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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十三世 
上智者天主通論 

Providentissimus  
Deus 

18-11-1893 

l  針對唯理派運用所有科學方法，包
括原文批判、地質學、語言學、文
學批判、宗教歷史、考古學等，以
抨擊天主教的聖經詮釋。 

l  鼓勵和促進聖經研究。 
l  務使天主教聖經研究更切合時代的需要。 
l  鼓勵天主教的釋經學者，要鑽研真正的科學方法，甚
至要比他們的反對者更廣博精深。 

l  鼓勵學習東方的古老語文，同時要研究所謂科學化的
批判。 

l  教會並不是害怕科學批判法，只是要辨別那些表面上
有科學根據，實際上卻是完全缺乏理性的成見。 



本篤十五世 
施慰者聖神通諭 
Spiritus Paraclitus 

15-9-1920 

l   紀念聖熱羅尼莫逝世1500週年。 
l   對歷史批判法持較大保留態度。 
l   大力捍衛聖經的歷史性。 
l   強調聖經文字意義的重要。 



比約十二世 
聖神默感通論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30-9-1943 

l  通諭強調正式的「文字含意」的「神學」意義。 
l  若要以經文的「屬靈」含意作經文的特定意義，則先
要證明這「屬靈」含意的真確性。 

l  一個純主觀的靈感是不足夠的，學者必須證明某意思
是「天主自己所願意的」，是「天主賦予」一段經文
的「屬靈」意義。 

l  並非反對釋經學者使用科學，而
是反對主張以非科學化的所謂
「屬靈」聖經闡釋。 

l  這種所謂「屬靈」釋經，反對使
用科學批判法來研究和闡釋聖經。 



良十三世 
上智者天主通論 

Providentissimus  
Deus 

18-11-1893 

比約十二世 
聖神默感通論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30-9-1943 

l  雖然兩通諭要面對的問題截然不同，但二者的基礎卻
是完全一致的：兩通諭均反對把聖經的人性與神性成
份分割，把科學研究與信仰觀點分割，把文字含意與
屬靈含意分割。兩通諭均表現出與聖言降生的奧蹟的
圓滿和諧。 

l  耶穌在世的生命，並不單指第一世紀時，在猶太和加
里肋亞某些時空場合所發生的事，亦包括猶太民族的
漫長歷史。 

l  教會尊重聖言降生的奧蹟，所以非常重視聖經的「歷
史批判」研究。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在聖經內以文字記載陳述的天主
啟示，是藉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
因此，慈母教會基於宗徙的信仰，
把舊約與新約的全部經典，同其
所有各部份，奉為聖經正典。  DV 11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因此，這些藉聖神的默感而寫成
的書（參閱若20:31；弟後3:16；
伯後1:19-21; 3:15-16），以天主
為其著作者，並如此的被傳授給
教會。 DV 11 

在編寫聖經的工作中，天主揀選了人，運用他們的才
智及能力，天主在他們內，並藉他們工作，使他們像
真正的著作者，以文字只傳授天主所願意的一切。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因為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所陳述的
一切，應視為聖神的話，故此理
當承認聖經是天主為我們的得救，
而堅定地、忠實地、無錯誤地、
教訓我們的真理。  DV 11 

因此，「凡受天主的默感所寫成的聖經，為教訓、為
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好使
天主的人成全，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3:16-17）。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既然天主在聖經裏是藉人，並用人的方式說了話，講
解聖經的人為明瞭天主願意同我們交談什麼，當注意
尋找聖經寫作人真正願意表達的是什麼，以及天主願
意用他們的話，顯示的是什麼。  

DV 12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故此，釋經者必需尋找聖經作者在固定的環境中，按
他們的時代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用當時通用的文學類
型，企圖表白及表白出來的意思。於是，為正確地了
解聖經寫作者所欲陳述的，應當注意到聖經寫作者的
時代所流行的，以及當代習用的感受、說話和敘述的
方式，也當注意到同時代的人們，彼此往來慣用的那
些方式。  

為探討聖經作者的本意，在各種方
法中，也當注意到「文學類型」，
因為藉各式各樣的歷史、預言、詩
歌，或其他類型，陳述的及表達的
真理彼此各有不同。 DV 12 



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18-11-1965 

釋經者的職務是遵守這些規則，努力更徹底地去瞭解
聖經的意義；幾乎經過這樣的研究，教會的審斷才臻
於成熟。因此這一切關於解釋聖經的原則，最後當置
於教會的定斷之下，因為教會擔任保管及解釋天主言
語的使命與天職。  

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遵照同一的
聖神去閱讀去領悟。 

為正確地去探討聖經原文的意義，尚
須勤加注意全部聖經的內容及統一性，
顧及整個教會活的傳授，並與信德相
比照。 

DV 12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09] 在聖經裡，天主是以人的方式向人說話。因此為
正確地解釋聖經，必須 留心探討甚麼是聖經作者真正
要肯定的，以及甚麼是天主藉他們的話要表達的。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0] 為明白聖經作者的用意，應留意當時的環境和
文化，留意當時所用的「文學類型」，留意當時所慣
用的感受、表達和敘述的方式。「因為在聖經中，真
理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即以歷史、先知、詩歌或其他
文學類型來陳述和表達的」。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1] 不過，由於聖經是受默感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
的正確解釋原則，沒有 這個原則，聖經將變成死的文
字：「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藉同一聖神的助佑去
閱讀和解釋」。 
為隨從默感聖經的聖神去解釋聖經，梵二大公會議給
我們指出了三項標準：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2] 一、小心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一性」。因為，
儘管組成聖經的各書互不相同，但由於天主計畫的一致，
聖經是一個整體，而耶穌基督就是它的樞紐和心臟，這心
是在祂的逾越節後敞開的。 
「基督的心」是指聖經，正因聖經顯露了基督的心。這心
在受難前是關閉著的，因為那時聖經是隱晦的。但在受難
後聖經變得明朗，為使那些從中獲得 領悟的人，懂得詳查
和辨別如何去解釋先知的話。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3] 二、在「整個教會的生活聖傳」中閱讀聖經。根
據教父們的格言：「與其說聖 經寫在書卷上，毋寧說
首先寫在教會的心頭上」。因為教會在她的聖傳中，
將天主的聖言存留在她活生生的紀念中，而聖神則按
照屬神的意義將聖言的解釋賜給她。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4] 三、留意「信德的相符」。所謂「信德的相符」，
是指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以及與啟示的整體計畫
相符。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聖經中不同層次的意義 
[115] 依照古老的傳統，聖經的意義可分為兩種：即字
面的意義和屬靈的意義，後者又分為寓意、倫理及末世
的意義。四種意義彼此深深地相協調，可確保教會活生
生的讀經，產生豐富的內涵。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6] 字面的意義。就是那來自聖經言詞所表達、透過
釋經學的正確解釋規則 所發掘的意義。「聖經的所有
意義都以字面的意義為基礎」。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7] 屬靈的意義。基於天主計畫的一致性，不但聖經的文
字，連它所敘述的 事實和事件也可成為標記。 
一、寓意。如果我們在基督身上認出事件 的意義，就能對
事件有更 深入的了解；例如經過紅海是基督勝利的象徵，
因此也是洗禮的寓意 。  
二、倫理。聖經所記載的事跡能引導我們 正直地行事。它
們是為「勸戒我們 而記載下來的」(格前10:11)。  
三、末世。同樣，我們可看到事實和事件的永恆意義，讓
它們引領 (希臘語anagoge)我們邁向天鄉。這樣，塵世的
教會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標記。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8] 中古時代的一首短詩巧妙地總結了上述四種意義： 
    文字，事之所載；  寓意，信之所賴；  
    倫理，行之所依；  末世，心之所望。  



 
天主教教理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93 
三、聖神──聖經的解釋者 

[119] 「釋經者的任務是依照這些規則，助人更深入了
解和闡明聖經的意義，俾能透過一些預先準備性的研究，
使教會的審斷得以成熟。因為，有關如何解釋 聖經的
一切，最後都應聽取教會的裁決，她負有保管和解釋天
主聖言的神聖使命和職務」。  
如果大公教會的權威不推動我，我就連福音也不會信。  



看，那日子一來臨──吾主上
主的斷語──我必使饑餓臨於
此地，不是對食物的饑餓，也
不是對水的饑渴，而是對聽上
主的話的饑渴。（亞 8:11） 



Stanislaus Lee 21-9-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