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沒有聖靈，基督徒甚麼也不是。聖職按立禮的歷史核心

是「創造的靈，求祢降臨」（Veni Creator Spiritus）。教會憑

藉自身的智慧，明白到牧養領導、宣講和關懷，不應單靠己

力。正如上帝的靈創世時在水面運行，教會的誕生也是出自

聖靈。教會的存留不是靠賴機巧、世俗的智慧和教會增長的

技巧，而是每時每刻、何時何地都全然依靠聖靈的恩賜。故

此對上帝的子民而言，聖靈不折不扣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基督徒是敢於活在聖靈大能裏的子民，即活出不由自主、

靠賴上帝、雙手空無一物的生命，生命要向比我們有意思得

多的那位負責，亦被祂所牽引。

在我們對聖靈的探索中，你會留意到好些主題將反覆出

現：當我們談及聖靈時，我們是在談及上帝— 那位既是聖

父、聖子和聖靈的上帝。聖靈不只是一種個人經驗；不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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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到與否，聖靈就是上帝之所是，亦是作為三一的上帝之

所行。由於聖靈深具社羣（communitarian）、關係（relational）

和具體（embodied）的特質，所以才有教會的存在。無論我們

怎樣談論聖靈，都必須被耶穌的生、死、復活所檢驗，兩者必

須全然諧協一致。聖靈是那份獨特的恩賜，讓我們即使身處

戰亂的世界，仍然能活於和平之中，化敵人為朋友，在虛謊的

文化中，仍能講真話。「求聖靈降臨！」是教會第一句和最後

一句禱告，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唯一盼望。我們領受過聖靈的

恩賜，便能開始門徒的歷險，了結一切自義的企圖。聖潔是聖

靈的果子，而愛就是對聖潔最真實的試驗。

「求聖靈降臨！」 
是教會第一句和最後一句禱告

耶穌命令我們大膽去過勇敢無畏、抗衡文化、克己度日

的生活。他吩咐我們彼此相愛、為敵人祈禱、背起十架跟隨

他。但他沒有預期我們生死獨行，或單靠自己完成這些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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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基督賜給我們所需用的，以致我們能夠如祂所呼召那

般成聖。這樣，教會每逢讀經、講道、舉行聖餐或對抗不公

義時，都是在祈求聖靈的恩賜（Epiclesis，按：聖餐禮中呼求

聖靈的禱文）。我們知道除非藉着聖靈的恩賜，否則我們不曉

得怎樣禱告、得享基督的和平，或成為基督行動的身體。基

督信仰的內涵，鮮有是出於我們自己的。

因此，我們寫作本書，是作為一次禱告的踐行，並果敢

地相信，我們對聖靈的稱頌，其實少有是我們所原創的。在

四分一世紀前，我們合寫了《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

仰羣體》（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1 而本書

則是一次演示，表明兩位摯友如何在聖靈的感化下，在信仰

中不斷成長。正如本書是協同努力的成果，我們將嘗試在聖

靈的感化下，與我們的朋友歷代眾聖徒一起，為着教會而思

考。這些話可能有助基督徒和教會面對新的挑戰，你和你的

教會可能在我們這些話之中，聽見上帝向你們說的話、上帝

的呼召、祝福和搞擾，我們禱告：「求聖靈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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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的尷尬

考慮到普遍稱為五旬宗主義（Pentecostalism）的運動，是

當代基督教發展得最迅速的形式，當代神學缺乏明顯關注聖

靈的討論是突兀的。靈恩式（Charismatic）基督教在上世紀以

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這場被許多人視為溫和地始於 1906 年

洛杉磯阿蘇薩街（Azusa Street）的運動，其後爆發為一世界性

現象，在南美和非洲衍生出好些最為蓬勃的教會。

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聖靈與那些貧窮和一無所有的人

之間的特殊關係。耶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講道— 宣告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傳福音給受壓迫的人，使被擄的得釋

放—今天可見於廣布全球的五旬宗教會。

這場靈恩式、由聖靈觸發的運動，並不局限於更正教之

中。1967 年，在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的一個退省

避靜中，為數不少的與會者在聖靈裏得到「重生」。事件發生

不久，這運動傳到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出現

好些吸引數以千計人士參加的夏令會。這場天主教靈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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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來說得到多位教宗和主教的支持。

靈恩式的更正教，往往在不同教會遇到不同反應。事實

上，靈恩的「火熱」可能是其中一個說明聖靈沒有和聖父、

聖子享有同等地位的原因，至少在主流更正教中確實如是。

（上帝感動的）火熱經常是約翰衞斯理及其循道宗信徒受到的 

指控。

有些基要派教會逐出聲稱領受靈恩恩賜的會友，認為這

些宣稱是危險的，有損聖經的權威和破壞堂會的秩序。隨着

主流更正教會失去曾經擁有的社會政治地位，無法吸納新成

員，她變得害怕將來。主流更正教信徒認為，只要宣認自己

為基督徒便足以對世俗文化構成威脅；他們擔心被視為跟說

方言、行奇事、信神蹟和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同一夥。持進

步（progressive）立場的基督徒都知道，身邊許多非基督徒的

朋友都認為，基督教再也無法以理性角度來辯護。有些基督

徒藉聖靈之名，以一種現代西方人看為非理性方法，宣稱自

己被上帝充滿，這樣只會強化世俗主義者對基督教的懷疑，

認為基督教荒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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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的「火熱」可能是 
其中一個說明聖靈沒有和聖父、 

聖子享有同等地位的原因， 
至少在主流更正教中確實如是

在一次實習教育研討會中，韋利蒙有位學生就一次個案

研究作匯報，內容提到一位牧區教友問她的牧者：「聯合衞理

公會對說方言有甚麼看法？」

該牧者洋洋得意地回答：「我的天呀，不要告訴我說你有

過這經驗！」

她直言自己在一次查經小組中經歷過說方言— 一種出

神的說話。

「或許你仍未走出喪女之痛。」該牧者說。

「是的。就因為這事導致我說方言嗎？」她問。

「或許你應該尋求專業的幫助。」該牧者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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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才找你呀。」她總結道。

我們認為這是以頗為粗暴的管制方法對待聖靈，假定應

以「你有精神問題」來回應不尋常的屬靈恩賜個案。

另一個為何聖靈在當代神學中不受注意的理由是，有些

人藉聖靈來支持他們與上帝之間有獨一無二關係的宣稱。如

此，訴諸聖靈有時被利用為給個人的感覺賦予權威，意味某

人訴諸「聖靈」便假定他或她有權隨意構作基督教信仰，彷

彿他或她與上帝的經驗不用依仗教會。有些人甚至聲稱藉着

聖靈與上帝建立了特殊的關係，卻不認為與自己結連的上帝

是三一上帝。有些靈恩的基督徒表達一種「我有來自聖靈的

恩賜，你沒有，所以我的信仰比你優越」的態度。

大部分教會都需要一些五旬節派、靈恩的基督徒，使教

會保持靈活、能動和有活力；大部分五旬節派、靈恩的基督

徒亦需要處身於基督身體— 教會—裏面，使自己繼續活

在具體的愛的精神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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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甚麼倘若我們要正確地思考聖靈和（更重要的

是）向祂禱告，我們必須始於三一的思考。大部分教會的教

義，如三一論，都是由爭議所造成的結果。基督徒通常只有

在某人理解錯時，才認清自己所信的是甚麼。這是為何那些

後來被稱為異端的人（如亞流派）都是在蒙福的人之列當中。

基督徒能更清楚得知我們所敬拜的上帝，為何是獨一而有三

個位格的存有，是因為有些基督徒以為聖子和聖靈不是完全

的上帝。

縱然對聖靈的三一論式反思，並不能說盡一切與聖靈相

關而又必須說的，但一切與聖靈相關而又必須說的，卻必須

受我們對三位一體的確信所規範。一切聖靈所作的，都是作

為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所作的：上帝聖靈與上帝聖父和上帝

聖子同工。

倘若我們要正確地思考聖靈和 
（更重要的是）向祂禱告， 

我們必須始於三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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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的教義幫助我們看見，所有信經中的條文是如何互

相關連。信經是我們作為基督徒在聖靈的啟示之下所確信的

信仰內容。「《使徒信經》是洗禮時採用的信經」這一確認，

不單提醒我們對聖靈的信仰是被受洗者所認信，亦同樣提醒

我們，是因聖靈進到基督徒裏面他才得以受洗的。聖靈確認

那些受洗者所認信的信仰內容。在使徒行傳（有人說它應被

稱為「聖靈行傳」〔Acts of the Holy Spirit〕）中不時出現教會

放膽宣教的行動，通常是由聖靈的降臨所推動和確認。

三位一體中各位格的相互關係，意指一切關於聖靈的言

說，都應是關於聖父和聖子的。在基督教神學中，一切都互

為關連，所以重複的言說不單無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基

督教信仰就像精巧的網，既細緻又強韌。遺漏一部分，整個

網就會崩壞瓦解。神學就是在各式各樣模塑我們成為基督

徒的敘事中，不斷嘗試理清各者之間的關連。教義（就例如

三一論的教義）就是發現教會透過蒙召成為一羣稱為教會的

人，使我們免於遺漏任何有關上帝對受造眾生護祐的故事。

韋利蒙曾向一位著名教會顧問問道：「為何我們有這些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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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宣講和許多沉靜的會眾？」他以為這位顧問會指出某些

組織上和體制上的問題。但事實卻相反，他聽到這位顧問的

回應後大感詑異，因為顧問回應道：「因我們忽視了三位一體

中的第三位。」

求聖靈降臨！

聖經中的聖靈

雖然聖經沒有明確提及三一論，但我們卻必須由聖經開

始，理解為何我們仍需要三一論。詳盡的聖靈「論」未見於

聖經之中，並非因聖靈是無關重要的，而是因為聖經中根本

沒有「教義」或「教條」。然而，教會一早便發現，清楚確立

某些教義或教條實在攸關重要，這樣將有助我們正確地閱讀

聖經。

引用燕臣（Robert Jenson）的說法，教條（dogma）是「不

可變更的信仰法則」。4 它們為基督徒劃定界限，就充分理解

自己所信而必須確立的理據。教會的眾多教條，一方面往往



「活現．教義」系列

聖靈
作  者： 侯活士、韋利蒙
譯  者： 李駿康
編  輯： 吳蔚芹
封面設計： 許佩茵
發 行 人： 翁傳鏗
出  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  印： 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七月初版
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Lively Dogmatics Series
THE HOLY SPIRIT
Authors:  Stanley Hauerwas, William H. Willimon
Translator:  Li Chun Hong
Editor:  Ng Wai Kun
Cover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ly 2017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989.01   1.5m78 ISBN 978-962-294-296-7

Copyright © 2015 by Abingdon Pres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2017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