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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1.1 基督首批的追隨者親身的經歷 

• 聽過祂的宣講，目睹祂行神蹟  

• 見證耶穌稱天主為父，異乎尋常的做法，表達子對心愛的父的親

密感受，這給門徒們留下 刻骨銘心的印象  

• 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天主父復活了祂死去的兒子 (羅4:25; 6:9; 格
前15:4, 13; 宗:15; 4:10)。復活後的基督囑咐門徒們留在耶路撒冷，

等候恩許的聖神  (路24:49) ； (宗1:4-5)。 

• 恩賜聖神 「這位耶穌，天主使祂復活了，我們都是祂的見證人。

祂被舉揚到天主的右邊，由父領受了恩許的聖神；你們現今所見

所聞的，就是祂所傾注的聖神。」(宗2:32-33) 

• 信奉一神宗教的猶太人、初期的基督徒如何解釋天主的三重性？ 



1.2 耶穌基督的一生充滿聖神 

• 天使預報救主誕生：「天使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

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

子。』」(路1:35) 

• 耶穌受若翰的洗以後，「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 ( 瑪 4:1)  
(參閱 谷1:12；路4:1) 

• 特別為路加而言，在世的耶穌不論是宣講或醫治，都是標準的 

聖神的承載者：「耶穌因聖神的德能，回到加里肋亞 … 在會堂

內施教」(路4:14)；『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衪給我傅了油，

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 』(路4:18-19; 參閱依61:1)；「群眾都設

法觸摸祂，因為有一種能力從祂身上出來，治好眾人」(路6:19) 



1.2 耶穌基督的一生充滿聖神  (…續) 

• 若望與路加有相同的看法：耶穌終身擁有聖神，又是聖神的泉源。「我

看見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祂身上 … 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給

我說：你看見聖神降下，停在誰身上，誰就是以聖神施洗的。」(若1:32-
34) 

• 耶穌因聖神而喜悅，祂與父的關係亦是因為聖神：「就在那時刻，耶穌

因聖神而歡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 … 我父將一切都交給

我，除了父，沒有一個認識子是誰，除了子及子所願啟示的人外，也沒

有一個認識父是誰的。』」(路10:21-22) 

• 「耶穌一嚐了那醋，便說：『完成了。』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 (gave 
up the spirit) (若19:30；參閱 路23:46) 



1.3 舊約聖經所描述的聖神 

1.3.1 天主聖神是為默西的時期作準備 

• 教會在閱讀舊約時，是在其中尋找「曾藉先知們發言」的聖神，

要對我們說有關基督的事。(CCC 702) 

• 期待默西亞及其聖神 —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43:19)：

期待默西亞；宣告新的神 (依11:1-2)。(CCC 712) 

• 默西亞的特徵在「上主的僕人」的詩歌中啟示出來 (依42:1-9; 49:1-6; 
50:4-10) 

1.3.2 直接有關派遣聖神的先知記載：新的心、新的神  (則36:25-28;  
則11:19)；枯骨復生的神視 (則37:1-14)；寫在心頭的法律 (耶31:31-34) 
聖伯多祿五旬節的早上宣揚了以上神諭的實現 (參閱岳3:1-5; 宗2:17-21)。 



2. 教父時代 
 戴都良 (+220) 的貢獻：他談及天主的一個「實體」，和三個可區別

但不可分割的「位格」，位格的區別並沒有損害實體的一體性和真

正的單一本原。他最先把三位一體應用於天主。 
 
 在三位一體的道理上，教父著重解釋 

• 耶穌基督的天主性 

• 聖神 (與聖父和聖子一樣) 本體上是另一位不同的位格 
 
 3.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  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祂 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 

[就是：由聖父的性體 (本質/實體) (essence/substance) 所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

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

與聖父同一性體/同性同體 (同一的本質/實體) (中文在禮儀上翻譯為同性同體)，

[天地] 萬物是藉祂而造成的。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 降
下。祂 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 成為人。祂 在般雀比拉多執政

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 而被埋葬。祂 正如聖經的所載，第三

日復活了。祂升了天，坐在天父的右邊。祂還要 光榮地 再來，審判生者死

者，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1  節錄自歐柯林 (G. OCollins)，黃淑珍譯，韓大輝校，《三位格的天主：對三位一體的理解和詮釋》139。 

註釋： 
標楷體 没有在尼西亞信經出現的片語 
[  ] 在尼西亞信經出現過但後來再没有在君士坦丁堡信經出現的文字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1  



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所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

崇，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

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

世的生命。亞孟。 (DH 125, 150; ND 7, 12)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1 (...續) 

1  節錄自歐柯林 (G. OCollins)，黃淑珍譯，韓大輝校，《三位格的天主：對三位一體的理解和詮釋》139。 

註釋： 
標楷體 没有在尼西亞信經出現的片語 
[  ] 在尼西亞信經出現過但後來再没有在君士坦丁堡信經出現的文字 



4. 聖神的名字、稱呼和象徵 

4.1 聖神的專有名字 

 「聖神」就是與父和子、同受欽崇和光榮的那一位的專稱。「神」一

詞譯自希伯來文 “Ruah”，其原意是氣息、空氣、風。聖神是天主

的氣息、天主之神。（參閱若3:5-8）「聖」和「神」都是天主三位所

共有的天主屬性，但聖經、禮儀和神學術語卻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

指明聖神那無可言喻的位格，以免與「聖」和「神」兩字的其他用途

相混淆。（參閱CCC 692） 

 



4.2 聖神的稱呼（參閱CCC 692-693） 

 「師保」「護慰者」（若14:16,26; 15:26; 16:7） 

 「真理之神」（若16:13） 

 恩許之神（參閱迦3:14; 弗1:13） 

 嗣子之神（參閱羅8:15; 迦4:6） 

 基督之神（羅8:9） 

 上主之神（格後3:17） 

 天主之神（羅8:9,14; 15:19; 格前6:11; 7:40） 

 光榮之神（伯前4:14） 



4.3 聖神的各種象徵   
 (參閱CCC 694-701) 

 水 

 傅油 

 火 

 雲與光 

 印記 

 手 

 手指 

 鴿子 



5. 綜合 
5.1 何處 

 在聖三中 
 在宇宙中 
 在人的精神中 
 在善惡掙扎中 
 在歷史、宗教、文化傳統化中 
 在聖言中 (降生前後) 
 在教會 ------- 基督奧體中 
 在教會各種活動中(尤其聖言和聖事) 

5.3 辨別 

 果實 
 天國的取向 
 教會感 
 聆聽的態度 
 愛、合一與和諧 

 
5.2 活動 

 播種 
 重生 (賦予新生命) 
 吸引 
 孕育 
 為恩許作抵押 
 施予神恩 
 重燃神恩 
 護衛 (安慰) 
 提醒 (教會的記憶) 
 帶領 
 更新 
 默化 
 聖化 
 美化 
 祈禱 



 你們應當留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  
  (路24:49)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許，即你們聽我所
說過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幾天以後，你們
要因聖神受洗』 。 (宗1:4-5) 

  「阿爸！父啊！一切為你可能：請給我免去這杯罷！ 
  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谷14:36)。 



  

 「耶穌說：『誰摸了我？ … 有人摸了我，因為有能力
 從我身上出去了』」(路8:40-48) 

 

 耶穌充滿聖神，由約但河回來，就被聖神引到荒野 
 裡去 (路4:1) 
 

 

聖神立即催祂到曠野去 (谷1:12) 
 

 

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
中。」說完這話，便斷了氣。(路23:46) 
 



請看我扶持的僕人，我心靈喜愛的所選者！我在他身 
上傾注了我的神，叫他給萬民傳佈真道。他不呼喊， 
不喧嚷，在街市上也聽不到他的聲音。破傷的蘆葦，他 
不折斷；將熄的燈心，他不吹滅；他將忠實地傳佈真道。
他不沮喪，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為海
島都期待著他的教誨。(依42:1-4; 參閱瑪12:18-21) 

我必賜給他們另一顆心，在他們臟腑放上另一種精神，拿
走他們鐵石的心，給他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則11:19) 

我… 講了預言，氣息就進入他們內，他們遂復活了，並且
站了起來；實在是一支極龐大的軍隊。(則37:10)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
芽。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
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祂內。(依11:1-2) 
 

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裡，寫在他們的心頭上，
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作我的人民。(耶31:33) 



 

此後──上主的斷語──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們

的兒子們和你們的女兒們要說預言，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你們的青年要

見神視；在那些日子裏，甚至在奴僕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傾注我的神。我

要在上天下地顯示奇異的徵兆：血、火和煙柱。在上主偉大可畏的日子來

臨以前，太陽要變為昏暗，月亮要變成血紅。將來，凡呼號上主名號的

人，必然獲救，因為如上主所說，在熙雍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必有

上主召選的劫後餘生。(岳3:1-5) 

 

『到末日──天主說──我要將我的神傾住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

你們的兒子和女兒都要說預言，青年人要見異像，老年人要看夢

境。甚至在那些日子裏，連在我的僕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傾

住我的神；他們要講預言。我要在天上顯示奇蹟，在下地顯示徵

兆：血、火和煙氣。在上主的偉大和顯赫的日子來臨以前，太陽要

變成昏暗，月亮要變成血紅。將來，凡呼號上主名字的人，必然獲

救。』(宗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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