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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1、「人類精神生命的首要性」表明精神的根源是完整概念的

靈魂實體，人具備不可分割的「個體性與位格性」，成為完全獨立與自

由的整體。人類在歷史文化傳承中面對自己的命運時，要思辨人與天地

間的關係，其目的是為明確的聯繫並使兩者相互和諧。因此，馬里旦以

「仁愛」作為人文思辨的基點、以基督宗教作為「普遍的公正原則」，

並以「基督信徒的俗世使命」作為動力，展開並舖成思慮細膩架構完整

的人文主義。 2、為了解決「聖寵與自由」的問題，緩和的人文主義把

精神生命的秩序當成機械的想像，演變成人性上的對立與矛盾；絕對的

人文主義更以人為本位，強調獨立自由，把人從天人超性的關係中分離



出來，卻斷絕了內在精神力量的聯繫，掉落在自我設限的空間裡。馬里

旦嚴厲的批判四個偏差的思想：「社會唯物論」是假實在論，只以物質

來衡量一切，人性成為物質的一部分，漠視人類精神自由與位格尊嚴，

造成社群的生存上部分與整體的衝突與人類自相殘殺的悲劇。「人類中

心的人文主義」在理性主義推波助瀾下曾盛況一時，但也快速的分解，

從遮蔽絕對至高美善的存有中，使人的驕傲陷落在無神論的掌控下。 

「無神論」是由於人們不忠於真理，激起情緒上的失望與憤恨而產生厭

惡真理；馬克斯趁隙以唯物辨證法顛倒理性存有與歷史邏輯的真實性，

演變成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統治。「資產階級自由論者」的

偏差，其禍害造成西方文明的道德危機。為了改變現狀，馬里旦提出一

個「聖者的新文明時代」，並以福音的自我意識為內容，關懷受到重創

的人性與失去的自由，並整體的衡量人類的命運。 3、對於日漸複雜的

現世政治生態，人類必須開顯精神自由與位格尊嚴的至高價值，對「正

義與美德」凝聚共識而發揮力量，使人類達到「超越而內在」的生命境

界。至高存有以位格類型的關連，把屬神的豐饒降下進到人類本性內，

實質轉化而能在實現人性圓滿中，提昇朝向絕對至高美善。政治實體也

必須如此實質變化氣質，應該捨棄以物質權衡世物的標準，甚至太過偏

重物質效能而抹殺人的精神性。 良好政治的主要因素就是正義，必需有

足夠的虔誠、公正、神聖的性格，並且要運用所有的技術知識，為社會

大眾的公益服務。堅持正義公正的本質倫理原則，捍衛人性尊嚴與精神

自由，歷史文明面臨內在整合與創新的時刻，強調良知責任的認知成

長，建立合理的工作制度，為喚醒現實社會的平等互惠原則，給社會指

出未來的正確走向。 基督信徒要重新堅定對正義與仁愛的忠誠，彰顯福

音真理的教導是現世政權的引導力量，這種開朗自由、主動進取的精

神，能準確的更新政治結構的面貌，達成解決社群生存問題的現世目

標。 人文教育從基層開始進行道德和政治的改造，面對死亡教育所衍生

出心智墮落與空虛的文化危機、喪失理性思索與精神自主。因而在整全

人文主義思想觀念下，所推動的博雅人文教育，就是為提振人類精神與

社群關係，都充滿體諒、寬恕的仁愛活力，彰顯正義個人美德與自治團

體的角色，以達到充分的民主權利，伸張社會公益與人性精神超越的力

量，使民主政治與社會改頭換面形成新的文明時代。 4、政治實體以制

度掌管現世文明物質秩序的成長；新天主教社會實體則在社會環境中以

福音真理的啟發，加強仁愛與正義的教化功能，協助生活品質的提昇，

尤其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精神自主與位格尊嚴，導正政治實體的價值取

向。因此，兩者是在不同領域，各自獨立自主的機構，同為完成所有人

類社會生存和歷史文化目標的使命；兩者只有相互緊密開誠佈公的合

作，才能有效的為社群公益服務。 馬里旦整全的人文主義，是從基本人

性認知做起點的改造工程，闡發天地普遍公正的真理，以仁愛與公益作

堅實的基礎，透顯人類精神自由與位格尊嚴的功效，在家庭生活內體會

愛的充實與滿足，再延伸於社會、政治上更大的友愛團體實現位格民主

的型態。如此導向性的歷史觀，要從現世人類政治團體「親如家人」相

互的關愛尊重，加上人格精神生命至高價值的觀念，集結在「實際輻合

點」的共同教理上，使內心良知主動積極的服膺福音真理，人類全體的

命運，才能經由淨化誤謬觀念的偏差，實質上轉變的過程中，邁向一個



新的人文與歷史文明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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