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理
卷一
信仰的宣認
第二部分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信經
185. 誰說「我信」，就是說「我誓守我們所相信的」。信仰的共融要求一種標
準的信仰語言，把所有信徒團結在同一的信仰宣認內。
186. 在起初，宗徒時代的教會，就採用一些簡短而標準的條文表達並傳授自己
的信仰。其後教會也很快地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內容，編成條目分明且有系
統的綱要，特別給洗禮的候選者使用。

聖濟利祿•耶路撒冷，《慕道期甄選者的教理講授》：信經並非按照人的意見而寫成，
而是按照聖經的重要內容編寫而成的完整信德道理。就像芥菜的種子，在一顆小小的籽
粒內蘊藏著許多枝幹。同樣，這個信仰的綱要，也包含著所有蘊藏於新、舊二約內真正
虔敬的知識。
187. 這些信仰的撮要稱為「信仰的宣認」，因為它們總結了基督徒所宣認的信
仰。它們也稱為「我信」«Credo» ，因為「我信」是這些撮要的第一個
字。它們也稱為「信經」«Symbolum fidei»。
188.

希臘語 «symbolon» 是指一件被折斷之物件的一半(例如一個印章)，給人當作一種辨認的
記號。被折的部分用來重新併合，以確定擁有該物件者的身分。所以 「信經」是信徒間
彼此辨認和共融的標記。其後 «symbolon» 也解作蒐集、收藏或摘要，故「信經」也是
主要信仰真理的集成。由此可見，它構成了教理講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據。

189. 首次的「信仰宣認」是在領洗時舉行。「信經」最初是洗禮
洗禮時所用的信
洗禮
經。因為洗禮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瑪 28:19) 而施行的，在領洗時
所宣認的信仰真理，是根據它們與天主聖三的關係而編排的。
190. 因此信經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天主聖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
論述耶穌基督及救贖奧跡；第三部分論述我們聖化的本原——聖神。這些
就是我們(洗禮)印記的三章」。
191. 「這三個部分雖彼此相連，卻各不相同。根據一個多次由教父們引用的比
喻，我們稱它們為條文
條文。因為正如我們的肢體是由某些關節加以區隔和劃
條文

分的，同樣，在信仰宣認方面，以條文一詞稱我們以特殊和不同方式該信
的真理，也是理所當然的」。依照一個由聖安博所証實的古老傳統，當時
已習慣把信經分為十二條，以宗徒的人數來象徵整個宗徒的信仰。
192. 在不同的世紀中，曾出現許多形式的信仰宣認或信經，以回應不同時代的
需求，有宗徒時代和古老教會的信經、〈任何人〉信經也稱聖亞大納修信
經、某些公會議(托利多，拉特朗，里昂，特倫多)或某些教宗的信仰宣
認：〈達瑪甦信經〉或保祿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經〉(1968)。
193. 教會生活各階段的信經，沒有一篇可被視為已經過時或無用的。由於信經
是從信仰引申出來的不同撮要，它們今天仍協助我們去達到和深化永恆的
信仰。
在所有的信經中，下列兩個在教會的生活中，佔著極特殊的地位：
194. 宗徒信經。所以有這樣的名稱，因為它很合理地被視為宗徒信仰的忠實
宗徒信經
撮要。它是羅馬教會古代的洗禮信經。它的偉大權威是來自這個事實：
「它是羅馬教會所持守的信經，此教會由宗徒首長伯多祿坐鎮，並在此帶
出共同宣信的方式」。
195. 尼西亞‧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它有很大權威，由於它是最初兩屆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堡信經
(325 及 381) 的成果。它至今仍為東西方各大教會所共用。
196. 我們將按照宗徒信經去陳述信仰，因為這信經可說是代表「羅馬最古老的
教理」。不過在陳述時，會經常參照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作為補充，
因為在許多方面，後者較為明確和詳細。
197. 就像我們受洗那天，當我們將整個生命委身遵守「教理的規範」時那樣，
我們該接受表達信仰的信經，這信仰賦予生命。以信德去誦唸信經，就是
與天主，父、子、聖神共融，也是與整個的教會共融，她傳給了我們信
仰，而我們則在她的懷裡信從：

聖安博，《信經的解說》：這信經是一種精神的印記，是我們內心的默想，是常在的守
護者。它確實是我們靈魂的寶藏。
第一章

我信天主父
198. 我們的信仰宣認由天主開始，因為天主是「元始和終末」(依 44:6)，是萬
有的根源和終向。信經由天主父開始，因為父是天主至聖三位一體的第一
位；我們的信經由創造天地開始，因為創造是天主一切工程的肇始和基
礎。

第一條

「我信全能者天主父，
我信全能者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第一節 我信天主
199. 「我信天主」：這信仰宣認中的第一項聲明，是最重要和基本的。全部信
經都談論天主，即使提及人和世界，也是因涉及天主的緣故。信經的所有
條文都繫於第一條，正如所有誡命都在闡釋第一條一樣。其他條文使我們
更清楚地認識那把自己逐漸啟示給人的天主。「因此、基督徒合理地把信
天主作為首先宣認的事」。

一、「我信唯一的天主
、「我信唯一的天主」
我信唯一的天主」
200.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是以這句話開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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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天主向自己特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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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先知們，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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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要說：『唯有在
上主前有仁義和力量』」(依 45:22-24)。
202. 耶穌自己確認天主是「唯一的主」，應以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去愛
祂，同時讓人明白祂自己也是「主」。宣認「耶穌是主」是基督徒信仰的
特色。這對相信唯一的天主並無衝突。相信那是「主和賦予生命者」的聖
神，也不會對唯一的天主造成任何分裂：

我們堅決相信並坦白宣認：只有一個真天主，祂是永遠的、無限的、全能的、不變的、
無法了解和不可言喻的父、子和聖神：天主雖含有三位，卻只是一個本質、實體，或一
個絕對純全的本性。
二、天主啟示祂的名字
203. 天主向祂的子民以色列啟示了自己，使他們認識祂的名字。名字代表一個
人的本質、身分及其生命的意義。天主有一個名字，而非一種無名的力
量。祂透露自己的名字，就是使別人認識祂；這是以某種方式把自己交付
出來，使自己變得平易近人，能被別人更親密地認識祂並以名字呼喚祂。
204. 天主逐漸以不同的名字把祂自己啟示給祂的子民，然而在出離埃及訂立西
乃盟約前，關於自己的名字，上主於焚而不毀的荊棘叢中向梅瑟所作的啟

示，為新舊約都是基本的啟示。
生活的天主
205. 天主在焚而不毀的荊棘中召喚梅瑟，對他說：「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
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出 3:6)。天主是聖祖們的天
主，祂曾召喚聖祖們，並在旅途上引導他們。祂是信實而富於慈愛的天
主，時常記起他們和自己的許諾；祂來，是為拯救他們的後裔脫離奴役。
祂是超越時空的天主，能夠並且願意為這計劃施展祂的全能。
「我是自有者」
我是自有者」

梅瑟對天主說：「當我到以色列子民那裡，向他們說：你們祖先的天主打發我到你們這
裡來時，他們必要問我：祂叫甚麼名字？我要回答他們甚麼呢？」天主向梅瑟說：「我
是自有者。」又說：「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遠；這是我的稱號，直到萬世」(出 3:13-15)。
206. 天主啟示自己奧秘的名字 YHWH「雅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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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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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天主在啟示祂的名字時，也同時啟示了祂永恆不變的忠誠，過去如何
(「我是你父親的天主」出 3:6)，將來也復如此(「我將與你同在」出
3:12)。天主啟示祂的名字是「我是」，顯示祂是一個時常臨在的天主，
在祂的子民身旁拯救他們。
208. 面對天主那種令人迷惑及奧秘的臨在，人自覺渺小。在焚而不毀的荊棘
前，面對至聖的天主，梅瑟要脫去腳上的鞋，把臉遮掩起來。在「聖！
聖！聖！」的天主榮耀前，依撒意亞先知喊道：「我有禍了！我完了！因
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依 6:5)。見了耶穌所顯的神跡，伯多祿喊道：
「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 5:8)。但由於天主是聖的，故
能寬恕那些在祂面前自認有罪的人：「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因為我
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中間的聖者」(歐 11:9)。若望宗徒也說：「縱然
我們的心責備我們，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祂原知道
一切」(若一 3:19-20)。
209.

以色列子民為了尊重天主的神聖，不敢呼喚祂的名字。在閱讀聖經時，天主所啟示的名
字，被神聖的名號「上主」(Adonai, 希臘語 Kyrios)所取代。耶穌的天主性就是藉這個名
號宣示出來：「耶穌是主」。
「慈悲寬仁的天主」
慈悲寬仁的天主」

210. 當以色列民犯了重罪，遠離天主去崇拜金牛後，天主俯聽梅瑟的轉求，同

意與一個不忠的百姓同行以顯示自己的慈愛。梅瑟要求看見天主的榮耀，
天主回答說：「當我在你前呼喊『雅威』名號時，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
你面前經過」(出 33:18-19)。上主在梅瑟面前經過時，大聲喊說：「雅
威，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信實」(出 34:5-6)。梅
瑟於是承認上主是一個寬恕人的天主。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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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賜下了祂的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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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獨天主是絕對存有
212. 世世代代以色列民的信仰發揚和加深了那蘊藏在上主聖名中的豐富內涵。
天主是唯一的，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祂超越世界和歷史。祂創造了天
地：「天地必要毀滅，而祢永遠存在，萬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樣破爛……但
是祢卻永存不變，祢的壽命無盡無限」(詠 102:27-28)。「在祂內沒有變
化或轉動的陰影」(雅 1:17)。祂是「自有者」，從永遠直到永遠，故此，
祂時常忠於祂自己和祂的許諾。
213. 因此，從那不可言喻的名字「我是自有者」的啟示，蘊藏著只有天主是絕
對存有的真理。七十賢士譯本及步其後塵的教會聖傳，是從這種意義去了
解天主的名字：天主是圓滿的存有，充滿各樣的美善，無始又無終。所有
受造物都從祂那裡領受它們的存在及所擁有的一切。只有祂是祂自己存在
的基礎，祂所有的一切也來自祂自己。

三、「自有者
、「自有者」
自有者」天主是真理和愛
214. 天主、「自有者」，向以色列民流露祂是「富於慈愛和信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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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信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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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是「愛」，如若望宗徒所教導我們的(若
一 4:8)。
天主是真理
215. 「 祢 聖 言 的 總 綱 確 是 真 實 無 欺 ， 你 正 義 的 一 切 判 斷 永 遠 不 移 」 ( 詠
119:160)。「我主上主，唯有祢是天主，祢的話是真理」(撒下 7:28)；為
此，天主的許諾時常實現。天主是真理本身，祂的話決不會欺騙。因此，
我們可在一切事上，滿懷信心地依賴祂聖言的真實和信實。罪惡的根源和
人類的墮落是出自誘惑者的謊言，這謊言使人懷疑天主的話、懷疑祂的慈

愛和信實。
216. 天主的真理就是祂治理整個受造界和掌管宇宙的智慧。天主既獨自「創造
了天地」(詠 115:15)，故唯獨祂能給予有關各受造物真正的知識，因為一
切受造物跟祂有關。
217. 天主在啟示自己時，也是真實的：「在祂口中有真實的教訓」(拉 2:6)。
當祂打發自己的聖子降來世上時，「是為給真理作証」(若 18:37)：「我
們知道天主子來了，賜給了我們理解，叫我們認識真實的天主」(若一
5:20)。
天主是愛
218. 以色列民在他們的歷史過程中，發現天主把自己啟示給他們，又從各民族
中選了他們歸屬自己，只是為了一個理由，就是祂那無條件的愛。以色列
民透過先知們，明白天主仍然是出於愛，而從未終止拯救他們，也未終止
寬恕他們的不忠和罪惡。
219. 天主對以色列的愛可比作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這愛比一個母親對嬰兒的
愛更為強烈。天主愛祂的子民尤甚於新郎愛新娘；這種愛甚至將勝過最大
的不忠，以致賜下最寶貴的禮物：「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
己的獨生子」(若 3:16)。
220. 天主的愛是「永遠的」(依 54:8)：「高山可移動，丘陵能挪去，但我對你
的仁慈決不移去」(依 54:10)。「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保留了我的仁
慈」(耶 31:3)。
221. 但聖若望更進一步肯定地說：「天主是愛」(若一 4:8,16)：天主的本質就
是愛。時期一滿，當祂派遣了祂的獨生子和愛之神時，天主啟示了祂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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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信奉唯一天主的涵義
222. 信奉唯一的天主，並以自己的整個生命去愛祂，會對我們的一生發生重大
的影響：
223. 認識天主的偉大和威嚴：「天主何其偉大，我們不能理解」(約
36:26)。
認識天主的偉大和威嚴
正因如此，天主該是「首先被事奉的」。
224. 在生活中稱謝天主：既然天主是唯一的，那末我們的存在和擁有的一切都
在生活中稱謝天主
來自祂：「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格前 4:7)。「我應該怎樣報謝上
主，稱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祐？」(詠 116:12)。
225. 認識眾人的一體性和真正的尊嚴：因為眾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象和模
認識眾人的一體性和真正的尊嚴

樣而造的」(創 1:26)。
226. 善用受造物：信奉唯一的天主應引導我們善用一切使我們接近祂的事物，
善用受造物
而捨棄一切令我們遠離祂的東西。

尼古拉斯•福露，《祈禱》：
我主我的天主，凡使我遠離祢的，請給我除去。
我主我的天主，凡領我歸向祢的，請賜給我。
我主我的天主，請使我捨棄自我，並把我完全獻給祢。
227. 在任何情況中信賴天主，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聖女大德蘭的一篇祈禱
在任何情況中信賴天主
很巧妙地把這點表達出來：

何事擾你意？何物亂你心？
萬般皆易逝，唯主不移真。
心有天主者，堅忍百事成。
夫復何所求，有主心意稱。
撮要
228.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申 6:4;谷
12:29)。「至高者必須是唯一的，就是沒有與祂相等的……如果天主不是
獨一無二的，就不是天主」。
229. 對天主的信仰引領我們投奔祂，因為祂是我們的起源和終向，不讓任何事
物超越或取代祂。
230. 即使天主啟示自己，仍是一個不可言喻的奧秘：「假使你徹悟祂的話，祂
就不是天主了」。
231. 我們所信仰的天主，曾啟示祂是自有者；使我們知道祂是「富於慈悲寬
仁」的 (出 34:6) ，祂本身就是真理和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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