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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這被稱為「恐怖時代」的二十一世紀，不管遠眺世界，
抑或定睛香港，危機處處。恐怖主義、核武威脅、生態
破壞、民粹抬頭、威權專制及貧富兩極等連串名詞背後，
呈現再無地域區隔，竄進日常，遍布生命不同層面的危
險威嚇，它們既剝奪尊嚴，亦足以摧毀生命。落在無望
又無力的絕處，生命的盼望何來？

今期主題「絕處 •逢生」，承載了一篇篇親身走過死蔭或
進到絕境服侍的主內肢體的分享，記下了他們的生命歷
練、時代洞見與使命實踐。字裡行間，我們能夠觸摸得
到豐盛生命的厚度，與無盡恩典的重量。

「尋思」系列文章，雷競業老師專訪德國著名神學家莫特
曼教授，一同關懷社會世情，尋索教會角色，反思時代
使命。這位走過戰火灰燼的屬靈前輩說，他們那一輩戰
後生還者早已嚐盡死味。即便如此，面對那失序燥動、
「不愛命」的戰後世界，他寫下影響深遠的《盼望神學》
回應時代，並一直不懈寫作，直到如今。他提醒亦勉
勵我們，既因上主無條件地肯定與接納生命，向生命說
「是」，即或身處的時代有多危險，生命盼望不滅，支撐
我們繼續以敬畏、熱情與忠信活下去，邁步前行，與人
相遇相知，休戚與共。

神學從來不是在象牙塔內孕育，神學教育也遠不止於思
辯切磋、知識相授。在教與學之間，還有生命的交流傳
承。今期「一期一會」，做神學也教神學遠超半世紀的
莫特曼教授，與剛執教鞭的門生洪亮老師兩代對談，他
們的一應一答，領我們再思基督教神學為何與何為。事
實上，回望教會歷史，神學往往出自當代信徒群體的血
肉掙扎。今期「踐道」是一封來自遠方、專誠寫給香港
信徒的信函，發信人是普世聖公宗蘇丹教省大主教兼首
任主教長甘道（Ezekiel Kondo），並起題為〈基督是我
們的盼望〉，令這封信格外厚重。因內裡所載，不是安舒
盛世中的提點，而是無盡困厄逼迫裡，從生命呼喊出來
的認信，並甘願為此付上代價。

非洲似是路遠，其實天涯在毗鄰。校友謝慧文在「工
人手記」分享她服侍在港非裔難民的體會與反思。而
D5D12走出了校園，記述研究院同學與一群隱沒街角、
被社會忽略的露宿者的相遇故事。當打開「解話」看到
保羅教導何謂「盼望」之時，祈願我們看得見盼望，並
常存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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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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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競業  天恩諾佑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逾四分一世紀前蒙召讀神學，已聽聞

莫特曼教授之名，更拜讀其豐富著

作。今次與年屆 92歲的神學巨擘面對

面談社會、論教會、說使命，又驚又

喜。半小時訪談，在一問一答之間，

教他深刻體會，面前這位生於沒有電

視機，連電話也由人手接駁的年代的

神學大師，甘苦閱歷都沉澱成幽默睿

智，不僅跟後輩全無代溝；在那年歲

華冠下，內裡依然是一位對每天充滿

希奇的年輕伙子，心懷赤誠，熱愛

生命。

關懷社會世情

雷：莫教授，你的作品經常提及公義。教會在中港兩地，只屬少數群體，要是我們提
出關乎公義的議題，往往會危及個人以至整個教會。若果我是教會領袖，挺身反對政

府的不公義，固然我有可能被滅聲，連帶我的教會也會被迫噤聲。每目睹社會上的不

公義，我們就要在發聲與被滅聲的風險之間，抓取平衡。若我沒有大聲疾呼，事奉確

或可長久一點，也可保住教會。發出先知的聲音與保存位分繼續牧養我民之間，兩者

該如何平衡？

莫：禱告，向上帝說實話！
以愛和尊重向政府說實話，因政權來自上主。若他們不害怕你推翻政權，他們會聽

你的。納粹時期的德國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1向上主禱告並陳明猶太人

被迫害的事實真相。

當你習慣了說真話，自會在日常生活中說真話。

雷：你也多番談及說真話。在你的著作《盼望神學》裡，你好像假設了二戰以後，基
督徒盼望的內容是人心嚮往、亦是人所共知的常理。但來到現今世代，無論是中國內

地抑或美國，啟蒙運動的自由理想正逐漸消失。人們眼中，這是「弱肉強食」的世界：

你必須夠強大，才保護到自己。追求平等這類傳統理想，若然令社會衰弱，那就不提

也罷，力量才是我們心之所向。如斯境況下，你認為講論盼望，仍是好事嗎？我們說

的，究竟是哪一種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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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貪婪，人人確是只顧自己，但我們需要的是彼此休戚與共（solidarity）！切勿

回到放任的資本主義去。我是社會主義者，亦是民主派人士，我相信人類休戚與共，

而我們確實需要團結一致，以克服人類的危機：美國或德國的邊境無法阻止核災難；

氣候變化最快將於十年內危及人類存亡。因此，我們及國與國之間，都必須攜手協

力，克服人類面臨的威脅。由此引發一個問題：人類應否還活在地上？一場核戰，

我們可在分秒之間灰飛煙滅；氣候變化持續的話，我們也將在數十年內消失殆盡。

但我們相信，上主道成了肉身，乃是向人類說：「是」。既然如此，就是希望都破滅，

我們仍可心存盼望。

雷：我們確實需要休戚與共。可是，屹今為止，我們並沒做到。就如中美對壘爆發貿
易戰，事事較勁，此種「零和遊戲」心態，今時今日極為普遍。時世艱難，我們如何

能夠做到休戚與共？

莫：在歐洲社會的政治層面上，我們正凝聚團結起來。在德國，我們亦實現了國家
層面的團結。在你的國家，基督徒團體及社群正實踐與病友、失喪者和貧窮人，休

戚與共。而基督教團體向以休戚與共及仁愛慈憐見稱。

莫特曼  德國杜賓根大學系統神學榮休教授

1926年生於德國漢堡，為當代最受推崇的神學家之一，被譽

為奧斯維辛後的神學建築師，亦是政治神學及生態神學領域

的開拓者，並開展猶太教與基督教對話，一直致力尋求基督

教和基督徒對這動盪時代的回應。他對寫作充滿熱忱與活力，

著作量驚人，除了 1964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盼望神學》，其

後作品同樣影響深遠，包括 1974年《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1977年《聖靈大能中的教會》、1981年《三一如上帝國》、

1985年《創造中的上帝》、1990年《耶穌基督的道路》、

1992年《生命之靈》、1996年《來臨中的上帝》、1999年《神

學思想中的經驗》及 2010年的《盼望倫理學》等等。而今年

將出版一本關於忍耐的新作。這眾多造詣深遠的神學著作，

閃耀著並滿載了他對生命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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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索教會角色

雷：所以，凝聚團結應由教會做起。那就談談教會和社會的相關課題。
你的大部分神學都在處理社會議題。中國教會是社會上的少數派。有時候，社會對於

聽取教會意見，興趣不大，不像德國教會長久以來都擔當社會領袖的角色。何解社會

需要理會教會的言論？

莫：早期教會只有 12位成員，但他們四處宣講，使人得聞先知的聲音。福音與團

結互助，確實發生。

真理並不屬於大多數人，真理也可在少數人的一方。

雷：跟進一下，人們會問：世上有窮人，我們求問經濟學家如何解決經濟問題；我們
追問社會學家，是甚麼社會因素導致貧窮。問題是教會的聲音有何獨特之處？我們又

可為社會帶來甚麼貢獻？

莫：與教外人有具體的生命相遇相知。
例如在韓國，宣教士、婦女，他們接待客旅，勸勉他人。故此，人與人的相處正是

教會作為少數群體的強項。不要借鏡德、美兩國教會，你要找到耶穌基督在中國所

走的路，那才是屬於你自己的路。

雷：那麼，我們得尋覓自己的道路⋯⋯

莫：對，不要照搬！

雷：你的神學大多針對社會整體，著作中強調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的共通點比一般人
所想的多。現今某些神學則注重教會的距離，即教會是一個另類群體，她擁有與世俗

的論述迥然有別的論述，看來亦與你所做的神學截然不同。我想知道，你怎麼看教會

的論述與世界的論述？教會的論述如何與世界的論述互動對話呢？

莫：新約的論述關乎愛、弟兄姊妹之情，與人和睦同居。在舊有東德共和國的社會
主義制度下，教會是人們可以自由發言並崇尚真理的地方。

雷：不如談談牧養課題。你強調教會應該放膽講解真理，這是很理想的。但實際上，
教會裡有眾多不同聲音，並非如我們所以為的那麼自由發聲。在香港，這情況令致年

輕人對教會深感失望。他們指教會只顧維護自身利益，最關心是興建一座更大的教會

大樓。好些年輕人都離開了教會，或參與網上教會。面對認為教會戀棧權力並為此感

到極度失望的年輕一代，你可有話向他們說？

莫：我在香港只是一個過客，我不知道香港年輕人的情況，但我卻明白德國的年輕
人。在德國，我會說：「如果教會令你失望，盼望在上主的國度。願祢的國降臨，

這是一個有生命、活力、自由、公義和真理的國度，你就積極投身去吧！不要看別

人，你會失望的。切莫灰心！」

6



反思時代使命

雷：對，嘗試堅守你的信仰！
容我問一個關於歐洲的問題。這問題反映了我剛提及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過去幾年，

德國收容了大批難民，此舉被形容為仁愛典範。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小撮難民

做了壞事，整個社會就繃緊起來。你們是外地人，我們得保護本地人。當你談到休戚

與共：德國人之間的休戚與共，以及與世界的休戚與共，這兩者之間，你如何平衡？

莫：接待外人可能是接待了天使，就像亞伯拉罕和撒拉接待了三位外人，後來他們
顯露出自己的天使身分。

雷：我們需要極大信心去擁抱這一點。

莫：你毋須做超越你力所能及的事。古拉丁語有云：「不要強人所難」（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一旦超出你所能做的，你沒有責任要去幫助他們。若然為愛貧窮

人而毀掉自己，就可能再沒有人會去愛他們了。

雷：有意識去保護自己是需要的，但也期望在客旅中遇見天使。
讓我問一條比較私人的問題。你現已 92歲，我們的社會亦正在老化。教會在尋問，

銀髮族可怎樣貢獻所長？

莫：年老或年輕並非以年齡來計算，而是取決於人生態度。有些年輕人看來相當年
邁，有些老年人實則十分年輕。（笑）

雷：你總令人聯想起盼望神學。上主有許多屬性，置身廿一世紀初，你認為我們今天
最需要上主哪種屬性呢？

莫：我寫了一本書，名為 The Spirit of Life，關於賜生命的靈，因為太多人不愛惜

生命。塔利班恐怖分子說：「你們的年輕人熱愛生命，我們的年輕人喜愛死亡。」

尋死意欲普遍之極。

要愛惜生命，並存盼望活下去！我寫了一篇關於盼望的忍耐的短論，這是我在妻子

患病期間所學到的——愛的忍耐，盼望的忍耐，信心的忍耐。

雷：若然我們失卻忍耐，就會變得暴力；要是看不見任何改變，便會不擇手段，即或
用暴力。

莫：凡操練忍耐的人，就有時間；凡不耐煩的人，就沒有時間。而我們在時間和信
心上都是豐足的。

雷：時間到了，訪談到此，衷心謝謝你的忍耐。
                                                                                                                                        

1 沒有向納粹政權屈服的地下教會

專訪錄影已上載本院網頁 https://www.cgst.edu/hk/cht/videos/home，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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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正式訪問前，先來一段「試咪」，那就不如輕輕鬆鬆地談談家裡
人吧。

這段試咪前傳，有坦誠的分享，也有黠慧的回應，更顯露對上主那一份如小孩般的信

心，無論祂給我們甚麼樣的份，我們也都欣然接受！接下來的訪問對談，沒有選擇長

篇的解說與論述，卻是語重深長地道出對真理的堅持和好奇，精煉的答案教我們細嚼

深思。在這黑白顛倒的世代，如此對真理不懈追求的生命，成為了我們盼望的一份

動力。

雷：噢，原來你是大哥？
莫：對，我是大仔。
雷：需要照顧弟妹嗎？
莫：不用！他們會自己照顧自己⋯⋯（笑）
雷：唔，他們相當獨立啊！
莫：我的弟弟 80歲了！（大笑）

雷：（大笑）哈，是的！
莫：而妹妹亦已 89歲。

雷：噢！你們一家人都十分長壽啊！究竟你有何秘訣？
莫：（調皮地一笑）你要問神！（全場大笑）

前傳

後記 雷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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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時代危機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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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二十一世紀，大抵我們不會否認，危機已從四方八面竄進我們的日常：

氣候越趨暴烈反常，殺戮戰場不再囿於國界，向以為安舒之地毫不太平，

社會對立加劇，張力激增。在既隱伏又張狂的重重威脅下，生命意義何在？

盼望從何說起？

撰寫《盼望神學》等多部影響深遠的神學著作，並一直致力以基督信仰

回應動盪時代的德國著名神學家莫特曼，於本院主辦的「時代危機中之

生命文化」公開講座上 1，以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作

品 Patmos第二句點題：「那裡有危險，那裡就有拯救。」（“But where 

there is danger, Salvation also grows.”）2，逐一拆解恐怖主義、核武威

脅、氣候變化及貧富兩極等當前危機；繼而剖析如何能夠在這「不愛命」

的時代中，依然熱愛生命，抱持盼望。最後，他以同一首詩的第一句：「上

主相近，又難以抓緊。」（“Near is God, and difficult to grasp.”）3為分

享作結，回應人類的存在問題，表達對基督信仰的認信。

撰文：鄧美美
攝影：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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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命運　危困重重 

對親歷無情戰火與生離死別之痛的莫特曼而言，危及生命的真正敵人，不是死亡本身，

而是生命不再得到愛惜、肯定和接納，甚至視作可有可無，這才是最大的危機。自二

戰以後，這種「不愛命」的態度氛圍，來到廿一世紀，進一步演化為末世式的死亡宗教：

視殺戮為力量，操控生死，更賦以「神聖」的理由，激起毀滅的慾望，藉殺戮或同歸

於盡來「毀滅邪惡，拯救世界」。而這種對恐怖意識形態的信奉、對死亡宗教的著迷，

一旦由個別恐怖分子或校園槍擊案行兇者的所為，推演為整個國家的行動，後果實在

不堪設想。

事實上，國際和平賴以維繫，互相牽制能夠湊效，背後假設了各方皆有存活的意願，

以致核武威脅經年，卻吊詭地靠著確信一旦發生衝突「大家必定攬住一齊死」，反倒

攫取了苟安，甚至令人們忘卻危機並未消除。其實過去 40年來，折損人們對生命的

熱愛又豈止於此？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尤其在已發展國家的民主社會，貧富之懸殊，

令人咋舌。莫特曼直指，放任的資本主義是民主的敵人，因民主是建基於個人自由與

社會平等之上，兩者若然失衡，令致人們的生活機遇裡，沒有了社會公義，就必招致

社會瓦解，信任盡失，對生存充滿焦慮。

現今全球經濟體系還為我們帶來另一更切身體會的危機，那就是氣候變化。它已不再

是潛在的威脅，而是可見的現實。現代工業社會嚴重破壞環境，導致生態失衡、物種

瀕危及死亡。莫特曼指出，生態危機基本上由西方科學與科技文明造成，但勿誤以為

環境問題只屬於西方工業國。事實上，生態災難已令發展中國家本身的經濟及社會問

題加劇惡化。眾所周知「發展是有限度」，「無止境增長」這意識形態解決不了社會問

題。我們不改變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的話，就只有坐以待斃。

 
誰主生命　盼望何在

危機當前，莫特曼提醒我們，大家同坐一條船，彼此休戚與共。那管面對的是國際間

的核武威脅抑或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依賴武力威攝或資產投放，都無法確保和平共存。

就如社會不公義才令貧窮變得無法忍受，激起民憤，使群體裡的團結互助精神消失。

惟獨公義的行動以及和諧的利益平衡，方可減少暴力，共同締結人與人及國與國之間

的和平，這是我們首要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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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需要學習尊重生命。莫特曼認為，今天的

「生態危機」不只危及生態，實質上是人類社會與大自

然構成的整個生命系統都陷入危機之中。一直以來，我

們生命的許多方面都由市場規律來決定，把大自然降格

為專屬人類居住的環境，摧毀其他生命形式的存活空

間。因此，學習尊重生命就是尊重各種不同的生命形式，

因它們各有其自身價值。我們需要從生產、消費然後廢

棄這「一條龍」的觀念，轉向循環再生的概念上。只有

生命的循環，保存大自然的完整，人類作為大自然的一

分子，方可存活。

處身危險時代，莫特曼強調，人的生命不僅是一份生命

禮物，亦是一項活出人性的任務。面對種種恐懼與威嚇，

要承擔起這任務，需要生存的力量和勇氣。而這來自我

們對生命的熱愛、接納和肯定，也來自參與分享而非漠

不關心，以及追求個人以至共同的滿足快樂。

最後，莫特曼引用「上主相近，又難以抓緊」這詩句，

回應更深層關乎人類存在的問題：人類在地球出現，是

偶然？還是進化的「必然」結果？因何要熱愛生命，

肯定人類的存有？他指出，詩人荷爾德林描述上主太

「近」，近得使我們無法抓住。因為要抓住，就需要有一

定的空間距離。但上主卻是比我們距離自己還要近。莫

特曼認為，若換過來是我們被上主的「近」所抓住，那

就能夠解答人類存在的問題：因永活主的永遠稱「是」，

使我們即或面對死亡，仍可肯定我們那脆弱與易受傷害

的人性；因永活主的永遠慈愛，使我們可以熱愛生命並

抵抗對它的毀滅；因永活主那不可抓住的「近」，使我

們就算面對更大危險，依然深信誰能拯救。

具批判性的人道主義

而神學科助理教授洪亮回應時指出，莫特曼的神學是一

種「批判性人道主義」，重新把弱者和被壓迫者的生命

尊嚴放置到神學探索中心，道出上主無條件地肯定與接

納生命，人在此基礎上得以肯定和接納自身的生命。這

種「批判性人道主義」深刻塑造了二戰之後世界新教神

學基本面貌，亦一直是莫特曼的基本思想線索。它內裡

是包含抗爭元素的人道主義關懷，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

先知氣質，因它反對一切藐視、漠視和敵視生命的東西，

尤其是當這種東西顯得強大且不可撼動，讓人絕望、活

不下去時，莫特曼用來表達這種批判性和先知氣質的基

本詞𢑥就是「盼望」，盼望支持著信仰者在不斷向前邁

步中，見識上主的信實。

洪亮認為，「批判性人道主義」這基本旋律，貫穿著莫

特曼對核武威脅的反思、對新自由主義腐蝕社會生存環

境以及自然生態問題的思考，還有對宗教恐怖主義的觀

察之中。因上述一切都威脅到人對生命本身的肯定和敬

畏。生命從來不是可以隨意上下的交通工具，人和生命

之間的關係不是消費，而是責任：要在盼望中活下來，

活出人應有的樣式，這是一個任務，而不是一個選項。

然而，面對二戰後奠定的世界秩序土崩瓦解，洪亮提出

兩大問題，需要進深探尋思考：首先是國際政治倫理不

再講求協商共識，取而代之是威權管治、民粹及保守主

義抬頭；其次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等技術空前發展，

帶來了社會信任危機。如何在這兩大問題語境中講好生

命的價值與責任，講好對生命的肯定與接納，將是當今

之世一個毫不容易卻極其重要的神學任務。

 

1 公開講座錄影已上載本院網頁 https://www.cgst.edu/hk/cht/

videos/home，歡迎瀏覽。

2 Friedrich Hölderlin, “Patmos,” lines 3–4.

3 Friedrich Hölderlin, “Patmos,” lin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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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道大主教來自呂巴族群中的Moro族，而呂巴山區可

說是蘇丹多年內戰的戰場。上世紀八十年代，蘇丹政府

實施種族清洗政策。到 1985年 7月，於呂巴山區開戰 1，

整個區域飽遭戰火蹂躪，呂巴人更是死傷無數，許多族

人逃至阿拉伯裔蘇丹人聚居的首都喀土穆或到鄰國去。

2005至 2010年間，雙方曾簽定和平協議，一度停戰。

至 2010年 10月，戰火重燃。事實上，不單是呂巴族，

蘇丹教會亦長年遭到壓迫。政府往往以開闢公路等為借

口，拆毀教堂。就在如斯困境中，90年代初甘道大主教

被差派往英國進修神學。正因祖國的惡劣處境，即便他

留在英國，不再回去，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他認為自

己既從那裡出來，就當回去，服侍我民。他深信跟隨主

必須付代價，怎麼也跑不掉的。因此，決定學成回家，

進入挑戰當中，並要成為同胞的祝福。

認識他多年，親睹他勇敢冷靜並滿有智慧地迎向政治與

宗教動盪局勢下的每個巨浪，亦銘記他說的一句話：「同

胞受苦，我能夠做些甚麼？」儘管他沒有參與任何政事，

但他參透政局且對政治有相當影響力。固然，他經常落

在兩難之間—身為信徒領袖，需要為公義發聲，豈可

在同胞遭受嚴重壓迫時，仍靜默無聲？然而，卻又知道

只要開口，受苦者卻可能是他的會眾，政府的壓迫來得

更兇更猛。正是他，讓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領袖在掙

扎，一直為深愛的同胞擺上無盡心思，以智慧對應各樣

壓迫；同時也看到一個真實的信徒生命，專注基督的十

架與盼望。祈願上主讓我們從他的生命分享，看得見盼

望，並存留在盼望之中。

                                                                                                                                        

1 Roger Winter, "The Nuba People: Confronting Cultural 

Liquidation,” in White Nile, Black Blood: War, Leadership, and 

Ethnicity from Khartoum to Kampala, ed. Jay Spaulding and 

Stephanie Beswick (Lawrenceville, NJ : Red Sea Press., 2000), 

183－ 194.

葉美𡣖
實踐科助理教授

相片由
葉美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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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親愛的香港教會弟兄姊妹：

謹此，向身在世界另一端、正因信徒身分而面對各樣艱難與挑戰的你們問安！冀

盼我的信息，此刻能為你們帶來盼望和鼓舞。

2002年 9月能夠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看見香港基督徒的堅定信心，為你們感謝

上主。奈何得聞你們因信仰緣做，正經歷艱困。

承擔使命，放下安逸

我在蘇丹完成神學課程並被按立為蘇丹聖公會牧師（Episcopal Church of Sudan, 

ECS）。就在現任政府發動政變取得政權前，獲選派往英國深造三年。當其時的蘇

丹，生活甚為艱苦，正思忖去留，我的英國及留學生同工們紛紛勸說不要回去，

因我或會被蘇丹政府逮捕。可是，我告訴他們，當地教會差派我來，就是為了回

去牧養教會。是以，不該留下來的。

而我確實回家去了。上主為我打開了大門，今天成為了蘇丹聖公會的領袖，並使

我成為國內許多處身水深火熱中的人的鼓勵。要是當初選擇留在英國安逸過活，

今天不會成為大主教。

2017年 7月 30日，坎特伯里大主教宣布蘇丹聖公會正式成為普世聖公宗第 39

個教省。蘇丹政府全力協助是次坎特伯里大主教來訪活動，更資助部分活動經費！

而坎特伯里大主教與蘇丹總統會面時，強烈要求他給予蘇丹信徒及國內所有少數

民族享有宗教自由。

跟隨基督，須付代價

追隨基督，誠然要付上極大代價。在主耶穌而言，祂所付的代價就是十架，並告

訴所有忠心跟從祂的人都要如此行。「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書一18）

有位作者道出這箇中真義：「很多人理解『十字架』為生命裡要背負的重擔，如

一段緊張的關係、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一場疾病。他們往往自憐又自豪地說：

『這是我必須背負的十架。』可是，這絕不是主耶穌說這話的本意。」當主耶穌

背著祂的十架到各各他被釘死時，沒有人會認為那是個背負擔子的記號。對第一

世紀的人來說，十字架別無他義：就是人類能夠製造出來最痛苦又最羞辱的死刑。

 甘道（Ezekiel Kondo）
普世聖公宗蘇丹教省大主教兼首任主教長

翻譯：陳佩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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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強迫被判刑的犯人背起自己的刑具，走到將被釘

死的地方，並在受死之途上，受盡嘲諷恥笑。

但兩千年後，基督徒視十架為贖罪、寬恕、恩典和慈愛

的寶貴記號，而「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就是為跟

隨主耶穌而甘願捨命，是「捨己」的意思，亦是要求絕

對順服的呼召。每囑咐背起十字架，主耶穌說：「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

有什麼益處呢？」（路加福音九 24－ 25）。雖然這呼召

極其艱難，但獎賞卻是無可比擬。2

遠溯歷史，再思身分

有時候，蘇丹的基督徒會被視為外來宗教的信徒！然

而，基督教比起現今的蘇丹，其實更古老，正如路加在

使徒行傳八 26所提及，腓利遇見來自埃提阿伯的太監

和其隨從。儘管「埃提阿伯」一詞泛指任何具相同身體

特徵的人，但這裡所指的是覆蓋現今蘇丹北部、阿斯旺

以南，直至喀土穆地區的古老梅羅王國（Meroe）居民

（見 NIV 旁注；比對 Youngblood 1982:193；Crocker 

1986）。因此，我可向批評者說，基督教是蘇丹的宗教，

早已在蘇丹扎根，甚至比傳入歐洲更早；而基督教以後

仍會在蘇丹流傳下去，直至主耶穌再來！

我在講章裡經常提醒蘇丹人及世人，教會在伊斯蘭教尚

未興起以先，已於蘇丹存在了。正因如此，只要蘇丹仍

在，教會也會繼續存在。這是上主的教會，祂必全然眷

顧祂的教會。

患難之中，得著生命

雖然蘇丹信徒面對眾多挑戰與困境，但教會依然興旺。

每逢主日，教會擠滿敬拜者。聖誕節及復活節的盛大節

期，教會更是人潮不絕。今年復活節信息提到：

復活節誠然是充滿奧秘的事件！人類思維無法

掌握，因它超乎了人所能夠理解的範圍。但我

們必須回想，這奧秘始自聖誕節，博士的問題

令當時希律王感到驚詫：新生王在哪裡？耶穌

的出生，以至祂受死和復活，皆是奧秘。這由

於祂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

祂是活著的神，一切信祂的，也必存活。

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因本身的境遇而無法

慶祝復活節。可是，我冀盼鼓勵你們，現今所

面對的困境正正是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原因，

為要讓你們得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翰福音十 10）

   閱畢這篇文章，我鼓勵你們堅守對主耶穌的忠心，

因祂對我們全然信實。銘記祂的降世、祂的一生、祂的

死亡，以及祂勝過死亡的復活。祂應許再來，接你們到

祂那裡去，到時你與我也會在那裡。神是永遠為善！祂

是永遠信實！讓我們至死忠心，直等祂來。為此，我們

彼此代禱，願榮耀歸與父神。

甘道   謹啟
喀土穆
蘇丹

                                                                                                                                        

2 文章來源：https://www.gotquestions.org/take-up-your-cross.

html（2018年 5月 23日參閱）

甘道（左一）、葉美𡣖（左二）

相片由葉美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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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Prof. Jürgen Moltmann（莫特曼教授）
 （德國杜賓根大學系統神學榮休教授）
翻譯： 洪亮（神學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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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盲目的信，而是一種在
認識中的信，它無法脫離對在基督之中的上主的認

識。我信仰，為要理解，信仰涉及到對上主的理解，

我理解，為了信仰，理解涉及到信仰，信仰與理解

正是如此共同成長。神學並非像一些人所擔憂的那

樣會摧毀信仰，恰恰相反，神學深化著信仰。正如

路德曾講過的那樣，每一個基督徒，只要他相信並

且也理解他所信的是甚麼，所信的是誰，他就是一

個神學家。這是信徒皆祭司的應有之意。

2. 為了教會。神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教會的存
在。神學決定性地參與到宣講、教導和牧靈之中，

面對教會的領導層，神學家們有其自由與責任，他

們的神學本身就在領導著教會，當得到教會領導層

的尊重。失去與教會的聯繫，神學就會蛻化為宗教

哲學；局限於教會之內，神學就會演變為基督教的

小圈子心態。我們也需要一種面向世界的神學，這

對
談

為甚麼要做
基督教神學？基督教神學？

就是神學的政治性功用：它不僅只在跨宗教對話中

充滿生機，更在與諸政治意識形態之間充滿弟兄情

誼和批判意識的溝通中充滿活力。

3. 為了包羅萬象的上帝國度。信仰只是一個開始，信
仰的未來是面對面地凝望上主，教會只是一個開

始，教會的未來是包羅萬象的上主國度「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這是永恆和平的國度，也是沒有

死亡與屠戮的永恆生命的國度。在上主的國度裡，

正義與自由掌權，萬物的和諧反射著神性的光輝。

寫給洪亮，今天晚上我只想到了這麼多。

衷心問候！

你的莫特曼

（原稿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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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莫老師：

看到寄來的這三段文字，回想起在你那裡常聽到的一句話：思考透徹了的神學，一頁

紙足以表達。這句話想要表達東西應該不只是文風簡潔這個問題，它其實濃縮了你對

返璞歸真的理解。有時候看一些潑墨山水，朦朦朧朧，覺得自己好像理解了返璞歸真

這個詞，但一回到實際工作中，它馬上又變得縹緲起來。在我腦海裡，這三段文字像

極了三個山水寫意場景，而且屬於落筆極少，一揮而就的那種。少就是多，它們表面

的空曠和簡單中埋藏著你的九卷大部頭，合起來差不多有四千頁了，一年半載看不完。

一直覺得，在你這裡，返璞歸真首先不是指技藝因精湛而至簡的化境，技藝高超或可

保證返璞，但未必導向歸真。路德有一次把義人比作一把有缺陷的斧子，砍柴時留下

的紋路總是歪歪扭扭，關鍵不是斧子本身是否完美無缺，鋥光瓦亮，而是它被天上的

那一位拿起，揮下。如果你會用中文來念返璞歸真這個詞的話，那麼重音一定是落在

「歸真」這兩個字上。真，人人需要，人人躲避，它是輕如氣息的重負，但神學如不

能歸真，它就甚麼也不是，可笑且可憐。你說自己是卡爾．巴特的學生，繼承了他很

多的東西，仔細想想，的確如此，在歸真這個問題上，你們講的是一回事，那就是歸

屬於真，真向落荒而逃的神學人發出召喚，提出要求，巴特把這群神色慌亂的人叫做

「逃逸的陰影」，而你稱他們為「夾在絕望和盼望之間的人」。

時常感到神學好難，它難的不是技術，而是如何不被虛假的事和虛假的言抓住，歸屬

於真。做神學似乎是主動探索，其實是被動領受，是乞討，向真伸出雙手，大聲呼喊：

「你抓住我吧！」從來都是兩手空空，等待被真抓取。真是要探索的對象，也是要服務

的對象，在探索中去服務真，在服務中去探索真，並以此歸屬於真，這個很不容易。

為了返璞歸真？
—一個小學生的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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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消費、虛榮和舒適正在慢慢腐蝕我們這一代人在艱難事物中扎根的意願和能力。

但是，除了在真之中扎根，歸屬於它，無法在腐敗和惡的沼澤中求生。真是沉重盔甲，

返璞歸真是去預備膽量，為和平去打美好的惡仗。

不過，這些還只是空洞的言辭，我沒有經歷過戰爭年代，不知道假如被拋入戰爭處境，

自己的實際表現將會如何，是面無懼色還是抱頭鼠竄？希望在有生之年，不必經歷這

樣的考驗，就懂得珍惜觸手可及的一切微小事物。你對人的權利、尊嚴的重視跟戰爭

體驗密不可分，與死亡擦肩而過，才會懂活著的瞬間；見識過戰爭機器和焚屍爐，才

能看清人道。讀《盼望神學》和《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讓人體會最深的往往不是論

證技術，而是見眾生的憐憫，這種胸懷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為你經歷過黑暗的東西，

挺過來了。而且不僅如此，你對新事物總是充滿好奇。

你常說，沒有好奇，就沒有真正的神學思考。對你而言，好奇不

是追趕新潮，而是追趕新創造，新潮是人手弄出來的，新創造則

非上主之手莫屬。活在殘酷的現實之中，同時對新創造保持開放

和喜悅，這是好奇的真意，也是神學的前提。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再到杜賓根看你！

您的學生
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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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主呼召我去服侍在港的非裔難民及尋求庇護者。1當我問上主：

「我可以為他們做甚麼？」上主說：「你去愛他們！」

於是，翌年離開了牧職，開始全時間服侍難民。

謝慧文
MDiv 2014

「你去愛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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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聽聞不少負面事情，我選擇逃避「可疑」的男性難

民。即或沒有可疑，也竭力避免交換電話或單獨交談。

然而，我的內心充滿掙扎，總不可因某些人而放棄去愛

他們。上主既給我的吩咐是愛難民，祂提醒了我要用祂

的話語去愛他們。經反覆思量上主這提醒，最終我決定

不再逃避，學習以聖經回應他們，例如聖經的婚姻觀，

朋友相處之道等。

原來，愛難民是學習以上主的話語去回應他們；而上主

亦藉著人持守祂的話語，化成活生生的例子來教導難

民，當如何明白遵行祂的話。原來，愛難民是要以聖經

真理來建立他們的生命。

終於明白為何上主吩咐我去服侍難民，首先是要去愛他

們。原來服侍難民，若不先去愛並學習如何去愛，是無

法真正認識他們，也不會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談不上

是服侍。每當看見難民感謝上主對他們的愛，那是我服

侍最開心的時刻—感謝上主愛他們，感謝祂給我從他

們身上學習上主的愛。

                                                                                                                                        

1 據 2016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難民事工小組出版的《難民牧養手

冊》資料至 2016年初來港尋求庇護的人數約一萬人，當中不足

百分一成功確立難民身分。事實上，有人被遣返亦有人來港，

因此數目不斷變動。（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

site=hkccnew&op=showbyid&id=48944，2018年5月15日參閱。）

愛是平等相待，彼此同守望

首個接觸平台是在一家英語教會的非洲難民團契。聚會

結束後，他們一起在教會午餐。席間，我嘗試坐近女士

當中，希望可以跟得上話題和她們攀談。可是，她們以

非洲語溝通，我一點也不懂，也不好意思要求她們轉用

英語。所以，只可向她們微笑，打個招呼，然後默默坐

在旁邊。反觀男士們卻主動和我傾談，更交換了電話號

碼。後來才知道此舉是希望發展進一步關係，因此我刻

意疏遠了他們，亦避免主動單獨接觸男士。這邊擠不進，

那邊又要避開，真的不知道該怎樣愛他們！尤其感到灰

心的時候，不斷反覆思量，我自己真的可以愛他們嗎？

上帝的吩咐如何才可實現？

有人說，難民一般不易信任他人，也鮮會透露自己的過

去與現在。不少難民表示，他們在港沒有真正的朋友。

半年過去，有一次團契後，一位難民婦女問我：「你上

周到哪裡去了？」原來，她們有留意我的存在，也會關

心我。這教我極其興奮，心裡不住感謝上主，因我終於

被接納。自此，我從她那裡明白多了難民處境，並透過

她接觸更多難民婦女。大家也會分享生活的需要，用聖

經彼此勉勵，互相禱告守望。

原來，愛難民是彼此平等相待，也就是彼此施與，接受

愛與被愛。

愛是建基主話，以真理建立

有人說，難民一般要留港十年或以上，甚至有留港已

二十年的，還未被確認為難民。而只有落實難民身分的

人，才可申請前往其他國家定居。等候審批期間，他們

不可在港工作，每月只靠政府的生活津貼過活，但遠遠

不夠基本生活開支，致令生活壓力極大。故此，他們最

渴望早日確實身分，移往收容他們的國家去，重新展開

正常生活。或許正因如此，不少男性難民藉著與港人結

婚，申請留港。

「你去愛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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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錦榮 :::
MDiv 2

今年學生會外展部舉辦露宿者探訪行動，分別於一月和二月，兩度聯同救

世軍露宿者綜合服務一起出隊，往訪深水埗通州街橋底、通州街公園及南

昌隧道等地，透過派發食物與簡單的身體檢查服務，了解露宿者的需要，

並嘗試與他們建立關係。而我們希望藉是次探訪行動，反思福音對他們的

意義；並身為探訪者，當如何更「貼地」把福音帶給他們。

相
遇

在
街
角

24



隱沒街頭   未被忘記

筆者開始關心露宿群體，始於六年前的 2012年冬，當時食環署在寒冷天氣警告下，

清洗通州街橋底，並清走露宿者家當，事件引發社會強烈迴響。那時候，我仍是護士

學生，此事觸發我一直思考可怎樣服侍這群體。直至 2014年，經一位院牧介紹，知

悉救世軍正開展新服務，嘗試從醫療方面入手，提高露宿者的病識感，了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及求診需要，冀能幫助他們重新接上公營醫療系統。因為許多露宿者都對醫院

有所誤解，諱疾忌醫，輕忽了本身的病情。這服侍正好讓我想到他們的福音需要可透

過身體檢查服務，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真實情況，從而引導他們發現生命可以不一樣。

而對今次參與外展服侍的中神同學來說，體驗可謂各有不同。

第一次探訪露宿者的呂卓恩同學（MDiv 1）坦言，在整個過程中，首先要克服內心對

露宿群體並周遭環境的恐懼。原來那些氣味與露宿者的精神狀態，曾令她擔心自身安

危。她認為，雖然這兩次探訪未必能夠讓彼此深入傾談，但透過觀察與聆聽，卻讓她

看到他們那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與聚居面貌，其實隱隱透發著七、八十年代的溫情。

她亦反思福音對他們的意義，可能就是表達「你們並沒有被忘記」。或許很多人認為

他們沒有甚麼社會價值，然而不同的信徒群體仍願意走到他們中間，與他們的生命連

結，彼此互動對話，就在其中，一同見證基督想要我們相互看見的是甚麼，並按著這

種看見，予以相應的回應。

持續關懷   平等相待

曾參與不同教會舉辦橋底服侍的黃立基同學（MDiv 3），則對教會的橋底服侍模式持

不同看法。他認為探訪不應該成為一種消費，而單一次的派發物資，以至各式的施與

行動，許多時候並非彼此平等相待。在他而言，探訪需要持續，建立起關係，以致相

互之間是分享而非施捨。置身橋底的場景，教他憶起雨傘運動時佔領區內的帳幕，深

感人在流徙之中，需要找到他們的安身處。對露宿者來說，棲身街頭不過是他們在此

刻處境下所作的選擇。至於一些教會把派飯和聚會連起來辦，此舉有待商榷。因看到

不少參與者一心只想等待那餐飯，根本沒有用心消化和理解聚會信息，教他反思這行

動是否真正切合他們的福音需要？這個問題是留給每位參與服侍的人。

而筆者展望日後能夠持續出隊，恆常探訪，讓更多的人從中感受到服侍環境的張力，

並在行動裡學習反思與整合，同時在實踐中更深體會基督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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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競業 :::
天恩諾佑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架構竟

能洞悉世界變幻。後來體會到人心的轉變比統計數字的起

伏更加奇妙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作，先後在紐約和香

港參與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龍

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來的思潮文化之中，以神學佬自鳴。

有一妻三女幫助他貼地而行。

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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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提到信徒生命中常存的有「愛、信、望」（林前十三 13），

又告訴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他常在禱告中記念他們「信心的

工作，愛心的勞苦和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而有的堅忍。」

（帖前一 3，新釋本），可見盼望對信徒何等重要。一

般教會經常提及愛心和信心，也許我們需要教導更

多有關盼望和堅忍的信德。保羅指出這盼望有三個

特色：

1  末世的盼望

「因為被造的萬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這樣，

而是由於使它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萬物盼望自己得

著釋放，脫離敗壞的奴役，得著神兒女榮耀的自由。」

（羅八 20－21，新譯本）信徒的盼望不可停留在個

人得失之上，而是要有擁抱他人以至萬物的盼望，

把罪惡的權勢從世上驅走的盼望。惟我們明白到罪惡

對這世界的奴役，方能真正體會所賜給我們的盼望的

內涵。

2  堅忍的盼望

「我們得救時就存著這盼望；但是看得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因為誰會盼望自己看見了的呢？」（羅八 24，新釋本）既然

我們盼望的是整個世界的得贖，又豈能在今生見到夢想成真？

如果有人問：誰能堅持無望的盼望？保羅會答：說得好！我們在

基督裡的盼望，本來就不是人的力量可做到，我們能夠堅持，全在

於聖靈的激勵（羅八 15, 26）。

3  坦然無懼的盼望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盼望，就大有膽量。」（林後三 12，和修本）信徒不能只

把這盼望藏在心裡，更要以行動和言語，宣告我們的盼望。當我們要挑戰罪惡

的權勢，就可能要放棄唾手可得的利益，甚至要承受各樣逼迫和毀謗。正如當

年保羅的經驗（林後六 3－10），在基督裡的夢想不是白日夢─因為我們可

以大膽地付上實現夢想的代價，因為我們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林後十五

58）。

27

解  

話



這是莫特曼神學創作的真正起點，奠定其神學思維的
終末論導向和基督論根基，具有鮮明的社會與政治關
懷，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新教系統神學的巔峰之作。

曾念粵譯
香港：道風書社
2007

/ 《盼望神學—
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

/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神學，以下三本著作值

得仔細閱讀：《盼望神學》、《被釘十

字架的上帝》以及《來臨中的上帝》。

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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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著作是莫特曼「彌賽亞神學系列」的終末論部
分，全面總結了莫特曼平生對終末論問題的反思，也
是迄今為止闡述終末論這一主題的最好教科書。

曾念粵譯
香港：道風書社
2002

這部著作是二十世紀新教神學處理苦難和神正論問
題的經典，它創造性地從三一論角度反思十字架，從
歷史與政治角度更新了路德的十字架神學，堪稱德語
神學界回應猶太人大屠殺這一「文化記憶」問題的思
想標杆。

阮煒譯
香港：道風書社
1994

/ 《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 THE CRUCIFIED GOD:
 THE CROSS OF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HEOLOGY

/ 《來臨中的上帝：
 基督教的終末論》

/ THE COMING OF GOD:
 CHRISTIAN ESCH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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