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本書是對當代神學中備受忽略的一個題目作出教義

式的勾畫，那題目就是聖經的本性。這只是一個勾畫，而

非論文專著（ treatise），許多應當恰當地全面思考的都沒有

處理，例如，聖經與傳統的關係或聖經與講道的關係。我

也意識到，我對那些在現代神學及解釋學（hermeneutics；

或譯「詮釋學」）得到充分討論的題目，說得不多。我沒有

提供「文本性」（textuality）的理論，就解構（deconstruction）

或言說—行動理論（ speech-act theory）對思考聖經的本性

或解釋羣體的運作之影響，諸如此類的題目，我幾乎沒有

論及。這些省略是否缺陷，我留待讀者的判斷。我選擇

處理這本書的題材，在我看來，因為這些題材，就條理地

對聖經之所是作出教義式說明，而當中所具有的必要信條

（ essential articles）而言，有構成的作用。

但是，真有一種叫聖經（Holy Scripture）的東西嗎？

文化及宗教研究等理論家，以及少數現代神學家，都努力

說服我們：沒有，「聖經」這述語是「經典」（ scripture）的

擴展，指的並不是聖經正典（biblical canon）因其與上帝

的溝通活動相關聯而有的特質，而是人類踐行者（ human 

白頁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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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在建構一個文化及宗教世界時的活動。因為跟著

下來的嘗試並不處身於文化或宗教研究之中，而是在基督

教教義學（Christian dogmatics）之中，所以我們提出事實

上真有一種東西叫聖經；為了描繪這是甚麼，我們必須運

用三一上帝拯救及啟示行動的語言。這種教義式描繪沒

有否定聖經也是文化發明領域中的東西，因為聖經（上帝

聖化〔 sanctifies〕的人類文本，為了服事祂溝通性的臨在）

仍然是「經典」（宗教羣體所產生及使用的人類寫作）。

但是，教義學不容許「聖經」這一特殊概念被收編入較

為一般範疇的「經典」之中，而傾向使兩者的差異放至最

大，以便拒絕把聖經置於文化創作（ cultural poetics）之

下。這樣的成果是一種聖經的教義式存有論（ a dogmatic 

ontology of Holy Scripture）：對聖經之所是（ is）的描繪，

這「所是」，是在上帝愛的及再生性的自我溝通（ loving 

and regenerative self-communication）之拯救的經世活動

中的所是。

教義學在現代英美新教的神學之中處於邊緣，我劇

烈地意識到：我的同代人所視為自明的但我卻感到迷惑或

缺乏說服力，而我所認為自明的但我的同代人卻感到困

惑。我安慰自己，因為事實上我在許多前輩身上找到好伙

伴。一九三五年，德恩（Günther Dehn）在牛津的戴爾講

座（Dale lectures）發表了相當叫人驚訝的話，題目名為《人

與啟示》（Man and Revelation），兩年前他才被褫奪在哈

雷（Halle）的實踐神學的教席。他的講座肯定是驚人的，

在這講座的印行版本的序言中，德恩記述聽眾善意的搖

頭，1然後接著說：

我已經努力地處理基督教思想及生活的某些

問題，並不是出之於一個自由學者，而是作

為一位跟教會不相分離的神學家。這對那些

被告訴神學是被定位於一般知識的分支之中的

人來說，必定感到奇怪，而他們亦感到奇怪：

神學的難題，可以像其他精神知識（ spiritual 

knowledge）的分支所採用的方法來處理，即

是說，根據時代的文化意識來處理。神學家

大都無疑地有分其時代的文化意識，但對於

他的工作來說，這只有形式的含義（ formal 

significance）。神學並不由文化來推動，而是由

相信「上帝的啟示乃超乎一切人類歷史的事件」

來推動，那啟示為聖經所見證，並在我們教會

的認信（ confessions）中找到印證。只有無情地

依附於這些必要的前設，神學才能幫助建立一

教會（ a Church），讓其真的站立得穩，在時代

精神的一切攻擊中毫不動搖。只有這樣的教會

才會是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任何其他教會都

會跟世界一起滅亡。�

一針見血（Rem acu tetigisti）。

當然，就聖經本性的教義式描繪，對於神學的基本

工作—釋經—只是輔助的，所扮演的亦只是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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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經典」（宗教羣體所產生及使用的人類寫作）。

但是，教義學不容許「聖經」這一特殊概念被收編入較

為一般範疇的「經典」之中，而傾向使兩者的差異放至最

大，以便拒絕把聖經置於文化創作（ cultural poetics）之

下。這樣的成果是一種聖經的教義式存有論（ a dogmatic 

ontology of Holy Scripture）：對聖經之所是（ is）的描繪，

這「所是」，是在上帝愛的及再生性的自我溝通（ loving 

and regenerative self-communication）之拯救的經世活動

中的所是。

教義學在現代英美新教的神學之中處於邊緣，我劇

烈地意識到：我的同代人所視為自明的但我卻感到迷惑或

缺乏說服力，而我所認為自明的但我的同代人卻感到困

惑。我安慰自己，因為事實上我在許多前輩身上找到好伙

伴。一九三五年，德恩（Günther Dehn）在牛津的戴爾講

座（Dale lectures）發表了相當叫人驚訝的話，題目名為《人

與啟示》（Man and Revelation），兩年前他才被褫奪在哈

雷（Halle）的實踐神學的教席。他的講座肯定是驚人的，

在這講座的印行版本的序言中，德恩記述聽眾善意的搖

頭，1然後接著說：

我已經努力地處理基督教思想及生活的某些

問題，並不是出之於一個自由學者，而是作

為一位跟教會不相分離的神學家。這對那些

被告訴神學是被定位於一般知識的分支之中的

人來說，必定感到奇怪，而他們亦感到奇怪：

神學的難題，可以像其他精神知識（ spiritual 

knowledge）的分支所採用的方法來處理，即

是說，根據時代的文化意識來處理。神學家

大都無疑地有分其時代的文化意識，但對於

他的工作來說，這只有形式的含義（ formal 

significance）。神學並不由文化來推動，而是由

相信「上帝的啟示乃超乎一切人類歷史的事件」

來推動，那啟示為聖經所見證，並在我們教會

的認信（ confessions）中找到印證。只有無情地

依附於這些必要的前設，神學才能幫助建立一

教會（ a Church），讓其真的站立得穩，在時代

精神的一切攻擊中毫不動搖。只有這樣的教會

才會是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任何其他教會都

會跟世界一起滅亡。�

一針見血（Rem acu tetigisti）。

當然，就聖經本性的教義式描繪，對於神學的基本

工作—釋經—只是輔助的，所扮演的亦只是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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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這樣的描繪所能夠澄清的並非沒有意義的，這可

把釋經者對釋經工作的位置、性格及目的的了解，形構出

來。在神學的文化中，釋經的自我了解常為其他影響所塑

造，但果效甚少，而對聖經作教義式描繪，這樣的發展可

能具有某種引起爭議的適時性。然而，這種教義式描繪是

不能取代或虧蝕釋經的工作。

本書內容的較早版本曾在二○○一年五月於阿伯丁

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宣讀，是謂《蘇格蘭神學

期刊》講座（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lectures）。我深

深感謝這講座的邀請，以及阿伯丁的朋友和同事抽時間

跟我討論他們的看法。我也特別要向伊恩．多倫斯（ Iain 

Torrance）及莫拉格．多倫斯（Morag Torrance）致意，因

為他們惠我良多。

註釋：

1 見 G. Dehn, Man and Revelation（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6）, 
8；米克勒姆（Nathaniel Micklem）在此書的前言中（他那時是曼斯菲德
爾學院〔Mansfield College〕的校長，戴爾講座是在他的贊助底下舉辦
的），稍微挖苦地指出：「我不能期望這書能夠獲得操英語的基督徒完
全接受。」（頁 3）

2 Dehn, Man and Revelation, 7f.

聖經（Holy Scripture）不是單個的（ single）或單一的

（ simple）東西。「聖經」這詞語指的基本上是一組文本（ a 

set of texts），但是對於其神聖源頭（ divine origin）及其為

教會所使用，它卻是重要的及從屬於兩者的。因此，這詞

語的內容只有藉著視其為一組文本，並與帶著目的的神聖

行動（此行動是一種與連串組合的受造物的事件、羣體、

踐行者〔 agents〕、實踐和態度的互動）有關的，它才可以

完全映照出來。把聖經的作品（biblical writings）講述為

〔神〕聖〔的〕經〔典〕（Holy Scripture），終極地，指向的

是較諸作品本身（writings per se）更多（而非更少！）的意

思。一方面，這是在這些文本其神聖自我溝通的源頭、作

用及目的的亮光底下，來描繪這些文本的；另一方面，這

裏也涉及對應於這些文本的源頭、作用和目的，就這些文

本的種類提出回應，以供參考。「聖經」（Holy Scripture）

是簡寫，要表達的是聖經的作品的本性和作用，這組作品

是置身於一組溝通行動裏面的，從上帝恩慈的自我顯現延

伸到信仰羣體的順服聆聽。

這就是說，聖經的充足性（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啟示、聖化與感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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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代或虧蝕釋經的工作。

本書內容的較早版本曾在二○○一年五月於阿伯丁

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宣讀，是謂《蘇格蘭神學

期刊》講座（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lectures）。我深

深感謝這講座的邀請，以及阿伯丁的朋友和同事抽時間

跟我討論他們的看法。我也特別要向伊恩．多倫斯（ Iain 

Torrance）及莫拉格．多倫斯（Morag Torrance）致意，因

為他們惠我良多。

註釋：

1 見 G. Dehn, Man and Revelation（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6）, 
8；米克勒姆（Nathaniel Micklem）在此書的前言中（他那時是曼斯菲德
爾學院〔Mansfield College〕的校長，戴爾講座是在他的贊助底下舉辦
的），稍微挖苦地指出：「我不能期望這書能夠獲得操英語的基督徒完
全接受。」（頁 3）

2 Dehn, Man and Revelation, 7f.

聖經（Holy Scripture）不是單個的（ single）或單一的

（ simple）東西。「聖經」這詞語指的基本上是一組文本（ a 

set of texts），但是對於其神聖源頭（ divine origin）及其為

教會所使用，它卻是重要的及從屬於兩者的。因此，這詞

語的內容只有藉著視其為一組文本，並與帶著目的的神聖

行動（此行動是一種與連串組合的受造物的事件、羣體、

踐行者〔 agents〕、實踐和態度的互動）有關的，它才可以

完全映照出來。把聖經的作品（biblical writings）講述為

〔神〕聖〔的〕經〔典〕（Holy Scripture），終極地，指向的

是較諸作品本身（writings per se）更多（而非更少！）的意

思。一方面，這是在這些文本其神聖自我溝通的源頭、作

用及目的的亮光底下，來描繪這些文本的；另一方面，這

裏也涉及對應於這些文本的源頭、作用和目的，就這些文

本的種類提出回應，以供參考。「聖經」（Holy Scripture）

是簡寫，要表達的是聖經的作品的本性和作用，這組作品

是置身於一組溝通行動裏面的，從上帝恩慈的自我顯現延

伸到信仰羣體的順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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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跟其「自足性」（ self-sufficiency）完全等同的。1 當

「聖經」尚未指涉一合成實在（ composite reality；跟﹝上

帝的﹞啟示及﹝讀者的﹞接受相關的諸文本），其元素

就有一確定的秩序。大底而言，諸文本與關於接受的

過程，同樣是屈從於三一上帝的自我臨在／呈現（ self-

presentation）；文本是上帝的僕人，並藉此文本，讀者被上

帝搭話，為至高莊嚴的、合法的和效能的話語所臨到。這

次序十分重要，因為若不是「這些文本嚴格地屈從於溝通

的神聖活動」這種講法被肯定地說明，「文本」，以及閱讀

和接受的實踐，兩者可能斷裂鬆脫，成為獨立或類似獨立

的探究和說明的東西。當這樣的情況被容許發生，後果就

是失序的聖經存有論。

我們將會看見，失序的其中一種類型（把文本同時

從其處身於上帝的啟示活動中及信仰羣體的接受中，抽

離出來），已是西方神學自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

以來的一個難題。當「聖經」這詞語被某種方式闡釋，

即認為這詞語首要（或者有時是惟一的）指涉的是讀者

自己對聖經諸文本（ biblical texts）的使用，至於諸文本

在上帝的溝通性恩典的經世活動（ the economy of God’s 

communicative grace）之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如果真

有的話）；有點不同類型的失序便會出現。舉個例子：威

爾弗雷德．史密夫（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聖經是

甚麼？》（What is Scripture?），提出了一持久的論點：「聖

經並非諸文本！」（“Scripture are not texts!”）2 「聖經」

這詞語是用來講述人類面對諸文本的實踐，而不是諸文本

本身：

沒有聖經的存有論。聖經這概念沒有形而上

學的或邏輯的指涉對象，沒有聖經最終之「所

是」⋯⋯關鍵的不是要被明白的聖經諸文本，

以及要使用甚麼理論來了解這些文本，而是人

類動態地涉入諸文本之中⋯⋯聖經已經是⋯⋯

人類的活動：它已經成了人類的習性、潛能。

沒有聖經的存有論，正如在較低層次上，沒有

藝術的存有論，沒有語言的存有論，亦沒有我

們人類所作和所是的任何其他物事的存有論。

所有這些並非獨立於我們而存在的，而是我們

身為人的存有論底下的小節（ subsections of the 

ontology of our being persons）。�

德科夫（ Ingolf Dalferth）對這一議題提出一神學上更為複

雜的檢視，他探究單數詞語「聖經」（Scritpure, Schrift）

跟複數詞語「諸經典」（ scriptrues）或「作品」（writings, 

Schriften）的分別。後者指的是聖經諸作品本身（ biblical 

writings per se），前者指的是那些被信仰羣體使用的這些

經卷。「聖經（單數）」因而是「在教會的宣講事件中，對

聖經的諸經卷（ the scriptrues of the Bible）的使用」；4 是

以，「聖經（單數）」的概念，其要素是把聖經諸經卷作

為聖經（單數）來使用的「基督徒羣體（ community）或教 

會」。5 明顯地，德科夫所關注的，是一種合法的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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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啟示及﹝讀者的﹞接受相關的諸文本），其元素

就有一確定的秩序。大底而言，諸文本與關於接受的

過程，同樣是屈從於三一上帝的自我臨在／呈現（ self-

presentation）；文本是上帝的僕人，並藉此文本，讀者被上

帝搭話，為至高莊嚴的、合法的和效能的話語所臨到。這

次序十分重要，因為若不是「這些文本嚴格地屈從於溝通

的神聖活動」這種講法被肯定地說明，「文本」，以及閱讀

和接受的實踐，兩者可能斷裂鬆脫，成為獨立或類似獨立

的探究和說明的東西。當這樣的情況被容許發生，後果就

是失序的聖經存有論。

我們將會看見，失序的其中一種類型（把文本同時

從其處身於上帝的啟示活動中及信仰羣體的接受中，抽

離出來），已是西方神學自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

以來的一個難題。當「聖經」這詞語被某種方式闡釋，

即認為這詞語首要（或者有時是惟一的）指涉的是讀者

自己對聖經諸文本（ biblical texts）的使用，至於諸文本

在上帝的溝通性恩典的經世活動（ the economy of God’s 

communicative grace）之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如果真

有的話）；有點不同類型的失序便會出現。舉個例子：威

爾弗雷德．史密夫（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聖經是

甚麼？》（What is Scripture?），提出了一持久的論點：「聖

經並非諸文本！」（“Scripture are not texts!”）2 「聖經」

這詞語是用來講述人類面對諸文本的實踐，而不是諸文本

本身：

沒有聖經的存有論。聖經這概念沒有形而上

學的或邏輯的指涉對象，沒有聖經最終之「所

是」⋯⋯關鍵的不是要被明白的聖經諸文本，

以及要使用甚麼理論來了解這些文本，而是人

類動態地涉入諸文本之中⋯⋯聖經已經是⋯⋯

人類的活動：它已經成了人類的習性、潛能。

沒有聖經的存有論，正如在較低層次上，沒有

藝術的存有論，沒有語言的存有論，亦沒有我

們人類所作和所是的任何其他物事的存有論。

所有這些並非獨立於我們而存在的，而是我們

身為人的存有論底下的小節（ subsections of the 

ontology of our being persons）。�

德科夫（ Ingolf Dalferth）對這一議題提出一神學上更為複

雜的檢視，他探究單數詞語「聖經」（Scritpure, Schrift）

跟複數詞語「諸經典」（ scriptrues）或「作品」（writings, 

Schriften）的分別。後者指的是聖經諸作品本身（ biblical 

writings per se），前者指的是那些被信仰羣體使用的這些

經卷。「聖經（單數）」因而是「在教會的宣講事件中，對

聖經的諸經卷（ the scriptrues of the Bible）的使用」；4 是

以，「聖經（單數）」的概念，其要素是把聖經諸經卷作

為聖經（單數）來使用的「基督徒羣體（ community）或教 

會」。5 明顯地，德科夫所關注的，是一種合法的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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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運動的良知：欲求避免任何把聖經（Scriptrue）的本性

描述為外在的使用（ extra usum），並且堅持所決定聖經的

本性的，在於內在的使用和行動（ in usu et actione）。然

而，當使用和行動被界定為太過近似於教會對聖經作「宣

講—頌揚的使用」（kerygmatic-doxological use），困難就

出現了。6 德科夫確實避免如史密夫那樣把聖經的意念歸

入羣體的使用，他的做法是堅持聖經、教會和信仰，與溝

通性的神聖臨在，彼此間的相互內住（ coinherence），但

他宣稱，無論如何也好，「聖經（單數）」這詞語指的是基

督徒的生活實踐（Christian Lebenspraxis）的向度，沒有任

何經驗內容；7 這宣稱卻指向一頗為不同的方向，在其中

教會的集體主體性赫然聳現。

這裏要求的，也是本書嘗試勾畫的，就是對聖經

（Holy Scripture）的本性作一教義式的描繪，這描繪既不

受限於聖經這詞語所指向的範圍（跟上帝的溝通及對其

聆聽相關連的諸文本），亦不容許使受造物對聖經的接

受的元素變得誇張。頭三章藉著檢視聖經跟啟示、聖化

（ sanctification）和﹝聖靈的﹞感通（ inspiration）這些神聖

行動的關係，繼而是查看教會及讀者接受上帝話語（ the 

Word of God）的行動，從而開展此一描繪。至關重要的

是，我所提議的是，諸種不同的元素（啟示、文本、羣

體、忠誠的接受）之間的恰當關係，只有藉著對它們作出

仔細的教義式的規限（dogmatic specification），才能保留。

第一章以在教義式的投影法（ dogmatic projection）中

繪製基督教所講的“ the Bible as Holy Scripture”〔譯按：

由於 Bible 和 Holy Scripture 均可譯為聖經，因此，我們

保留原文以示其分別。Bible 就字源學來說，出自十四世

紀早期拉丁語 biblia，意為書卷；至於 Scriptures 則源出

自十四世紀的拉丁文 scriptura，意為作品（writings）。是

以這句可譯為「書卷乃神聖的作品」〕這任務，作為開始，

主要是透過如下的辯論來進行：「聖經」（Holy Scripture）

這詞語的基本任務，是要指出聖經諸文本（ the biblical 

texts）在三一上帝的啟示、聖化和感通的行動中，其所佔

有的位置。聖經（Holy Scripture）是以其在上帝的自我溝

通中的角色，而予以教義地闡釋的；上帝的自我溝通，也

就是上帝在父、子和靈所建立和維持其與人類的拯救性

團契中，讓祂自己向我們顯示和為我們所認識的行動。8 

聖經（Scripture）的「聖化」（其「聖潔」〔holiness〕）及其

「感通」（其從上帝而出〔 its proceeding from God〕），是

上帝使用受造物的實在來服事祂，見證其拯救的自我啟示

（ his saving self-revelation）之進程的面向。是以，對聖經

的聖化及感通之講論，是對啟示的講論之延伸；但對啟示

的講論，則是對三一上帝的講論之延伸。聖經之所是，

作為被聖化的和被感通的產物，乃是神聖啟示的活動之一

種功能，而神聖的啟示活動，乃是上帝的三一存有在其外

在的導向、在其朝著創造物所作的恩典的及自我賜予的 

轉向。

那麼，首先的工作是檢視三個首要概念：啟示、

聖化和感通，好為聖經（Holy Scripture）的教義提供一

全面的勾畫。第一個和第三個概念用語在神學論及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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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稱，無論如何也好，「聖經（單數）」這詞語指的是基

督徒的生活實踐（Christian Lebenspraxis）的向度，沒有任

何經驗內容；7 這宣稱卻指向一頗為不同的方向，在其中

教會的集體主體性赫然聳現。

這裏要求的，也是本書嘗試勾畫的，就是對聖經

（Holy Scripture）的本性作一教義式的描繪，這描繪既不

受限於聖經這詞語所指向的範圍（跟上帝的溝通及對其

聆聽相關連的諸文本），亦不容許使受造物對聖經的接

受的元素變得誇張。頭三章藉著檢視聖經跟啟示、聖化

（ sanctification）和﹝聖靈的﹞感通（ inspiration）這些神聖

行動的關係，繼而是查看教會及讀者接受上帝話語（ the 

Word of God）的行動，從而開展此一描繪。至關重要的

是，我所提議的是，諸種不同的元素（啟示、文本、羣

體、忠誠的接受）之間的恰當關係，只有藉著對它們作出

仔細的教義式的規限（dogmatic specification），才能保留。

第一章以在教義式的投影法（ dogmatic projection）中

繪製基督教所講的“ the Bible as Holy Scripture”〔譯按：

由於 Bible 和 Holy Scripture 均可譯為聖經，因此，我們

保留原文以示其分別。Bible 就字源學來說，出自十四世

紀早期拉丁語 biblia，意為書卷；至於 Scriptures 則源出

自十四世紀的拉丁文 scriptura，意為作品（writings）。是

以這句可譯為「書卷乃神聖的作品」〕這任務，作為開始，

主要是透過如下的辯論來進行：「聖經」（Holy Scripture）

這詞語的基本任務，是要指出聖經諸文本（ the biblical 

texts）在三一上帝的啟示、聖化和感通的行動中，其所佔

有的位置。聖經（Holy Scripture）是以其在上帝的自我溝

通中的角色，而予以教義地闡釋的；上帝的自我溝通，也

就是上帝在父、子和靈所建立和維持其與人類的拯救性

團契中，讓祂自己向我們顯示和為我們所認識的行動。8 

聖經（Scripture）的「聖化」（其「聖潔」〔holiness〕）及其

「感通」（其從上帝而出〔 its proceeding from God〕），是

上帝使用受造物的實在來服事祂，見證其拯救的自我啟示

（ his saving self-revelation）之進程的面向。是以，對聖經

的聖化及感通之講論，是對啟示的講論之延伸；但對啟示

的講論，則是對三一上帝的講論之延伸。聖經之所是，

作為被聖化的和被感通的產物，乃是神聖啟示的活動之一

種功能，而神聖的啟示活動，乃是上帝的三一存有在其外

在的導向、在其朝著創造物所作的恩典的及自我賜予的 

轉向。

那麼，首先的工作是檢視三個首要概念：啟示、

聖化和感通，好為聖經（Holy Scripture）的教義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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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的本性中十分熟悉，並且（雖然我辯說如果

這些用語是可用的，它們需要賦予某些仔細的教義規限）

訴諸這些用語不應有任何驚訝。然而，第二個用語「聖

化」，可能看來有點離題，因為這用語更多時候是在拯救

論（ soteriology）的討論中使用的，特別是為拯救的「應

用」（ application）提供一神學的描繪，那涉及基督在信

徒生命中的有效性。但是，雖然這詞語被使用的最初場

域，屬於神性位格與人類位格之間的關係領域，只是它

仍可以合法地被延伸至非位格的實在領域（ non-personal 

realities），因為這些實在領域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位格關

係的工具。「聖化」這樣被使用就不是不恰當的，例如，

聖禮神學（ sacramental theology），這樣使用是要指出，

受造物的實在是有所分別的，藉著上帝對其模塑及使用，

它從而承擔那在拯救的經世活動中之獨特使命。在這樣的

意義底下，一個「被聖化」的實在，一般是被描述為由上

帝分別出來，作為神聖自我溝通的工具。在討論神聖自我

啟示和聖經（Holy Scripture）的本性之關係的脈絡中，聖

化的作用是一個中項（middle term），大體上指出上帝的

一種活動：委任及命令聖經諸文本（ biblical texts）這樣的

受造物的實在，以朝向神聖自我彰顯的目的。因此，聖

化被應用的範圍較「感通」這詞語更寬闊，「感通」最佳莫

如限制於更為具體的問題：神聖自我溝通的行動，與聖經

（Scripture）作為文本的東西（ textual entity）之間的關係。

肯定為真的是，隨著對口頭感通（ verbal inspiration）這教

義意念的可行性失去信心，「感通」一詞的範圍在某些現

代神學中已經被相當擴闊，舉例來說，它等同於部分聖經

作者所假定具有的對神聖的直覺意識（ a supposed intuitive 

awareness of the divine），或是等同於讀者對聖經文本

（ biblical text）的光照。然而，更為條理的應是限制這詞

語的應用，只及於某套跟聖經諸文本（ biblical texts）的生

產有關的神聖行動，而另外尋找別的用語以便更廣闊地指

向「上帝命令受造物的實在，作為祂自我臨在／呈現（ self-

presentation）的僕人」這整個過程。對於這一更為闊大的

使命，我提議採用「聖化」這詞語。

「聖化」在這裏的使用，是緊密地跟另外兩項的神學

教義相關，即護佑（ providence）及中介的神學（ theology 

of mediation）。「護佑」談及那指引受造物的實在朝向其

目的的神聖活動；「中介」談及受造的實在於神聖活動中

的工具性，兩個用詞都可以在討論聖經（Scripture）的本

性的脈絡中使用。上帝對整個過程—如傳統—歷史

（ tradition-history）、編修（ redaction）、作者身分／源頭

（ authorship）及正典化（ canonisation）—的監督，可以

描述為神聖的護佑行動：保存、伴隨及管理受造物的活

動，把這些活動跟上帝的自我啟示併合起來。對諸文本在

神聖經世活動之中作出護佑性的指引這種功能，可以稱之

為中介的功能。如果我們仍然喜愛使用「聖化」這詞語，

我希望能夠顯示，這是因為它包涵「護佑」及「中介」這

兩個用語大部分相同的意思，並且同時直接處理神聖活動

跟受造物的進程之關係，卻沒有滑進二元論（ dualism）之

中。但這些用語確實是有漏洞的，在其本身沒有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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