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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人人人人 

355. 「天主照自己的肖象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象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

人」(創 1:27)。人在受造界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一) 他是「按

照天主的肖象」；(二) 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在他本性上合而為一；

(三) 被造成「男和女」；(四) 天主把人安置在祂的友誼中。  

一一一一、「、「、「、「按照天主的肖象按照天主的肖象按照天主的肖象按照天主的肖象」」」」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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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女加大利納•西恩那，《對話集》：祢為了甚麼理由使人享有這麼大的尊嚴？肯定是那無窮的愛，祢因這愛注視了在祢內的受造物，並深深地愛上他。因為祢為了愛而創造了他，為了愛而使他存在、具有品嘗祢永福的能力。 

357. 由於人按照天主的肖象而存在，每個人都有位格的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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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天主為人創造了一切，但人被造是為事奉和愛慕天主，把整個受造界奉

獻給祂：  金口聖若望，《講創世紀的道理》：有甚麼東西在受造時得到如此優遇？只有人，因為人具有偉大而奇妙的活生生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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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事實上，只有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跡內，才能真正解釋人的奧

跡」：  金言聖伯多祿，《講道集》：保祿宗徒告訴我們：有兩個人給了人類起源，就是亞當和基督……第一個亞當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後的亞當成了賦予生命的神。第一個亞當為後者所造成，也從祂接受了靈魂而得以生活……第二個亞當在塑造第一個亞當時，在他身上刻了自己的肖象。祂擔當了第一個亞當的角色並接受他的名字，以免失去祂按自己的肖象而創造的本意。有第一個亞當，有最後的亞當：第一個亞當有一個開始，最後的亞當卻沒有終結。因為這最後的亞當其實是第一個，因為祂說：「就是我，只有我是元始和終結」。 

360. 由於人類人類人類人類同出一源，因而形成了一個整體形成了一個整體形成了一個整體形成了一個整體，因為天主「由一個人造了全

人類」(宗 17:26)：  比約十二世，《至高司祭》通諭：我們所瞻仰的奇妙景象就是人類同出一源──天主……；大家都有同一的本性：由物質的肉身和精神的靈魂所組成；大家都有同一的直接目標和在世的使命；同一的居所──大地，它的資源人人都能按自然的權利加以使用，以維持和發展自己的生活；同一的超性終向──天主，人人都要歸向祂；同一個達到那終向的途徑；……大家都是基督以同一贖價贖回來的。 

361. 「人類的連帶責任與愛德的這條法律」，給我們保証所有的人，包括各

式各樣的人、文化和民族，確實都是兄弟姊妹。  

二二二二、「、「、「、「靈魂和身體合而為一靈魂和身體合而為一靈魂和身體合而為一靈魂和身體合而為一」」」」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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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對象愛的對象愛的對象。  

363. 很多次，靈魂靈魂靈魂靈魂一詞在聖經裡是指人的生命，或指完整的人的位格位格位格位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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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人的精神本原精神本原精神本原精神本原。  

364. 人的身體身體身體身體分享「天主肖象」的尊嚴：它是人性的身體，正因為是一個屬

神的靈魂使它活起來，而且是整個的人要在基督的身體內，成為聖神

的宮殿。  人是由肉體、靈魂所組成的一個單位。以身體而論，人將物質世界各樣事物匯集於一身。於是，物質世界便藉人抵達其高峰，並藉人歌頌造物主。故此，人不應輕視其肉體生命，而應承認其肉體的美善而加以重視；因為肉體由天主所造，末日又將復活。 

365. 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是如此密切，以致該視靈魂為身體的「形」(forma)；

這表示基於靈魂，由物質組成的身體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身體。在

人身上，精神和物質並非兩個本性連接在一起，而是兩者結合而成獨

一的本性。  



366. 教會教導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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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有時人會把靈魂與神魂(spirit)加以區別，就如聖保祿這樣祝禱說：「將

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在我們的主來臨時，保持得無瑕可

指」(得前 5:23)。教會教導我們，這樣的區別並不構成靈魂的二元

性。 「神魂」是指當人被創造時，人已被賦予超性的終向，又指人的

靈魂能被天主無條件地提昇到與祂共融的境界。  

368. 教會的靈修傳統也強調人心人心人心人心，即按聖經所指是「人的最深之處」，人就

是在那深處決定是否接納天主。  

三三三三、「、「、「、「祂創造了男和女祂創造了男和女祂創造了男和女祂創造了男和女」」」」 

天主所願意的男女平等與差異天主所願意的男女平等與差異天主所願意的男女平等與差異天主所願意的男女平等與差異 

369. 男和女都是天主所造天主所造天主所造天主所造，也即是天主所愛天主所愛天主所愛天主所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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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天主絕非按人的肖象而存在，祂既非男人亦非女人。天主是純神，因此在祂內並無性別。然而男和女的「美善」多少反映出天主無限的美善：例如母親、父親及夫君的美善。  

「「「「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兩者結合為一兩者結合為一兩者結合為一兩者結合為一」」」」    

371. 天主創造男和女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願意他們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天主聖言透過聖經的不同

章節使我們明白這點。「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

手」(創 2:18)。沒有任何動物能成為人「心心相印」的助手。天主取

用人的肋骨「塑造」了女人，並帶她到男人面前，激發男人的驚嘆之

聲，使他不禁發出愛慕和共融的呼喊：「這才真是我的親骨肉」(創

2:23)。男人發現女人是另一個「我」，具有同樣的人性。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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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親骨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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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在天主的計劃中，男女奉召以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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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樂園中的人樂園中的人樂園中的人樂園中的人 

374. 第一個人不但造得好，而且與創造者處於友誼中，與自己和其他受造物

也和諧相處，此種友誼及和諧只有那在基督內新造化的光榮才能超

越。  

375. 教會按新約和聖傳的指示，在正式解釋聖經語言的象徵意義時，教導我

們原祖亞當厄娃原是被安置在一個「原始聖德和義德」的狀態下。原

始聖德的恩寵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  

376. 人生的一切幅度原先都被這恩寵的光輝所強化。那時只要人留在天主的

親密友誼內，就不必死亡，也不必受苦。人的內部和諧、男女間的和

諧、第一對夫婦與整個受造界的和諧，構成所謂「原始義德」的情

況。  

377. 天主從起初就使人作世界的「主人」，首先使人在其自身作主自身作主自身作主自身作主，自律自

重。人就其整個的存有而言原是完整有序的，因為不受三重的貪慾支

配，這貪慾使人受制於感官的快樂、財物的貪婪，並使人自恃而反抗

理性的命令。  

378. 人與天主親切交往的標記， 在於天主把人安置在樂園中生活，「叫他耕

種，看守樂園」(創 2:15)：工作並非痛苦，而是男女跟天主合作，使

有形的受造界達致完美。  

379. 因著我們原祖的罪，天主在其計劃中為人所預定的原始義德的和諧，便

完全失去了。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380. 「聖父……祢按照祢的肖象造生了人類，使人管理世界，統御萬物，事

奉祢、唯一的造物主」。  

381. 人被預定，要按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的肖象 ──「那不可見的天主的肖

象」(哥 1:15) ── 再造，好使基督在眾多兄弟姊妹中作長子。  

382. 人是「由靈魂和身體所組成的一個整體」。信德道理確認：作為精神的

及不死不滅的靈魂，乃直接由天主所造。  

383. 「天主造的人不是孤單的，祂自起初便造了『男人和女人』(創 1:27)，



他們的結合便成為人與人共同生活的雛形」。  

384. 啟示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在犯罪前原有聖德和義德：從他們與天主的友

誼中，湧流著他們在樂園生活的幸福。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墮落墮落墮落墮落 

385. 天主無限慈善，祂的一切工程都美好，可是沒有人能倖免痛苦，不能倖

免自然的災害 ── 這些看來是繫於受造物本身的局限，尤其不能倖

免倫理惡的問題。究竟惡是從哪裡來的呢？聖奧思定說：「我自問究

竟惡從何而來，我卻不知如何回答」，他那辛苦的探討只有在皈依生

活的天主後，才找到了出路。因為「罪惡的奧跡」(得後 2:7)只有在

「虔敬奧跡」(弟前 3:16) 的光照下才能彰顯。天主的聖愛在基督身上

啟示出來， 一面顯示罪惡的廣泛，一面也顯示了恩寵的盈溢。因此，

我們應該面對惡的來源的問題，方法是以信德的眼目，注視那唯一使

邪惡敗退的征服者。  

一一一一、「、「、「、「那裡罪惡越多那裡罪惡越多那裡罪惡越多那裡罪惡越多，，，，恩寵也越豐富恩寵也越豐富恩寵也越豐富恩寵也越豐富」」」」 

罪惡的事實罪惡的事實罪惡的事實罪惡的事實 

386. 罪惡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任何人企圖忽視或以其他名稱表達這晦暗的

事實，都徒勞無功。嘗試了解甚麼是罪惡，首先必須承認人與天主的人與天主的人與天主的人與天主的

深切關係深切關係深切關係深切關係，只有在此關係中，罪惡才露出它拒絕與反抗天主的真相，

這一直是人的生命和歷史的重負。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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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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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罪原罪原罪原罪 ────────    信仰的一項主要真理信仰的一項主要真理信仰的一項主要真理信仰的一項主要真理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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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原罪的道理可以說是福音喜訊的「反面」，這福音就是耶穌是眾人的救

主，眾人都需要救恩，而救恩是藉基督賜予眾人。有基督心意的教會



清楚地知道，破壞原罪的啟示，必損害基督的奧跡。  

如何解讀墮落的敘述如何解讀墮落的敘述如何解讀墮落的敘述如何解讀墮落的敘述 

390. 墮落的敘述(創 3)採用了象徵的語言，但肯定是一宗原創性的事件，發生

在在在在人類歷史的肇始人類歷史的肇始人類歷史的肇始人類歷史的肇始。啟示使我們確信，整個人類歷史都刻著我們原祖

自由所犯的原始錯誤。  

二二二二、、、、天使的墮落天使的墮落天使的墮落天使的墮落 

391. 在我們原祖抗命性抉擇的背後，有一個誘惑者的聲音反抗天主，他為了

嫉妒而使原祖陷入死亡。聖經和教會聖傳視之為一個墮落的天使，號

稱撒殫或魔鬼。教會教導我們，他起初是好天使，由天主所造。「事

實上魔鬼和其他邪魔，確實是天主所造，原本是好的，但他們自己後

來成了邪惡的」。  

392. 聖經曾談及這些天使的罪惡罪惡罪惡罪惡。這種「墮落」在於這些受造的精神體，以

自由的抉擇，徹底而無可挽回地拒絕天主及祂的神國。我們可從誘惑

者對我們原祖所說的話，找到這種背叛的反映：「你們將如同天主一

樣」(創 3:5)。「魔鬼從起初就犯罪」(若一 3:8)，「又是撒謊者的父

親」(若 8:44)。  

393. 天使的罪之所以不能獲得寬恕，是由於他們在抉擇上具有無可挽回的無可挽回的無可挽回的無可挽回的特

性，而並非天主無限仁慈的一項缺陷。「正如人死後不能再悔改，天

使們在墮落後也不可能悔改」。  

394. 那被耶穌稱為「從起初殺人的兇手」(若 8:44)，聖經証實了其不良影

響，他竟企圖阻止耶穌執行天父委託給祂的使命。「天主子所以顯現

出來，是為消滅魔鬼的作為」(若一 3:8) 。在這些作為中，後果最嚴重

的，就是以謊言誘騙了人類違抗天主的命令。  

395. 可是撒殫的能力並非無限的，他只不過是受造物而已，他有大能是由於

是單純的精神體，但始終是受造物，絕不能阻止天國的建立。撒殫由

於憎恨天主及祂在耶穌基督內的國度而在世上活動，同時其活動給每

人和社會帶來嚴重的禍患──精神性的及間接地也包括物質性的，雖

然如此，這活動卻是天主在其眷顧下所允許的，並會剛柔並重地引導

人類和世界的歷史。天主允許魔鬼活動乃是重大的奧秘，但是「我們

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獲得益處」(羅 8:28)。  

三三三三、、、、原罪原罪原罪原罪 

自由的考驗自由的考驗自由的考驗自由的考驗 

396. 天主按自己的肖象造了人，並讓人享有祂的友誼。作為有靈的受造物，

人只有自由地服從天主，才能維持此種友誼。這就是禁止人吃知善惡



樹果子的意義，「因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創 2:17)。「知善

惡樹」(創 2:17)象徵性地指出不可跨越的界限，作為受造物的人必須

甘願服膺，並懷著信心予以尊重。人隸屬於造物主，應服從創造的規

律和倫理法則，因為這些規律和法則引導人使用自由。  

人的第一個罪人的第一個罪人的第一個罪人的第一個罪 

397. 人受了魔鬼的誘惑後，喪失了心中對造物主的信賴，並妄用本身的自

由，違背違背違背違背了天主的命令。人的第一個罪就在於此。因此，每個罪都是

一種違抗天主命令的行為，及對祂的仁愛缺乏信賴。  

398. 因這罪，人愛自己勝於勝於勝於勝於天主，從而輕視了天主：他選擇了自

己，而反對天主，不顧自身受造物的身分，因此罔顧了自己

的利益。最初在一種聖德狀態下受造的人，原來由天主預定

在榮耀中圓滿地「分享神的生命」。但因了魔鬼的誘惑，他

要「如同天主」，但卻「不要天主，超越天主，不從天

主」。  

399. 聖經描繪了這第一次背命的悲慘後果。亞當和厄娃立即失落了原始聖德

的恩寵。他們害怕天主，對祂有一種錯誤的形象，誤以為祂是唯恐失

去自己特權的天主。  

400. 他們因原始義德所享有的和諧已遭破壞；靈魂上的精神官能對身體的控

制也被摧毀；男人與女人的結合處於緊張狀態；他們的關係將帶有私

慾和奴役對方的傾向。與受造物的和諧也告決裂：有形的受造物開始

與人疏遠和敵視。為了人的緣故，「受造之物被屈服在敗壞的狀態之

下」(羅 8:20)。最後，那預先明確地警告的抗命後果將必實現：人要

歸於土，即那用來塑造人的土。死亡從此進入了死亡從此進入了死亡從此進入了死亡從此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  

401. 自從這第一個罪以後，世界便真的被罪惡的「入侵」所沖擊：加音殺死

自己的弟弟亞伯爾；世界的普遍敗壞無不是罪惡的後果。在以色列的

歷史中，罪惡經常顯示出來，尤其是對盟約的天主不忠，和觸犯梅瑟

法律。即使在基督救贖後，罪惡在基督徒中也從多方面顯露出來。聖

經和教會的聖傳，不斷地提及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罪惡在人類歷史中的臨在和普普普普遍性遍性遍性遍性：  天主啟示所告知我們的，與我們的經驗正好吻合。的確，人若觀察自己的內心，就會發現自己傾向於惡，沉淪於眾多淒慘境況中；而這些境況決不可能來自美善的造物主。很多次，人因不肯承認天主為其根源，便破壞了那個使他走向自己最後目標的應有秩序，同時也破壞了一切的和諧，不論是人本身的、人與人之間的或人與整個受造界之間的。 

亞當的罪對全人類產生的後果亞當的罪對全人類產生的後果亞當的罪對全人類產生的後果亞當的罪對全人類產生的後果 

402. 所有的人都被牽連在亞當的罪惡裡。聖保祿確認此事說：「因一個人的

悖逆，大眾都成了罪人」(羅 5:19)；「就如罪惡藉著一人進入了世



界，死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這樣死亡就殃及了眾人，因為眾人

都犯了罪……」(羅 5:12)。但保祿宗徒把罪惡與死亡的普遍性和在基

督內得救的普遍性對比：「就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同

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眾人也都獲得了正義和生命」(羅 5:18)。  

403. 教會步武聖保祿的後塵，時常教導我們，那壓迫著人類的重重苦難，以

及他們那種向惡和向死的傾向，除非與亞當的罪拉上關係，是不能理

解的；這一切也與這個事實有關，就是亞當傳給我們生下來就帶有的

罪，這罪就是「靈魂的死亡」。基於這項確實的信仰，教會也給未犯

過本罪的嬰兒付洗，以赦免罪過。  

404. 亞當的罪如何成為他所有後裔的罪呢？整個人類在亞當內「有如一個人

的一個身體」。由於這「人類的一體性」，眾人都被牽連在亞當的罪

內，正如眾人都被牽引進入基督的義德內一般。無論如何，原罪的傳

遞是一個我們不能完全了解的奧秘。可是我們從啟示知道，亞當不但

為自己，也為整個的人性接受了原始的聖德和義德。由於亞當和厄娃

降服於誘惑者，犯了個人的罪個人的罪個人的罪個人的罪，但這罪損害了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他們則在墮落的在墮落的在墮落的在墮落的

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情況下把受損的人性傳衍下來。這罪將藉傳宗接代而遺留給整個人

類，就是傳遞一個缺乏原始聖德和義德的人性。因此，原罪是以類比

的方式被稱為「罪」：它是「感染」而非「觸犯」的罪，是情況而非

行動。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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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教會有關原罪傳衍的教義，主要在第五世紀，尤其在聖奧思定駁斥白拉奇主義的催促下，及在第十六世紀，為了對抗新教徒的改革而予以確定。白拉奇認為人無需天主恩寵的助佑，靠他自由意志的本性力量，就能在道德上度一個善良生活；如此他把亞當罪惡的影響縮減為一個壞榜樣。反之，初期的新教改革者宣稱，人已徹底敗壞，他的自由已被原罪所毀滅；他們認為每人所承受的罪和傾向於惡相同，是不能克服的私慾偏情。教會在 529 年的奧倫治第二屆會議及 1546 年的特倫多大公會議中，特別清楚地宣布了聖經啟示的有關原罪的意義。  

一場硬仗一場硬仗一場硬仗一場硬仗    

407. 與基督救贖息息相關的原罪教義提供了一個角度，讓人可清晰地辨別人

的處境及他在世上的行動。因著原祖犯罪的後果，魔鬼對人奪取了某

種主權，雖然人仍能保持自由。原罪驅使人「成為那握有死亡權勢者

──魔鬼的奴隸」。忽略人具有已受損害且傾向於惡的本性，是在教



育、政治、社會行動及習俗等方面，造成嚴重錯誤的原因。  

 

408. 原罪及人類所有本罪的後果，使世界在整體上陷於一種為罪所奴役的局

面，這可用聖若望的措辭界定為：「世界的罪惡」(若 1:29)。這措辭

也可用來表達團體環境和社會結構對個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因它們

都是人類罪惡的結果。  

409. 世界完全「屈服於惡者權下」(若一 5:19)的悲慘情況，使人生成為一場

戰爭：  整個人類歷史都充滿著反抗黑暗勢力的一場硬仗。如上主所說的，這個戰爭由世界創始起，將延續至末日。人既生活在這戰場上，必須不斷作戰，始能堅定於善。同時，人除非仰賴天主的恩寵，努力奮鬥，不能達到其內在的和諧。 

四四四四、「、「、「、「祢祢祢祢沒有將他棄置於死亡的權下沒有將他棄置於死亡的權下沒有將他棄置於死亡的權下沒有將他棄置於死亡的權下」」」」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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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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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但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個人犯罪呢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個人犯罪呢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個人犯罪呢為何天主不阻止第一個人犯罪呢？？？？聖大良一世回答說：「基督無可言

喻的恩寵給了我們的利益，大於魔鬼因妒忌向我們所奪取的」。聖多

瑪斯‧亞奎納也說：「在犯罪後沒有甚麼可阻止人性被召向一個更高

的目標。因為天主允許惡，為能從中取得更大的善。為此聖保祿說：

『罪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也格外豐富』(羅 5:20)。聖週的「逾

越頌」唱道：『幸運的罪過啊，你竟然為世人賺得了如此偉大的救

主！』」。  

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413. 「天主並未造死亡，也不樂意生靈滅亡……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

入了世界」(智 1:13; 2:24)。  

414.   撒殫或魔鬼及其他邪魔，乃是故意拒絕事奉天主及其計劃的墮落天



使。他們反抗天主的抉擇是決定性的，他們企圖拉攏人類背叛天主。  

 

415. 「天主造了人於義德的狀態下，但因惡魔的誘惑，人在有史之初，便濫

用自由反抗天主，並企圖在天主以外達到自己的終向」 。  

416. 亞當作為第一個人，因著他的罪過，失去了原始聖德和義德，這聖德和

正義是他原來非但為他自己，也是為全人類而接受的。  

417. 亞當和厄娃因著他們第一個罪，損害了人性，並傳給他們的後代，因此

後代也缺乏原始的聖德和義德。這種缺乏就稱為「原罪」。  

418. 原罪的後果，就是使人性的力量變得脆弱，又要受無知、痛苦及死亡之

困擾，而且傾向於罪惡(這種傾向稱為「私慾偏情」)。  

419. 「我們根據特倫多大公會議，認為原罪是與人性一起傳下來的，『不是

藉效尤，而是藉生育』，因此是『人人所固有的』」 。 

420. 基督從罪惡所取得的勝利，賞給我們的利益比罪惡所奪去的更大：「罪

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也格外豐富」(羅 5:20)。  

421. 依照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乃由造物主的愛所創造和保存；人雖不幸陷

於罪惡的奴役，卻為戰勝惡魔的基督 ，以 其十字架及復活 所釋

放……」。  

 

<續 422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