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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天主敎？ 

天主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在中華

民族中，道教是最古老的宗教，佛教是信

徒最多的宗教。回教與基督教的傳播，在

上一個世紀中比較迅速。天主教在中國大

陸，尤其自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由

於所有外籍教士被驅逐出境、國籍神職人

員被捕入獄、宗教團體解散、教會教育機

構、醫療院所及慈善事業充公沒收，因而

大傷元氣。近年來，雖有復甦現象，但限

於人力物力，發展比較緩慢。 

不過，天主教是全世界統一的宗教，

號稱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教會，因此不論是組織的嚴密、管理的集

權、教義的統一、信徒的眾多均爲世界第

一。它的信眾達十一億人口之多，毫無疑

問的，它是全地球上最大的宗教。 



天主敎由誰創辦？ 

天主教的前身是猶太教。猶太教信仰

唯一真神。天主教聖經的舊約就是猶太民

族的歷史。耶穌基督是猶太人，但祂用宣

講、行動、治病、驅魔、甚至復活死人等

奇蹟來證明祂就是古聖先知們所預言、猶

太民族所一直等待的救世主默西亞。 

耶穌祇活了三十三歲，最後三年，祂

才離開了家開始宣講天國的福音，規勸猶

太人悔罪改過。但是猶太教的祭司與經師

們不但不信從祂的勸告，反而處處陷害

祂；最後把祂當作罪犯釘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耶穌按祂一再聲明的預言，祂復

活了。與祂同居共處，追隨祂三年之久的

門徒們，看到了祂的復活堅信不疑，祂實

在是先知們所預報的救世主默西亞。他們

接受了耶穌的一切訓誨，在聖神的引導

下，放心大膽地把耶稣所傳的道，由猶太

傳佈到世界各地。 



天主敎信些什麼？ 

天主教的基本信條是相信宇宙萬物是

由唯一真神――天主所造。人類的歷史告

訴我們，人不斷犯罪作惡，使人性敗壞墮

落；因此，根據耶穌的啓示，天主父派遣

了祂降凡塵世取了人性由童貞瑪利亞誕

生。 

耶稣開始傳道，不斷引用古聖先知的

預言，肯定祂是天主父所派遣的救世主默

西亞。祂稱天主爲父，稱自己爲子：祂肯

定祂與天主父是一體的，從永遠祂就存

在。兩千年前的猶太人無法相信祂的話，

認爲祂是褻瀆天主，因此把祂當罪犯釘

死。 

但是死後第三天，祂竟然按照祂的預

言而復活。曾經三年間拜祂爲師、稱祂爲

主的使徒們再也不疑惑祂就是救世主，所

以奮不顧身、赤膽忠心地一生傳揚祂的



道。耶稣復活後升天前，祂又向使徒們許

下，祂要求天主父派遣聖神引導他們，同

時又囑咐他們要到普天下去，使萬民成爲

信徒而且要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

洗。 

因此，天主教徒堅信三位一體的天

主，就是天主父、子及聖神。耶稣來到世

界從罪惡中拯救人類，但許多人並不相信

祂、接納祂，而且繼續不斷爲非作歹辜負

天主的慈愛。因此將來祂要伸張正義，審

判生者死者。耶稣所講的道、所傳的教就

是兩千年來傳遍了世界各國的天主教。天

主教徒相信我們所犯的罪，只要悔改便會

獲得赦免；教徒們在祈禱中還可以彼此通

功。 

另一端重要的信條是：人死以後將會

復活，善人將獲得永生，惡人將接受永

罰。 



天主敎徒怎樣看宇宙萬物？ 

天主教徒不認爲井然有序的宇宙萬物

只是因一個大爆炸而產生的。天主教深信

天主是宇宙的主宰，萬物由祂所創造。祂

是至尊至聖獨一無二的真神。在祂以下有

許多其他的善神就是天使；他們只有神性

沒有肉體，是人類的守護神。另有一種

神，他們是惡神，被稱爲魔鬼。這些鬼神

原是抗命的天使，受天主懲罰而打入地

獄。牠們由於妒忌人類爲天主所寵愛，所

以不斷誘惑人類違抗天主，作爲牠們的獵

物與牠們同入地獄。 

人類的壽命有限，人死之時，人的靈

魂與肉體分離。善人的靈魂由守護神前來

迎接，惡人的靈魂則被地獄的魔鬼攫走。

至於在人世間犯過重大罪惡，後因悔改而

已獲得罪赦的人靈，則因尙未完全淨化只

能進入煉獄，暫時不能升天。這些靈魂不

會害人，他們期望世人爲他們代禱。 



有時，這些靈魂也會顯形請求在世的

人爲他們奉獻犧牲、刻苦祈禱，爲能縮短

他們的刑期。所以天主教會不斷勸導信徒

爲亡者代禱，求天主賞賜他們早升天國。

至於死後直升天堂或經過煉獄淨化，已經

榮登天國的靈魂，我們尊他們爲聖。他們

中有的因德表非凡而且屢顯靈蹟，天主教

會能公開封他們爲聖人，讓世人敬仰效

法。這些聖人聖女都能在天主面前爲我們

世人代禱。 

虔誠的佛教徒，尤其那些大德高僧，

一生刻苦齋戒、布施濟貧，由初發心菩薩

到最高階段的成佛。去世之後，他們的靈

魂進到極樂世界，相當於天主教的聖者，

値得世人欽敬師法。這些靈魂屬精神體，

但不是天使更不是創造、宰制宇宙萬物的

真神。 

天主教徒深信宇宙間存在天主、天

使、亡者的靈魂以及惡神魔鬼。這些無形



無像的精神體，人類只能由大自然的奧妙

現象來加以推論。太空中的日、月、星辰

都是爲了人，沒有光人不能行動；地球上

沒有空氣，人無法生存；大自然中充滿了

生命，它們不靠著人類來飼養，卻能代代

相傳。這一切都催促有理性的人推論到生

命之主（真神）的存在。 

至於有形的世界，我們不難發現，除

了有理性的人之外，尙有幾千萬不同種類

的動物、植物以及鑛物等無生物。按聖經

創世紀記載，天主教徒認爲這一切都是造

物主天主賜給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天

主教並不禁止殺生，不論空中的鳥、地上

的獸、水中的魚，人都可以享用，但絕對

不可墮胎剝奪人類胎兒的生命。因此，人

吃了牛肉、豬肉，不會產生罪惡感，但傷

害胎兒的生命，人就會體驗很深的內疚。 



天主敎徒怎樣看人生？ 

天主教徒深信每人來到世界都出自天

主的計劃。每人的一生都有他或她應該完

成的使命。惟有人，不論是白人或黑人，

天主都給他們理性。因有理性，人便有責

任去探索生命的來源、生存的意義，瞭解

生活的價値、身後的歸宿。古代的先聖先

賢靠沉思默想、推理追究來答覆生自何來

死往何去的問題。 

天主教徒靠耶穌的啓示，明瞭人爲萬

物之靈，肯定人的使命便是奉行天主父的

旨意，度聖善的生活；最後回歸天主的懷

抱，享受永遠的福樂。所以天主教徒明白

人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人生在世只要戒惡行善遵從天主的旨

意，天堂是他的家；他若爲非作歹至死抗

拒天主的旨意，地獄便是他的歸宿。 

不過，按全人類的經驗，人都感到人



性脆弱，生活的環境惡劣，人要修德行善

並不容易，犯罪作惡卻輕而易舉。這裡，

天主教徒並不擔心，因爲耶穌的降世受難

便是爲了拯救人類。 

人無論犯什麼罪過，祇要痛心谶悔，

天主便予以寬赦。耶穌授給使徒們赦罪的

權柄，天主教把這權柄授給了領受神品聖

事的神父。教徒請求神父赦罪不祇一次兩

次，而是毫無限止。使徒伯多祿曾問耶

稣，我寬恕得罪我的人七次夠嗎？耶穌的

答覆是七十個七次，意思是並無限止。因

此，天主教徒也犯罪也會作惡，但賴告解

聖事經神父寬赦，他的良心立刻恢復平

靜，不受內疚的折磨；天主教徒的生活更

容易享受平安與喜悅，因爲他信賴天主的

無限仁慈與耶穌救贖的無限功勞。 

當然，懺悔的天主教徒常該謙卑自

下，在天主面前承認自己不過是一粒灰

塵。天主教會每年提醒人：「人啊！你原



來是灰土，將來仍要回歸於灰土」。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天主教又

非常重視人的尊貴，因爲天主創造人是按

自己的肖像；人有靈魂，人爲萬物之靈。

爲了這靈魂的得救，天主父派遣聖子來予

以拯救。天主給人的命令是上愛天主下愛

眾人，而且要愛人如愛己。天主教徒相信

人類是一個大家庭。 

中國儒家的倫理總綱是：敬神、恕

人、約己、儉物。很明顯的，這與天主教

的思想完全吻合。因此，佛教界名聞遐邇

的淨空法師公開表示：要是天主教的傳教

士採用的傳教方法得宜，中國早該成爲天

主教的第一大國。 



天主敎對信徒們有什麼要求？ 

耶穌曾經說過：我的軛是甘飴的，我

的擔子是輕鬆的。天主教號稱愛的宗教。

耶稣來到人間傳揚的就是仁愛。 

天主經梅瑟傳授給人類的十誡，前三

誡要人欽崇一個天主、不妄用天主的名

號、守好安息日，少操勞多祈禱。後七誡

是教人彼此相愛，首先是孝敬父母，其次

是不可殺人、不行邪淫、不偷盜、不妄

證、不想佔他人妻、不貪圖他人財物。很

明顯的，後七條愛人的誡命，只要你相信

「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就一點困難也沒

有而且還會覺得非常合理。 

十誡之外，天主教有它自定的四規。

其中第一條也是現代社會的人們感到困難

的一條，那便是希望信徒們在星期日及重

大節日參與彌撒聖祭。第二條是遵守教會

所定的齋期。所謂齋期便是每星期五避免



吃肉，魚蝦及蛋類不在此限。第三條是要

求信徒們領告解及聖體聖事，每年至少一

次。第四條是鼓勵信徒們按自己能力所

及，供應教會的需要。有的宗教要求信徒

們捐獻個人所得的十分之一，天主教並無

此種要求；相反的，凡家境清寒的信徒，

天主教會反而予以補助。 



天主敎還有什麼嚴格的要求 

凡不熟悉天主教信條的人，往往以爲

天主教有非常嚴苛的教規因而望風生畏。

天主教對信徒的要求其實都隱含在天主十

誡和聖教四規。 

非信徒們對天主教會不允許離婚與反

對墮胎，往往認爲過於嚴苛。其實，離婚

究竟不是一件美事。它爲夫妻雙方帶來身

心的痛苦並爲兒女造成的傷害，都不是健

康家庭所願意見到的事。 

根據社會學家統計，天主教家庭離婚

的案件一定比非信徒的族群爲低。夫妻雙

方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天天共同祈禱求

天主賞賜他們效法耶穌在極大困苦中承行

天主的旨意，依理而論應該不致於鬧到勢

不兩立而非分手不可。即使一時情緒難於

平服，天主教允許他們暫時分居，但男的

不娶女的不嫁。至於已經離婚的非天主教



徒，天主教仍然歡迎他們加入教會，而且

信教之後假如有機會再娶或再嫁，天主教

並不限止；倘若新的對象也接受同一信

仰，天主教更以特例表示歡迎。 

至於墮胎，本是明顯地殺害無辜，爲

一般正常人的良知所不允許。又故意墮

胎，謀殺無辜，在虔誠天主教徒的家庭中

所少見。全球天主教徒約有十一億之多，

在天主教家庭中，生命受到尊重。自殺的

比率在中國社會大約是十萬分之十二點

五，在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信仰天主教的

菲律賓，自殺的比祇是十萬分之零點五。

信仰天主的人對他人容易信任，對自己易

有信心；不信的人最容易失望。 



天主敎怎樣面對困境？ 

耶穌出生不久就有黑落德要謀害祂。

最後祂是被猶太同胞釘死的。 

兩千年以來，天主教會不斷遭受迫

害，開始在以色列然後在雅典、羅馬。歐

洲的天主教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

國、法國都曾有過教難。傳教士在美國、

加拿大以及中南美洲都有主教、神父被

殺。就在中國，天主教傳入四百多年來，

嚴重的教難不止一次：直到今天，外籍傳

教士無法進入中國。羅馬教宗無法爲大陸

委派主教。被軟禁而不能自由出入的國籍

主教、神父大有人在。但是天主教並不因

此氣餒。 

天主教會由耶穌基督的生命史獲得教

訓。教會遭磨難、受迫害是教會生命的一

部份。前面說過，天主教是全球統一的，

它在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受到迫害；在其他



地區往往是蓬勃發展。五十年前，中國大

陸若沒有教難，台灣在今天不可能有幾十

萬教徒，幾千位神父、修士、修女，幾百

座教堂，幾十所天主教學校。 

天主教雖此起彼落，但它的壽命一定

比任何暴君霸王要長壽得多。政府的領導

人一批批上任，一批批下台，最長不過

四、五十年，天主教在艱難困苦中已存在

了兩千年。因爲它的最高領導、最強有力

的主管不是人而是天主。祂是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耶穌死了，但又復活了。現在公

元二〇〇三、四、五、、、是紀念祂的生

日。公元前（Before Christ），主曆（Anno 

Domini）都是紀念耶穌，而不是秦始皇、

不是拿波倫，也不是華盛頓。 



天主敎有什麼願景？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天

主教徒跟祂走，絕對不會迷路。跟著祂走

堅持到底，必得永生。 

關於天主教的福音傳播，教內教外有

不少人會提出疑問：天主教既然是這麼偉

大的宗教，爲什麼教會當局不如基督教、

佛教那樣積極地，天天利用大眾傳播媒

體，在電視上講經、說法宣揚聖道？談到

傳教的方法，天主教的確値得硏究。 

過去的中國教會多少有一點依賴外人

的心態，不過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徒對天

主的信賴是那麼深，他們認爲凡是天主願

意拯救的人，就在他臨終的末刻，天主還

能派遣祂的天使來勸他回頭改過而獲得拯

救。所以天主教徒並不急著要拉人加入天

主教會。 

其他宗教的優點，天主教可以取法，



但教會並不鼓勵教徒與其他宗教競爭。 

在台灣，天主教最早提倡電視教育，

利用大眾傳播媒體，提高倫理教育、價値

教育與生命教育，並不直接証道傳教。天

主教傳到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首先設立

醫療診所救助貧困民眾、創辦教育機構提

高民眾知識水準。這一切需要龐大的人力

物力，但是這一切祇是宣揚教義傳播福音

的準備。不過，這種準備工作爲其他宗教

也有幫助。 

天主教反對迷信，所以提高民眾的文

化水準及道德觀念常是工作中的優先。古

時，中國被稱爲神州，皇帝被稱爲天子。

這表示中華民族信仰一位真神。 

中國的其他宗教是中國文化的產物，

天主教徒儘量設法瞭解並予以尊重。佛

教、道教都重視倫理道德，都教導人戒惡

行善、修德立功。回教與天主教同樣堅信



唯一真神，基督教更相信耶穌爲天主子、

爲救世主；天主教稱基督教徒爲在基督內

的兄弟姊妹。 

天主教的願景便是與其他宗教多多溝

通、促進共融。耶穌基督自稱爲善牧。祂

說：我還有別的羊不屬於這個羊棧，這些

羊我也要領他們回來。將來只有一個牧羊

人，一個羊棧。〔若十 16）。 



天主敎的靈修 

凡是宗教都有靈修，中國最古老的道

教重修持，訂有「忠、孝、仁、信、和、

順」的行持六訣，有「存好心、說好話'讀

好書、學好樣、作好事」的修身五箴以及

「說神之法、揚神之功、體神之心、續神

之德」的四大目標；讓世人都能沐浴於道

的恩德之下。 

佛教講修行，除了「不殺生、不取非

分之財、夫妻之間不發生不忠、不妄言惡

語搬弄是非、不亂取使心智迷亂的飲食」

的五戒之外，另有修行六度：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儒教講修身，提倡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另外重視禮、義、廉、恥四維

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

德。 

伊斯蘭教關於靈修的禮規相當嚴格。



修德的方法有：唸功、禮功、齋功、課

功、朝功。靈修的目標則是全心歸順真

主，遵其所命、行其所示、遠其所禁、革

其所惡。 

基督教的靈修特別重視誠信、讀經、

祈禱、佈道。 

天主教的靈修有什麼特色？與其他宗

教有什麼不同？本文擬以最扼要的方式，

爲讀者介紹天主教的靈修。 



天主敎靈修的目標 

引言中，我們提到儒教的修身，強調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及佛教的修

行，著重五戒、六度；兩者的靈修目標都

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視倫理道

德。 

天主教談靈修，其焦點立刻轉移到宗

教信仰的對象，也就是至高無上、獨一無

二的真神（天主），更重視人與神的關係

以神爲中心。 

孟子談修養時說：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佛教把「獨善其身」視爲小

乘，而「兼善天下」則爲大乘。小乘是自

修自度，大乘則自度度他。修行的目的是

從自求解脫到普渡眾生。神的觀念沒有特

別受到重視。 

相反的，道教靈修的四大目標：「說

神之法、揚神之功、體神之心、續神之



德」以及伊斯蘭教的靈修，以全心歸順真

主爲最高目標，要信徒們「遵其所命、行

其所示、遠其所禁、革其所惡」。 

仔細分析後兩個宗教的靈修目標，似

乎與天主教的非常接近，都是體神之心並

遵神之命。 

天主教的靈修目標用一句話來表達，

那便是要信徒們效法耶穌基督，遵行天主

父的意旨。 

佛教的修行是教人先做好人，然後希

望成佛。做好人是任何宗教信徒期望進到

極樂世界或升天堂的基本條件，也是佛教

徒成佛的基本因素。但是人要成佛必須有

菩薩心腸；意思是他該放棄成佛的私心而

祇顧救度他人忘了自我。查看人類歷史，

再憑我們實際生活的經驗，我們中有多少

人真能忘了自我？道教徒要做到「體神之

心、續神之德」，有多少人真能實踐？ 



天主教要求信徒完全仿效基督，遵行

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麼？耶穌的

答覆是：你們應當作完人，就像你們的在

天之父那樣完美。（瑪五：48〕 



人真能做到天父那樣完美嗎？ 

單憑人的能力是絕對做不到的。不

過，人類歷史中有沒有過一個完人？天主

教徒的答覆應該是肯定的，那便是耶穌基

督。至高的神不可能要求人做一些人根本

做不到的事。聖經記載，耶穌勸導我們努

力做完人，而且像天父那樣完美。 

很明顯的是耶穌的目標訂得很高，但

祂要求的祇是我們的努力。一般人都愛近

人、愛親人而恨仇人，耶穌卻要我們愛仇

人，甚致爲迫害我們的人祈禱。 

佛教徒把人間的生、老、病、死視作

痛苦，修行是爲解除煩惱獲得智慧。天主

教把人間疾苦看作修德立功的機會、升天

的階梯。 

耶穌是天主教的創始者，他以言以

行、以死亡與復活來証明他是天主子，降

生成人是爲救贖人類；祂自己一生走的是



苦路，做的是遵行天主父的旨意。祂教我

們的就是相信祂、追隨祂、效法祂，承行

天主父的旨意。祂自己是經由苦難到達榮

耀，經由死亡到達復活。 

因此，對相信祂而又跟隨祂的人，祂

說：誰願跟隨我該背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我。（瑪十六：24） 



天主敎靈修的特色 

一. 人不是單獨地體神之心、續神之德，

也不是直接地遵其所命、行其所示，

而是經由道成人身的天主子耶穌基

督。 

二. 靈修路上，人不是孤獨地、盲目地摸

索，而是常追隨耶穌仿效祂遵行天父

的旨意。因爲耶穌說過：我就是道

路。 

三. 靈修不是單憑人的克己修持而是更依

賴耶穌的助佑。 



天主敎靈修的途徑 

天主教靈修的目標是要人效法耶穌基

督，承行天父的旨意。但至高的神――天

主無形無像，人怎能知道祂的旨意呢？ 

正因爲神是精神體，無形無像；所以

有的宗教認爲祂是空、是無，有的便根本

否定祂存在，有的則以歷史中的智者聖賢

崇拜爲神。 

天主教相信了耶穌是天父所派遣來的

救世主，祂有人性也有神性；祂來到人

間，啓示給我們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慈

愛。祂明瞭人類的本性已因犯罪而墮落敗

壞，戒惡行善非常困難。 

祂明察惡神（魔鬼）的詭計以及花花

世界中的誘惑。祂爲人類立下榜樣，如何

克勝魔鬼的誘惑，如何捨棄家庭辭別最親

愛的母親，如何放棄一切財物，窮到連自

己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祂讓人認識宇宙萬物的真主宰，祂不

斷証道宣揚天父的旨意，邀請人類悔改與

天父和好。祂憐憫人類的種種艱難困苦，

祂爲人治病、潔淨癩病人，甚至復活死

人。 

最後，爲了救贖人類，祂遵行天父的

旨意，背著十字架走完苦路，被釘死在木

架上。 

祂明知人類要完全效法祂承行天父的

旨意成爲完人並不容易，祂教我們祈禱，

求天父幫助；求的還是：爾旨承行。祂有

時在聖殿祈禱，有時在深山祈禱。祂去世

之後，祂的母親和祂的門弟子們做的第一

件事便是祈禱。 

所以天主教靈修的途徑就是靠祈禱獲

得神的助佑，踏著耶穌的腳印跟隨著祂，

效法祂承行天父的旨意。 



天主敎靈修的表率 

談天主教的靈修，我們首先假定進行

靈修的主體已經領受了洗禮加入了天主教

會。任何人爲領洗入教，他先該相信天主

（神）的存在，相信天主創造了宇宙萬

物，包括我們人類；相信耶穌是天主子，

祂奉命降來人世，藉著苦難來救贖人類；

他更相信耶稣所說的「天主聖神要聖化人

靈」。 

既然信了天主，他便悔罪改過與天主

和好，希望最後回歸天主的懷抱。憑著信

德，天主教徒深深明瞭而且體驗到天主的

慈愛，同時也願以愛還愛。藉著信、望、

愛三德的基礎，天主教徒可能由不同的角

度，特別效法耶穌基督的某一些行爲，來

承行天父的旨意。 

耶稣基督的直屬門生，十二位宗徒

中，包括特別召選的保祿在內，十一位都



是以全方位追隨基督，除了祈禱、証道、

濟貧、克苦、治病、服務之外，連最後的

死亡也仿效基督，受酷刑凌虐而獻出生

命。 

宗徒時代以後，有的選遠離塵俗獨居

隱修，如聖安當；有的集合同道度團體生

活，專務祈禱勞作奉獻終生，如聖本篤；

有的倡導克己苦修、齋戒守夜，如聖伯爾

納德。 

中世紀時有的著重佈道靈修，如聖道

明；有的專務布施濟貧，如聖方濟；有的

強調默觀靈修與天主神交密談，如聖女德

蘭、聖十字若望。 

隨著時代變遷或社會需要，耶穌基督

也會引領人開拓新的靈修，專務廣傳福音

宣揚天國，祈禱默觀之外，特別推廣教

育、救助老弱貧病，如聖依納爵、聖方濟

沙勿略、聖鮑斯高、聖味增爵以及聞名世

界的德蘭修女。 



天主敎靈修的方法 

古教時，天主對梅瑟說：「你們應該

是聖的，因爲我是聖的。」（肋十一：

44）。新約中，聖保祿又重說：「天主的旨

意，就是要你們成聖。」得前四 3。 

天主教靈修的目標是教人成聖做完美

的人。成聖的途徑就是追隨基督，仿效祂

的表率。爲能追隨祂、仿效祂，我們必須

認識祂，瞭解祂。 

爲能瞭解祂的生平，閱讀聖經或聆聽

他人講解聖經該是最直接的方法。閱讀聖

經不僅僅是增加歷史知識，而是更增強我

們師法耶穌基督的熱忱。 

日常生活中，天主教徒也採用其他靈

修方法，如：參與感恩祭典（彌撒）恭領

聖體、咏唱聖詩、默想或默觀耶穌的生平

事跡、誦唸玫瑰經、恭拜苦路、誦唸日課

等，無一不是把聖經中記載的耶穌行實呈



顯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取法。 

爲能使人更清楚地認識耶穌，更熱烈

地愛慕耶穌，更勤謹地跟隨耶穌，更勇敢

地效法耶穌，天主教勸人用各式各樣的方

法，來加強祈禱。耶穌說過，沒有我，你

什麼也做不了。聖保祿又說：仗著祂的助

佑，我什麼都能做。 

由此可見，天主教的靈修不是單靠我

們的發奮努力而更是依靠天主的恩佑。爲

爭取天主的助佑，人們不斷需要祈禱：求

恩的祈禱、感恩的祈禱、欽崇朝拜的祈

禱、懺悔的祈禱、讚美的祈禱。 



天主敎靈修的障礙 

人性是善是惡，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們

爭論不休。天主教根據聖經的記載，明白

告訴我們：人性本善；但是人因有自由意

志，所以一開始便不肯服從造物主的命令

而敗壞了人性。 

現代人憑我們自身的經驗，都覺得需

要存心向善，但在執行時卻不完全忠實。

根據歷史的記載，自古以來天主教靈修常

遇到七大障礙或說七大罪根，那便是驕

傲、吝嗇、迷色、嫉妒、忿怒、貪饕、懶

惰。 

歸納這種種不良行爲的成因，主要的

還是在人本身。所以也有神修學家認爲我

們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佛教徒的修

持強調忘我，實在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個

人不能放棄自我的執著，他衹是凡夫俗子

談不到靈修。 



心理學家有的主張人最主要的追求是

享樂，有的則以爲是權勢，有的以爲是名

望，有的以爲是錢財；天主教徒承認人對

以上的各種目標都有追求，但真正能令人

滿足的終極目標是天主。 

聖奧斯定悔悟之後寫說：我的心造來

是爲追求天主的，一直到我找到了祂，我

的心才會安寧。 

肯定了我們靈修的障礙原來就是我們

自己，我們又發現自己也受內在和外來因

素的影響。 

這內在的就是七情六慾，外來的便是

魔鬼與俗化又惡化的世界。魔鬼的槪念人

人都有，魔鬼的存在，重視靈修的人絕不

懷疑。魔鬼既然與天主敵對，牠自然不願

看到人類赤胆忠心地服從天主，承行祂的

旨意。 

至於俗化的世界，現代人並不陌生。



大眾傳播媒體幾乎每分每秒都在宣傳花花

世界的一切。不論是文字或圖說，不論是

暗示或明講都在削弱道德觀念並扭曲良

知；引誘人背離正道埋沒天良，順從魔鬼

的詭計。面對污染變色的世界及魔鬼的攻

勢，人若一時迷惑不將視線注視基督，即

將如行走在海面上的伯多祿立刻下沉。 

天主教的靈修要我們不論何處何時常

要注視耶穌基督。當你靈性的眼目注視基

督，誘惑的風浪立即平息，靈修的障礙也

就雲消霧散。 



天主敎靈修的步驟 

任何宗教的靈修絕不是一步登天。除

了耶穌與祂未染原罪的母親瑪利亞之外，

人要完全奉行天父的旨意，必須先由戒惡

行善、遵守天主教的誡命開始。 

天主給人的恩寵各不相同。少數極純

潔的聖人聖女，如聖類思、聖達尼老、聖

女小德蘭等，能從小保持冰清玉潔的心靈

之外，一般社會大眾總是先行懺悔自己的

過犯與天主和好。 

人先淨化自己的心，除去種種與天主

的旨意不一致的思言行爲。這一個開始的

步驟，靈修學上稱之爲煉路。當人的私慾

偏情大致已不再猖狂，人的心靈愈來愈能

注意精神生活，關心天主的旨意。 

這時，他自然地越來越喜歡與耶穌親

密契合，在思、言、行爲上，仿效耶穌基

督，成爲基督第二。這一步驟讓人不斷地



沉思冥想或默默地觀瞻耶稣的生平事蹟，

激發自己的熱忱，緊緊地跟隨耶穌，高興

地接受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包括艱難困

苦、輕慢侮辱，甚至監禁迫害凌虐至死。

這階段靈修學家稱之爲明路。 

第三個步驟也是最高的一步，靈修學

家稱之爲合路。到了這高超的境界，人已

是那樣熱愛天主，身、心、靈與天主心心

相契，人靈幾乎已不可能再犯什麼過錯違

抗天父的旨意。在這階段，人靈好似墜入

愛河，真正體驗到天主的大愛；在這愛的

生涯，人幾乎時時處處以天主的眼光來看

世界的人、地、事、物。他身在人世，但

他的生活幾乎已是神的生活。 

有人更稱之爲天主聖三的生活。因爲

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在這階段，有時人會

有神視、神魂超拔或爲治病、驅麼有奇異

功能。不過，這種種超乎自然的現象並不

是合路的必然條件或後果。相反的，有這



些特殊經驗的人往往嚴守秘密，除了向靈

修導師請教或討論外，絕不輕易透露。 

根據靈修大師聖女大德蘭以及十字聖

若望的經驗，在這高超的階段，人還會受

到考驗而體驗強烈的神枯。耶穌從生到死

承行天父的旨意，但在祂生命的末刻，身

懸在十字架上時，竟然喊出：「吾天主！

吾天主！你爲什麼捨棄我？」 

可見，靈修到了最高的境界，人還可

能接受考驗。 

靈修的步驟是延續性的，絕不是靜止

的或階段分明的。因此，即使到達了明路

的信徒，仍需繼續煉路上的修持；合路上

的信徒也依舊需要保持煉路與明路上所修

的美德。 

三步驟或三階段的劃分，祇是幫助人

瞭解在靈修路途上的方位，並激勵人繼續

努力更上層樓。 



天主教靈修的目標是做一個完美的

人，甚至像天父一樣完美。（瑪五：48）。 

很明顯的，這是一條遙遠的路，但是

祇要你踏耶穌的腳印緊跟祂，你過的就是

完美的生活，因爲天主子耶穌常和你在一

起。 

天主教不講輪迴，沒有前世，祇有來

生。每人的功過，自己接受賞罰。天父慈

愛，罪人在臨終前悔改，身後雖不能立即

升天，必須煉淨靈魂，但保証不下地獄。

靈修極高的人，身後直升天堂，有的經教

會封爲聖人供全世界信徒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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