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题：天主存在吗？ 

本课要探讨的题目包括：人可以单凭理智而知道天主的存在吗？能够通往天主存在的

途径有那些？人的良心和自由可以成为找到那个有位格的、爱我们的天主的渠道吗？ 

1. 人类的宗教性向 

人类的历史，自起初就已经有一个宗教的层面。对宗教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一旦去

除它那源於无知和罪恶的迷信色彩，我们便会发现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信念 —— 有一

个天主，衪创造宇宙万物，主宰这个世界，万物要依赖衪才能存在。多神论（即信奉

多个神的信仰）不时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可是，人类最深入的宗教经验和哲学智慧，

在寻找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道理时，都是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天主内获得答案。所有存在

的东西都是出於这个天主。祂是人类所追求的快乐的泉源。（参閲《天主教教理 》，

28）1
  

世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每种文化也有截然不同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但所有文化的

共通点就是它们对天主和对人存在的核心主题：生死、善恶、归宿、和天地万物的意

义的反思。2
 既然世世代代的人都透过这些主题去表达人文精神，可以说，以天主为参

照点实属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也构成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各种人权之中，

宗教自由就占首位，寻找天主也是人的首个责任。每个人「都受本性驱使，有责任履

行道德义务 ⋯⋯ 一旦认识了真理，便要努力恪守，并依照真理的要求规範自己的整个

生命。」3
 对天主的否定，甚至计划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实行「去天主化」，是近

代才出现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只局限於在西方世界的某些地区出现。有人认为宗教

属於人类历史的「婴儿期」，随着科学进步，它必然要消失。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因为有关宗教和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改变。4
  

基督宗教采纳人类在其长长的宗教历史中追寻和敬拜天主时所用的一切好的事物。它

也赋予该历史真正的意义：它是一条通向唯一真天主的道路，在以色列子民的救恩史

中，这个天主啓示了自己，再在耶稣基督内取了人形，即是成了血肉的圣言，好使祂

能够与我们见面。5
  

2. 从有形受造物到无边无际的天主：宇宙论可以提供的论證 

人类的理智可以沿著以受造界为起点的不同途径而知道天主的存在。两条基本的途径

分别是：以人、和以有形的受造物为起点。这两条途径（即两个直达天主的方法）特

别是由基督宗教的作家建立起来，但是许多生於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哲学家和思想

家也曾经加以阐述。 

这些引领我们意识到天主存在的途径可称之为「论證」。论證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所

指的證据，而是几个异曲同工，具说服力的哲学论證。 人可按自己各自不同的教育程

度而理解这些论證（参閲《天主教教理》， 31），但不能用实验科学的求證方法，因

为天主不是人类可以实验和考證出来的。 

每一个引领我们意识天主存在的论證会采用不同的哲学方法。所以，无论我们用那一

个方法，我们只可以得出「天主」这个绝对现实（absolute reality）的其中一面。如果

我们「由世界的运行、演变、非必然性、秩序和美丽，可以认识天主是宇宙的起源和



终向。」（《天主教教理》， 32）天主是无穷伟大的。无一件事物能够与衪相比。我

们绝不能单靠以上其中一条途径，就能完整地拼凑出天主的肖像。每条途径只能看到

衪其中的一面，例如衪的存在、衪的智慧、衪的大能等。 

 在众多所谓宇宙论的论證方法中，由圣多玛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发展出来

的「五路论證」可谓耳熟能详了。它是圣多玛斯结合了多位在他之前的思想家的哲学

反思而得出的。我们必须有一点形上学的基本概念，才能明白这些论證方法。6
 「五路

论證」的首两条进路建基於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自然界的因果关係（可见於由潜能

（potency）到现实（actuality）的变动，以及由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到它的果的变

动）。这一连串的因果关係不能无穷尽地向其终端追溯。它必然会追溯到一个首推动

者和首个起因。第三条进路则是从观察到自然界的偶发性和有限性开始，然後推论出

自然界必须由一个实在体（being）所产生，而这个实在体会是无限的和必然存在的。

第四条进路探讨世间事物所具备的不同程度的、却是有限的美善，从而得出一个唯一

的、有著无限美善的源头。在第五条进路中，我们观察到地上万物都是运行有序和有

著一个终向，从而看出一套管理万物的稳定规律，并且结论出一个管理万物、万物皆

以其为归宿的大智的存在。 

历代的论者在提出这些进路和其他类似的进路时，使用了多种贴近各人当代生活的术

语和形式。故此，这些论證方法仍能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不过，若要明白这些论

證方法，人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去认识事物，和抗拒任何科学还原论，即是说，只有科

学能够證明的事，我们才会接受为事实（也要远避本体论的还原论）。我们还要进一

步坚称，人的思考力，可以由看得到的果，而昇华至看不到的因。形上学的思想正是

这样。 

我们也可以运用常理去认识天主。这里所指的常理是一种自发性的、发自每个人的日

常经验的哲学知识 —— 我们对大自然之美和规律的惊歎之情、因着不需付出而获得了

生命而产生的感恩之心、对万物的美善及爱的理因的根由的理解。在推论天主的存在

时，我们也可利用常理找出这些哲学论證的主旨。圣多玛斯用了同样方式去总结那五

条进路 ——「它就是每个人口中所说的天主。」言下之意是，我们对於天主是谁已经

有一个概念了。 

同样地，圣经的證言（例如智 13 : 1-9，罗 1 : 18-20，宗 17 : 22-27）和教会的训导也明

确指出，人的理智能够透过认识受造物而认识造物主天主（参閲《天主教教理》， 36-

38），7
 两者也指出，罪过和扭曲了的道德取向，会阻碍人去认识天主。 

3. 人的灵性显露了天主 

在比对人和自然界的其他东西时，人会看出自己的独特和优胜之处。虽然从生物学的

角度来看，人与其他动物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是人也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与别不同的

特质。人懂得自我反省、反思过去的经历和省察自己行为的道德对错，有能力在文化

和技能上进步。正因为他拥有理智和意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享有自由，所以人是超

越物质界的其他东西的。8
 简单而言，虽然人（他的肉体）仍要继续依赖物质而生活，

但是他也有著一个超越物质的属灵生活。9
 为了解释这种超越性，所有民族的文化和宗

教精神自起初就一直确认：人是依赖著天主的，人的生命也反映出天主。犹太教和基

督宗教的啓示信仰也合乎理性地教导：所有男女都是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

（创 1 : 26-28） 



其实，人本身就是一条通往天主的道路，因为自身的经验就是到达天主那里的各种方

法的开始：「人：藉著对真理和美善的开放，藉著伦理道德的意识，藉著自由和良心

的声音以及藉著对无限和幸福的渴望，人正自问天主是否存在。在这些情况中，他觉

察到自己属神的记号。」（《天主教教理》， 33） 

人的道德良知会讚许我们的善行，也会谴责我们所做或想做的恶行。它引领我们去接

受一个我们必须恪守的、最高的「至善」。我们的良知其实只是祂的信使。古代很多

贤人思想家纵使从未接触过圣经的啓示，也曾经以这种人类良知的经验为起点，去反

思人类各种行为的道德意义。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作出类似的反思，只因为他

或她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 

人的行为有对与错之分，除了是因为他的道德良知之外，也是因为他有个人的自由。

因为人有自由，所以他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向「某一位」负责。这一位必

定较任何有形的东西、较任何其他人伟大，因为这些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受召去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因此，自由和责任的存在，会带领我们觉察到天主的存在。祂就是善

与恶的担保人、造物主、道德律的制定者、赏罚众人的那一位。在这个时代，个人的

自由不时遭到否定。人被贬到稍高於高度发展的、行为被必然的衝动念头操控著的某

些生物。有些人认为，灵性生活（思想、良知、灵魂）只是存在於大脑内，属於按必

然法则而运作的纯物质神经生理学过程。故此，他们否定人有自由和道德规範。我们

可以依照理智和人类现象学去反驳这点。从理智和人类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人是具有

超越性的；即使人的选择受制於自然条件，人也能行使自由意志；思维（mind）也不

可能简化为大脑（brain）。 

也有很多人认为，假如天主存在，祂就不会容许罪恶和不公义存在，因此罪恶的存在

證明了天主并不存在。事实上，这个疑问和这份不安也能引领我们找到天主，因为我

们察觉到，罪恶和不公义其实是一种被剥夺，一种不应存在的痛苦情况，它呼喊著我

们所渴求的美善和正义。假如人自然和基本上并不倾向美善，那麽即使他见到伤害美

善的事物或罪恶，他也不会感到苦恼。 

人寻求真理、美善和快乐的自然慾望是人类本能地渴望看见天主的徵兆。假若人在追

寻这些盼望时受挫，他必定会觉得心愿未了，因为这些盼望就是灵性生活和人类尊严

的核心。它的存在於我们内心的深处，正是指出那个召叫我们信赖祂、归向祂的造物

主是存在的。如果属於「宇宙论」的论證未能确保我们可以找到那个有位格（personal 

being）的天主，我们还有一条以人和人的自然慾望作为出发点的途径。这条属於「人

类学」的途径会帮助我们看出我们所仰赖的天主，必定是一个有能力去爱的人，一个

关心受造物、有位格的天主。 

圣经明确地教导，天主已将一套道德规律写在人的心里面。（参閲智 15 : 11-20; 咏 19; 

罗 2 : 12-16）受基督宗教启发的哲学思想称它为「自然道德律」。圣经指出，所有人

不管身处哪一个时代，不论生活在哪一个文化里，都能接触到这套自然道德律，纵管

罪恶会窒碍我们认识天主存在等真理。教会不断重複教导和提醒我们，良知和自由的

存在，就是人认识天主的途径。10
  

4. 否认天主：无神论的各种起因 



可以「證明」天主存在的各种哲学论据，本身并不能使人对（啓示的）天主产生信德。

这些论据只可以显示这种信仰是合理的。儘管有这些哲学理据，人仍然可以不相信啓

示的天主。原因有几个。首先，虽然这些论据显示出天主存在，又引领人从哲学的角

度去探讨天主的某些特徵（例如衪的美善和智慧），但是它们不能指出祂是谁。其次

是，信德是人凭著自由意志去对（啓示了自己的）天主所作的回应，而不是一个哲学

推论的必然结果。儘管理据放在眼前，人仍然可以拒绝接受它。第三就是，信仰并非

来自人；它主要是源於天主，是天主无条件地啓示了自己，并藉由恩宠去感动人心，

让人去接受祂。第四是，罪恶蒙蔽了人的思维，使他陷入黑暗之中，难以意识到天主

的存在，和以信仰去回应衪的圣言。（参閲《天主教教理》， 37）基於以上原因，尤

其是第四个原因，人经常都可以否定天主。11
  

无神论有两种形式。理论的形式是，以理性作为基础去积极地否定天主的存在。而实

际的形式则是以日常的生活方式去否定天主。前者是基於对科学实验的结果而作理性

的分析而导致的结论；它其实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天主既是一个灵体（spiritual being），

就不是一个实验科学的对象。或许，在哲学推理（philosophical reasoning）的基础上，

人可以否定天主的存在，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是当一个人对实事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

点时才发生，如唯物主义者和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经常可以借助形上学和一套

基於实事的知识理论，去指出这些哲学推理是缺乏充分基础的。 

积极性无神论（positive atheism）的起因通常是人以为「接受了天主就是意味著人是有

限制的」：如果天主存在，我们就没有自由了，也不能在世上完全自主。这个观点所

忽略的是，一个受造物所拥有的自由和自主，是源於他对天主的依赖的。12
 其实真相

是，历史、尤其是现代史指出，每当人否定天主时，他最终也会否定人，也否定人那

具有超越性的尊严。 

其他否定天主的人认为，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是迷信和无知的产物，会阻碍人类

进步。不过，我们可以用历史来反驳他们，因为我们不难在历史中发现啓示的基督宗

教对个人和人权的理念、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带来正面影响。事实上，天主教教会经

常（正确地）把个一人的无知视为真信仰的一块绊脚石。总体来说，那些以否定天主

作为肯定人类的进步和完美的人，是要维护人类在历史上进步的今世观，从而否定人

类在来世才会获得的满全。他们憧景的是一个政治乌托邦，一个纯粹在物质上富足的

景况，但是这种景况不能完全满足在人心内的、更深层次的慾望。 

在无神论，尤其是实践性无神论的各种起因中，我们必须将信众的坏榜样包括在内。

「某程度上，他们忽视信仰教育，对教义做虚妄的诠解，或在自己的宗教、道德及社

会生活上存有不足之处 ⋯⋯ 不仅没有揭示天主及宗教的真实一面，反而加以掩蔽。」
13

 另一方面 ，教会自梵二开始就经常指出，基督徒的见證就是实行「新福传」的主要

因素。14
 

5. 不可知论和信仰无差别论 

不可知论特别在知识份子的圈子里广泛流传。它主张人的理性根本就不能探究任何关

於天主和祂是否存在的事。它的拥护者经常都非常努力地做好个人生活和社交生活，

但就没有理会这样做的终向是什麽。故此，他们努力去活出一个没有天主的人道主义。

这个不可知论的立场，最後往往会和实践性无神论融为一体，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

上选择自己那片面的终向，而忽略对自己的自然本性所倾向的、那唯一的真正终向作



出任何承诺，他其实已经为自己的一生定下了目标 —— 他选择了一个自私的、只有今

生的目标。不可知论者的立场可能值得人对他们有一些尊重，但是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诚实地看出，他们其实没有否定天主。他们可以对祂存在和祂在历史中啓示了自己的

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 

今天，信仰无差别论是不信天主的主要形式，因此教会训导当局愈来愈重视这个理论。
15

 人们对於天主这个题目缺乏认真的态度，甚至完全忽视它，因为实际上，它是被崇

尚物质的生活窒碍了。对於神圣的和甚至伪宗教的东西，宗教无差别论抱有一定程度

的同理心，但却没有任何对与错的考虑，犹如它们只是一般消费品。一个人若要长时

间维持信仰无差别论的立场，必须不断地寄情於其他的事，以求躱避面对人生更重大

的问题。他必须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和在良心内避开如生死的意义、行为的对错等问题。

然而，每个人都会有一天遇到一些人生重要的事情（例如恋爱、初为人父或人母、亲

友的突然死亡、喜与悲等）。这时候，人总不能永远停留在宗教无差别论的立场。终

有一日，所有男女都必须反问自己有关天主的事。当这些重要事件发生在人的生活中

时，我们有责任协助他们认真地寻找天主和面对天主存在这事实。 

6. 宗教多元论：我们只有一个真天主，衪在耶稣基督内啓示了自己 

藴藏於人心内的宗教精神，如果是真实的，会引领人辨认出唯一的真天主。它以不同

的方式，在不同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呈现出来。它也呈现於各种人类对神明的概念

和对不同肖像的敬拜之中。对於世界上各种显示人类对天主的真诚追求、重视人类那

超然的尊严的宗教，我们必须予以尊重。天主教教会认为，这些宗教都有著天主的神

圣真理的「一刹光辉」和分享。16
 不过，在理解这些宗教时，我们必须作出适当的区

别，必须辨识存於其中的迷信、无知、没理性的形式、和相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行为。 

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并不会抵触福传。再者，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同时，对话的目

的必须经常是宣扬基督。在基督宗教以外的各种宗教中找到的真理的种子，其实就是

「唯一的真理」─ 基督 ─ 的种子。所以，这些宗教都有权利去透过认识那位作为道路、

真理、和生命的基督，去接受天主的启示及迈向成熟。天主不会拒绝救赎那些不是故

意地不认识福音，但仍依照自然道德律去生活的人，因为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显示

出，他们认为这套法律是建基於唯一的真天主的。17
  

在跨宗教的对话中，基督宗教可以明确指出，世上的各种宗教只要能真实地表述人与

唯一真天主之间的联繫，它们就是如同基督宗教一样实现自己的目标了。天主只是在

基督内对世人彰显了自己，为人解开了人的存在这个谜团，揭开了人所期望的东西的

最深层意义。基督是天主和人类之间的唯一中保。18
  

进行跨宗教对话时，基督徒可以怀着希望和正面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每个男女都是

按照唯一真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每一个人在静心省察时，都能听到自己的良心所发

出的强而有力的声音，引领他走向在耶稣基督身上啓示了自己的唯一天主。基督曾对

比拉多说：「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證：凡属於真理的，

必听从我的声音。」（若 18 : 37）同样地，基督徒在谈论天主时，不用担心自己会变

得偏执，因为他们所讲论的天主，就是那个创造了天地，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和每个人

的良心中辨认出的祂；祂也是救恩史中的天主，曾经彰显给以色列子民，并在基督内

降生成人。教会早期的信徒就是这条做的。他们拒绝事奉基督为罗马诸神殿内所供奉



的其中一个神，因为他们确信真的天主只有一个。同时他们又竭力指出，那个被哲学

家瞥见为世界的起因、原因和基础的天主，正是耶稣基督真天主。19
  

Giuseppe Tanzella-N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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