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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1

趙崇明

一 引言

可能潮流愛講「多元」、「解構」、「激進」、「反建制」和「顛

覆霸權」，於是「邊緣」或「異端」反而逐漸被人接受，「傳統」

或「正統」卻變得愈來愈沒有市場，因為後者總是容易給人「狹

隘」和「保守」的感覺。連神學和信仰也不能例外。然而，柴斯

特頓（G. K. Chesterton）卻敢於提出「反潮流」的看法：

教義必須嚴加界定，就是為了人類可以享有一般人性的

自由。教會一定要分外小心，慎防世界不夠小心。這就

是正統信仰令人震撼的浪漫。一般人往往陷入一個愚蠢

的習慣，慣性以為正統信仰是沉重、單調而不會出錯的

事物。從來沒有比正統信仰更冒險更刺激的事情了⋯⋯

做狂人容易不過，同樣做異教徒容易不過。隨時代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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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傳統遇上更新

願走有何困難，隨自己的意願走才困難呢！做現代人何

其容易，這有如附庸風雅般容易。 1

誠然，基督徒需要有創意去更新神學，但更需要有勇氣去維護

正統。畢竟「正統」並非某一神學家獨斷的學說，而是歷代教會

傳統的共識。因此，「正統」教義必然是傳統的（ traditional），

也是屬於傳統（Tradition）的。

神學的更新肯定是需要的，不過我們實在需要澄清「神學的

更新」是甚麼意思。同時，如果神學的更新要避免過度出軌而成

為異端，則「傳統」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們可能

對「傳統」存在不少誤解，亦未必明白「傳統」有何意義。究竟

「傳統」對神學的更新有何重要？重視「傳統」跟「唯獨聖經」又

是否對立？本文正是嘗試探討這些問題。

二 神學必須不斷更新

1. 真理是歷史事件

如果神學的任務就是認識真理，那麼，我們有怎樣的真理

觀，就影響我們怎樣看待神學。一直以來，不少信徒都將「真

理」理解為一種非時間性、永恆不變、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原則

或恆真命題，於是神學就是一套認識不變真理的理論。既然真

理永恆不變，神學又豈敢輕言變革創新。

然而，聖經卻清楚告訴我們，耶穌宣稱自己就是「真理」本

身。原來真理既非柏拉圖式非時間性和永恆不變的理型（idea），

也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命題，而是成了肉身且住在我們中間的

道，是活生生地存在於可變的歷史時空中的人子，真理以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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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3

性的具體位格這種方式向人啟示，讓人認識（參約一 17～ 18，

十四 6～ 7）。故此，真正能啟示上帝的真理，並不是一套放諸

四海皆準和永恆不變的原則或命題，卻是那宗在具體歷史時空

中出現的「基督事件」（ the Christ event）。既然真理是歷史事

件，我們亦只能從動態的歷史性和具體的敍事性這些角度去理

解神學。如此一來，神學又豈能停頓不前、一成不變呢？

事實上，神學不可能是一套抽象和空泛的理論，因為神學

總是從歷史中的教會生活和信徒踐行當中產生的。換言之，神

學的形成本身也是歷史事件。就以教會的敬拜為例，也許我們

以為先有教義或關於敬拜的神學理論，然後才有敬拜的生活。

但教會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上一些教義（例如三一論、基督論、

教會論）是在初期教會的敬拜生活中逐漸形成的，甚至可以說，

於歷史時空中敬拜的實踐，在構成和塑造基督教教義的內容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的基督教世界裏，正統（ orthodoxy）

原本是指「正確的讚美」或「正確的崇拜」，初期教會的神學就

是在崇拜禮儀的羣體活動中產生的。 2 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 

1923～）也如此說：

基督教的教義是教會在祈禱和受苦、服事和順從、慶祝

和等待上帝的國到來時所相信、教導和宣稱的。它也表

達了基督徒信心和見證的不完整性，對使徒們所承認的

真理的最明顯的說明是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2節：「我們

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3

帕利坎這段說話，從三方面說明了神學活動和教義內容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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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傳統遇上更新

性：第一方面，正如上文所闡述的，由於教義是從歷史中的教

會生活和信徒踐行當中「相信、教導和宣稱」的，所以一切的神

學活動和內容，從歷史時間的角度而言，都只是暫時的，以及

仍可以更新變化的；第二方面，帕利坎從期待上帝國的來臨這

一終末角度，來指出神學活動的創新性，乃是基於它是向終末

將來的可能性而開放的；第三方面，當然也由於我們對上帝「所

知道的有限」，所以一切的神學活動，也只能仍是在「模糊不

清」的狀態下進行，因而是可錯的、可修正的、可不斷更新的。

由此可見，神學必然是歷史的產物，它必然是在歷史進程中經

歷不斷的建構整理和更新變化而形成的，而且由於歷史還未終

結，於是神學的建構和更新仍會繼續進行。

何況歷史中的教會，必然會身處不同年代和不同文化的處

境，於是對聖經和信仰的詮釋就不可能鐵板一塊、一成不變，

神學就是教會在不斷轉變的文化語境底下，對上帝的道詮釋得

來的暫時成果。正如威廉姆斯（D. H. Williams）以下的分析：

如果傳統是因為在具體的、活生生的羣體中的動態的發

展才成為其所是，那麼傳統本身就是教會如何用它所

獲得的東西來應對當前環境的過程。換言之，在歷史

中，當傳統遭遇教會所面臨的新的危機時，傳統總是處

在一個與自身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從護教士

和稍後的神學家的著作中看出，內部對「異端」的爭論

以及對羅馬異教的抨擊如何有益於教會教導的闡述與重

新闡述，這種闡述是將表達在傳統之中的信息應用於當

時⋯⋯意見一致與彼此爭論使得忠實地重新闡述信仰

成為可能⋯⋯事實上，信仰反映了活的傳統，所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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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5

某種意義上說，信仰總是處在一個內在的不斷進步的過

程中。 4

在歷史中存在的教會，為了配合時代的轉變和對應當前嶄新處

境的需要，傳統的教義便不能不作出應變，而神學的更新其實

就是將傳統教義重新闡述和應用。

2. 神學的更新源於上帝創造及啟示的「 創新 」

惟獨上帝能「從無中創造」，意思是惟獨上帝能不倚靠任

何外在的事物和先存的條件去創造一切，因此，惟獨上帝的創

造才配稱為真正的創新。人類在這被造世界中，只能承擔「管

理」、「治理」（創一 26、28）或「修理看守」大地（創二 15）這

文化使命。顯然，人類在履行文化使命的時候，絕無可能像上

帝一樣能「從無中創造」，因此人類所有的文化工作（包括神

學），都不可能是「從無到有」的真正創新，最多只可說是建基

於上帝所創造的二次創作。

何況如果神學的目的就是認識上帝，我們又必須承認，人

不可能依靠自主和有限的理性經驗認識那超越的上帝，若要認

識上帝，惟獨倚靠上帝自我啟示的恩典。因此，一切神學知識

的「創新」，不可能是憑人類自力理性（ unaided reason）的「創

作」，亦不應該是隨己意和追逐最新文化思潮的「新潮」產品。

神學之所以能夠更新，只可能是被動和被賜予的「更新」，

只是由於神學家聆聽到來自上帝啟示的新意，或者是由於神學

家發現了來自上帝啟示的那個陌生新世界，就好像巴特（Karl 

Barth）發現了聖經中的陌生新世界一樣：「構成聖經的內容的，

不是人類關於上帝的思想，而是上帝關於人類的思想。聖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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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傳統遇上更新

不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同上帝談話，而只告訴我們祂對我們說了

些甚麼。」5 從人類的理性經驗和語言出發而投射出來的上帝

觀，也許只是人類意識經驗的複製本而已，毫不陌生，何來有

新意？但巴特認為聖經的內容，卻是來自那外在於人的完全的

他者（ the Wholly Other）之思想，如此說來，神學的「新」或「更

新」，便不應只建立在人的理性經驗和想像力的所謂創新性上

面，卻是建基於上帝的道（或啟示）本身的陌生性（ strangeness）

之上。既然如此，神學之能否更新，便首先取決於我們能否聆

聽到上帝那陌生的道了。

總而言之，神學的更新絕不可能是人類理性「從無到有」的

創新發明，只可能是源自上帝啟示「從有到有」的發現。

3. 神學帶來生命和世界的更新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非常看重知識（或資訊）的現代社會。因

為「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大家都會明白知識和資訊的重要性。

身為現代人（或譯「摩登人」〔modern man〕），固然亦明白講

究時尚、追趕潮流的重要，因為不夠摩登就會與時代脫節，甚

至隨時會遭受淘汰的惡運。故此，知識自然也要講求時興和創

新，惟恐被人批評思想守舊和落伍，作為摩登人便急於要掌握

最新的知識和資訊。甚至神學思想也不能例外，不少基督徒學

習神學，可能也只是為了不斷滿足個人的求知慾，甚至是抱著

「知識就是力量」的心態去「充實」自己，以為愈能夠掌握最新

興的神學就代表愈有見識，愈有「力量」（ power），於是只將神

學看為一種知識，當談到神學更新的時候，關心的僅是神學思

想能否追貼世俗最新興的文化或學術思潮，追求的只是神學知

識的最新發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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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7

然而，僅僅追求神學思想或神學理論上的創新，恐怕仍然

對神學的目標和任務有點捉錯用神。正如保羅的提醒，信徒要

追求的應該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2）保

羅所強調的更新包括兩方面—信徒生命和世界的更新。惟有

願意開放自己，讓心意更新變化，才能察驗和順應神的旨意，

生命便因而得以更新。結果，消極來說，就會不去效法世界，不

隨波逐流；積極地說，就會改變世界，更新世界的文化。由此可

見，神學最終應該是踐行性的，而不應只是知識性和理論性的。

事實上近代愈來愈多神學家認同神學就是倫理學，倫理

學和神學的關係猶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正如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說：

如果神學的信念乃旨在理解這世界—即如果神學的

信念帶有踐行性論述的特性—那麼神學從一開始就

牽涉到倫理學，而不是要留待到最後才作出考量。 6

基督教倫理學是位於神學任務的中心，因為神學是一踐

行的活動，並要展示出基督教的信念如何理解自我和世

界。因此，那些關乎創造和救贖的神學主張，本身已是

倫理的主張，因這些主張會確定一個人如何運作。 7

因此，要評價神學的創新性，最重要是看它能否為教會創造一

種有別於俗世文化的另類方式來看世界？能否塑造信徒的品格

和生命不斷轉化更新？能否影響信徒不斷擺脫舊我而成為新造

的人？以及能否將神學信念踐行出來，以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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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傳統遇上更新

來影響世界的轉變？在侯活士和范尼雲（ Jean Vanier）合著的《暴

力世界中的溫柔》（ 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這書的導

論中，斯溫頓（ John Swinton）分享了一個很美麗感人的故事：

一位失聰的女士安琪拉（Angela），有一晚發夢在天堂裏遇上耶

穌，耶穌竟然用手語跟她溝通。 8 這件事啟發了斯溫頓有以下的

神學反省：

對安琪拉來說，天堂的完美不包括她的失聰「得醫治」。

而是，在那個地方，那些限制著她現在生命的社會、關

係和溝通的障礙都不再存在⋯⋯在我們聆聽安琪拉的

故事時，我們的心意便得到更新（羅十二 2），而且在

耶穌從祂自己居住於殘障的「陌生世界」中向我們說話

時，我們便能得自由，以不同的方式看祂。這是多麼的

古怪。 9

當世人不斷追求最新的科學知識和掌握最新的基因技術，為的

是要杜絕患有先天殘障疾病（如唐氏綜合症）的兒童出生的時

候，安琪拉的故事和斯溫頓的「殘障神學」，豈不是已為我們提

供了一種另類的方式來看世界和殘障人士，並且塑造我們以一

種另類方式在世界中生活和踐行麼？這豈不就是一種真正能帶

來生命和世界更新的「新」神學麼？ 10

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也肯定神學具有「轉化及更新」

的功能，不過在他心目中，神學的更新同樣不在於僅是知性思

維和理論概念上的創新，而是對世界文化的批判更新。他曾經

如此說：「神學家並不汲汲於解釋世界、歷史和人性，而是在盼

望神聖的更新中轉化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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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9

三 神學必須夠傳統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鼓吹「貪新忘舊」的消費社會，這種消費

心態，會否也影響我們對神學也採取同樣的態度？會否總是以

為神學思想愈新愈好，甚至誤以為愈創新就代表愈激進、愈開

放；愈傳統就代表愈保守、愈封閉。於是眾人爭相走在神學最

新潮流的前端，惟恐落伍便會被冠以「保守派」之惡名。上文已

經提過，神學固然要不斷更新，但筆者認為，在更新的同時，

神學也必須夠傳統。或者說，神學不能脫離傳統來講更新。如

果以為「更新」和「傳統」必然矛盾對立，也許只是出於對「傳

統」的誤解而已。

1. 對「 傳統 」的誤解

也許我們以為很清楚「傳統」是甚麼意思，但說真的其實可

能只是似懂非懂。當別人說「你的髮型很傳統」或「你的服飾打

扮很傳統」時，究竟指的是甚麼？意思是古老？不合潮流？落

伍？保守？古典？懷舊？抑或是富有傳統文化或民族特色呢？

又當別人評價「你這個人很傳統」或「你的想法和思想很傳統」

時，指的又是甚麼意思？是守舊？落伍？僵化？保守？不合時

宜？抱殘守缺？食古不化？反民主？反自由？排斥多元？崇尚

舊日權威？抑或有歷史意識？回歸根源呢？

當我們以為「傳統」就是「舊」的同義詞，那麼，「傳統」的

相反是否就是「新」？然而，「新」又是甚麼意思？一般來說，學

習一種尚未認識的知識，對那人來說就算是一種新知識。那麼，

孟子在《告子篇》提及的「天爵」與「人爵」的觀念，12 以及荀子

的「虛壹靜」這些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的觀念，對一個不懂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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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傳統遇上更新

家思想的人來說，究竟是「傳統」抑或「新」觀念呢？又例如用某

套現代最新的哲學思想去詮釋奧古斯丁（Augustine）《懺悔錄》

中的「時間觀」，究竟是一種很傳統抑或很創新的神學思想呢？

原來「傳統」可以包含不同的意義，然而給人的卻多是負面

的印象，一般容易將「傳統」跟「保守」、「落伍」、「守舊」、「封

閉」混為一談，以為「傳統」的對立面必然是「開放」和「創新」，

而且以為非此即彼，「傳統」與「更新」兩者不可能同時並存。

如果接受傳道書的講法：「日光之下無新事」（傳一 9～ 10），那

麼，這世界還有沒有真正「全新」的事物和觀念呢？抑或一切最

多都只是「傳統」的翻新而已？正如柴斯特頓帶點自嘲的分享：

「我正是那個可笑的人，付上無比的勇氣，只不過發現了前人早

已發現的事物……我的確試過要……做到獨創，卻只成功地自

我創造了較現存的文明宗教次等的版本。」13

2. 「 傳統 」與「 傳統主義 」的分別

當代著名的教義史專家、耶魯大學教授帕利坎在學術上最

大的貢獻是花了十九年時間（ 1971～ 1989）完成了《基督教傳

統—教義發展的歷史》（ The Christian Tradition—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五卷本的巨著，他有一句名

言提到「傳統」（ tradition）與「傳統主義」（ traditionalism）的

分別：「傳統是死人的活信仰；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信仰。」

（ Tradition is the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raditional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14 「傳統」儘管是死去的人遺留下來的

舊東西，但它卻能活化我們的信仰，使信仰更有生命和活力；

相反，「傳統主義」雖然也許是今天還活著的人堅持的觀念，卻

可能由於過於僵化而使信仰的發展窒息。帕利坎很清楚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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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傳統與更新 11

「傳統」與「傳統主義」的主要分別在於「活信仰」與「死信仰」

的區別。按照他的定義，「傳統」本應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

會轉化更新的，所以它反而能夠成為建立活信仰的重要資源。

因此，要否定和拋棄的絕不是「傳統」，而只是「傳統主義」所

死守的僵化和一成不變而已。

3. 「 傳統 」的意義

帕利坎不但沒有將「傳統」與「更新」對立起來，他甚至明

顯地將兩者整合而並存，因為他認為「傳統」就是古人的信仰可

供不斷更新的資源，所以他用一個「活」字來形容「傳統」。梅

頓（Thomas Merton）也同樣認為一個活的「傳統」是歷久常新和

充滿創意的，他如此說：

傳統既是歷久的，也是常新的，因為它總是不停地更

新—在每個新時代中再度重生，以一種嶄新而獨

特的方式被應用和活現出來⋯⋯傳統是充滿創意的，

它總是獨具創見，給古舊的旅程開啟嶄新的視域⋯⋯

〔它〕教導我們如何過活，因為它發展及擴闊了我們的

各種能力，並且給我們展示如何向我們所活著的這世

界獻上自己。 15

也許亦有人以為，「傳統」就代表保守、落伍和封閉，因此是反

民主的，對於「傳統」就是「反民主」的講法，柴斯特頓卻有另

類的見解：

有一個說法，從年輕到現在是搞不清楚人們到底從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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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傳統遇上更新

來說：民主是在某種意義上反對傳統的？顯然，傳統只

不過是在時間軸上延展的民主。傳統就是相信從人類共

同的聲音得來的共識，而不仗賴孤立或專斷的記錄⋯⋯

所謂傳統，可界定為選舉權的延展，其意思就是把投票

權賦予各階級中最隱匿的一羣；我們的祖先。傳統正是

死去的人的民主。16

深受啟蒙運動思想影響而主張反權威的現代人，可能只會認為

「傳統」就是「權威」的同義詞，很難想像「傳統」竟然可被視

為歷代先人投票所得出來的某種共識的結果。因此，真正的民

主，未必反對傳統。惟有只高舉個體的自主性（ autonomy）的

人，才可能會跟傳統過不去。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思想（包括反傳統和反權威的自由民主

思想）不是在傳統當中產生的。威廉姆斯解釋得很清楚： 

traditio（轉移，希臘文是 paradosis）一詞，意味著從一

個陣營轉移到另一個陣營，是事物的交換，表明了活的

對象。Traditio 是名詞，同時也是動詞（ tradere）。它

就是耶穌「傳給」使徒，使徒「傳給」教會的東西，但它

也指傳下來的過程本身。在動詞的意義上，或在行動的

意義上，我們應該認為教會的傳統是動態的；它是一個

基督教的信仰沉澱、保存和傳遞的運動⋯⋯我們無法理

解教會傳統的本質，除非我們見識了教會的生命力，教

會的禱告、唱詩、佈道和讚美。傳統就是教會的生命。17

「傳統」就是一個不斷將思想或信仰「傳遞」下去的過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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