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Holy Spirit  
 

天主聖神 

 

馮賜豪神父 



希伯來文Ruah 

希臘人Pneuna 

拉丁文Spiritus 

舊約中，Ruah意思：  

a) 氣 (一口氣，生氣，噓氣) (詠33:6, 創6:17, 約4:9) 

b) 風 (如寒風) (約4:15)，曠野裡的風 (耶13:24) 
   暴風即「上主的風」(依40:7)，晚風、晚涼 (歌4:3, 創3:8) 

c) 人體內的元力，即「氣息」，「生氣」，「靈魂」(訓
3:19, 8:6; 詠31:6) 

d) 心靈即「心」(創41:8)，「精神」(詠34:19; 則11:19) 

神 



要小心分辨。希伯來人因天主的啟示，他們明
白這「風」不是所講的大自然力量，甚至是所
謂的風、水、地、日、火、星都是神，而是支
配大自然背後的神秘力量，「天主的神」。  

• 由上述所引的各種名稱，我們推論出 Ruah (神) 

主要是「風」和「氣息」 

• 受造物，人和動物可以生活，就是天主賦給了
祂自己的氣息，使他們有「生氣」。 



• 在舊約中「聖神」雖不多見；但有 

「天主」或「上主的神」或「我的(天主自稱) 神」 

• 例「求你 …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 

(詠51:13) 

• 依 40:7, 13, 29; 61:1; 63:10, 11  

新約，主耶穌揭示了天主的內在生活，
即天主三位一體的第三位「聖神」。  



• 基督教各教會譯述「聖神」、「聖風」、
「神之神風」、「主風」，普遍使用「聖
靈」。 

• 舊約尚未顯示出是一位，而只是天主能改造
人的個性，使人做出奇事的一種力量。意思
是選民的聖召，成為天主的僕人及伴侶。成
了「祝聖與派遣」。 



神在耶穌內 

• 耶穌受洗 (瑪3:11)，聖神 - 火、水、鴿子、天開、
風 

– 天主的愛子。父向子發言；但聖神不發言，
也不做事。 

– 父與子交談，聖神臨在的必要。父子相遇，
聖神傳達與耶穌對聖父的悅樂、自豪及愛情      

天主的自我通傳/給予( God self     

communication)  



耶穌因聖神受孕 

• 耶穌來到世界生存，開始時神就在祂內居住，
使祂生存，在母胎中，神使耶穌成為天主子。 

耶穌在聖神內工作 

• 耶穌的一切行動中，都表現神在祂內 (路4:14)，
抵抗魔鬼 (瑪4:1)，驅魔 (瑪12:28)，向窮人傳報
喜訊及宣揚天主的言語 (路4:18)，祂在聖神內走
向聖父 (路10:21)。 

• 耶穌常與父同在 (若8:29)；同樣也不缺少神，因
為神在祂內 (若16:14)。然而神亦沒有顯示一般
的特徵，這証明耶穌的天主性。 



耶穌預許聖神 

• 耶穌升天後，聖神代替耶穌作門徒的恩保 

(若14:16; 16:7)。 

• 聖神不因自己的名，而常因耶穌的名說話。
祂不能與耶穌分離，而時常光榮耶穌 (若
16:13)。  



耶穌賜予聖神 

 

• 耶穌死亡復活。祂「把祂的精(神)託付」與天
主，因而就將聖神「傳」與教會 (若19:30)。 

• 耶穌的光榮 (若12:23)，聚集被救贖的人類 

(若12:32)，並將聖神廣施與人類 (若7:39; 

20:22; 宗2:33)。 



教會領受聖神 

• 「宗徒大事錄」可說是「聖神的褔音」。 

• 領受聖神的人神魂超拔 (宗2:4; 6:11) 

• 病人及附魔的得到痊癒和解救 (宗3:7; 5:12, 15) 

• 使徒們的英勇 (宗4:13, 37; 5:20; 10:20) 

• 這些是決定性得救，悔改，罪過赦免 (宗2:28; 

3:26; 4:12; 5:32; 10:43)  



• 聖神使人繼續耶穌的事業，宣傳耶穌的道理 (宗
4:30; 5:42; 9:20) 

• 藉分餅繼續耶穌的感恩祭，並保持弟兄間的團
結 (宗2:42; 4:32) 

• 聖神使教會傳到天涯海角的力量 (宗1:8)  



聖保祿所經驗的聖神： 

a) 基督在我們內的光榮(聖神) 

• 因聖神的德能，復活耶穌 (羅1:4; 8:11) 

• 「使人生活的神」(格前15:45)；因此使神成了
復活之「主的光榮」(格後3:18) 

• 保祿不分開「在基督內」或「在聖神內」生活之
分別 

• 「生活就是基督」(迦2:20)，也是神 (羅8:2-10) 。
在耶穌基督內 (羅8:1) 就是生活「在神內」(羅
8:5…)  



聖保祿所經驗的聖神： 

b) 神的標記 

• 自外表的奇恩、語言或治病的恩典 (格前
12:28; 14:12)，以至更高的恩惠 (格前12:31) 

• 信、望、愛為福音服務作證 (得前1:5f; 格前
1:5f)  



聖保祿所經驗的聖神： 

c) 新生的泉源聖神 

• 文字的盟約，成了生活的神盟約 (格後3:16) 

• 法律的罪惡走向聖神的正義 (羅7:18, 25; 8:2, 4) 

• 聖神的果實 (迦5:19-23)，神的平安和喜樂 (得
前1:6)  



聖保祿所經驗的聖神： 

d) 聖神及教會 

• 教會是由聖神而生的受造物，不能與祂分開。 

• 神恩建設教會 (格前12:7)，聖化天主的聖殿 (格
前3:16; 弗2:22) 

• 祂常為基督奧體而工作 (格前12:13)，融合之神 

(弗4:3; 斐2:1) 



聖保祿所經驗的聖神： 

e) 天主的神 

• 「一個身體及一個神…一個主」(弗4:4) 

• 聖神的工作幫助我們走向天主，授與我們「天
主的秘密」(格前3:10) 

• 認識基督，祈求天主 (羅8:26)，稱天主為「阿
爸」，父 (羅8:15; 迦4:6)  



護慰者 (Paraclet) 

• 若望福音著作的用詞，指名某人的職務。 

• 任務是協助、代人說情。扶持。 

• 耶穌在天上為我們向天父求恩。聖神在此為信
友作啟示者，耶穌的辯護者 (若14:16; 15:26)  



聖神與耶穌的臨在 

• 護慰者的來臨與耶穌的離去是密切相連 (若
16:7) 

• 耶穌與聖神是一起。耶穌派遣聖神。聖神使門
徒經驗復活的事實 (若16:22) 

• 聖神雖與耶穌不同的，祂使耶穌的臨在達到完
美的地步，如耶穌、聖神在他們內 (若14:17; 
17:23)。  



真理之神，教會之活記憶力 

• 「祂便教訓你們一切，也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
說的一切」(若16:24) 

• 這教訓與記憶與耶穌常密切相連，正如耶穌在完
成祂的使命時，常與天父相連合一樣 (若16:15; 

17:10) 

• 誰看見耶穌就看見父 (若14:10) 

• 同樣，聖神的傅油也教導一切 (若2:27)；引入一
切真理 (若16:13)  



真理之神，耶穌的辯護者 

• 護慰者不但為真理作証；也伸張正義 (谷13:11) 

• 護慰者在三方面宣判世界的罪狀 (若16:8-11) 

• 1) 不信耶穌，2) 耶穌在天父前享受光榮，3) 這
世界的首領已被審判了。  



• 教父時代，對「聖神」觀的神學沒太大改變，
多依據舊約和新約。 

• 後期因教會主流以拉丁文字，強調了禮儀祈禱
內的聖神，也因隱修院的出現。聖神與團體，
和個人經驗明顯突出。 

• 亦因對耶穌基督的身份爭辯，集中於基督論而
忽視了對聖神的觀念。  

基督新教的出現，雖然對天主教帶來刺激挑戰。
然而大家在對「聖神」同樣沒有太多發展新的神
學。  



梵二大公會議時。神學家顧問 Y. Congar 

(1904-1995) 提出大家應注意聖神學。 

近代教會出現不少新興團體，
這與神恩復興運動有關。 

直至現在，天主聖神多以教會團體和個人的
經驗，體會和理解去掌握。因此過去教會所
經驗的教義，(信理或天主教教理) 成了寶貴
的寶藏，幫助有系統的去掌握天主聖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