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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班門弄斧？ 
 證道的神學(theology of preaching)，不是「證
道的方法」 

 證道的神學的重要性，應不會遠遜於聖禮的神學 
 教會：聖道純正地宣講，聖禮治當地施行 

 華人教會相對較少這方面的討論 
 多元的不只是社會文化處境，也包括教會神學傳
統，包括對證道的理解 

 以下乃屬嘗試性的進路探討 
 



講道學(homiletics)的三種參照體系 

  修辭學 (rhetoric) 
  說服別人的各種方法 
  講道帶來會眾的改變  
  重視講道者作為動因 

  詩學 (poetics) 
 創意文藝 
 講道轉化聖經文字為聖道事件 
 重視語言作為動因 

  神學 (theology) 
 從上帝來的話語；對上帝說的話語；談論上帝的話語 
 重視耶穌基督、上帝的道，作為動因 



證道神學的關鍵：道 

 證道、講道、宣道…… 
 甚麼是「道」？ 

 希臘文 Logos ； 英譯為 Word  
 中譯為「道」或「話語」 

 兩種理解： 
 上帝的道(Word of God)主要指聖經 
 上帝的道(Word of God)主要指耶穌基督 
 兩者分別跟加爾文的神學及路德的神學有選擇性的親和性

(elective affinity) 

 



第一種理解：道＝聖經  

 證道主要是解經，講解聖經真理，讓會眾明白聖
經的教導  

「按著正意講解真理的話」（提後2:15 [和修版]） 
「正確地講解真理的道」（提後2:15 [新漢譯]） 

 John Stott: “To preach is to open up the 
inspired text with such faithfulness and 
sensitivity that God’s voice is heard and his 
people obey him.”  
人打開神默示的聖經 
讓神透過聖經說話 

 



第一種理解  

 主要議題：上帝如何默示聖經？（聖經觀） 
 (A) 聖靈以默書的方式，要求被揀選的人把上帝

的話語逐字逐句寫出來 
神才是聖經的真正作者，被揀選的人的性格、背景
無關重要 

經文字句放諸四海皆準，無需在意作者及經文的歷
史文化背景  

以羅13為例：人人都要順服掌權者，無論掌權者如
何，因這是上帝在聖經中給我們的命令 



第一種理解  

 主要議題：上帝如何默示聖經？（聖經觀） 
 (B) 聖靈感動被揀選的人，把上帝的話語用人的話

語表達出來 
神和人同樣是聖經的作者 (John Stott) 
經文字句的意義要按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理解 
以羅13為例：保羅形容掌權者會稱讚行善者，並會
使作惡者懼怕，因為他當時經歷的羅馬政權如此。
經文沒有處理若政權不是賞善罰惡時是否仍然要順
服的問題。 



第一種理解  

 若按B的立場，證道需要把聖經作者的世界與教
會會眾的世界聯繫起來 
證道的任務是建橋(bridge-building) (John Stott) 
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Karl Barth) 



第一種理解  

  巴特的《講道學》對證道的雙重定義： 
 “Preaching is the Word of God which he himself 

speaks, claiming for the purpose the exposition of a 
biblical text in free human words that are relevant to 
contemporaries by those who are called to do this in 
the church that is obedient to its commission.”  

  “Preaching is the attempt enjoined upon the church 
to serve God’s own Word, through one who is called 
thereto, by expounding a biblical text in human words 
and making it relevant to contemporaries in intimation 
of what they have to hear from God himself.” 

 兩種都講適切性(relevance)  



第二種理解：道＝基督 

 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道；證道就是宣講聖經所見
證的基督，讓會眾與現今活著的、常與我們同在
的基督相遇 
 證道是一件事件，上帝的道，即耶穌基督，藉有

限的人的話語，與我們相遇 
 



第二種理解 

 “Christ himself is present when I preach. Not 
only am I aware that it is his Word that I 
proclaim, that this Word is true, and that you 
will be dashed to pieces; but I also know that 
he himself will enforce his Word. I know that 
the Word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fist, that 
what I preach will happen, and that you will 
perish. For Christ is present and makes my 
words come true. Action follows upon the 
words.” (Martin Luther)  



第二種理解 

 讓會眾與朝見永活的主、與基督相遇，正是崇拜
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因此證道是崇拜的一環，亦
與崇拜其他環節互相配合 
自選經文 vs. 經課表(lectionary) 
證道與詩歌  



第二種理解 

 主要議題： 如何理解與我們同在的耶穌基督？ 
 較著重他的神性？ 
 較著重祂的人性？ 
 耶穌完全反對暴力，順服掌權者，而祂所傳揚的

天國不屬於世界，會帶來靈魂得救？ 
 耶穌同情奮銳黨（會採取暴力革命），挑戰掌權

者，而他所傳揚的天國要降臨並改變世界，會帶
來公義和平？ 



第二種理解 

 主要議題： 如何理解與我們同在的耶穌基督？ 
 歷史上的耶穌與信仰上的基督基本一致？ 
 歷史上的耶穌與信仰上的基督基本不同？ 
 耶穌基督在教會之中與我們同在？ 
 耶穌基督在社會之中與我們同在？ 



證道與處境 

 兩種理解皆重視道在此時此地的意義 
 第一種重心放在聖經的文字，或較重視神的話語

對處境的教導與指引 
 第二種重心則放在今天活著的基督，或較重視上

帝的道與處境的關聯與對話 
 



證道與處境 

 另一關鍵問題：對處境的理解 
 巴特說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問題是那一份

報紙？ 
文匯報、人民日報？ 
星島日報、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852郵報？ 
熱血時報？ 

 去年九月底的事件是：違法佔中？和平佔中？雨
傘運動？遮打革命？ 

 



多元現實的因由 

 對證道的「道」的不同理解 
 聖經 
 基督 
 各個理解下又有多元的取向 

 對處境的不同理解 
 



多元現實的因由 

  講道者詮釋聖經及基督的多元 
  詮釋聖經必然受神學前設影響 
  詮釋的結果可能挑戰既有的神學前設 
  講道者的社會文化處境也會影響釋經 

  講道者解會眾及社會處境的多元 
  會眾有其神學前設 
  會眾有其社會文化處境 
  會眾各有差異，講道者需要考慮 

 
 



甚麼是「道」？ 

 上帝的道的宣講就是上帝的道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 
  新舊約聖經是上帝的道（話語），因為上帝自己

向先知及使徒說話，今天仍然透過聖經說話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第二瑞士信條), 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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