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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極端天氣，近年廣受關注，各國早就意識

到問題之嚴峻，並同意一起尋求對策，減少碳排放，以緩和氣

溫上升的速度。2015年，聯合國氣候峰會通過「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致力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於2°C以下。

可惜尚未看見任何實質成果前，美國已宣布退出該份協定。

既然危機是眾所周知，並已訂定應對方案，何竟無法妥善執

行？固然，國際社會理當認真檢視並改善執行機制，加強協議

約束力。我們在生態浩刧面前，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而身為

基督徒的我們，在唱頌這是天父世界之時，更當撫心自問，我

們是否真正愛惜這片由上主所創造的大地？

尋思系列首篇文章〈氣候變化：上主勸人悔改的呼聲〉，黃國

維老師從神學角度切入，直接叩問我們的內心，是否真誠相信

自己有責任保護大地？假若，我們只有頭腦上的認知，欠缺了

行為或觀念上的實質改變，或許我們並未真正醒悟。張智聰老

師在〈大地的眼淚〉一文，同樣向我們發出挑戰。他從舊約以

賽亞書二十四章出發，逐一訴說大地哀哭的原由。生態響起的

警號，或許正反映了人類與創造主關係的斷裂，但我們可知悔

咎呢？在「解話」裡，辛惠蘭老師以簡潔筆觸，解說「地」在

新約聖經的位置和意義，勉勵身為朝聖者的我們，即使在罪惡

好像得勝的「地」上，依然帶著對新天新地的憧憬，懷著眾生

最終得贖與更新的期盼，好好生活。

當我們真正體會上主關愛受造世界的心意，願意落實在生活中

踐行，就會發現這原來是一種能夠使人連結起來的共同語言。

宣教士道地在「尋思」文章〈活在當下　實踐關愛使命〉裡，

細說如何從關愛環境開始，建立起人與人的深厚關係，相通的

理念，共同的負擔，成為了分享信仰的一扇窗。關愛使命，既

可從個人層面實踐，亦可以由教會群體承擔。校友陳慈美在「踐

道」裡，分享她在台灣教會推動生態關懷近 30年的寶貴經驗。

原來，生態關懷可以相當「入屋」，就由家中廚房開始，逐步

推展至教會群體當中。在 PUSH文章裡，她為我們提供了三個

在教會倡議生態關懷的向度，值得細味。

最後，萬勿錯過「一期一會」，今期請來辛惠蘭老師粉墨登場，

專訪 1988年加入中神、退休在即的黃浩儀老師。從學習省悟、

心頭喜好、傳道授業到奇緣締結，一問一答，直話直說，往事

不如煙，盡在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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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勸人悔改的呼聲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於 2019 年的新年賀詞中，

警告人類正面對種種危機，而首要提及正是氣候變化問題。從去年吹襲香

港的超級颱風到剛過了有史以來最暖的冬季 1，都讓我們知道氣候變化已是

不爭事實，也越來越影響我們；科學家亦警告，氣候變化將要帶來極大災

禍。不過，大多數港人仍舊吃喝玩樂，不覺得要有任何改變，而在教會中

關注及回應氣候變化的聲音也不多，仿佛這件影響世界的大事與信仰毫無

關係。但果真如此嗎？我們如何從信仰看氣候轉變？神在這件事上，是否

有祂的心意？

輕看氣候變化的原因

研究環境神學的諾斯科特（Michael Northcott）提
出，人蔑視氣候變化有兩大原因：第一，有些人懷疑
氣象學的真確性，一切只是科學家製造出來的謊話。
諾氏認為，如今眾多有力證據下仍否認氣候轉變的
人，並非基於外在證據和理性分析，而是出於心中
「信念」，藉以合理化「上了癮」的高碳生活習慣，
就如癮君子製造合理化自己行為的信念一樣。從信仰
角度看，這些人沉醉於物慾，不願節制。第二，有些
人會認為科技發展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例如把硫酸
鹽注入大氣來降溫等。諾氏直言，這些科技只會把今
天的問題延續，不僅沒有針對過度消耗習慣這問題核
心，亦未免對科技太有信心。在信仰上，這些人都犯
了自我中心與自視過高的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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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勸人悔改的呼聲

副教務長
神學科助理教授

一個愛「家」的人：上帝賜我妻子兒女，鼓勵我鑽研

家庭神學；上帝放我在香港這家，迫使我關注政治神學；

上帝讓我活在 21世紀的地球，我要以關愛受造世界去

回應這呼召。

黃 國維

除此上述兩者，在我看來，香港信徒還受到一種「毀
滅性的終末觀」影響，誤以為物質世界的破壞會導致
主再來，不但不用關心地球，更應該加快它的破壞。
然而，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明確指出基督
的福音不是帶來毀滅，而是生命和更新。毀滅性的終
末觀對生命毫不熱愛，反倒把它交給破壞力量，這與
福音背道而馳。他認為，這終末觀導致兩種心態：其
一是「讓我們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的生活
態度。既然「吃吃喝喝」會加快環境破壞，這豈不兩
全其美嗎？其二是借宗教來逃避，強調「世界非我
家」和「靈魂得救」，並以為信仰可叫自己免受環境
破壞之害。3且看教會的信息或崇拜的詩歌，經常告
訴我們當面對危難，神必保守，亦賜我們在世安穩，
就算「外面」世界多混亂，在主「裡面」必得平安。
既然認定神必保守，氣候變化又何足懼，我們大可繼
續「豐盛」過活。若然認為神容讓人類因氣候變化受
苦，這豈不是輕看了神的慈愛和大能嗎？況且，神在
世界不斷工作，必定以奇妙作為，或行神蹟，或改
變自然律，不容氣候變化帶來大毀滅。我們當這樣相
信，才顯出對神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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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透過基督工作

自創世以來，神在世上最直接的工作就是基督道成肉

身。然而，耶穌並沒有用神蹟除去苦難，世上仍有欺

壓和貧窮，天災依然發生。祂來了，為要與罪人和被

罪者同在，並甘願承擔罪的後果，釘身十架。既然祂

也受苦受死，我們就更不能迴避甚至免除世上的苦難

和死亡。耶穌告訴我們，苦難臨到，不代表神離棄了

世界，祂願與我們在苦難中同在同行。

仰望十架，正是提醒我們認清罪是如此可惡，連無罪

的人也苦害了，我們當立志轉離罪惡，否則神要施行

審判。面對苦難與死亡，我們不用害怕，因它們只能

「殺身體」，不能「殺靈魂」；我們真正要懼怕的，是「把

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審判的主（太十 28）。

因此，悔改比起迴避苦難與死亡來得更重要。事實

上，主耶穌最重要的使命是叫人悔改，而這亦是今天

神在世界工作的目標。

從氣候變化聆聽神的呼喚

若然神的工作是要人從罪中悔改，或可讓我們從氣候

變化聽見祂的呼聲：

首先，氣候變化告訴我們，人類的行為能影響世界。

因此，神交託我們治理世界的任務，既真實又重要，

關乎人類、整個生態以至地球的福𧘲，我們必須認真

看待。我們既然可以影響世界，亦可以透過我們的選

擇和行動，或有助令瀕危的自然環境逆轉。面對氣候

轉變，我們絕不是坐以待斃的。

神透過自然律工作

但這是聖經描述的神嗎？今天祂可會施行神蹟，改變

溫室氣體對地球的保暖功能，解救人類出困境？只要

我們細心閱讀聖經，就必發現這並非聖經啟示的神。

聖經說，神在創世時定下自然規律，萬物按秩序運

轉，祂更不斷對這秩序說：「好」。

而更重要的是，自然律須穩定不變，才可讓人好好治

理大地：神賜人理性，讓我們明白自然律如何運作，

有了知識，方能夠負責任地治理世上的事物。自然律

一旦失效或變得隨機，人就無法掌握世界運作的原

理，也不能完成神交託人去管理大地的任務。正是上

述原因，神穩定地托住一切自然律，包括溫室氣體的

保暖功能，不會隨意更改，映照出祂對世界的愛顧。

這是神從亙古到永遠在世界的工作，亦由此顯明祂是

信實不變的主。

從地球歷史看來，溫室氣體的保暖功能一

直保持這世界暖和，讓生物繁衍。但這自

然律卻因人類的活動，令地球溫度近年快

速上升，世界正在災刧邊緣。可見，問題

不在於溫室氣體，也不在於自然律本身，

乃在於人類的過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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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護公義、關顧弱小的要求，就顯得十分重要。解

決氣候變化，極需要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有良好的協

作和體諒，世界更需要基督捨己的榜樣。在個人層

面，我們未必能幫助世界另一角落裡那些窮人的物質

需要，但我們本身的生活習慣與消費模式，卻可透過

大氣直接影響他們。將來當我們站在神的審判台前，

這些都要成為判斷我們有否「行公義，好憐憫」的準

則。由此看來，氣候變化也許是神給人類的試驗：看

看我們是否願意跟從祂的心意，效法基督的榜樣？還

是對高排放的生活習慣眷戀不捨，無視那些遭受氣候

變化影響的人之困境？

危機當前，我們若不馬上改變，氣候變化將越趨劇

烈。神會否容讓極端天氣引發饑荒甚至戰亂，來懲罰

我們自我中心和貪戀物慾的罪呢？沒有人可以代神來

回答。但聖經明確告訴我們，神會懲罰罪人，但懲罰

背後，總是那為要挽回罪人的大愛。這樣看來，氣候

轉變雖會帶來苦難，卻是慈愛上主勸人悔改的呼聲。

當趁情況尚未至於無可逆轉，讓我們及早醒悟，快快

回轉吧！

                                                                                                                                        

1 香港天文台：〈2019年 2月天氣回顧〉，2019年3月4日。下載自

https://www.hko.gov.hk/wxinfo/pastwx/mws2019/mws201902c_

uc.htm，2019年 3月 5日下載。

2 Michael Northcott, A Moral Climate: The Ethics of Global 

Warming (Maryknoll, NY: Orbis, 2007), 269–277.

3 莫爾特曼：《盼望倫理》，王玉靜譯（香港：道風書社，2015），

頁 66–68。

氣候本身無疑是極其複雜，仍有許多東西在人類掌握

之外。人類自工業革命開始，燃燒大量化石燃料，未

必預計令氣候產生變化，但它的出現卻告誡我們必須

謙卑，不要再自我中心，自以為可操控世界；它也提

醒我們不應濫用科技改造大氣來解決問題，而是要仰

賴神的工作：從過度排放的習慣回轉，讓神所創造的

大自然得以自我修復。

事實上，氣候變化的出現，為地球帶來的都是惡果。

若是神蹟出現，止住氣候變化，人類更不會醒覺，繼

續肆無忌憚地放縱物慾，離開神越來越遠。

再者，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土壤、河流，甚至是核

污染影響區域尚算有限，但溫室氣體排放則影響全世

界。其實，氣候變化提醒了我們，神所創造的世界是

互為影響：一個人的罪，可傷害他人；而一個人的善

行，也可叫全世界得福。所謂「河水不犯井水」或「各

家自掃門前雪」等想法都不成立。在互為影響的大氣

中，溫室氣體排放是一個關乎公義的問題：許多國家

因自身經濟利益而不願減排，這些排放多的發達國家

未必承受最大的氣候禍害，反之那些排放少又經濟落

後的地區受害最大，造成了不公平。對此，神吩咐人

這教我們意識到人在管治萬物的工作上出

錯，我們的生活習慣問題百出，尤其自工

業革命以來奉行不斷生產、追求增長的經

濟模式，鼓吹物慾，我們也越趨自我中

心，忘記了神才是我們該當追求和順服的

對象。

延伸閱讀                                                                                                                                      

1 Moo, Douglas J. and Moo, Jonathan A.  Creation Care: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Natural World. Biblical Theology for Life 

Ser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8.

2 Bereshith主編。《起初—關愛受造世界》。香港：德慧文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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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悲哀凋零，世
界敗
落衰
殘，

「新酒悲哀，
葡萄樹

凋殘，
心中歡樂的都嘆息。」（賽廿四7，和修）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
都
沒
落了
。」（賽廿四 4，和修）

6



「大地悲哀凋零，世
界敗
落衰
殘，

「新酒悲哀，
葡萄樹

凋殘，
心中歡樂的都嘆息。」（賽廿四7，和修）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
都
沒
落了
。」（賽廿四 4，和修）

以賽亞書廿四章，記敘了一幅末日式的大地蒼涼的景

象。「地」（ ）這個字在全章中出現了 15次（第 1、

3、4、5、6〔*2〕、11、13、16、17、18、19〔*3〕、

20節），不可不說是整章的焦點。與其他先知同道一

樣（如耶四 28，十二 4、11，廿三 10，何四 3，珥

一 10），先知給予「地」一把聲音：它在悲哀（ ）。

雖然有學者對此翻譯大唱反調，認為寂寂黃土又怎可

生出連連哀聲，故理解這字為「焦乾」。翻一翻近期

出版的以賽亞書的注釋，如 2015年 J. J. M. Roberts 

第一以賽亞書的注釋，又或是 2008年 Geoffrey 

Grogan為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的修

訂版所撰的以賽亞書注釋，均採納這個翻譯。但，先

知難道不可使用擬人的手法，讓大地傾吐它的哀衷？

或許，更根本的問題是：難道只有活物，甚至是人類

才有哀悼的份兒，而大地在飽受蹂躪、歷盡災殃之

後，卻連切切哀痛的機會也要被褫奪？1

副教務長

許書楚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小時候總愛坐在電視前看林佐瀚主持的「每日一字」，初

嚐文字之妙。至今，一篇細膩的文字總能安撫內心的躁動

不安。在這已經不把話語當作一回事的年代，仍然執拗相

信筆尖的重量、文字的威力。

張 智聰

沾滿其上居民纍纍過犯的「載體」

大地的哀哭因何而來？本章的第1~3節開門見山的說：

「看啊，上主將要摧毀那地，將它夷成荒土。他要扭

曲它的面，分散它的居民。」（第 1節）「那地必被徹

底摧毀，要被大大搶掠，因為上主說了此話。」（第

3節）2先知帶他的聽眾穿越時空，看見當神實現祂的

計劃，傾覆大地時，全地將歸於荒蕪。在這兩節土崩

瓦解的景象中，第 2節描述了社會陷入的亂象：聖俗

不分（百姓與祭司）、主僕同患難（主與僕婢）、經濟

崩潰（買與賣、賒與借）。看真點，將創造歸零的用

語，數次散佈於本章中，喚起與「洪水故事」與及上

古歷史（創一至十一）的指涉。J. Todd Hibbard的博

士論文 Intertextuality in Isaiah 24–27是研究以賽亞

書第廿四至廿七章與聖經其他經文的互文現象。按他

觀察所得，賽廿四徵引了不少與洪水及巴別事件有關

的用詞與母題。第 18節下「天上窗戶都打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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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七11是啟動洪水的成因。第10節上提到「無狀的城要被拆毀」（筆者譯），「無狀」

（ ）一字，正正是創一 2中，當太初創造開始之先，地所處的「空虛（＝無狀）」

的狀態，正切合了洪水故事中，神透過叫天上與地下的水缺堤（創七 11），反轉

創造，把一切推倒重來。而本章第 1節提到神要分散（ ）地上的居民，令人聯

想到巴別塔事件後，神「把人從那裏分散（ ）在全地面上」。

無論是洪水還是巴別，都與上古時代神對普世罪行施行的審判有關。先知借此為

典，同樣也是要指出，整個創造界的崩壞，乃是出於上主的審判。究其原因，先

知明明的解釋：「地被其上的居民所污穢，因為他們犯了律法，廢了律例，背了永

約」（賽廿四 5，和修）。先知的第一句話，可直譯為「地在它的居民底下成為污

穢」，居民在上，黃土在下，大地無可選擇地遍體污跡。在舊約聖經中，使地被「污

穢」（ ）的，可包括謀殺（民卅五 30~34）、對上主不忠、娶回背婚之妻（耶

三 1~10）、獻人祭（詩一 O六 38）各事，既是信仰乖行，也是道德穢迹。背信棄

約，這不獨是上主百姓的寫照。自以賽亞書十三章起，先知向列國宣告上主的審

判神諭：巴比倫、亞述、非利士、摩押、古實、埃及、以東、阿拉伯、耶路撒冷、

推羅；他們驕橫跋扈、欺壓弱小，行道不公，無一可置身事外，亦無一倖免。到

了本章18下至20節，先知重申「地」將會如何被撼動，猶如醉漢蹣跚、草舍搖晃，

然後作了一個最後的注腳：「它的罪過在它的身上沉重，它倒下，再不能站起來。」

（20節下，筆者譯）

大地一直只是育養其上居民的「載體」，但最終因為人的過犯纍

纍，結果也滿身沾染了惡貫，面對滅亡終局，不會，亦不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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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Clines從 一字的用法，提出有力的反駁，支持保留翻譯它為「悲哀」。可參其文章‘Was 

There an ’bl II“Be Dry” in Classical Hebrew?’, VT 42 (1992): 1–10.

2 兩節皆是筆者的翻譯。

3 這段對話記載於 Ellen F. Davis, Biblical Prophecy: Perspectives for Christian Theology, Discipleship, 

and Ministry,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 96.

延伸閱讀                                                                                                                                      

1 Davis, Ellen F. “The Pain of Seeing Clearly: Prophetic Views of the Created Order.”Pages 83–109 

in Biblical Prophecy: Perspective for Christian Theology, Discipleship, and Minist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

2 Moo, Douglas J. and Moo, Jonathan A. Creation Care: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Natural World. 

Biblical Theology for Life Ser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8. 

反映人與上主關係的測量表

那麼說，大地的傾頹朽敗，不獨是一個自然現象，背後竟然反映了蒼生與造物主

之間斷裂的關係。生態環境完好與否，對於先知而言，是人與上主關係的測量表。

舊約學者 Ellen Davis 記述了她與一群年輕農夫的一次對話。這班務農青年，既有

學養，日常與自然為伍，但可能沒有一個是基督徒。Davis問他們，神因人的叛逆

而咒詛大地（創三 17），他們會否認為這只是舊約中的神蠻不講理、惱羞成怒的

另一佐證。豈料這班年輕人瞪眼看著她，仿佛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辯自明。然後，

其中一位代表了其他人回答，說：「當我們不跟神好好的搭檔，土地自是首當其衝

的受害者。」3

今天，所謂「末日之鐘」（Doomsday Clock）好像帶著不可抗力疾步走向午夜

十二時。

環境下墜式的質變，是否也是人類與其創造主的關係的指標？甚

至，這是否也應被納入為衡量教會（不）健康指數的另一參考？

生態響起的警號，對我們一群屬主的百姓，不單是少用幾個膠袋、減少浪費的提

醒。或許，它喚醒我們要細察大地的眼淚、靜聽它們的勞苦嘆息，默想人與他人、

與大地、與上主之間的關係裂口，與苦者同哭，並知所悔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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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督使團（OMF）宣教士

著重過程，多於結果，MDiv訓練由中神起

步，在新加坡完成。

道 地

最近回港述職期間，察覺漁農署在地鐵

站裡的燈廂廣告「自然有你份」（Be 

Part of Nature），路人急速走過，

不一定注意到。但身為環境保育推

動者，心裡感到了一點安慰。以

往我們以為要「去」郊野公園，

才可親親大自然，不會認為我們

已身「在」上帝的創造中，而我

們的都市化生活，根本就是在利

用大自然。在香港快速生活的壓

迫、政府的大興土木政策下，我

不禁天馬行空地想：若要香港人

在急速步伐下定格想一想，有可

能嗎？自然豈是 out there！它一

直是 in and among us ，但在拜物

資本主義、務實主義的耳濡目染下，

自然與生活難免割裂。而這種二分法

（dichotomy）跟創造神學是背道而馳的，

說得嚴重點，更是破壞地球的致命傷。

活在當下
實踐關愛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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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關乎一切受造

近年香港「流行」減用塑膠，推崇簡樸

生活。想深一層，這些不是甚麼中產階

級的消遣，更不是一時玩意。事實上，

「環保」跟我們的信仰、生命見證、職

場召命有莫大關係。有些基督徒今朝

有酒今朝醉、縱情消費生活，代表著

他們的「信」很表面，而且與生命非

常割裂。難道信仰除了拯救靈魂外，

就沒有甚麼影響力了嗎？創造、救

贖、建立和平的主，就單單關注完美

創造裡的人類？恐怕這樣的「信仰」，

既乏力亦缺少了包涵性。惟當我們不

停思考，為何信、何謂信，我們才有機

會彌補這種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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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宣教工場的召命，跟我 15歲的一次原野體驗—一次跟大草原的「約

會」，有不解之緣。當年，遠離香港，置身非洲，與上帝對話。

祂藉著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向我說話：祂是賜平安、使

「人」和睦的上帝，祂的兒子耶穌來是要拯救世界

（cosmos），無論是以色列人、外邦人；是黑種人、

白種人，以及一切受造的。

從此以後，我邊學邊踐行所建構的神學觀，跟一般領人歸

主、建立教會的教導不一樣。舉例說，詩人以不少篇幅，

強調他嚮往住在耶和華的殿中，但我們鮮會想像上帝整個

創造都是祂的殿；在牧養關顧上，我們又側重牧養弟兄

姊妹，忽略了對花草樹木的關愛、牧養與管理。由此思

路推進，不難想像我為何來到東南亞一個邊陲地方實踐

宣教。

在求學之年，因對人文地理與旅遊的興趣濃厚，而選讀

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我深信，健全的發展

必須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換言之，若要進到一

個地方植堂佈道，跟當地居民建立關係是開展任何「事工」

的先決條件。而耶穌提醒我們要作在「弟兄中最小一個的身

上」的教導，是我這個寄居當地的工人的事工座右銘，在這

福音未及之地，是誰、是甚麼最小又最被忽略的呢？

福音，在生活中體現

我身處的地方民風簡樸，不但沒有甚麼觀光事業，由於是一個邊陲

地區，離開首都很遠，居民陷入一種自憐的光景。初到貴境時，恰巧

認識了村裡一位長輩，他邀請我參加當地社區旅遊（community-based 

tourism）的開幕禮。原來，離他家不遠的河道是大片一望無際的紅樹林，

他們想要開展「生態旅遊」。當天，我深受他們的好客熱情所感動，就成為了他

們唯一一位外籍遊客。追問之下，了解到他們的理念源自上帝囑咐人類作管家的

12



教導；而每一位導賞員都是村裡的義工，當中有老師，有退役軍人。我不假思

索地樂於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事實上，我們無所不談，有次聊得太晚，就留

下來體驗一下道地民宿生活。這些年間，我跟那位長輩一家，從互不相識，

到合作推動當地社區旅遊，更可以攀談信仰。

而機緣巧合下，我參加了一次清潔海灘活動。這活動由一群大學生

和大學老師於三年前發起，每周一次，於下午二時半來到不同海

灘拾荒，義工們男女老少都有，人數不拘，風雨不改，老師自費

租來一輛車接載。為何要這樣做？是甚麼驅使他們每周拾荒呢？

對此，我深感好奇。原來，正因不甘環境受破壞，或因在大學

裡讀環境科學等等，還有許多⋯⋯，卻都是我們的共同負擔。

其實，他們更加好奇何以一位外籍人士想一起前來參與。就

在路上，我跟他們的話題不絕，因我們都熱愛這地球。而我

的一舉一動，亦解答了他們的疑惑。從「環保」起始，信仰

成為了一個自然流露的關鍵詞。

這些茶餘飯後的信仰對話，確不像是「傳福音」，

但關係建立卻是任何事工或佈道之始，福音種子早

在第一次相遇的時候，已栽在對方的生命裡，我們

的連結不再是那種泛泛之交，而是建基於某些共同價

值觀上。

事實上，有次村民邀請我到他家裡吃飯，請我為他們謝飯禱告；另

一次，一位同工往訪他們的家，結果被留下來，跟他們一起查經，深

入交談。

宣教工作不是到異地去建一家沒有人去的教會，因我深深相信「教會」是築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而「福音」就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裡，就在我們關愛

鄰舍以至身邊一切受造的，皆可以體現得到，就如大自然，是 in and amo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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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創會理事長

MDiv 1979

八十年代，台灣媒體經常報導有關環境污染

的議題。作為四個稚齡兒女的全職媽媽，實

在不希望孩子們的健康受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傷

害。事實上，「生態學」（ecology）按字義最直

接的解釋就是「家的學問」，生態主張也就是家

的主張。11991年春，我加入了「主婦聯盟」，跟

著許多熱心的環保媽媽學習落實生活環保。但學

物理、喜歡追根究底的教育背景和第五代長老會

家庭的宗教信念，讓我很快看到環境教育最底

層，必須要有價值觀支撐，也深深感受到教會

界不能自外於環境關懷！由此，我踏上了這

條走近 30年的生態關懷之路。

常
樂
廚
房
，
且
莊
嚴
廚
房

—

參
與
追
求
生
態
公
義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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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懷     始於廚房

回望路上軌跡，頭八年仿如「整地」的過程，這是從廚房開始的生態關懷。當時，我

以自修方式閱讀生態神學及環境倫理相關書籍。到 1992年春，現學現賣，在教會成

人主日學開設「生態與信仰」課程，並將這份講義加上適合青少年和兒童的活動，編

成《好管家環保手冊》。另外，又邀請「主婦聯盟」的基督徒，於同年 6月成立「台

灣生態神學中心」，推廣整全環境教育。我們連續幾年舉辦「綠色小天使」活動，邀

請社區小朋友和家長參加。「聯盟」的環保媽媽是主要講師，而我的四個兒女也一起

參加。

出版工作亦於這「整地」階段開展。1993年底，因關心環境議題的長老教會青年

加入，〈生態神學〉通訊得以發行，並持續舉辦「信仰與環境觀」系列讀書會。

1996年，我們出版了兩本書：其一是《生態公義》，為 Dieter T. Hessel牧師

編著的 After Nature’s Revolt: Eco-Justice and Theology中譯本，余達心

牧師於 1992年寄來這書並囑咐我們譯成中文；另一本則是《看顧大地》，

為台灣《教會公報》邀請我們用一年半時間輪流書寫九個不同主題，

最後結集而成。

就在同工們推動下，長老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於 1997年設立

每年 6月第一個主日為「環境主日」，並為全台教會提供主日講章

和相關教材，期待能夠在各地落實生態關懷事工。而為讓生態關

懷跨出教會圈，我們於 1998年 6月成立「生態關懷者協會」，2

以「探討土地倫理、追求生態公義、落實簡樸生活」為宗旨，參

與建構台灣生態文化。其後兩年，三度邀請「國際環境倫理學

會」（ISEE）主席柯倍德教授（J. Baird Callicott）訪台，舉辦「跨

世紀土地倫理國際研討會」及「生物多樣性面面觀研討會」。

整地八年     撒種深耕

就這樣，經過了八年「整地」，逐步邁向「撒種、交流，推廣」，

以至「聯盟、普及」這兩個新階段。在此其間，「環境倫理學之父」

羅斯頓教授（Dr. Holmes Rolston III）三度應邀赴台舉辦「生態與倫

理」、「自然之道即十架之路」、「科學與宗教對話」及「看顧自然」等

講座。我們亦繼續致力文字出版，包括協會十周年紀念套書「環境倫理

的思潮與實踐系列」四冊（2008年）、《深耕台灣  福蔭子孫》（2015年）

及協會二十周年紀念系列活動後出版的《關懷我們的家園  迎向綠色未來》

（2018年）。

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婦女，常會認為進入廚房代表斷送過去的專業訓練。三十年來，

我卻因為要落實環保，不但樂意走入廚房，且因持續閱讀和參與，跨入原本不熟悉的

許多領域，拓展信仰視野，豐富生命內涵，深化對人困苦流離的感知，體會到「你開

廣我心的時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詩篇一一九 32），也明白「呼召就是

你最深情的喜悅與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會之處！」（布赫納 Frederick Buechner）。廚

房成為我生命中莊嚴的祭壇！

                                                                                                                                        

1 D. Simonnet。《生態主張》。方勝雄譯。台北：遠流，1989。

2 詳情可瀏覽  http://www.te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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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就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裡，
              就在我們關愛鄰舍以至身邊一切受造的，
     皆可以體現得到，就如大自然，是 in and among us！

「福音」就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裡，
              就在我們關愛鄰舍以至身邊一切受造的，
     皆可以體現得到，就如大自然，是 in and among us！

「福音」就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裡，
              就在我們關愛鄰舍以至身邊一切受造的，
     皆可以體現得到，就如大自然，是 in and amo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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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任教中神 31年的黃浩儀老師正式退

休。今次請來辛惠蘭老師，與他展開一場妙問妙

答，問的到肉直接，答的出人意表。兩位新約人，

兩代圖書館主任，是師徒亦是同事，既相異又相

通，歲月流金，但見傳承。

黃： 無心機讀書啫，都要生存嘛，不可能整日閒遊

遊、搞搞震。我不愛讀書，不代表不愛看書，

要是找到一本喜愛的書，還是愛看的。不過，

要遇上一本你喜愛、讀得明又有著益的書，其

實好難！太深的，好難明；太淺的，又無謂睇！

 約是大三或大四吧，我在中大當時的一間書

店，買了一本關於舊約的書，是 Bernhard 

W. Anderson 的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8)，提到一般人讀舊約，越讀越「頂唔順」，

原因是用了不正確的閱讀心態。因此，要讀民

數記嗎？你就要用看家譜的心態來讀，自會明

白它在說甚麼；讀摩西律法，當法律條文來看。

內容悶不悶，毫不相干，你不想讀可以不讀，

但當你要讀，就要知道自己在讀甚麼。這一

本書講的都是 common sense，卻十分make 

sense！

 我中一返教會，浸信會長大，著重讀經。不過，

就算經常返主日學，未必讀得明白。遇上這本

書，令我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讀經，用 common 

sense去理解。於是，把新約、舊約讀下去；

又因這本書，我再買其他書來看。我讀神學的

目的，就是想回來教導那些像我一樣，有心讀

卻又找不著門路的人，讓他們知道聖經原來是

可以明白得到。

經｜原來是咁讀的，噢！

辛： 記得你提過，你不愛讀書，因讀得差？何解你

又入到中大呢？

黃： 嗱∼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何入到！我有個大問

題，就是讀書時不明白，考完試至明，死未！

猶幸短期記憶不錯，會考 OK，考中大也 OK，

剛好入到。我做事沒甚麼系統，不會有 plan

逐步去學，遇上鍾意的，一頭栽進去，想得通

就會好叻！但讀書講根底，也講方法，學起來

會更好，有些人很有步驟，我無！步驟∼好∼

悶！我不喜歡。

辛： 入讀中大後，你快不快樂？當時的學習模式對

胃口嗎？

黃： 我在中大念哲學，哲學這回事嘛，到今日我才

明白他們當年做甚麼，讀的時候不太明白。第

一年算有心機，第二年開始渾渾噩噩，到第四

年沒有上課，只去考試。如剛才講，讀書學習

可以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由淺入深，上課、

熟讀老師筆記，再讀原著，然後學習整理、

分析和批判；另一種就由閱讀經典入手。中大

屬於後者，大一第一本書就讀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我的英文底子又不好，無可能讀

得明啦！反而後來入讀神學院，因採取由淺入

深的教學方法，我就沒問題了。

辛： 我好奇你竟會走去讀神學，PhD喎！當時讀書

還未開竅，你怎會有興趣做這件事？

逐步去學，遇上鍾意的，一頭栽進去，想得通

就會好叻！但讀書講根底，也講方法，學起來

會更好，有些人很有步驟，我無！步驟∼好∼

悶！我不喜歡。

整理及撰文　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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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經。
樂。
傳。

樂｜洞簫、魯特、曼陀林，吓？

辛： 我知道你的興趣和嗜好其實頗多，你家裡珍藏

不少唱片，認識許多老牌歌手，還會彈奏曼陀

林（mandolin）。可見，你在音樂上認識匪淺。

黃： 音樂上呢，興趣大過能力！我的一貫性格習

慣，但凡有興趣就會投入探究。養狗的時候，

在街上見到狗狗，我都可說出牠們的品種、毛

病。那時互聯網不普及，都是看書得來。

 嗱∼音樂方面，有兩樣算得上水準較好，就是

彈mandolin和吹洞簫。那些年，要在香港學

音樂，家裡不想花錢的話，學中樂就最簡單，

免費又不用跟老師。mandolin呢，則是我小

時候跟毗鄰的神父學的。後來在比利時讀書，

跑去鄰近的德國學藝，因德國、意大利和日本

是mandolin的三大重鎮。不過，我有個問題，

就是同一時間，只可做一件事。近年吹洞蕭，

唯有放下mandolin。 

辛： 數算過自己有多少張唱片嗎？我記得有好多、

好多⋯⋯你聽哪些音樂？

黃： 沒有數過！我喜歡一些沒甚麼人喜歡的東西，

最愛聽 lute（魯特琴）。嘿，在香港，相信大

都不知道那是甚麼來的。

辛： 即是⋯⋯甚麼來的？

黃： 是歐洲一種較古老的樂器，那時代還沒有定

音，奏法樂譜依然採用字母，我沒學過。它

的聲音有點像結他，樣子卻不同，體積比

mandolin 大， 有 形 容 mandolin 是 soprano 

lute。這小眾樂器沒有現貨。要買的話，就買

一盒回來自己砌，或找個造琴師訂製，不算太

貴，約四萬元，但要等上兩年。

辛： 看來你在不同時段，有不同興趣，哪種才算是

你的最愛？

黃： 唔⋯⋯音樂吧，中樂和西樂。養狗嘛，興趣不

算大，不會帶牠去參展，只不過留意相關資料

而已。唔⋯⋯我對歷史最感興趣，總想知道甚

麼原因致令一個國家出現某種情況，如何引致

後來發生的事。箇中涉及的因果關係，最有興

趣知道。但大學時期的歷史老師只教資料，我

不喜歡！不喜歡資料，不喜歡「記嘢」。

奇經。 傳。

聖經科教授

黃浩儀
聖經科副教授

辛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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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說服你！假如課題不太熟悉但又感興趣，

我會答：「我不知道」，然後再多做些工夫。中

神的好處是可以坦白直說，毋須「沖大頭鬼」。

但有些人提問，卻是要你知道他有幾「叻」！

這種狀況，人人都會有，我也會有，通常反映

當時的心理狀態出問題，變得虛浮。若經常如

此，就要留意。

辛： 那麼，你對自己教書有何要求？你有個講法十

分有趣，就是「瞓著仲可以講書」，即是你所

教的，就算瞓著都講得到。

黃： 咁∼教書呢，有「教得好」和「教得唔好」。

怎樣才會教得好？就是這一科，只需用上學識

的六成來教已滿足到要求，毋須用十成功力的

話，確實瞓著都可以講到書。熟悉課題，你必

定了解箇中發展趨勢。當然，我一定要自己讀

到好通，半通的話，我就做不到。有些人可以，

但不是我。 

 其實，我最初覺得自己不適合教書。因為一般

教書是要令本身不想讀書的人，產生興趣。而

我，根本無興趣去令你變得有興趣！硬要你去

上課，不過大家搵大家笨。嗱∼我經常說，

「渣」學生上足堂、抄足筆記，也不會明；

正常學生，上堂、抄筆記，就會明；「叻」學

生，不上堂，不抄筆記，照樣明。咁∼你不上

課，不是懶，就是叻。但我又怎知你是懶還是

叻？！既然不愛上堂，迫你坐定定，好無謂！

因此，我上課，不愛點名。勤力不在於出席率，

而是有否認真學習。學不懂，無所謂，但你要

知道自己不懂，別當自己甚麼都懂。

傳｜不怕學生走堂，瞓著仍可講書，嘩！

辛： 但早年在學校，你搞圖書館喎，又何解呢？

黃： 因大學畢業後，我在 FES（香港基督徒學生福

音團契）工作了三年，主要在福音閱覽室打理

圖書館，學懂了編書。到 1988年加入中神，

當時的圖書館主任離職，急需人手接替，問我

肯不肯，於是一做多年，直至電子化，我就沒

做了。

辛： 記得你曾對我說，當年的 catelogue〔目錄〕

由人手編製兼手寫，如今藏書量已大增。目睹

當中變遷，你可有一些獨特的觀察？

黃： 昔日的分類系統是 tailor-made〔特製〕，對神

科或經科人來說，較「就手」，似家裡的圖書

角；而今天跟從了世界通用的分類法，是公眾

圖書館，好處是方便與世界接軌，亦避免出現

混亂。

辛： 同樣，教書多年，你覺得一代代神學生，在心

志或氣質上，有否變樣？

黃： 嗱∼願意讀神學，已表示有個心，就算有個

人，你覺得他好 hea、很蛇，啥都不做，或許

他只是沒想到有東西要他用力。他日，當他想

到有地方要用力，他就會用了。就按自己的興

趣和能力，尋覓自己想做的事。

辛： 哪種學生是你最喜歡？哪種最怕？

黃： 我喜歡人提問，你問，我就有興趣講，清楚說

出己見。你可以不同意，但我不愛爭論，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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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聞說有個「傻佬」日日食三色雪糕
磚，咦！

辛： 你這麼另類又沒框框，卻竟娶了個行政主任，

而她又肯嫁你喎！？你倆是同學嗎？

黃： 是你們不了解她吧！黃太〔前中神行政主任黃

程乃聰〕有好多面向，可適應不同性格的人。

我和她在教會認識，同期就讀中大。當年，我

每日中午都到中大職員餐廳，食一盒三色雪糕

磚。通常呢，一個人只會吃蓮花杯，哪會是雪

糕磚！於是，有朋友帶她來見識下這個「傻

佬」！一看，咦！原來是我！傳聞這是我們第

一次見，假的！ 

辛： 她如何「頂得順」這樣奇特的你？你們怎樣分

工？誰煮飯？抹塵？主外？主內？

黃： 她煮。她愛乾淨，我好混亂。對內、對外都是

她！我不愛講電話，所有電話都由她接，連和

我的家人傾偈，都經由她。

辛： 退休生活打算怎樣過？會做些甚麼？

黃： 有本書，十年來寫了大半，是羅馬書，想完成

它，〔退休生活〕就由它開始，然後繼續跟老

師吹洞簫。之後呢，我不知道。

辛： 噢，有一瓣未問，你在教會的參與⋯⋯包括過

去、現在和將來？

黃： 嗱，我不會在教會教主日學，自己知自己事，

挑起那些有心讀但讀不明白的人對聖經感興

趣，第一次是影響到的，到第二、第三次，影

響力就沒了。所以，我喜歡教未聽過我講書的

人。退休後，想接觸多些不同的人，到不同地

方講書。講座嘛，素來不問人數，三百人來，

有一、兩個被我影響，今後有興趣讀經，已好

開心！不過咁∼得幾個人呢，你講起來無咁

爽囉！人多，講起來，你自己開心嘛！因此，

除非覺得好無謂，才會推辭不講，但只試過

一次。

辛： 無謂是⋯⋯？

黃： 那一個小時，我或可挑起興趣，但回家後就未

必持續了。若然教會不去 follow up〔跟進〕，

無意思呀，達不到目的。

辛： 退休在即，要好正經的，你有甚麼話想跟這一

代說？期望又好，忠告又好，呼籲又好⋯⋯

黃： 無啦，有甚麼好說？！自己要點生存就點生

存！我覺得，每個人做自己想做的事，現在還

有空間的話，就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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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蕙（Apple）
德慧文化 Life Reading繪本館策劃顧問

MDiv 1998

我是個講繪本故事的人。聽故事的有小孩、大人、年青的、年

老的。在人生旅程不同階段讀故事，都有不同領會。生命未到

終點，故事仍未寫完，驚喜總在下一頁。當我們與好繪本相遇，

往往能發現自己的生命主題，歇一歇、想一想，再上路。

繪
本
的

命

生

讀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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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本 就 是 圖 畫 書（picture 

book），以圖畫為主、說故事的

童書。它由封面、封底、書名頁、

蝴蝶頁到內文，每頁圖與圖前後呼應，緊扣著將情節

推進。圖文之間需要極佳默契，卻不能是彼此的翻譯。

圖與文必須相互填補空隙之餘，還要留白，讓讀者有

餘地參與想像。創作者會盡量為每本繪本找到一種平

穩的節奏感，有時亦容讓某些頁面完全沒有文字，如

此停頓是要讀者刻意停下，感受轉折，而這亦是人生

的寫照。

繪本受眾雖然主要是孩子，但有人生閱歷的大人讀繪

本，往往更能讀出味道。繪本的美，讓人開啟嶄新視

界；繪本的幽默，讓人發現生命能轉彎，總有其他的

可能；繪本的想像，引領人在腦內進行一場小冒險，

讓僵化的思考體驗自由，萌發新鮮創意；繪本的故事

意涵，帶出深刻的意象和隱喻，為人生中某些關卡帶

來點點亮光和自我療癒的力量。賞析好繪本，是讓大

人和孩子學習以更廣闊的視野看人生，體會更豐富的

人生描述。一本好繪本，未必可完美地回答孩子所有

疑問，但或因故事觸動共鳴，就容易分享感受、表達

看法。所以，繪本的生命閱讀也是為好好活而讀。 

繪本裡也能找到創作者對各種生命議題的關

懷，如生死、自我、公民、環境、苦難、

夢想等。好繪本不盡是「王子公主從

此過著快樂生活」的甜美童話，一味

標榜正能量。如《烏雲先生》描寫

人的心情可以如實呈現，不用天天

陽光普照。真正的好繪本亦極少硬銷

幸福感或說教式的正面道理。事實上，吸引孩子的通

常不是「如何做個乖孩子」或者「大家應該相親相愛」，

而是《我希望我弟弟是一隻狗》、《公主怎麼挖鼻屎》

或《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有教訓意義的故事

才有用」不過是大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繪本很多是在

刻畫人性。如《米諾貓上街去買魚》，講一隻貓能否

克制想吃魚的本性，完成幫爺爺買魚的任務。買了魚

回家的路上，他的內心激烈交戰；又如 Leo the Late 

Bloomer那等待孩子開竅的虎爸爸，起初一直盯著兒

子進步，最後學習放手，知道 In 

His Time絕非人可控制，

最終開竅的是自己。好

繪本能夠久種心田，如

《胡蘿蔔種子》描述小

男孩把一顆胡蘿蔔種子

埋在土裡，別人都說這

種子不會發芽了，但他仍

每天除草灑水，時候到了，

小種子終長成一棵巨無霸的胡蘿蔔。此書於 1945年

出版，即二次大戰結束那年，作者僅用了 101個英文

字，清新的圖文表達，助戰後的人們拾起信心、灑下

希望的種子。故事讓孩子認識真實世界，但亦留下空

間去想像一個可以改變、不一樣的世界。繪本也可用

來說生命之道，儘管不是直接傳福音，就如耶穌是說

故事高手，好故事仿佛一扇窗，讓陽光射進來。《我

的小小朋友》裡的死神，遇到一位雖然患病痛苦卻喜

樂的女孩。她不僅不害怕，還和死神交談玩遊戲。最

後選擇陪死神留下來，以有盼望的天使身分牽著死神

的手，一起去執行任務，溫暖了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

跟孩子共讀繪本，是送給大人自己的生命禮物。透過

孩子的眼睛與心思，呼喚大人心中的小孩甦醒，打開

生命的親子對話。大人對生活、情感、價值觀常有所

反省，才有更好的詮釋及引導。而我深

信沒有所謂的教養專家，只有

先養好大人，才能養好我們

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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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訪香港第一所猶太
會堂

猶太人，一個為基督徒熟悉又仿佛很陌生的名詞，基督徒信仰由此而出，卻

亦是最難接受基督信仰的群體。這種巨大張力，使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產生了

許多想像。

要認識猶太群體，不少人第一時間就想到聖地，但原來在香港這石屎森林，也一

樣可以了解猶太人的文化與生活。今年一月，在中神學生會安排下，師生一行 40

人，前往位於港島半山的猶太會堂莉亞堂參觀。我們除了實地考察會堂建築外，

還有機會問及在港猶太人的日常起居和文化傳統。導賞員巨細無遺地由衣食住行、

宗教生活到文化承傳，以至一般人如何歸化猶太群體，一一解說。

不少同學都認為，這活動加深了他們對猶太群體的認識和興趣，有助他們把聖經

知識與實際場景連結起來，使一切變得立體；更有同學覓得對猶太人宣教事工有

同樣負擔的同路人。而最重要是，透過交流，教我們認識到猶太群體的多元，也

讓我們眼中的猶太人，不再局限於聖經中的描述，或歷史上的記載，或新聞裡的

報導，他們也是與你與我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香港市民。

天涯 · 天涯 

初訪香港第一所猶太
會堂

::: 黃俊恒 :::
MDi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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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惠蘭 :::
圖書館主任

聖經科副教授

極愛研讀聖經。凝望周圍，真理歪理含

糊不清，眾說紛紜。不想盲目跟風，只

想回歸聖經，深信聖經對今天世情仍有

話可說。所以在神學院新約聖經的教學

當中，非常重視聖經作為神的話語，能

被「真」閱讀、「真」高舉。

驟眼看來，新約聖經容易給人「離地」的感覺；它

並未對任何一片實質可見的「應許之地」抱有太多

憧憬，更不時提醒基督徒要嚮往一份「天上的產

業」（彼前一 4），或者一個「天上的家鄉」（來十一

14~16）。不過事實卻是，「地」在新約聖經的終末想

像當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位置。

新約用以代表「地」的希臘用字，主要是 ，這名

詞可以泛指跟「天」相對的「地」和「地面」，也可

指涉地上的「泥土」，甚至地上某「區域」、「地帶」。

「地」是上主所造世界的其中部分，也是賜予人類（以

至其他生物）居住和生活的居所（徒十七 26）。

在新約聖經的視域當中，「地」（相對於「天」）的

確正被罪污染（可二 10），伏在魔鬼及其黨羽的權

勢之下（啟十二至十三章，亦參約壹五 19），並且

跟其他受造物一起痛苦呻吟，等候最終得贖（羅八

22~23），因此耶穌基督作為普世的救贖主，祂並非

從「地」而生（約三 31），而是從「天」而來（林前

十五47）；「住在地上的人」（啟十一10，十三3~4、8，

十七 2、8）和「地上的君王」（啟十七 2，十八 3、9）

卻站在與上主和基督爭戰的一方（參啟十六 13~14，

十七 18，二十 8）。

然而更加要注意的是，縱然基督徒今天只是客居地上

的陌生人（來十一 13），正期待回到真正的永恆家鄉，

以致亦無需在地上為自己積聚財富（太六 19），反而

更應思念上面而不是地上的事（西三 2），但信徒終

極期盼的新天新地，其實是新耶路撒冷從天降下（啟

二十一 1~2），是「地」的更新和復興，其中原先罪

所帶來的悲哀、哭號和疼痛都要過去，破壞人類社會

文明的元素，包括眼淚和死亡亦不復再見（啟二十一

4），取而代之是伊甸園的修復，是生命河邊生命樹

果子的飽滿充盈，還有它們葉子的醫治（啟二十二

1~2）。

可見新約聖經對於「地」的觀感，並未停留在對罪和

貪婪無計可施的感慨和無奈，而是充滿憧憬和等待的

期盼。今天信徒作為直奔永恆家鄉的朝聖者，我們在

這已然而未然的居間時期（來十二 1），亦應以同樣

的期盼，按照上帝所命定新天新地的地 ，過當中居

民真正「在地若天」、預示地上眾生最終得贖、伊甸

園終被修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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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在我們眼前的生態困境，猶如巨大兇悍的歌利

亞。在《尋回綠色地球》一書中，貼切描述了我

們面對環境問題的狀況：「我們事實上是生活在

『三不』的狀況中—『不關心』、『不清楚』、

『不知所措』。」

與大衛之石

生態困境

如何才可走出「三不」？面對巨人歌利亞，我們可以學習大衛，挑選光滑石子，好

好迎戰。協會嘗試從教育、研發及社會關懷三方面，預備了三袋可用的石子，給

教會參考實踐，並加以操練：

第一袋石子是「走出不關心」：身為信徒，我們必須了解，唯有健康的社會，才有

可能永續發展。因此，教會可以透過教育事工，發揮愛心關懷，協助社會建構「健

康的個人」、「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文化」這五

方面，走出「不關心」的狀態！

第二袋石子是「走出不清楚」：環境問題錯綜複雜，涵蓋的面向很廣。因此，我們

若要走出「不清楚」的困境，可從「簡樸生活」、「自然農法」、「適切科技」、「再

生能源」及「古老智慧」這五個議題切入，嘗試深入了解並認真實踐，必可走出

「不清楚」的狀況。

28



[陳慈美 ]
生態關懷者協會創會理事長

MDiv 1979

第三袋石子是「走出不知所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選擇加入關懷生態的團體，

成為積極參與的會員，並以代禱或贊助等方式，從旁協助。而教會裡有專門從事

關懷生態的小組，則更為理想，可以落實信仰於「環境再造」與「心靈重建」的

社會需求中。

就讓我們在生態關懷的事工中，繼續往前，熟練打擊的好本領，一起走出「三不」！

延伸閱讀                                                                                                                                      

1 張力揚。《尋回綠色地球》。台北：雅歌，1993。

2 生態關懷者協會編著。《關懷我們的家園　迎向綠色未來》。生態關懷者協會 20 周年系列活動手冊

及記錄，2018。

第三袋石子是「走出不知所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選擇加入關懷生態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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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年長的回應組別對雜誌內容的正面評價佔多，亦有少部分對版面設計及刊物大小，提出了改善意見。

回望過去兩年，我們真切體會出版雜誌的大小困難，卻未有忘記創刊時的異象：「我們期盼，以文字向這紛擾

碎裂的世代發出縱是微小，卻出於關切的呼喚；我們致力，從信仰角度辨識、整合及反思當前處境，讓正在此

間浮沉掙扎的你我，一起思考與實踐。」

感謝你們的回應，我們必定致力改善內容質素及版面的設計，在鼓勵與提醒中努力改進，發掘和探討大眾關心

的議題，同尋思，同踐道。問卷調查雖已完結，仍然歡迎你們繼續給予寶貴意見，透過電郵magazine@cgst.

edu向我們表達。

CGST MAGAZINE讀者問卷調查
學院於 2018年底及今年年初，為 CGST MAGAZINE進行讀者問卷調查，希望了解讀者的意見。謹此，衷心

感謝你們的踴躍回應及寶貴意見，我們共收到 181份回應表，其中 45歲或以上佔 65%，教牧及機構同工佔

20%。以下為是次問卷結果的扼要分析：

（圖一）

究竟讀者對哪個課題最感興趣？綜觀

不同年齡層，首選為「教會牧養反思」。

（圖二）

（圖二）

由於網上媒體現已極為普及，我們應否繼續保留印刷版？是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讀者支持保留，即使

習慣瀏覽網上版的讀者當中，仍有逾四成表示希望保留印刷版。讀者對於保留印刷版的回應是相當清晰。

（圖三）

從 25至 34歲群組的回應可見，在

「教會牧養反思」以外，建議探討更多

政治議題。議題的優次選擇，正切合

來自同一年齡組別的回應者寫下的意

見，期望雜誌可以更緊貼時代、更年

青化。（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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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以「尋思」及「踐道」文章

最受歡迎，其次是「解話」，認為這些

文章內容具啟發性，亦有助深入淺出地

認識一些神學理念或用語。（圖一）

啟發

18-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或以上

喜歡

20 60 100 1400 40 80 120

教會牧養反思

民主／人權／自由／法治

貧富懸殊

社會關懷

中港關係

媒體生態

國際難民

神學教育

職場

兩性文化

恐佈主義危機

信仰與科技

本土思潮

環保

動物神學或生態

教會牧養反思
民主／人權／自由／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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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佈主義危機

信仰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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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單次奉獻www.cgst.edu/support_oneoffgiving 
■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46-066952-001，存入後可將存款正

式收據寄回、傳真（2794-2337）或電郵（info@cgst.edu），本

院按收據發出正式奉獻收據。

■ 郵寄支票
 抬頭請寫「中國神學研究院」或“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並寄回本院九龍塘多實街 12號。
■ 網上信用咭轉賬

每月定額奉獻www.cgst.edu/monthlygiving 
參與「使命承傳」每月定額奉獻，透過銀行或信用咭自動轉賬奉獻。

印刷版：

如閣下欲收閱印刷版“CGST MAGAZINE”，歡迎到本院網站 www.

cgst.edu/printmagazine 登記或填妥以下回條寄回（九龍塘多實街 12

號）或電郵（dev@cgst.edu）或傳真（2794 2337）本院拓展部收。

稱謂 □ 先生 □ 女士

姓名（中）                                                                                                                    

 （英）                                                                                                                    

電郵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地址                                                                                                                               

國家 / 地區                                                                                                                       

網上版：

如閣下欲訂閱電子版“CGST MAGAZINE”，歡迎到本院網站 www.

cgst.edu/subscribe登記，日後我們將以電郵發放。

奉獻支持
神學教育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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