次為錯誤
所隱蔽或歪曲。（教理 286）為這緣故，除了每人可對造物主擁有的自然知識
外，天主還逐漸地把創造的奧跡啟示給以色列民。（教理 287）

天主的眷顧
10）天主帶引着世界和我的生命嗎？
天主的眷顧在於祂為引導萬物的各項措施，使能達到它們應有的最後完美。不
過，在實施計畫時，祂也利用受造物的合作。同時祂也賜予它們這種尊嚴，可
以自主行動，彼此互為原因。（教簡 55）
對於人，天主賞賜及要求人運用其自由，以他們的善工、祈禱、甚至痛苦與祂
合作，使人「願意並力行，為成就祂的善意」（斐 2:13）。（教簡 56）
11）如果天主是全知和全能的，為什麼祂不阻止罪惡？
既然全能的天父，是美好與和諧的宇宙的創造者，悉心照顧所有的受造物，那
麼，為甚麼會有邪惡存在？對這個如此迫切又不可避免、如此痛心而又深奧的問
題，任何倉卒的答案都是不足夠的。唯有整體地看基督徒信仰，才有這個問題
的答案：創造的美好、罪惡的悲劇、天主耐心的慈愛。（教理 309）
天使和人類，作為理性和自由的受造物，應該以自由的抉擇和高於一切的愛，
走向他們終極的目標。因此，他們有誤入歧途的可能。事實上，他們確曾犯了
罪。於是倫理的惡就進入了世界，就其嚴重性來說，它與物質的惡不能相比。
無論直接或間接地，天主絕不是倫理惡的原因。不過，為了尊重受造物的自由，
祂容許惡發生，並奇妙地從惡中引發出善：全能的天主……因為祂是至善的，
絕不容許任何惡存在於自己的工程中，除非祂有充分的能力和仁愛，足以從惡
本身引出善來。（教理 311）

天主也創造了天使和人類
12）天使是什麼？
天使是沒有肉身的精神體受造物，從其整個本質看來，他們是天主的侍從和使
者。（教理 328, 329）他們由於是純粹精神體的受造物，具有理智和意志：是
有位格和不死不滅的受造物。他們遠比一切有形的受造物完美。（教理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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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起初原是天主所造的好天使，後來卻成了邪惡的，因為他們以自由的抉擇，
徹底而無可挽回地拒絕了天主及祂的神國，地獄也因而開始。他們企圖拉攏人
類背叛天主；天主卻在基督內絕對制勝了惡魔。（教簡 74）
人的生命由開始至死亡，常由天使所保護和代禱。「每個信徒都有一位天使在
他身旁作為保護者和牧者，為引導他達到永生」。從此世開始，基督徒生活已
藉信仰，參與結合於天主的天使和人類的真福團體。（教理 336）
13）天主為什麼創造人？
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中，唯獨人「能認識及愛慕自己的造物主」；人是「世上
唯一的受造物，是天主為了人本身所要的」。只有人奉召在知識和愛情上，分享
天主的生命。人就是為這目的而受造，而且也是人有其尊嚴的基本理由。（教
理 356）
天主為人創造了一切，但人卻是為事奉和愛慕天主而被造，為把整個受造界奉
獻給祂。人是偉大而奇妙的有生命的受造物，在天主眼中比整個受造界更為貴
重。天空、大地、海洋及整個受造界都是為人而存在，而且天主對人的得救如此
重視，甚至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顧惜。因為天主從不間斷地提拔人到祂跟前，使
他坐在自己的右邊。（教理 358）
14）說人是「按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是什麼意思？
人在受造界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1）他是「按照天主的肖象」；2）精神世
界與物質世界在他本性上合而為一；3）被造成「男和女」；4）天主把人安置
在祂的友誼中。（教理 355）
由於人按照天主的肖象而存在，每個人都有位格（person）的尊嚴；他不只是
一個物品，而是一個人。他能認識自己、擁有自己、自由地奉獻自己、並與其
他的人溝通。他因恩寵而奉召與自己的造物主訂立盟約，向祂作出無人可替代
的信仰和愛的回應。（教理 357）
15）什麼是靈魂？
人是按照天主肖象而受造的，是一個同時具有物質和精神的存有。聖經以一種
象徵性的語言表達了這個事實：「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
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創 2:7)。所以整個的人成為天主愛的
對象。（教理 362）
很多次，靈魂（nefesh/anima）一詞在聖經裡是指人的生命，或指完整的人的位
格。但也指人心內最隱密的、最有價值的和特別使他成為天主肖象的一切：
「靈魂」是指人的精神本原。（教理 363）
每個靈魂都直接由天主所造——並非由父母所「產生」——而且是不死不滅的：
在死亡時靈魂與身體分離，但並不因此而泯滅，並會在末日復活時，重新與身
體結合。（教理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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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為什麼天主創造了男人和女人？
男和女都是天主所造，也即是天主所愛的：就人性而論，兩者是完全平等的，
但按其男女性別而論，則各有不同。「成為男人」和「成為女人」乃天主所願
意的美好事實：男人和女人都有不可剝奪的尊嚴，直接來自他們的造物主。男
女都是「按照天主的肖象」所造，具有同等的尊嚴。在他們「成為男人」和「成
為女人」的事實上，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和慈善。（教理 369）
男人和女人是為了「相互依存」而受造的，但並非指天主造了他們「一半」和
「不完整的」。天主造了他們是為使人們彼此共融，各人都能成為另一個的
「助手」，因為就位格而言兩者是平等的，就男女性別而言則是互補的。在婚
姻中，天主把他們二人結合，「成為一體」（創 2:24），好能傳宗接代：「你
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創 1:28）。男女作為夫妻和父母，將人的生命傳
遞給子女，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協助了造物主的造化工程。（教理 372）
在天主的計畫中，男女奉召以「管理者」的身分去「治理」大地。這項至高權
利不該是任意妄為和破壞性的操縱。按照造物主的肖象去「愛護一切所有」時
（智 11:24），男女奉召去參與天主對其他受造物的眷顧。因此他們對天主所託
付的世界，有其責任。（教理 373）
17）人要受苦和經歷死亡是天主的計劃的一部分嗎？
天主造了男和女，賜他們在一個原始聖德和義德的狀態下，特別分享天主的生
命。在天主的計畫中，人原先就不必死亡，也不必受苦。而且在人自身內、在
受造物與造物主之間、在男人與女人之間、以及在第一對夫婦與整個受造界之
間，瀰漫著完美的和諧。（教簡 72）

人的墮落
18）什麼是原罪？
罪惡的事實，尤其是原罪的事實，只有在天主啟示的光照下才能明瞭。若無啟
示給予有關天主的知識，將不能清楚地認出罪惡，而只能設法把它只解作成長
的缺陷、心理的弱點、錯誤或社會組織不足的必然後果等。只有認識了天主對
人的計畫，才能明白罪惡是妄用自由，天主賜給受造的人自由，是要人用來愛
祂和彼此相愛的。（教理 387）
隨著啟示的進展，罪惡的事實也得以明朗。雖然舊約的天主子民通過創世紀所
敘述的墮落史，已多少認識人類的處境的痛苦，但未能了解這種歷史的終極意
義。唯有在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的光照下，它的意義才完全顯示出來。為能
認識亞當是罪惡的禍根，必須認識基督是恩寵的泉源。是復活的基督所派遣的
護慰者聖神，前來審判世界的罪並啟示那位贖罪者。（教理 388）
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後，喪失了心中對造物主的信賴，違背了天主的命令，他要
「如同天主」（創 3:5），但卻不要天主，及不從天主。如此，亞當和厄娃自己
及他們所有的後裔，便立即失落了原始聖德和義德的恩寵。（教簡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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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亞當和厄娃的的墮落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眾人生下來就帶有的原罪，是一個缺乏原始聖德和義德的情況。這是「感染」
而非「觸犯」的罪；是一個生下來的情況，而非一個個人行為。由於人類根源
的一體性，這罪「不是藉效尤，而是藉生育」，與人性一起傳到亞當的後裔身
上。原罪的傳遞，是一個我們不能完全了解的奧秘。（教簡 76）
原罪雖是人人所固有的，但在亞當的任何子孫身上，原罪都沒有本罪的特性。
它在於缺乏原始的聖德和義德，然而人的本性並未完全敗壞：它只是在自己本
性的力量上受到損害，要受無知、痛苦和死亡權力的困擾，而且傾向於罪惡
（這種對邪惡的傾向稱為「私慾偏情」）。聖洗在給予基督恩寵的生命時，把
原罪滌除，使人重新歸向天主。但原罪的後果，即墮落而傾向於惡的人性，仍
留在人身上，並促使他展開屬靈的戰鬥。（教理 405）
20）天主怎樣在罪惡的漩渦中救我們出來呢？
人在墮落後，並沒有被天主拋棄。反之，天主還召喚他，向他奇妙地預告邪惡
將被制伏，而人也要由墮落中被救起。這一段在創世紀中的記載曾被稱為「原
始福音」，因為在那裡首次宣布了救主默西亞，宣布了蛇與女人之間的搏鬥，
以及她的一位後裔的最後勝利。（教理 410）
基督徒聖傳在這段聖經上，看到一種「新亞當」的宣示，祂藉著「死在十字架
上」的聽命（斐 2:8），綽綽有餘地補償了亞當的抗命。此外，教會的許多教父
和聖師，在「原始福音」所宣告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母親瑪利亞、「新
的厄娃」。她以獨一無二的方式，從基督戰勝罪惡的成果中，成為第一個受惠
者：使她預先被保護不受原罪的任何玷污，並在她整個塵世的生命中，藉著天
主的特別恩寵，也未犯任何罪過。（教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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