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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來源與歸宿－聖經的根本啟示 
 

 房志榮 

輔仁大學神學院教授 

 

提要 

本篇論文先把 20 年前輔大宗研所真正的開創人羅光總主教的生命哲學略予介

紹。然後根據呂格爾（Paul Ricoeur）給聖經所開的五個文體，來談聖經所啟示的宇

宙和人的生命的來源：敘述文，法律（盟約），先知，箴言（智慧書），聖詠集。

新約完成了舊約的啟示，「生命的歸宿」是新約重要的和基本的啟示。這可從耶穌

如何談生命來體驗：福音書分三個步驟來談：瑪竇/馬爾谷是第一步，路加是第二步，

若望福音是第三步：由天國到永生，永生有其代價。保祿書信中的生死觀大有看頭。

最後若望一書把他福音中耶穌的生命說成他（若望）所見、所聞、且親手摸過的生

命。本文結語中把羅主教的夢略加補充：他死後上到天上敲孔子的家門，吃了子路

的閉門羹。夫子知道不悅曰：「野哉，由也！我很想聽聽天主教主教談談事鬼神及

人的生死問題，你怎麼拒人於萬里之外！」 

 

關鍵字：生命觀、生命哲學、聖經文體、啟示、舊約、新約、四福音書、保祿書信、

若望一書、默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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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生觀，世界觀，生命觀等，都是很大的題目。這次輔仁大學宗教系為慶祝宗

研所成立 20 週年而辦的學術研討會，以「宗教的生命觀」為題，倒是非常恰當的。

本人以一個中華基督徒的身分來談宗教的生命觀，即刻會想到儒、釋、道是怎樣的

宗教，或如何講宗教。台灣很普遍的民間宗教又是怎樣的宗教。 後才默思基督宗

教所推崇的聖經，如何講論宗教。我發現聖經講宗教的一大特色，是講生命的來源

和生命的歸宿。 

這次研討會，道教及中國傳統宗教都有論文發表，因此我會集中在儒家的生命

觀及聖經的生命觀上。儒家是根據輔大宗研所創立人羅光總主教的生命哲學，聖經

則遵循本人多年來教授聖經學的經驗。 

 

一、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談生命 
20 世紀的中國哲學大師都以生命為反思的主題或對象。「唐君毅先生的 後一

部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代表他的哲學思想。這部著作有 1200 頁，詞句深奧

艱澀，不易讀，讀的人不多。但是他由生命和心靈去講哲學，路途非常正確。」1 「方

東美先生的《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原著英文，後出中文譯本。這部著作雖是

講中國以往的哲學，但是方先生以生命和生命超越解釋中國哲學的精神，也可以說

是代表他的思想。」「我的這部書，名為『生命哲學』，不是以哲學講生命，而是

以生命講哲學，這是儒家哲學的傳統。」2  

輔大在台復校第二任校長羅光，是天主教主教，他又自認是儒家。這雙重身分

使他做過一個夢：「我去世後，往扣天堂大門，聖伯鐸開門問道：『你是誰？』我

答：『羅光總主教』。聖伯鐸搖搖頭說：『沒有聽說過。』我說：『你翻翻台灣天

主教通訊錄就知道了。』聖伯鐸答說：『那是地上的東西，我這裡沒有。主教來進

天堂，必定帶教友來，你怎麼一個人來？我看你穿中國長袍，大概是孔子的徒弟，

孔子的家就在那邊，你到那裡去！』說完，就關了門。我無精打采地去敲孔子的門，

                                                     
1
 羅光著《生命哲學》，（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頁 2。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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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開門問我是誰，我答是輔仁大學校長，也是哲學教授，還寫了中國哲學史。子

路說：『似乎聽說過，不過，人家都說你破壞了孔夫子的思想，把天主教的信仰滲

在裡面，你不是孔子的門生，你還是到伯鐸那裡去。』子路說完，也就關了門。 

「我垂頭喪氣，不知道往哪裡去。恰好，來了一位老太太，她喊我說：『主教，

你在這裡，我帶你去敲伯鐸的門。』我讓她領我去敲門。聖伯鐸開門見了我生氣說：

『你怎麼又來了？』老太太說：『他是我們的主教。』聖伯鐸問：『真的？』老太

太答：『當然是真的，主教還到我家來訪問過，領我們念玫瑰經。』外面又來了一

個老先生，走來親我的手。聖伯鐸問說：『你認識他？』老先生說：『他是我的主

教，我家在台南，主教到我家訪問，同我們祈禱。』聖伯鐸說：『好！你們三人都

進來。』3  

羅光的生命哲學以中國的一部 老的哲學書《易經》為出發點。「《易經》以

『生生之謂易』，宇宙變易以化生萬物，萬物繼續變易以求本體的成全，整個宇宙

變成活動的生命，長流不息。西洋形上學以萬物為『存有』，『存有』即存在之有，

為一切事物的根基。中國哲學以萬有之『存有』為動之『存有』，為『生命』，乃

萬物的根基。『存有』和『生命』為一體之兩面。在這兩面的根基上，建立我的哲

學思想。」4 「生命的哲學，貫通了全部哲學的思想，結成一個生活的系統。不是

『隔岸觀火』地研究哲學的對象，而是我在哲學的對象裡生活。這就是中西哲學的

結合，萬物為『存有』，『存有』為『生命』。生命哲學可以代表中國傳統哲學的

革新而成為中國的新哲學嗎？生命哲學可以作為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結合成為

教會本地化的基礎嗎？請好心的讀者自作答覆，我只敘述了我自己的哲學思想。」5  

《生命哲學》這本書共有 369 頁。緒論 20 來頁說明何為西洋形上學，何為中國

形上學，而以生命哲學說出哲學與生命的關係。然後按照西洋哲學的系統，分成七

章來發揮：1、認識論：生命的體認；2、本體論：生命的本體；3、宇宙論：生命與

宇宙；4、心理現象：生命的創造；5、倫理學：生命的旋律；6、心靈生命的發揚：

                                                     
3 羅光著，〈序〉，《我們的天父》，（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79 年），頁 1-2。 
4 羅光著，《生命哲學》，頁 2。 
5 同上著作，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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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命的超越。 

在出版《生命哲學》的次年（1985），羅光又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生命哲學」，

簡單明瞭地講述他的思想系統。此文所陳述的七點果然清楚明瞭：一、儒家的生命

哲學；二、生命的根源；三、相對生命是由能（posse）到成（esse) 的變易；6 四、

生命的整體性；五、生命的意識；六、生命的發展；七、生命的超越。這七項中第

二、生命的根源，及第七、生命的超越與本人這篇論文特別有關，因此在此把羅光

這兩項的主旨，用他自己的話略加說明。 

1、生命的根源：宇宙內一切都在動，動得 高的是人的生命。然而人的生命不

是自有的，別的物體也不是自有的，集合整個宇宙的不是自有的萬物也不能成為自

有的，「集群盲不能成一明」，生命便應該有自己的根源。宇宙萬物都是相對之有，

萬物的生命便都是相對的生命。整個宇宙變易不息，化生萬物，宇宙變易化生的動

或生命，不是自有，是來自一個絕對的生命，「絕對的生命」是生命的根源，因此

必定是純淨的精神，必定是完全的生命，凡生命應該有的，必定都有，且有到絕對

的程度，沒有缺憾，是絕對的真美善。 

絕對的生命又是絕對的「完成」，沒有「能」，而是完全的「成」，即是完全

的「行」，或「純淨之行」（actus purus），因此便沒有變。不動不變的生命，在我

們的理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我們的理智所有的觀念都含有空間性和時間性，

超越時空之行，我們無法去想。 

絕對 高的生命，是生活在自己以內，因為他是唯一的。純淨精神的生命，按

我們的理智去想，是理智和意志的生活：絕對生命便認識自己，愛自己。認識自己

須有認識的對象，對象是自己，便有自己的觀念。在我們，觀念是觀念，在絕對生

命即絕對的有，自己的觀念乃是自己的本體。同樣，愛自己也應有愛的對象，對象

是自己，也是自己的觀念。絕對生命即絕對的有，愛自己的對象又是自己的本體。

從我們去看，絕對生命認識自己是他的智慧，愛自己是他的力。 

絕對生命的創造，是用自己的「力」，他的力是絕對之力，即「全能之力」，

即「創造之力」，從無中生有。所創造的，就是這個宇宙。宇宙由絕對生命之創造

                                                     
6 括弧中的拉丁文 posse 和 esse 是本文作者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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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成，創造力是活的，宇宙就不能是呆板的，而是分有絕對生命的生命，所以整

個宇宙成為一道生命的洪流。這樣，絕對生命力的創造力，也就是絕對生命的生命，

流行在宇宙內，流行在萬物內，宇宙乃有變易，萬物乃有變易，變易即是生命。7  

2、生命的超越：我的生命來自絕對的生命，具有自我的意識，意識到我的生命

趨向永恆，我生命的追求傾向無限。在實際生活中，人追求享受，享受是生命的發

展。正確的享受給生命帶來真正的發展，錯誤的享受卻把生命予以摧殘。人對享受

的追求，常傾向無限，有好的，想有更好的；有了更好的，又想有「更」更好的。

我生命的歲月，不是我所知道的，但總希望延長。面對死亡，人人都怕，都不願接

受。這都證明人的生命傾向永恆和無限，也就印證人的生命來自永恆又無限的絕對

生命，因為人分享了絕對生命的永恆又無限的生命。 

中國古代哲學，儒、釋、道三家，都明確地指示，人的生命應超越人世的有限

境界。道家指示人忘掉形骸，以心神的元氣和宇宙的元氣相合，成為「真人」，長

生不死。佛教指示人泯滅假心，真心即真我，真我即真如，真如即絕對實體，人和

真如相合進入涅槃，「常樂我淨」。儒家指示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易經乾卦文言）中國哲學都提攜人的精神生

活，發展到無限的永恆境界。 

但是我的生命來自絕對的生命，和宇宙萬物的生命相合，我能「仁人而愛物」，

我的生命貫通到宇宙萬物裡。我對天主的信仰指示我，生命的歸宿是回到造物主天

主那裡。天主是絕對的完全生命，是絕對的真美善。回到天主那裡，祂的永恆生命

使我的生命永遠存在；祂的絕對真美善讓我追求的享受，達到追求的目標，我的超

越生命的完成，是一個超越的圓融的愛；因為天主是愛，絕對生命的生命就是愛。8 

 

二、聖經所啟示的宇宙和人的生命的來源 
    羅光的生命哲學 後肯定中國古代哲學，儒、釋、道三家，都明確地指示，人

                                                     
7 羅光著，〈附錄：我的生命哲學〉，《耶穌基督是誰》，（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頁

113-116。 
8 同上著作，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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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超越人世的有限境界。但如何超越呢？羅光不得不提出他對天主的信仰：我

的生命來自絕對的生命（天主），生命的歸宿是回到造物主天主那裡。我的超越生

命的完成，是一個超越的圓容的愛；因為天主是愛，絕對生命的生命就是愛。這大

概就是羅光在夢中所聽到的子路對他的批判，說他破壞了孔夫子的思想，把天主教

的思想滲在裡面。羅光是否覺得冤枉、感到委曲？我們能在子路與羅光之間說句公

道話嗎？這將在本文結語中交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子路和羅光二人的知識範圍不同：子路對天主教信仰一無

所知，他憑什麼說，把天主教信仰滲入儒家的人生觀，是破壞了孔子的思想？反之，

羅光讀過不少儒家的經典，對天主教信仰涉獵的更多更深。他在肯定了儒家思想的

崇高價值後，再用自己對天主的信仰來補足儒學未盡之意，是破壞孔子的思想，還

是把孔子想說而未說出的話，藉著「天啟」說了出來？「天啟」是「天主啟示」的

縮寫，天主的啟示寫在聖經裡，在聖經裡給人啟示的真理，超越人的理智憑自己所

能推演出來的真理。尤其關於人的生命來源和歸宿的真理，只有天啟說得比較周全，

雖然不能專靠理智來領悟，因為人對啟示的天主的「信仰」或信德，也有一分需要

扮演的角色，一如大思想家和宗教家聖奧思定所說的：信仰要求理解，理解要求信

仰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intellectus quaerens fidem)。聖經關於人生命的來源和歸

宿又說了些什麼呢？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們要先看聖經如何交代宇宙和人的生命

的來源，下面第三部分再談宇宙和人的生命的歸宿。 

    前幾年才過世的法國名釋經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曾說，聖經是一座小圖

書館。這些圖書被作者和編者一再建構，使得聖經文本不僅有多種類別，並且不同

的文學體裁產生新的意義，或同一意義的多種型態。因此他深信，聖經的許多文體

是由不同的途徑說出一個主旨，而產生不同的效果。聖經可分成五個大文學體裁：

敘述，先知，法律（盟約），箴言，和聖詠。這五個文體能講論同一對象，甚至用

同一語言，但這些不同文體會影響其意義，且帶出同一事件或同一經驗的不同向度。
9 下面我就按照呂格爾的聖經文體分類，約略巡視一下，關於宇宙和人的生命的來

                                                     
9 Robert F. Leavitt, S.S., ”Raymond Brown and Paul Ricoeur on the Surplus of Meaning” ,in Life 

in Abundance – Studies of John’s Gospel in Tribute to Raymond E. Brown, S.S. Edited by Joh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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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聖經說了些什麼。10 

1、敘述文：一提宇宙和生命的來源，我們很自然地想到《創世紀》開頭兩章。

20 世紀 後 30 年對此書研究的結果，把創世紀的 50 章篇幅貫串成 26 套雙聯畫，

每兩幅一套，把全書的重要事件和真理，用互補，甚至對立的方式表達出來。11 聖

經以創一、二章開篇很有道裡，這兩章是全部啟示的基礎，肯定創造的事實和創造

的和諧。「這兩章之間確有張力和不協調的地方，但也有延續和互補。創一的六天

造世在結構上有兩個高峰：陸地的出現（第三天）；人的受造（第六天）。創一的

這兩個高峰就形成第二個創造敘述（創二）的基礎，而這第二篇的作用就是把第一

篇的敘述繼續發揮下去。此外，這兩篇也是互補的：第一篇強調超越、時間、婚姻

是為傳宗接代；第二篇卻強調在地、空間、婚姻是為互相作伴。造物主的名字由第

一篇的 Elohim（天主）變為第二篇的 Yahwe (上主)。」12  

2、法律（盟約）：創世紀前十一章講整個人類的事，不是歷史，而是有關宇宙

和人的事實和真理或神學，亞當就是每個男人，夏娃就是每個女人等。從創世紀第

十二章到舊約的 後一部書《智慧篇》，都講天主的選民以色列的歷史，而以《出

谷記》的上主與以色列民立約為高峰。立約前所頒佈的十誡是立約的條件和基礎。

十誡的第三條誡命嚴令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以後成了天主選民的重要標

誌之一：13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六天應該勞作，作你一切的事；但第七天是為恭

                                                                                                                                

Donahue, S.J., Liturgical Press, Collegeville, Minnesota, 2005, pp. 207-230. 
10 呂格爾把先知放在第二，可能是因為「法律」的建立人梅瑟，在猶太傳統中，有時被稱為

先知。我在下文把法律（盟約）放在先知之前，能使我們更易體會天主啟示的順序：創造，

訂約，先知，智者，天人對話（聖詠）。 
11 房志榮著，《創世紀研究》，（光啟文化事業，2005 年），圖表：卄六套雙聯畫，增訂第五

版，頁 260-261。 
12 同上著作，頁 259。 
13 這一合乎自然韻律的週休日已是全球人類的一個普遍習俗，其中的較深意義，是在休息和

從事精神活動以外，進一步給人指出：工作是為了人，而不是人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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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上主你的天主當守的安息日；你自己，連你的兒女，你的僕婢，你的牲口，

以及在你中間居住的外方人，都不可作任何工作。因為上主在六天內造了天

地，海洋和其中一切，但第七天休息了，因此上主祝福了安息日，也訂為聖

日。（出二十 8-10）14  

 

     可見這裡是以天主六天造世，第七天休息為應該守安息日的理由。可是守安息

日還有另外兩個理由，15 即「六天內你應工作，第七天要停工，使你的牛驢休息，

使你的婢女的兒子和外僑都獲得踹息。」（出卄三 12）這裡第七天停工的理由是為

他人作想：不講他自己，而講外橋，婢女及她的兒子，以至牲口牛驢。第三個理由

是《申命記》裡所說的： 

 

當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遵守安息日，奉為聖日。六天你當勞作，作你一

切工作，第七天是上主你天主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子女、僕婢、牛驢、你所

有的牲畜，以及住在你城內的外方人，都不應作任何工作，好使你的僕婢能

如你一樣獲得安息。你應記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過奴隸，上主你的天主以

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將你從那裡領出來；為此，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

息日。（申五 12-15） 

        

把三個守安息日的理由合起來看，從人受造，到人的被救，再到人的造主和救

主命令人守安息日，為恭敬天主，為讓自己休息，也為讓外僑、僕婢，甚至牲畜也

能休息，使得盟約的法律把天、地、人各方面都顧到，而一個小小的關鍵就是守安

息日。16  

3、先知：公元前第八世紀留下著作的第一位先知是亞毛斯，有關宇宙和生命的

                                                     
14 思高聖經在註解中指出安息日所禁止的工作是耕種，收割，生火，打祡等。 
15 參閱法文大公聖經譯本（Traduction Oecumenique de la Bible = TOB）舊約 1976，出卄 8 註

z）。 
16 這個安息日為基督宗教（公教、正教、新教）是每週的第一天、主日，即主耶穌復活的日

子。為猶太教還是每週的 後一天、週六，為伊斯蘭教是每週的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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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他用一個特殊的表達方式，就是以「光榮頌」的一些短句來結束一段先知話，

如「看，是祂形成了山嶽，創造了風暴，向人宣示祂的旨意，造成黎明和黑暗，在

大地高處巡行，祂的名字叫「雅威」，萬軍的上主。」（亞四 13）或「是祂創造了

昴星和參星，變昏黑為黎明，使白晝為黑夜，召海水而傾流於地面，祂名叫「雅威。」

（五 8）或 後一章的結語：「吾主萬軍的上主一觸摸大地，大地就溶化，地上所

有的居民便都哀號，全地氾濫有如尼羅，退回有如埃及大河。祂在高天建造了樓閣，

在地上奠定了穹蒼，召海水傾流於地面，祂名叫「雅威」。」（九 5-6） 

以民充軍或被放逐時期（587-538 BC），先知須面對新的挑戰：巴比倫的神瑪爾

杜克（Marduk）似乎比以色列人的神雅威更大，更有能力。這時所謂的第二依撒意

亞（依四十－五十五）發揮了一種雙面神學：一方面嘲笑偶像的虛幻：有耳不能聽，

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言；另一方面力言以民的神、雅威是創造宇宙及人類的主宰：

「『你們把我同誰比擬呢？要我與誰相似呢？』聖者如此說。你們舉目向上，看看

是誰造了這些呢？是祂按照數目展開了祂的萬軍，按照次序一一點名，在這強而有

力和威能者前，沒有一個敢缺席的。」（依四十 25-26） 

4、智慧書：《箴言》是一部古老的智慧書，蒐集了智王撒羅滿的許多名言名句

（箴十 1─卄二 16；卄五─卄九）。不過第一到第九章是晚期的作品。箴言八章 22-31

節把智慧說成上主造世的技師，逐步走向聖言造世救世的神學。究竟如何，還得等

新約進一步的啟示。不過箴八 22-31 的這段話，在新約來臨以後，卻成了降生為人

的天主聖言、耶穌基督的畫像： 

   

上主自始即拿我作他行動的起始，作他作為的開端；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

我已受生；山嶽還沒有奠定、丘陵還沒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那時，上主

還沒有創造大地、原野、和世上土壤的原質；當他建立高天時，我已在場；

當他在深淵之上劃出穹蒼時，當他上使穹蒼穩立，下使淵源固定時，當他為

滄海劃定界線，令水不要越境，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祂身旁，充作技

師。那時，我天天是祂的喜悅，不斷在祂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樂與世

人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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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部福音書的脈絡裡讀 後的四句話：「那時我天天是祂的喜悅，不斷在祂

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不難體會，這四句話，的確是耶穌基

督畫像的一個縮影：他與父的關係（前兩句），他與世界的關係（第三句），他與

人的關係（第四句）。四句話前面的一大段話，都在講聖言在創造宇宙時的角色，

是創世紀第一章的一種回應。 

約伯書第卄八章 23-27 這五節描述真正的智慧，只在天主那裡可以找得到，而

這智慧在宇宙中顯露出來：「唯獨天主認識她（智慧）的道路，知道她的處所。因

為唯有祂觀察地極，俯視天下的一切。當祂劃定風的重量，規定水的定量，釐定下

雨的季節，規定雷電的路線時，祂已見了她，講述了她，立定了她，考察了她。」

後第 28 節向人交代，如何可以找到智慧：「看，敬畏上主，就是智慧；遠離邪惡，

就是明智。」 

5、聖詠集：蒐集了 150 首各種詩歌的《聖詠集》自成一類，是聖經的一大特色。

人不單震攝於造物主的偉大，驚嘆祂創造的千奇百怪，還與造物主（天主）交談對

話，稱之為上主（即離人很近的主宰）。聖詠集裡有很多讚頌、呼求、感謝造物主

的詩篇， 有震撼力的是第八首：「上主，我們的天主！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榮在天上彰明閃耀！」17 和第 19 首：「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 

讚美造物主的的 長聖詠是第 104 篇。「天主的工程中 偉大的一個是造世，

這也是救恩史的第一幕。以色列得自亞巴郎在美索不大米亞的傳統，一開始就相信

天主的造世（創十四 19 及創二）。但造世的主題在天主子民的祈禱中佔其應有的地

位是放逐時期的事。聖詠集裡有簡短的天主造世的句子（如詠卄四 2 九五 5 一一五

15 一二一 2 等），也有整篇講述天主造世的聖詠。」18 就是共有 34 節的詠 104。19

我們在此不妨欣賞一下詩人如何從多方面讚美造物主： 

      

                                                     
17 引自《讚歌～聖詠及聖歌集》，台灣天主教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1982 年出版。 
18 A. George 著，房志榮、于士錚合譯，《絕妙禱詞～聖詠》，（台中光啟出版社，1976），頁

45。 
19 《讚歌》是 103 首，因為是根據羅馬教會日課經拉丁譯本的數法。下文引句是按照《讚歌》。 



生命的來源與歸宿－聖經的根本啟示/11 

      1-4 節：自請讚頌天界的上主 

我的心靈，請讚頌上主，上主，我的天主，禰何其偉大！ 

     禰穿戴著尊榮和威嚴，身披著光明，輝煌燦爛！  

     大水之上建築了宮殿；禰以雲彩做為戰車，乘作風翼，到處飛馳。 

     禰以暴風做為使者。以火焰作禰的隨員。  

-      5-12 節：大地和山水 

你奠定大地在基礎上，使它永不致搖盪。 

你使海洋覆蓋了地面，使洪水淹沒了群山。 

     你一斥責，洪水立刻逃走，你一鳴雷，大水畏縮、倒流。 

     大水漫過山嶺，流入峽谷，匯集到你指定之處； 

     你劃定了界線，不讓大水越過，免得大地重被淹沒。 

     你使泉水流入河川，蜿蜒奔劉群山之間，使野獸得到水喝，野猪也得以解渴。 

       13-18：水土養活人和禽獸 

你使飛鳥棲息在水旁，往來枝頭，婉轉歌唱。  

你從高天灌溉群山田野，大地飽受你的恩澤。 

你使青草滋生，飼養牲畜，使蔬菜生長，供人食物，使大地生出五穀； 

你以美酒舒暢人心，以香膏潤澤人身，以食糧強化心神。 

上主的樹木得到充分的潤澤，還有祂所種植的黎巴嫩香柏； 

飛鳥在枝頭搭巢，白鶴在樹上築窩。 

高山為羚羊的住所，岩石作野兔的洞穴。 

19-23 節：日月運行與地上的生命 

你造月亮以定月份，太陽也自知西沈。 

你造黑暗，才有夜晚，林中的百獸四出流竄。 

幼獅咆哮尋覓獵物，向天主要求食物； 

旭日東升，各自逃逸，回到洞裡，安然休息。 

人們出外謀生，勞碌值到黃昏。   

24-30：海陸生命都靠造物主的恩賜 

上主，你的工程多采多姿，萬有都是你的果實，你的受造物充滿了大地。 



12/《輔仁宗教研究》第十八期（2009 年春） 

  

汪洋大海一望無際，其中水族不可勝數，大小生物浮游不息。 

船隻在海裡往來航行，你造的魚類戲遊其中。 

一切生物都賴你扶助，等你按時賜下食物。 

你賜以食物，牠們就會收集，你張開手來，牠們就得飽食。 

你轉面不顧，牠們便驚惶失措，你若收回牠們的氣息，牠們就會歸於灰土。 

你一噓氣，萬物化生，並使大地煥然一新。 

31-34 節：詩人對大地、對自己及惡人的期盼 

願上主的光榮永世常存，願上主喜愛自己的工程！ 

  祂俯視大地，大地即刻顫抖，祂觸摸群山，群山立即冒煙。 

  我一息尚存，就要歌頌上主，要終身讚揚我的天主。 

願我的默禱蒙上主喜悅，我將要因上主而歡樂。 

願罪人由地上絕跡，惡人不復存在，我的心靈，你要歌頌上主。 

 

三、新約完成天啟，啟示生命的歸宿 
    新約與舊約的關係是前者完成後者：舊約是預象、預言，新約是二者的實現；

舊約始講天、地、人的存在，新約論說三者將達到什麼境界。關於生命更是如此。

舊約有關生命的來源已說得夠豐富，夠深入。新約對生命的歸宿（不是結束）又有

何交代呢？在此，我們可分耶穌、保祿、若望三個層次來看。 

1、福音書中耶穌如何談生命：四部福音書中，耶穌講論生命可分三個步驟：瑪

竇和馬爾谷說，耶穌宣講天國或天主的國，這個國度在今世努力實行天主的旨意（爾

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今生結束後，會進入來生的天主國裡去（「善良而忠信的

僕人，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瑪卄五 21、23）第二步是路加。路加當然也講今

世的天國：「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路六 20），但他

更著重來世的天國：「幾時，為了人子的緣故，人悩恨你們…以你們的名字為可惡

的…你們才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們歡喜踴躍吧！看，你們的賞報在天上是豐厚

的。」（路六 22-23） 

    若望福音是第三步，而有兩個面向。一是若望不講天國，卻講永生。「天主的

國」在若望福音中只出現一次，就是耶穌跟尼苛德摩夜談時所說的第一句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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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在尼苛德摩表示不解後，耶穌又說。「人除

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若三 3、5）以後就用「永生」代替了天

國。永生的意義，耶穌在「大司祭的祈禱」開始時予以解釋：「父啊，時候到了，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因為你曾賜給他權柄掌管眾生，使他把永生

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

是永生。」（若十七 1-3 和合本修訂版）這是若望福音中耶穌談生命的第一個面向。 

第二個面向是永生有其代價，且是很高的代價，這是耶穌在說自己是善牧時所

說的：「我是羊的門…誰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著草場。

賊來，無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

生命。我是善牧：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若十 7-11）若望要告訴我們的，

是耶穌不只講生命，講永生，還給人說出到達永生的路，就是他要走的十字苦路，

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不過，十字架不是終點站。他的死而復生，重獲一個新生命，

一個可以分享給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生命，才是要達到的目標。這已是基督信仰 大

的中心奧跡，將由保祿宗徒宣講和發揮。 

2、保祿的生死觀：保祿對生死有何看法？他自己用了兩句話作答：「在我看來，

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一 21）怎樣去懂這兩句神秘的話？近處的上

下文是本章（斐一）12-26 節。這 15 節經句是講保祿坐監時的心情。20他認為監獄

中的作證，使羅馬駐軍和其他的人都知道，他坐監是為了基督。大多數弟兄也因此

依靠主，更敢講天主的道。然後保祿說：「這就是我所切慕、所渴望的：沒有一事

能使我羞愧；反倒凡事放膽傳講，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第 20 節和合本修訂版）這一節說出了保祿坐監的心情：他不知道是活著出監，或

是死了被人抬出去，這時正好反省一下在基督內生活的意義所在。他終於發現，肉

體的生或死，常和基督奧跡連在一起。基督徒的身體已被聖化（得前四 2-4 五 23），

                                                     
20 思高聖經給這一段經文的標題是「自述所處的環境」。法文大公譯本（TOB）的標題更恰

當：「保祿的坐監與福傳的進展」。這裡的坐監地點應該是厄弗所。保祿第三次傳教旅程中

（53-58 年）曾在這城待過兩年零三個月（宗十九 8、10），在此寫了《格林多前書》，《迦

拉大書》，而在此地坐監時寫了《斐理伯書》，（這是今天學者們較普遍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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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屬於基督（格前六 12-20），因此，也參與基督的苦難、死亡和復活。21 

監獄書信是保祿生命末期（57-64 年）寫的。他三次的傳教，第一次 (45-49 年) 

在小亞細亞拓荒，當然還沒有寫信。第二次（50-52 年）在格林多時，於 51 年寫了

第一封信《得前》，第三次福傳期間（53-58 年）在厄弗所於 56 年寫了《格林多前

後書》和《迦拉達書》。57 到 58 年的冬天，保祿又在格林多（宗卄 3 格前十六 6），

在此寫了《羅馬書》。這樣，四封早期的書信都是在第三次傳教旅程中寫的。格前

後及迦拉大書在厄弗所寫成，羅馬書在格林多寫成。 

格前十分豐富的內容之一，是對復活生命的肯定，先是基督的復活，後是所有

人的復活。「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重要的就是：照聖經所說，基督為我

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使徒，

我們都如此傳，你們也都如此信了。既然我們傳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了，怎麼在你

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就沒有復活了。基

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就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格前十五 3-4、11-14

和合本） 後的一幕是：「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伏在祂的腳下。 後

被毀滅的是死亡，因為天主使萬物都屈伏在祂腳下。萬物都屈服於祂以後，子自己

也要屈服於那使萬物屈伏於祂的父。（十五 25-28） 

3、若望的「生命大綜合」：若望在他福音的隆重序言裡已說過：「太初有道，

與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與偕。微道無物，物因道生；天地萬物，資道以成。斯

道之內，蘊有生命；生命即光，生靈所稟；光照冥冥，冥冥不領。道彌六合，締造

乾坤；茫茫塵世，不識真君。道成人身，居我儕中；吾儕親睹，孔德之容。唯一聖

子，無上光榮；妙寵真諦，充溢厥躬。」22 本文上段保祿書信所講的許多道理，在

這序言裡，都可聽到簡短而有力的迴響。如果若望福音的序言對保祿書信如此，那

麼對若望福音以外的其他若望著作（書信和默示錄）當然更加如此。若望福音序言

（一 1-18）是全部若望作品的序言，甚至可視為整本聖經的序言。 

關於生命，若壹一 1-4 說得十分具體：「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

                                                     
21 TOB 斐一 20 註。 
22 吳經熊譯《新經全集》，（香港真理學會出版，1949 初版，1960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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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看見了，

現在又作見証，把原與父同在，並且向我們顯現過的那永遠的生命傳揚給你們～我

們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傳揚給你們，為要使你們也與我們共融，而我們的共融是與

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所共有的。我把這些事寫給你們，使我們的喜樂得以滿足。」

如何得以滿足，下面三 1－3 有答覆：「你我們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讓我

們得以稱為上帝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現在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我們所知道的是：基督顯現的時候，我們會像他，因為我們將見到他的

本相。凡對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是潔淨的一樣。」 

「基督顯現的時候，我們會像他。」基督又將何時顯現並如何顯現呢？這就得

看《默示錄》，聖經的 後一部書了。創世紀講造天造地，默示錄講新天新地。默

示錄內容太大太多，無法多講，這裡只略提書中的主要角色：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

（天父），24 名長老（代表 12 族長和 12 宗徒＝新舊約教會），四個活物（代表整

個世界的生命），羔羊及無數天使。 

「我立刻被聖神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寶坐上。寶座的

周圍又有 24 個座位，上面坐著 24 位長老。寶座前點著七支火炬，就是上帝的七神。

寶座的周圍，四邊有四個活物，遍體前後都長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地說：聖哉！

聖哉！聖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

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坐上、永永遠遠者的時候，24 位長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坐上活到

永永遠遠的那一位。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你

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存在。」（默

四 2-11）這是活物和長老們對造物主的歌頌。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個活物，以及長老之中有羔羊站著，像是被殺的。這羔羊

前來，從坐在寶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書卷。他一拿了書卷，四活物和 24 位長老就

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

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它的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

各語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使他們歸於上帝，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

歸於我們的上帝；他們將在地上執掌王權。』我又觀看，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

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千千萬萬，大聲說：『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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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默五 6-12）這是活物及長老唱新歌

讚頌救世主，無數天使與他們唱和。 

「我又看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

說：『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於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四活物就說：『阿門！』眾長老也俯伏敬拜。」（默五 13-14）這是整個宇宙

向造物主和救世主的大合唱。造物主在書首自稱：「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卡』

（一 8），救世主在書末也自稱：「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卡』， 初的和 末

的，元始和終結。」（卄二 13）生命的來源和歸宿只有在大合唱中，及造物主和救

世主的肯定中可以體會而達到心安理得。 

 

結 語：生命的來源、歸宿與永恆 
    宇宙生命中以人的生命為 可貴，因為人有理智可以求真，又有意志可以求善，

真和善的綜合是美。愛美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在追求真、善、美。這一追求的過程

只有今世短短的數十年，或是有更長的歲月，甚至一直到永永遠遠呢？這是一個老

問題，聖奧思定已作過深入而簡明的解答。他在《懺悔錄》卷七 10、18 寫說，他歸

正之初，進入心靈深處，運用他靈魂之目，看到一種超越他視力和智力的不變之光，

這光「在我以上，因為它造了我；我在它以下，因為我是它所造的。誰認識真理，

就會認識那光；誰認識那光，就會認識永恆。啊，永遠的真理，真實的愛德，可愛

的永恆！」23 

回到羅光總主教的夢裡來，也許可加上一個補遺。子路讓羅光吃了一頓閉門羹

後，進去見孔子。夫子問子路是誰來找，子路答說是輔仁大學的前校長羅光。 

   ─「那你怎麼沒有讓他進來呢？」，夫子問。 

─「我對他說，你把天主教信仰滲入儒學，破壞了孔子的思想」，子路答。 

孔子聽了，大感失望，嚴詞責備子路說：「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

語、子路十三 3）你憑什麼說天主教信仰破壞了我的思想？你從前問我鬼神的事，

                                                     
23 拉丁原文是：O aeterna veritas et vera caritas et cara aetern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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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為能事人，焉能事鬼』；你又問『敢問死？』我答：『未知生，焉知死』（論

語，先進十一 11）。我很想聽聽天主教的主教羅光跟我談談事鬼神及人的生死問題。

你這樣拒人於萬里之外，使我這個作夫子的很沒有面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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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conference takes appropriately “Ideas of Life in Religions” as 
its theme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us Sciences in 1988. This paper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Life as the fundamental revelation of the Bible” presents first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the late Archbishop Stanislas Lokuang, who is the true 
founder of this graduate school. Then the paper takes Paul Ricoeur’s divi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biblical books into five literary forms as a tool to explain how 
the origin of life is described in biblical narratives, in the law (Covenant), in the 
prophets, in proverbs and in Psalms. The New Testament completes the 
revel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destiny of life is an important and basic revelation 
of the New. This revelation is accomplished in three steps in the Gospels: 
Math/Mk, Luke and John. John shows the way from God’s kingdom to eternal 
life. The Pauline letters also have rich material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finally, 
the first epistle of John says squarely that he (John) saw, heard and with hands 
touched the life which is in Jesu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makes a 
supplement to the dream of Mgr. Lokuang: Confucius heard about the refusal his 
disciple Zilu made to Lokuang and told Zilu: I wished to hear from a Catholic 
bishop talking about the service of God and about human life and death. Why 
were you so barbarous as to refute him an entrance into my home! 
 

Keywords: ideas of life, philosophy of life, literary forms of the Holy Scriptures, 

revelation,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Gospels, Pauline Letters, 

First Epistle of John, Book of Reve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