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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差不多在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本書作者是一位聖經的

釋經者。他教授準講道者新約的釋經和神學。為何我會寫一部關

於詮釋學的著作呢？我發現很多講道者因為愛會眾而委身於信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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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可是他們不是真心喜歡以經文作為講道的基礎，而其中一個

原因，是學術釋經（academic exegesis）。年輕的講道者發現，一

篇純屬專業釋經的講道是沒有果效的。我希望說明，以聖經作為

講道的向度，並不意味講道者在講壇上，是一個小小的學術教

授。經文是有創見潛力的，而講道者應要從這種潛力獲得啟發。

我嘗試在本著作中證明聖經的創見潛力。

我很高興這部探討宣講的著作以中文出版。我感謝所有為本

著作而努力的人、譯者，以及籌備出版的人員。

戴歌德

二○○九年六月於海德堡（Heidelberg）

戴歌德是當今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德國新教新約聖經學者。他

以社會學和心理學鑑別學詮釋新約聖經的研究不但具影響力，更

是為人所知。那麼他為何撰寫宣講方面的著作呢？我最初的反應

是，「正是時候了。」因為他和我一樣，對某些教會圈忽略聖經

宣講的缺失非常關切。這是一重要的觀察，因為聖經學者握有評

估這現代問題的鑰匙。有誰比一位具有精深的學術訓練，並且常

在教會中詮釋聖經的聖經學者，更有資格來撰寫宣講方面的著作

呢？畢竟，本書清楚陳述，聖經文本是宣講的界限。作者在書

中，為任何一種聖經鑑別學和宣講工作本身，建立重要（有時呈

現張力）的關係。尤有甚者，他將兩者限制在各自的情境中。對

那些在神學院已經接受裝備，但不知如何將所學應用在講道上的

講道者而言，本書提供極有助益的方法。本書以使用不同宣講方

法的講道樣本為結束，也連貫了作者提綱的釋經程序。

本書的題目清楚展現它的焦點：聖經文本、講道者、宣講

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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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簡短的講道學著作，作者並不是這個範圍的專家。

事情始於一個邀請：我被邀在瑞士法語區（Suisse Romande）

神學系的進修課程裏講授釋經與講道學的關係。原本計劃好

的一節演講，卻變成了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及二日在弗里堡

（Fribourg）舉行的四節演講。在這些演講裏，我嘗試說明我

在講道時所作的、我的意圖和我無法控制的事。換言之，我嘗

試注意我講道時所隱含的講道學。在我預備演講時惟一用上的

講道學著作，是一部由溫策（F. Wintzer）編輯的優秀文選《講

道》（Predigt , 1989），以及使我有很大裨益的、由奧托（G. 

Otto）及羅斯勒（D. Rössler）編輯的實踐神學手冊裏那相關的

部分。弗里堡的討論使我獲益良多。為此我衷心感謝所有參與

者、博士生及「實踐神學研究院」的教牧，特別是我的同事弗

里堡的杜茲（M. Douze）、納沙泰爾的杜比德（P. L. Dubied, 

Neuchâtel）、日內瓦的莫蒂（H. Mottu, Geneva）及洛桑的雷蒙

和講道的象徵力量。作者將宣講稱為「信仰的記號」（the sign 

language of faith），乃因宣講在許多基督教記號中的象徵意義。

這些記號包含洗禮和主餐。在宣講的工作中，新教接受自身的信

仰本質。在宣講的工作中，基督教學者也建立他的信仰身分。存

在於文本世界之內和背後的記號，也指向起初的基督教信仰。然

後受眾實現所有的信仰記號，以容讓信仰影響他們的生命。所有

的信仰記號融合起來，而成為在當代與現存教會中宣講的基督教

信息。對我們這些同時教授宣講、聖經研究或神學的教育工作者

而言，本書挑戰我們在不只專注於其中之一的情況下，取得學術

和修辭展現之間的平衡。本書也為講道學教育的未來，設下一種

學術卓越的趨勢。我慶幸基道出版社洞見本書的翻譯價值。我誠

摯推薦這本對講道學大有貢獻的佳作。

曾思瀚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副教授

《講道實用手冊》作者

二○○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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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B. Reymond, Lausanne）。他們的意見和進一步的反省，幫

助我把自己的宣講經驗置於更廣闊的經驗和反省思潮裏。經修訂

的演講以法文發表，由 Labor et Fides 出版。1

德文版本是這些演講的修訂版，這個版本加入了新的第

二章，是談及與講道學有關的基本釋經問題。其他章節也作

出了修訂並加上註釋，主要涉及講道學的專題文獻。我從

閱讀博倫（R. Bohren）、戴貝爾（K. F. Daiber）、丹諾斯基

（H. W. Dannowski）、登尼克（A. Denecke）、恩格曼（W. 

Engemann）、富克斯（O. Fuchs）、格羅齊格（A. Grözinger）、

約祖蒂斯（M. Josuttis）、梅耶．楚．烏普特魯普（K. Meyer zu 

Uptrup）、蘭格（E. Lange）、奧托和羅斯勒—僅舉幾個作者

者為例—所學到的，往往沒有在註釋中充分表達出來。這些註

釋沒有指出每當我閱讀、瀏覽或翻翻書頁時所有我認為恍然大悟

的地方。而我也沒有打算要著述一部講道學著作，即著述一部有

系統地探討所有問題或描述宣講學問所有當前的反省的著作。

我最感興趣的，是要指出宣講的機會往往遠多於它今天所得

到的。當我發現教牧不怎麼重視講道時，就感到沮喪。我尊重導

致他們放棄的經驗，但我不能接受這些結論，尤其因為我有不同

的經驗。當我著述時，我念念不忘很多我所訓練的神學人。我很

想推動他們宣講—最重要是為了會眾。會眾能感覺到講道者是

否有動力、講道者究竟是帶著愛還是內心帶著勉強來預備講章。

我也關心講道者本身。新教神學家預備講道的時間和地點，就是

他們「靈性」的中心。這是一個機會，讓他們發展自己的神學和

建立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假如神學家常常在講道前經歷憤怒、不

安、挫敗或沮喪的階段的話，那麼同樣真實的是，他們也能在這

裏找到一切行為的動力之源。儘管經驗到與聖經及宗教傳統的

異化（alienation），但源自聖經的亮光仍不時湧進我們的生命當

中；而這經驗可以變成一神學性存在（theological existence）的內

在支援。

但有一個缺陷必須予以重視。我通常在大學的崇拜裏宣講。

我可以安排工作，以致我有安靜時間預備這些講道。我宣講經驗

的場景與普通會眾的場景不同。因此所引起的問題是，在這裏所

發展的宣講概念，是否能轉移和實現在另一個處境裏。我也承認

講道學的學術著作也有相同的問題，因為它們通常出自學術環

境，與一般地方性的教會所發生的事相距甚遠。我希望在這個問

題上提出三點。

首先，我把本書的首個版本送交我所知道在「正常情況」下

宣講的年輕教牧。我特別感激傑姆敦（P. von Gemünden）、費

爾特凱勒爾（A. Feldtkeller）、奧爾特魏（G. Ortwein）和施維爾

（H. Schwier）那批判性的回應。當然，當我得知我的一些建議

在講道裏被真實地試驗、並被證明是可行時，我感到特別高興。

第二，本書附加了五篇講道，只有一篇是在大學崇拜內宣

講的。其餘四篇出自傑姆敦，都是為慕尼黑（Munich）和科堡

（Coburg）的教會而寫—在「正常」情況下寫的。它們不是為

出版而出現，卻是在我寫本書時想到的那種講道。我感激傑姆敦

讓我在本書中翻印那些講道。

最後，我把實證研究的結果帶進宣講裏。我不打算總結這些

結果，但用它們來檢查我的經驗是重要的。

本書的書名也許對一部講道學的著作來說並不尋常。我注意

到「信仰的記號語言」（sign language of faith）所涉及的多於宣

講。它還包括禮儀和聖禮、教會建築和教會音樂、書籍和圖畫。

但在新教傳統裏，講道是基督教信仰那象徵語言的中心。本書提

出一個觀點，就是聖經是記號的基礎，而即使在現今，這信仰的

記號也讓人有機會進入與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的對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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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靈性」的中心。這是一個機會，讓他們發展自己的神學和

建立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假如神學家常常在講道前經歷憤怒、不

安、挫敗或沮喪的階段的話，那麼同樣真實的是，他們也能在這

裏找到一切行為的動力之源。儘管經驗到與聖經及宗教傳統的

異化（alienation），但源自聖經的亮光仍不時湧進我們的生命當

中；而這經驗可以變成一神學性存在（theological existence）的內

在支援。

但有一個缺陷必須予以重視。我通常在大學的崇拜裏宣講。

我可以安排工作，以致我有安靜時間預備這些講道。我宣講經驗

的場景與普通會眾的場景不同。因此所引起的問題是，在這裏所

發展的宣講概念，是否能轉移和實現在另一個處境裏。我也承認

講道學的學術著作也有相同的問題，因為它們通常出自學術環

境，與一般地方性的教會所發生的事相距甚遠。我希望在這個問

題上提出三點。

首先，我把本書的首個版本送交我所知道在「正常情況」下

宣講的年輕教牧。我特別感激傑姆敦（P. von Gemünden）、費

爾特凱勒爾（A. Feldtkeller）、奧爾特魏（G. Ortwein）和施維爾

（H. Schwier）那批判性的回應。當然，當我得知我的一些建議

在講道裏被真實地試驗、並被證明是可行時，我感到特別高興。

第二，本書附加了五篇講道，只有一篇是在大學崇拜內宣

講的。其餘四篇出自傑姆敦，都是為慕尼黑（Munich）和科堡

（Coburg）的教會而寫—在「正常」情況下寫的。它們不是為

出版而出現，卻是在我寫本書時想到的那種講道。我感激傑姆敦

讓我在本書中翻印那些講道。

最後，我把實證研究的結果帶進宣講裏。我不打算總結這些

結果，但用它們來檢查我的經驗是重要的。

本書的書名也許對一部講道學的著作來說並不尋常。我注意

到「信仰的記號語言」（sign language of faith）所涉及的多於宣

講。它還包括禮儀和聖禮、教會建築和教會音樂、書籍和圖畫。

但在新教傳統裏，講道是基督教信仰那象徵語言的中心。本書提

出一個觀點，就是聖經是記號的基礎，而即使在現今，這信仰的

記號也讓人有機會進入與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的對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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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宣講中的聖經    |

講有一項任務，就是賦予這套記號新生命，好讓這個機會成真。

在所有宣講可帶給我們的機會（opportunities）之中，這個機會

是具決定性的。自從宣講開始以來，這從沒有改變。

本書的由來與瑞士法語區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把本書獻

給在一九八九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我的瑞士納沙泰爾大學

（University of Neuchâtel）神學系。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協助預備本書的人：Christian Kaiser /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出版社的韋伯（M. Weber），他一開始就

支持這個項目；梅爾茲（A. Merz），她嚴謹地細讀原稿；沃爾

夫（H. Wolf）和施密特托梅（W. Schmidt-Thomée）預備原稿的

不同草稿；以及在所有嚴謹地回應我講道的人當中，一位非常嚴

謹的頭號聽眾—我的妻子。

戴歌德

一九九四年復活節於海德堡

註 釋 ：

1. G. Th eissen et al., Le défi  homilétique. Exégèse au service de la prédication , Geneva 

1994.

中文版序

曾序

原書序

導論：宣講的向度

1	 宣講作為實現聖經記號世界的機會：宣講的歷史詮釋向度

 一 聖經信仰的基本主題作為宣講的衍生基礎

 二 宣講的形態的結果：經文作為宣講裏變化的領域

  1.   隱喻的變化

  2.   象徵的變化

  3.   角色的變化

  4.   行為的變化

  5.   作者與受眾的變化

2	 宣講作為發展開放的文本的機會：宣講的釋經詮釋向度

 一 聖經作為開放的文本

 二 以許多不同的進路闡明開放的文本

  1.   科學化方法

  2.   委身的閱讀形式

  3.   實用的傳播形式

 三 宣講的形態的結果

  1.   對經文的講道性註釋

  2.   經文在講道中的變化

v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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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尊重羣體

  4.   責任

 三 成功傳播的先決條件：關注真理

6　宣講例子

 一 硝皮匠西門與西門彼得（傑姆敦）

 二 世界的審判者就在這裏（傑姆敦）

 三 哀傷的房子與生命的房子（傑姆敦）

 四 耶穌與國家的權力範圍（傑姆敦）

 五 在生命的曠野裏期待上帝（戴歌德）

參考書目

3	 宣講作為與上帝對話的機會：宣講的神學向度

 一 宣講如何嘗試進入對話？

    我們所指的「上帝」是甚麼意思？

 二 上帝匿名地臨在於人類的對話裏

  1.   世界的義之證成（宇宙義論）

  2.   自我的義之證成（自我義論）

  3.   社會的義之證成（社會義論）

 三 宣講作為上帝的話語在人類對話中的介入

 四 宣講的形態的結果

  1.   講道的意象

  2.   講道的 事結構

　  3.   講道的張力

  4.   講道的對話

4	 宣講作為傳遞生命定向的機會：宣講的存在向度

 一 存在的確定性作為符應的經驗

 二 存在的確定性的三個向度

  1.   聖經記號的宇宙向度

  2.   聖經記號的社會向度

  3.   聖經記號的個人向度

 三 宣講的形態的結果

  1.   多向度的宣講

  2.   引發認知重構的宣講

5	 宣講作為講道者與羣體溝通的機會：宣講的傳播向度

 一 傳播的四個層面

 二 宣講的形態的結果

  1.   可理解性

  2.   主體的本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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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信仰的記號    | xv|    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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