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擁抱世界的愛 

 

「信德之光」系列中關於創造的兩部分文章的第二篇。 

 

—— 天主在那裏？ 

—— 在現實的核心 

——世界的奇蹟 

 

許多人感到愛應該在現實中佔據着重要的位置，這是一件美麗而令人振奮的事。 但通

常這似乎是一種懷舊的想法—儘管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照着這一個原則去做，世界肯

定會變得更美好。 在這世界上，邪惡，不公義，不完美的經歷似乎使愛更像是我們需

要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現實的真正基礎。「實在，許多現代人不認為愛與真理有任何

關係。愛的經驗被理解為轉瞬即逝的情感，與真理再沒有任何關連。」1 

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在宇宙的起源中看到一種既有位格又是無限創造性的愛 —— 這

愛的程度怎至成為另一個人進入創造中去拯救他。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保留了我

的仁慈（耶 31:3）。許多夢想改善世界的人意識到這遠見卓識，但卻無法放棄這樣的

觀念，即一個有位格又是永遠的存在 —— 在萬世之前已存在的想法 —— 是源於一種

「神話般的和相反事情真相的。」2 他們認為這觀念根據我們世界的共同經歷可以分享

的理性框架下是格格不入的。在前一篇文章中認真思考了創世紀裏創造的記述後，我

們可以再次提出一個問題：今天在什麼意義上談論創造是理性的？ 

天主在那裏？ 

即使在有信仰的人中，也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科學的確定是基於可靠的證明，然而

天主的概念是基於傳統和無法證實的假定。乍看起來，似乎很難反對這種觀點。但

是，如果考慮到「可靠的證明」在這裡等同「觀察到的證據」則可以理解這種確定的

範圍是受制於科學本身側重於可觀察到和測量到的事實方面。這戰略上的決定使科學

以指數增長。但這也意味著實徵科學無法處理事實的所有範圍，或者至少不能排除這

範圍可能超越了科學所能處理的。另一方面，與所有科學學科（包括神學）一樣，實

徵科學也有其自身無法論證的假設。其中之一是它所研究的事實的存在，這必然需要

另一種理性的思考。因此，基督教的啟示並不是試圖去質疑科學的方法或科學明顯的

成就；而是先於科學並為科學開啟了更寛闊的視野。 

當然，天主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會使人難以認出祂。聖奧思定寫道：「沒有什麼比祂

更隠藏的和更存在的；很難找到祂在哪裡，更難知道祂不在哪裡。」3 這詭論，混雜著

是與否，有時好像是語無倫次，實則指出了將理性開放到另一個層次的必要性。4 天主

並不好像在世上其他現實的存在，祂也不必然以經驗為主可驗證的方式干預自然過

程。天主在更深層次上行動，維持了受造物的存在，使所有成為現實。當我們談論祂

時，即使否認祂的存在，我們的語言也總是超出了實驗科學的嚴格範圍，並利用了科

學本身所預設的另一種語言，一種有自己嚴謹性的哲學或形上學的語言。因此，一個



迫使以科學觀察工具來顯示自己的「神」不會是真正的天主，而是祂的漫畫。真正的

天主不會干擾科學的運作，因為在科學本身之前祂已處於現實境界。天主並不符合物

理定律；相反是物理定律符合了祂。5 

科學的貢獻在使我們意識到宇宙的無限及其定律和進化軌跡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這

形成了智人在地球上出現的生物史前史。然而，科學無法完全解釋宇宙的起源，因為

這事件並不是簡單地將同一個現實的兩個「狀態」聯繫起來。要解釋從無到宇宙的原

始狀態這大躍進背後的「定律」超出了科學的可能，因為什麼都沒有脫離了任何科學

的描繪。每一個宇宙學理論都以時空結構作為起點，而從根本上虛無，即是 —— 非存

在 —— 總是不在這結構之內：分別存在與虛無的界限是歸於形而上學的。6 因此，人

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科學與神學之間的對話不僅是希望而是必要的，和為什麼需要哲學

的斡旋，並不是作為交戰雙方之間和平的仲裁人，而是作為一個可以明白兩個學科的

範圍和可能性的對話人。 

在現實的核心 

即使在處理宇宙的起源，科學始終在存在內留在現實的一面。有很多科學家在確定這

界限時意識到需要從事哲學思考宇宙的起源是需要藉一位創造者來解釋。「毫無疑

問，創造的美麗是偉大的著作。默觀，注視，理解其上下部分。天主並未以筆墨寫出

文字，好讓你通過文字認識祂。祂把祂所做的一切放在你眼前。你為什麼還尋求更強

有力的聲音？天與地都向你呼喊：『天主做了我』」7 

然而，哲學本身也遇上有限制的問題：為什麼會是存在而不是沒有？我為什麼存在？

在這一方面，天主教信仰提供了「天主的新形象，一個高於哲學的推論可以鑄造和設

想的。但信仰並沒有否定哲學上有關天主的教理……基督徒對天主的信德，接受並完

美了哲學關於天主的教導。」8 面對存在的目的和最終意義的問題（在生命的某一刻這

條問題對每一個人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哲學並未有解答。基督徒的信德引起並作

出回應：天主在萬世之前已存在；祂出於愛而孕育和創造了萬物。 

事實上，有時創造概念受到指責引致宇宙被神話化，這簡單說明卻帶出相反的一面。

領悟世界是天主所創造是「對歷史決定性的‘啟蒙’……是人類因恐懼受到壓制的突

破。這說明把世界置於理性的環境，並認可世界的合理性和自由。」9 儘管科學能夠看

懂大自然本質上邏輯的重要組成，沒有天主的科學不會將世界於神話中脫離出來，因

為總會有需要其他解釋來填補的空白地方。10 由於科學本身在實徵上的限制，科學不

可能填補所有這些空白。人們也不會停止問這些問題，因為這樣做正正表明（正如科

學所追求的一樣）人類超越了實徵的規範。人的靈魂體現在以下的事實中：我們每一

個人面對世界時意識到自己的個人身份，我們自問這些差異，甚至有人會認為問這些

差異是愚蠢的……所有這些都清楚表明，就算從純粹哲學觀點，我們雖然是和宇宙共

用同一元素的縮影，但我們並不僅僅是物質世界的一份子。 

因此，我們認為自己與世界截然不同的個人自由和自我意識，也是我們可以看見那超

越人類的巨大「差距」；他們向我們講述了一位與世界完全不同，並是祂自由地創

造，的個人天主。反之亦然，認識到現實源於這種創造性的自由，是對承認人的自由

以及人的尊嚴的基礎。11 這是創世紀說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創 1:27）的基

本理解：我們自己是可以窺見天主的一面鏡子。因此聖若望．享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指出良心是「我們內心的偉大信仰導師」12，「聯繫受造物和創造者

的原理，」13 

因此，創造的信德並不是要從外在將「心靈的世界」強加給物質的世界。相反，這信

德明確地肯定天主的創造包括整個物質世界。正如但丁的詩篇以不朽的名言陳述：

「天主是那推動太陽和其他星辰的愛。」14 在現實的核心，天主是存在的，並且祂愛

世界和每一個人：「當愛的鑰匙一打開祂的手，萬物隨即出現。」15 聖施禮華的著作

中反復出現的信念在這裡提供了重大的神學深度。他常說道，在決定採取行動時，

「最超性的理由：因為我們要。」16 自由與愛，像世界的理性一樣，向我們顯示出天

主。所以，如果聖奧思定在大自然中認出天主，他也在自己靈魂的親密關係中找到

祂：「看哪，你怎會在我內而我在外。我在外邊找你……你叫過我，你的呼聲震動了

我的耳鼓；你發過光，你的光明驅逐了我的黑暗。」17 

世界的奇蹟 

奇蹟的現實反映了天主對世界的自由，愛和智慧有着同等的優先地位。柴斯特頓以他 

獨特的悖論風格說：「如果一個人相信自然律的不可改變性，那麼他就不可能相信任

何時代的奇蹟。如果一個人相信定律背後的意志，他就可以相信任何時代的奇蹟。」
18 三本對觀福音敘述了一個癩病人來到耶穌跟前，求耶穌治癒。耶穌回答說：我願

意，你潔淨了罷（瑪 8:3）。天主治癒那一個人是因為祂願意，正如祂創造了世界一

樣，然後祂出於愛創造了每一個人，因為祂願意。本篤十六世註釋另一個奇蹟，即治

癒一個盲人，時說：「人們在行奇蹟後的評語，使人當然想起在《創世紀》開始時創

造天地的評估：他所做的一切都好（谷 7:37）。當耶穌望天歎息時，祈禱顯然進入了

耶穌的治療行動。治癒聾啞的力量肯定是出於對他的憐憫，但這源於他求助於天父 的

事實。這兩種關係相互作用 ：人性對一個人憐憫的關係進入與天主的關係，從而獲得

治癒。」19 

所以，並非例外以致使到世界的確實性和合理性受到質疑；相反是直接指向確實性的

根源。它們顯示了真正的奇蹟，那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存在。這是天主所創造的真正奇

蹟（奇蹟，一些只有使人讚賞的事）。對這種「開端」的理性開放不僅使奇蹟變得合

理，而且首先使世界本身變得合理 。「自然律的一致性和一般性……使我們認為自然

界是自給自足的。然而，創造與最平凡的日常活動之間的連續性並未有間斷。一個奇

蹟的介入使我們相信了。」20 

有時有人會說「我們生活在奇蹟中」，是指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決某些問題或危機。

事實上，這表達包含一個根本性的真理：我們平凡生活的每一刻都在一個出於愛而存

在的世界的奇蹟之中展開。「我們每個人，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都是天主的一個奇

蹟，是祂意願的和祂親自認識的。」21 正如聖保祿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對聽他講話的

人說：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宗 17:28）。因此，「在猶太基督徒的傳

統，‘受造界’一詞的意義更廣闊，非純指‘大自然’，因為此詞與天主愛的計劃有關，每

一受造物皆有其價值及重要性。」22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詠 139:14）。對創造的信德導致強烈的感恩態度。

儘管世界上存在著痛苦和災禍，所有事實（特別是我們自己和周圍人們的存在）對我

們來說都是幸福的保證：啊！凡口渴的，請到水泉來！那沒有錢的，也請來罷！請來

買不花錢，不索值的酒和奶吃！（依 55:1）。人知道自己沒有防衛能力（因為他確實



是），但他也是無限慷慨的接受者，召叫他活著，並活到永遠。聖依勒內．里昂在著

名的格言中概括這一點：「因為天主的光榮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享見天

主。」23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生活也不僅僅是努力爭取成功或生存：這

是感恩，朝拜的空間，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安息。24 能肯定人的生命，既不 是

在無望的混沌中，也不是在純粹由命運主宰或歷史不斷重演的世界裡漂泊， 是何等的

奇妙！創造者對我們每一個人說:「我還沒有在母胎內形成你以前， 我已認識你」(耶

1:5)。我們是在天主的心中孕育而成，因此，「每一個人都 是出自天主的心思意念，

每一個人都是被天主要的、是被愛的、每一個人都是 必要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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