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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圖鑑

坐困愁城，有何出路？

疫地反思



編者話
我們在動盪紊亂中，闖進了 2020 年，沒想到迎來的第一頁，竟是自二

戰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全球化下，病毒傳播之猛，足以擊潰任何地方的

醫療系統；肆虐之處，日常作息要被迫停擺，民生經濟同時大受打擊。

瘟疫當前，更見生命的脆弱與苦難的無常。

對香港人來說，一場至今在燃的社會運動，緊接一場未知盡頭的世紀疫

病，九個月來先後置身戰地與疫區，苦痛二字，早已不是字典的詞𢑥，

也沒有了旁觀的距離。眼見無數寶貴生命的摧殘折損，留下來是一道道

鮮活傷痕烙出的苦痛輪廓。這種歷經患難的苦澀，讓我們在今年 Lent 

（大齋期或預苦期）默想記念主耶穌基督的受難與復活，有著不一樣的

深邃滋味，牽動我們重新省思受苦的意義。

在「尋思」系列文章〈苦痛圖鑑〉中，張智聰老師向我們展示了耶利米

哀歌細意繪畫出來的苦痛身影。儘管苦痛是何等不可言喻，又何其令

人孤單，但詩人深信苦痛仍是要被看見，受苦者的傷必須被聆聽。事實

上，猶太人每年在聖殿被毀節依然選讀這書卷，在群體中重溫令人孤單

的痛，一同嘆息，重新起步。不約而同地，趙崇明博士在〈坐困愁城，

有何出路？〉一文中，亦提到患難中最大的苦痛就是孤單感。然而，基

督卻選擇走上十架，甘願與我們一同受苦，一同心痛，讓我們也學習與

他人在患難中休戚與共，既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但面對受苦者

的需要，究竟甚麼時候應該行動、甚麼時候不行動呢？陳關韻韶老師在 

〈疫地反思〉一文 ，就藉著思考耶穌在曠野第一個試探，提醒我們不要

忽視回歸上主面前、檢視自己生命與心魔的操練，惟等候祂的更新，我

們才更能夠體會死而復活的意義，使我們的實踐行動更能承載基督恩典

與榮耀。

誠然，為期 40 天的 Lent 正是讓信徒群體透過悔改省察，等候生命更新，

迎向上主。而曠野這意象，就如同 Lent 的「地標」。在那裡，我們面對

試煉掙扎；亦是在那裡，我們經驗上主的大能拯救。事實上，Lent 一詞，

原意為「春天」，那是從凋零死寂的冬季回歸到生命重生的季節。而每

年由春天開始的大齋期，引導我們思想基督的受苦與死亡，容讓我們悔

悟自省，預備迎向復活主的來臨。今期「一期一會」，我們請來校友馬

少燕從東正教禮儀神學出發，與校牧梁錦華及校友鄧泳程暢談這節期背

後的深遠意涵，如何豐富我們面對刻下處境的反思。

復活節將至，在影蹤難尋的世紀病毒威脅下，相信我們仍要在實體與網

上並行的教會崇拜中聚首，一起思想苦難十架，一同感念基督的捨身救

贖。儘管我們所生活的瀕危世界，苦病交纏，甚願我們這群屬祂的子民

不要忘記：祂能夠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祂能夠克勝死亡、從

死裡復活，祂更選擇與受苦者同行。即使我們周圍的亮光變成黑夜，但

黑暗不能遮蔽我們，使祂不見，因為黑暗和光明，在祂看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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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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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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是不能言喻的。1 苦痛纏身，受苦者卻永遠難於準確的將苦痛描述，身

旁的人聽罷，最多也只能憑想象揣摩，卻永遠不能明白受苦者的真正感受。

是故，苦痛令人孤單。

但猶太人定下了每年亞畢月九日為聖殿被毀節，並會選讀《耶利米哀歌》，

在群體中重溫那叫人孤單的苦痛。五首哀歌苦心孤詣的刻劃民族遭逢厄運

的苦痛，以沉穩而又悲憫的筆觸，盛載亡國者的種種創傷。哀歌的詩人與

其民族同負憂患，但他的文字並非竭斯底理的宣泄。字母詩的格式，迫使

詩人要以最自律而不沉溺的方式，以信仰視角檢視苦痛，沒有虛言套話，

真情流露，沉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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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苦痛

甫開始，第一首哀歌帶著猶如目擊證人的視角，縷敘戰敗後的猶大京城。且聽首

六節如何將耶京的苦情細細道出。

猶大以落難帝后的身分，成為第 1 節的焦點。她失去了她的百姓，猶如寡婦，意

味著她失去了她的丈夫。不單如此，一代王后，竟淪為服苦役的人，2 家中所有男

性可能都陣亡了，她失去了整個家庭，連帶她的身分與地位。苦痛的第一個標記

是「失去」。無獨有偶，第 4 節也是談「失去」。錫安的路徑無人問津，聖殿、節

期先後失去了，祭司唯有悲嘆。原是青春少艾的女子，也失去了她們的歡樂，是

因為在戰爭中失去了一代的少年人嗎？她們飽嘗「失去」的愁苦。

猶大徹夜悽泣，淚流如注。理當她身旁有眾多的愛人友伴，但當她身陷困憂，竟

然沒有一人相伴在側，給予安慰。在古以色列的傳統中，「安慰者」乃是喪家在

哀慟時不可缺場的角色。沒有「安慰者」，喪家只能獨對濃得化不開的哀傷，苦

不堪言。第 2 節的猶大孤單的守著長夜，是苦痛的另一面向。第 5 節的錫安，

看似不再孤獨，但圍繞著她的全是敵人。可能本是臣服於她的，現在成了主子，

驅趕著她的下一代遷徙流離，沒有絲毫惻忍。那位原是會安慰祂子民的上主（詩

二十三 4；賽四十 1），因著子民惡貫滿盈，沒有施予半點安慰。

在流亡中的猶大，在第 3 節不再是孤身獨坐，卻是坐在列國中間，然而卻沒法找

到「安息」。拿俄米計劃要為兒婦路得找一個「安身之處」（得三 1），用的也是這

一個字。古代的女性需要尋得可附托終身的保障，然而，猶大的四周雖然人影幢

幢，卻沒有一個可給予她安穩。面對追兵，她要氣吁吁的逃竄。錫安的領袖也面

對同樣的「不安」（哀一 6）。經文把他們比擬為尊貴的雄鹿。鹿吃植物，專挑嫩

葉而不吃莖，而且因為需時反芻，要在四野平靜的地方才敢安心吃食。但在逃難

的過程中，提心吊膽，不敢停步進食，以致無以裹腹，體力不支，束手就擒。「不

安」與苦痛，猶如一對雙生兒，形影不離。

「失去」、「孤寂」、「不安」—哀歌在透視苦痛的時候，細細繪

畫出苦痛的輪廓。

然而，苦痛的影響可能比這些更深廣。因著大衛王族得著上主永約的保證，耶路

撒冷應是歷世不衰（一如詩篇四十六或四十八篇所言），但竟然黯然殞落；同樣，

代表著宗教生活核心的聖殿與聖會竟然也不復有，一場苦痛瓦解了慣有的「信」

的根基。眾叛親離，昔日朋友唾棄，眼裡只見敵人圍困，「愛」在苦痛中消失得

無影無蹤。找尋不到能倚靠的安身所，沒有可恢復元氣的食物，對未來的希望遙

不可即。苦痛，一步一步地蠶蝕了「信」、「愛」與「望」。

4



看見苦情

哀歌言說了在時空那端耶城的苦痛，對照今天我城的種種傷痛，雖然景致不一，

但隱隱然仍看見苦痛同樣的身影。那種說不出的「失去」，關係撕裂後遺留下的熬

人「孤寂」，活於終日惶惶的「不安」中，變得一點也不陌生。種種刺痛的記憶，

叫我們難以輕言要在沉重苦痛中堅持「信」、「愛」、「望」仍是如今常存？

哀歌細意編寫了一幅苦痛圖鑑，因為深信苦痛是要被看見的。耶路撒冷城三次在

第一首哀歌中要求上主「看見」她的苦（第 9, 11, 20 節），兩次呼籲旁人「看見」

她的苦情（12, 18 節）。雖然哀歌沒有否認耶城罪孽深重，但沒有一句「自作自受」

便否定她的苦痛需要被看見。每年亞畢月九日，猶太人聚首一堂，再一次凝視苦

痛，對於同在苦痛之下的群生，油然生出一份同情，雖然對方在他們的眼中可能

是滿手鮮血、作惡多端。我想起了牛津大學倫理及教牧神學教授 Professor Nigel 

Biggar 的話：

真正的平反（vindication），可能不是指行惡者被制裁，而是指

受害者的傷得以被看見、聆聽。

這樣，一個被紛爭撕裂的社會，才可開始踏上復和之路。3

苦痛，是不可言喻的。但我們要堅持看見它、聽見它。

                                                                                                                                                     

1 Libby Parfitt, “Why Is It So Hard to Describe Your Pain”, 下載自 https://www.blbchronicpain.co.uk/

news/hard-describe-pain/。（2020 年 2 月 18 日下載）。

2 和修本在此的翻譯比和合本優勝。

3 記 於 “Making Peace and Doing Justice: Must We Choose?” in Burying the Past: Making Peace 

and Doing Justice after Civil Conflict, ed. Nigel Biggar, rev. e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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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曾任職社工。六四之後，蒙上主呼召，踏上

神學教育之路，現任教於香港神學院。在教

學之餘，也喜歡寫作。得閒無事，愛看電影。

趙 崇明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曾任職社工。六四之後，蒙上主呼召，踏上

神學教育之路，現任教於香港神學院。在教

學之餘，也喜歡寫作。得閒無事，愛看電影。6



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差異，只要談起過去多月來仍

未能走出的政治困局，不少香港人難免心情低

落、情緒不安，甚至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這種集體社會創傷的破壞力非常巨大，往

往令受害人出現兩種反應：既想逃避（�ight）

卻難以倖免；又或負隅頑抗（�ght）卻談何容易。

就在這樣無法逃避和無力戰勝的感覺下，不是

變得極度猜忌、反應過敏，就是變得麻木抽離，

冷漠對待，更嚴重者出現焦慮、抑鬱、甚至自殺

傾向等精神問題。這些創傷後遺症的無力感，以

至是憤怒和仇恨等負面能量，若長期受壓抑並潛

藏心內，將猶如計時炸彈，一旦失控爆發，受壓

迫者反過來會變成以暴力虐待他人的加害者。事

實上，連月來「反送中」示威遊行中，我們聽到

最初的「香港人加油」的口號，已演變為後來的 

「香港人報仇」的怒吼。我們如何處理這些心靈

創傷？而信仰又怎樣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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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十架    父與子同歷分離之苦 

在患難中，我們通常只想到如何逃避患難，因為趨吉

避凶、逃避痛苦乃人之常情，何況現代社會文化塑造

我們追求一個無痛人生，於是有了各式各樣的止痛

藥，可以選擇無痛分娩……。然而，一個無痛人生不

過是虛幻，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痛苦與患難真的

可以逃避嗎？與其逃避，不如學習如何經歷患難，面

對傷痛，與痛苦患難共舞，好讓這一切能夠幫助自己

成長，洞察世事。

保羅說：「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

們忍受苦楚。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

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林後一

6~7）為何面對患難就得安慰？當中必然涉及基督在

十字架上受難的神學，本文嘗試扼要介紹神學家莫特

曼（Jürgen Moltmann）的看法。

莫特曼認為，思考十字架如何拯救罪人這問題之前，

首要思想並回答：「對上帝自身來說，耶穌的十字架

意味著甚麼？」尤其是耶穌在十架上的哀鳴：「我的

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可十五 34）代表了

甚麼意思？莫特曼認為，這呼喊既揭示了父捨棄子，

但同時是子被父捨棄的經驗。子被父捨棄，固然是悲

痛的經驗；但父捨棄子，何嘗不感痛楚！因此，十字

架的痛苦不單由子來承受，父也要承受。

在十架上，一方面子經歷無父之子的悲

痛，但同時父亦經歷無子之父的哀傷，這

便是神聖生命中所經歷最深的分離之苦，

而這受苦經歷已成為三一上帝自身生命的

一部分。因此，十架事件所啟示的是一位

經歷無能、軟弱、羞辱、被離棄的受苦	

上帝。

休戚與共   甘與受苦者成為一體

上帝親身承受神聖生命之內的破裂的苦難，這樣做的

理由全因為愛。十架事件啟示了這位愛的上帝已經將

人的受苦和被棄絕的境況，全然承擔過來，甚至擁抱

進自身生命之內，甘願讓自身生命受影響、受打擊、

受傷害。耶穌這樣做，更為要跟受死亡或其他苦難威

脅的受苦者同在（co-presence），並與他們的處境

認同（identi�cation）。人面對死亡或苦難之時，最

大的痛苦莫過於孤單感，因著這種在十架上受難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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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苦的上帝便跟受苦的人休戚與共（solidarity）。

誠然，面對人生的患難，最重要並非為苦難提供一個

合理的解釋，亦不可能隨便將苦難挪走，有能力如耶

穌亦沒有這麼做，反倒選擇進入死亡與苦難中，為的

是要與世上的受苦者結伴同行。

對莫特曼來說，受苦不一定是致死的病。

反而，若因受苦而令生命變得麻木不仁、

冷漠無情和死心絕望的話，這樣的存在狀

態才是致死絕症。

因此，奧斯威辛集中營最大的苦難，乃是對受害者的

冷眼旁觀，不施援手，莫特曼稱這種麻木不仁和冷

漠無情的荒謬性為「在苦難中的受苦」（the suffering 

in suffering）。莫特曼的十架神學，就是要將我們的

焦點集中於這位跟受苦者成為一體的上帝身上。惟有

這樣，人從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死亡苦難所經驗的絕

望，卻為這位愛和盼望的三一上帝徹底地承擔並克勝

了。若受苦者能夠定睛於死而復活的上帝身上，儘管

此世遭逢不幸困苦，荒謬和死亡依然發生，但主宰 

這些痛苦現實的虛無力量，終必為復活主所克勝。

不再孤單    同受苦楚必同得安慰

面對香港這政治困局給我們帶來的患難和哀痛，道成

肉身和十字架的福音對香港人有何意義？

毫無疑問，此刻十字架的其中一個重大意義，就是基

督和香港人一同受苦，耶穌跟我們一同心痛。神學地

說，就是“Solidarity in suffering”，在受苦的休戚與

共中，使受苦的香港人凝聚團結。當我們在基督的苦

楚裡領受了安慰以後，從而學會安慰其他在患難中

的人，也就是把這種“Solidarity in suffering”傳遞開

去。「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林後

一 7）此處的「同」字，正有「同路人」的含義。在

患難中有人同路，就不孤單，並且一同在患難中磨練 

「忍受苦楚」的忍耐力。盧雲（Henri Nouwen）在 

《負傷的治療者》一書中亦提過，一個曾經負傷的牧

者，反而會是一個好的治療者。好的治療不在於設法

為受苦的人即時止痛，消滅所有患難，而是藉著自己

曾受的創傷來分擔他人的痛楚，既同病相憐，更易感

同身受。當痛苦能夠被明白、被分擔，人就不必逃避

痛苦，反倒因有人在患難中相伴同行，彼此分擔生命

的脆弱，同受苦楚、同得安慰，便能夠以愛和盼望，

迎向充滿患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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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科副教授

一個超多缺陷卻又十分蒙愛的人，

以分享這份蒙愛感為樂！

陳 關韻韶

在福地能懂得反思的是智者，他的智慧在於明白自己是個可以犯錯的罪人。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詩篇十九 12~13

在逆境仍然不懂得反思的是甚麼人呢？

旁人看來他是個自以為是、冥頑不靈的人。

但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看，他卻是個能夠堅守崗位迎難而上的大能勇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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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香港這個煩囂的城市正處於半停

頓的狀態當中，仍未見到疫情發展的轉機。在戰地疫

區的磨練當中，香港人這幾個月來經歷極大的窘迫，

在一連串人為的錯誤當中飽受煎熬，我們對於別人能

夠回心轉意已經失去希望。

既然將鏡子放在人前他也看不清自己的樣貌，不如反

過來將鏡子轉向自己，專注一下自己能力範圍可以改

變的事。

福音派的使命實踐其中一個死穴就是太過著重行動。

停下來檢視生命、與自己的心魔相遇搏鬥，往往比起

外顯的行動更加費力，不過這種操練帶來的煉淨及釋

放會讓我們更能夠體會死而復活的意義，讓我們這群

蒙恩罪人的行動更能承載基督恩典與榮耀。

以下盼望藉著思考耶穌在曠野第一個試探，為身處香

港的使命實踐者提供一個反思的導引，讓我們重新檢

視我們所擁抱的使命會否成為我們的捆綁與絆腳石。

面對需要，檢視我們實踐使命的絆腳石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

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

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

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

福音四章 1~4 節（新標點和合本）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還記得二月的香港嗎？ 

沒有食物還可以，我們倒希望石頭可以變口罩或者厠

紙。按福音書記載耶穌在世上的事蹟，有不少片段描

述祂對人的需要及苦況是充滿憐憫的，並且有即時的

回應與供給。祂會用神蹟餵飽飢餓的人，而不是對他

們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你們餓著肚子聽我講

道就應該覺得飽足了。」

12



祂會醫治瘸腿的、瞎眼的，並非單單安撫他

們說：「將來在天上一切疾苦都會過去，今

日你們忍耐一下吧！」不過，對人的憐憫醫

治並沒有成為耶穌面對需要的預設反應或者

反射行動，這種彰顯神愛的模式並沒有規範

神自己甚麼時候要作甚麼事。

究竟甚麼時候應該行動、甚麼時候不行動？你可能會

這樣想：耶穌在曠野石頭變食物是滿足自己的需要，

當然不一定要做啦，但是面對其他人的需要，怎可能

塞住憐憫的心呢？讓我們看看耶穌如何回應祂在母腹

中已經相知相識的施洗約翰。

被囚在監牢裏的施洗約翰打發兩個門徒去問耶穌： 

「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大家都

見證著耶穌行了不少神蹟，約翰在監裏會否期待耶穌

亦為他的境況做點甚麼呢？耶穌回答約翰的門徒說： 

「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

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

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耶穌引用了彌賽亞預言的應驗去說明自

己的身分，但可圈可點的是，祂沒有提到對施洗約翰

最重要的一件事：

被囚的得釋放！釋放有時、不釋放有時；醫

治有時、不醫治有時。使命的主面對人的需

要，並沒有一種強迫性要立時解決困憂、撥

亂反正的需要。

• 換轉你是施洗約翰或者是約翰的門徒，你能夠接受

神這種可能使人跌倒的自由及主權嗎？

• 主宰你行動的是你的正義感？憐憫心？抑或是使命

的主呢？

• 你的憐憫心腸、你對正義的渴求、甚至你對未信者

認識福音的期盼，有沒有反過來成為你的捆鎖呢？

• 面對苦難與不義，上帝看似的不介入，會否成為你

的絆腳石？會否將你帶入第二個、第三個試探的引

誘當中？

展現本相，在歸回安息中等候上主更新

相信你有聽過禁食的不同演繹，例如在特定時段禁打

機、禁上網、禁行街購物等等。Thompson 提出大齋

期的屬靈禁食 1：選擇去禁制對一些美善事物的強迫

性追求，例如對完美、憐恤、知識、創意、公義、和

平的追求。聽起來很弔詭，這些豈不是我們要追求的

素質嗎？請不要誤會我在傳揚一種被動主義，禁食並

非絕食！這種在劃定時間屬靈禁食的操練是要讓我們

將自己自然展現的氣質交託上主，衝破可能牢籠自己

的反射性、強迫性思想行為，從而帶著謙卑自由的

心，在神面前實踐從祂領受的使命。

屬靈禁食並非一個自我救拔的療程，我們在當中只能

等侯上主按祂心意自由地賜予，讓我們在安息中亦重

獲自由。這種自由會讓我們有能力迎向充滿苦難罪惡

的世界，醫治我們的耗盡與創傷，以致能活出召命而

不至於被罪惡苦毒所勝、能在吞噬人的黑暗暴風中得

享安息及常存盼望。

動盪的社會環境、加上嚴峻的疫情，讓我們被迫從不

斷加速的生活及事奉中停下來。盼望我們不要忽視這

個回歸安息的邀請，在如臨大敵的環境中卸下自保的

盔甲、放低攻擊的武器，帶著自己的渴望、破碎、奮

勇、沮喪來到創造主面前，等候祂的靈更新我們的 

生命。

                                                                                                                                                     

1 Ross Thompson, Spirituality in Season: Growing Through the 

Christian Year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200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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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香港人、一位青年工作者，對香港逾大

半年來所經歷的一切，感到十分陌生。觀乎政府

對社會事件以至疫症蔓延的回應及處理，可謂

進退失據，以致民怨載道，也許不少港人對此

絕無異議。對於在這裡土生土長、生活了四十

多年的我來說，香港一直存在的「基礎主義」

（Foundationalism）已變得陌生，某些部

分甚至已經蕩然無存。本來「變幻原是永

恆」，社會不斷在變，實屬必然。可是，

試問有誰受得了眼前這彎曲悖謬、荒誕

不經的香港？社會和政治環境等外在因

素，固然帶給我們巨大衝擊，但香港

人長久以來持守的核心價值不斷被顛

覆，香港不再像樣，這才是我們惆悵

痛苦、久久難平的心結。

苦難當前　公義不彰　叩問信仰出路

投身青年工作廿多年的社工生涯裡，從未見過像今次

社會事件的青年參與度，近乎每位青年都有不同程

度的參與，可謂無遠弗屆。我認識的年輕人中，有 

「和理非」，也有「勇武」，他們或上街示威，或做

後援，或走在前線，當中有與家人爭吵的、有受傷

的、有死裡逃生的、有被補的、有被檢控的、甚至有

因為社會事件而試圖自殺的……。這樣的青年參與 

（youth participation），已不是為了自我滿足（self-

ful�lment）的孩子氣層次，而是更高層次的社區參

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為要提倡和創建更

公義的社會。對一直倡議弱勢或受助群體「助人自

助」及「賦權」（empowerment）的社工而言，本該

14



何家肇

青年工作者

值得安慰才是。但每想到年輕一代所付出的血汗與淚

水、心靈受創遺下的悲痛，以及死裡逃生的經歷，就

覺得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社工的天職與召命，本就是促進社會公義，誠如《社

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實務指引》1 第 49 項所言：「當政

府、社團或機構的政策、程序或活動導致或構成任何

人士陷入困境及痛苦，又或是妨礙困境及痛苦的解除

時，社工認同有需要喚起決策者或公眾人士對這些情

況的關注。」以及第 50 項：「社工認同有需要倡導

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

的公義及褔祉……。」然而，社工不過是普通人，

經歷過去大半年來社會事件所帶來的痛苦、傷痛及

不公義，同樣有強烈的無助感，亦不禁問：「社會公

義在哪裡？」、「地上有真的公義嗎？」；身為信徒，

更會尋問：「上帝，祢在哪裡？」、「上帝的公義在哪

裡？」。環境困迫、遭受傷害固然可怕，但更可怕是

信徒在上帝及信仰裡找不到出路。當不少年青人在教

會裡因政見「顏色」不同，帶著傷痛離開教會，這豈

是大家所願見的呢？還記得多年前，曾在楊牧谷博士

的著作《淚眼先知耶利米》看到一句話：「作為一個

處於急變時期的上帝子民，他立刻面對兩件急需解決

的問題：社會轉型期帶來的動亂及痛苦，以及信仰能

否為他提供出路……哀歌就是在苦難的日子重新思

想並整理信仰的結晶，使信仰能賦與新的勇氣去勝過 

苦難。」2

憂患之子　十架的愛　沿路保守伴行         

耶穌一直面對人的苦難及困苦，從來沒有逃避過，祂

自身亦飽經憂患：被人遺棄、孤單無助、被拘捕、受

審判、被拒絕、被傷害，被嘲弄，被釘穿，且死在十

字架上。事實上，耶穌被釘身十架的劇痛，非筆墨所

能形容，亦非我們能夠體會。十架上，祂呼喊說：「以

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繙出來就是「我的

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太二十七 46）發

出這樣呼喊的祂，本不該是被離棄的那位，但就在那

刻，祂真的被離棄了，極其痛苦！其實，耶穌怎會不

知道答案呢！但何以祂仍要發出這呼喊？或許，就像

耶利米哀歌三 1~18 裡詩人的經歷一樣：「你使我遠

離平安，我忘記好處。我就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

耶和華那裡毫無指望！」（哀三 17~18）當苦難臨到，

我們沒法改變，但卻可以在神面前發出痛苦的呼喊，

因為我們並不孤單，主耶穌必與我們一同經歷，而祂

大能的手也必保守我們勝過苦難。

患難之中，神亦教導我們學習忍耐，常存盼望：「不

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

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

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羅五 3~5）事實上，在我們所行的路上，必

然會遇到試煉（peirasmos），「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

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伯二十三 10）

                                                                                                                                                     

1 詳情可參考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網頁 https://www.swrb.org.hk/tc/

Content.asp?Uid=15（2020 年 2 月 17 日下載）

2 http://www.pcchong.com/Ezra/Lamentations.htm（2020 年 2 

月 17 日下載）原文載於楊牧谷。《淚眼先知耶利米：一個甘於

寂寞 • 忠於所託的故事》。台北：校園書房，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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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華
校牧

鍾情庶民生活，不時驚訝尋常日子的不尋常。

馬少燕
MDiv 1994
感恩上主讓我研讀東、西方禮儀神學的機遇，給

我機會受教於不少優秀的老師門下，成就了今日 
的我。

鄧泳程
MCS 2018
畢業工作數年後進入中神，只為更深認識自己和上

帝。旅程收穫豐富，驚嘆上主的深恩厚愛。現重投

職場，仍然喜歡學習和思考。希望繼續尋見上主在

生命和世界中的足跡。

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梁： 今期選擇以 Lent（大齋期）為題，因香港正面

對大半年來的各樣痛苦掙扎，但過往甚少從教

會傳統以至節期背後的內涵出發，消化現世的

經驗。Christy，可以分享一下東正教會是怎樣

看 Lent 嗎？

Sorrow － Joy        

馬： 容我作稍長的講解。

 先從教會禮儀年（Liturgical Year）說起。它的

存在由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藉著不同節

期的側重點，彰顯基督的逾越奧蹟（Paschal 

Mystery）。周而復始的節期仿如節奏，透過

聖經記述的不同救贖事件，幫助我們與基督相

遇（encounter），並與基督的苦難認同，願意

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因此，禮儀年既是

教會職事，亦是關乎牧養。

 東、西方教會計算 40 天 Lent 方法有別，但對

40 天作為一個標記卻是一致，不會是 20 天或

30 天。意義上，對東正教會而言，大齋期是

操練悔改的學校（School of Repentance），

Spring In 
The Desert - 
Len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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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對上主的順服，就沒有悔改。悔改，正是

開啟天國之門的鑰匙。因此，大齋期亦是屬靈

操練的健身室（spiritual gym）。

 不過，「悔改」經常被視為被罪疚感所牽動的

負面情緒，但東正教卻視之為積極進程。悔罪

者信任聖靈不止息的救贖工程，願意藉著屬靈

操練，體驗聖靈更新他們的心思意念。誠如修

道者 Saint John Climacus 所言：“Repentance 

is the daughter of hope, and the denial of 

despair.”在我們有限的眼界裡，只能看見教

人絕望的「現實」，惟從神的國度，才看見

我們的盼望。大齋期有不少詩歌幫助信徒明

白何謂悔悟，而在踏入五個 Lenten Sundays

前 的“Forgiveness Sunday”的 黃 昏， 東 正

教會更會舉行一個意義深遠的「寬恕暮禱」

（Forgiveness Vespers），讓我們學習互相認

罪，彼此饒恕。原來在悔改裡，我們是整個群

體一起同行。

 東正教視大齋期的崇拜經驗及教會生活，為協

助信徒通往天國的歷程，因此有大量不同類別

的崇拜祈禱，供信徒參與，好讓他們藉著洗禮

與修道這兩重經驗，與基督的苦難認同，並願

意活出祂的樣式。是以，要領悟這些崇拜的意

義，必須親身參與、直接經驗。

 先說洗禮，這不僅是為了受洗者，也讓整個教

會一起重溫箇中意義，一同經歷及確認基督裡

的苦難及死亡，卻同時經驗新的創造和重生。

教會自四世紀下旬開始，正式沿用大齋期來預

備復活節的洗禮。由於齋期始於每年春天，那

是萬物從凋零與死亡的冬天回歸生命的季節，

正好象徵在基督裡新的創造。同樣，為罪痛悔

的眼淚正好滋潤在基督裡的生命，結出喜樂的

果實。對正教會而言，大齋期呈現一種充滿

吊詭的張力—為罪痛悔與喜樂並存的“joy-

creating sorrow”。

 至於修道，東正教神學家 John Zizioulas 指出，

天國子民通向天國的人生旅程中，必須經過淨

化，即面對試煉、掙扎、哀傷，甚至是死亡。

基督在世所經歷的一切，身為跟從者亦要踏上

相同道路。而 Lent 這節期呈現的就是掙扎，曠

野這意象相當鮮明。基督在曠野接受 40 天考

驗，我們也在曠野裡掙扎。那是經上描述為充

滿咒詛、惡者遊走的地方，卻同時是上主彰顯

能力、施行拯救之處，最終祂必領我們離開。

但曠野亦非用來避世，逃避我們該承擔的責任，

反倒因經驗上主的能力而可再面對世道艱難。

 對新教而言，Lent 最為熟知是很長的齋期。其

實修道中的禁食祈禱（fasting and praying）

是淨化及鍛練我們之途。因飲食關乎生命的維

繫，象徵我們的存有。透過禁食與禱告—二

者是不可分割的，教導我們學習辨識甚麼才是

生命中不可或缺，遠離或捨棄次要的事物，脫

去幻象與虛空（vanity），回到一個屬靈真相

（reality）中，對準基督，重新定位，活出真

正的自由。禁食最終並非為設立飲食規條或食

物清單，而是 fast from our passion（偏情），

學習順服。禁食同時亦是以慈惠（almsgiving）

方式修補人與人的關係。在學習飢餓中，經驗

為愛而缺乏，將自己所有的部分資源，與人分

享，成為別人的鄰舍，同有上主的形象。因此，

教會在大齋期裡操練禁食祈禱的目的，不止於

節期，更期望轉化成為愛人敬神的生活模式，

與世界連結。由此可見，禁食、禱告及慈惠三

者是不可分割。

Vanity － Reality

梁： 謝謝 Christy ！實在很豐富！新教甚少把我們

的信仰經驗放在身體與飲食、生活節奏，以至

我們存活的空間裡，但原來這一切跟教會的節

期、操練和傳統，極為密切。

鄧： 的確。在教會裡，往往只講悔改，到復活節的

主日崇拜，就會「嘩～好嘢！復活咗嘞！～

完。」一切又回復以往的狀態。我亦甚少把

Lent 和曠野連繫起來，這一點很深刻。你提到

曠野是掙扎求存的地方，亦是經驗上帝能力的

地方，曠野與現實生活是並存的嗎？抑或是一

個分別出來的空間，讓信徒暫時放下現實生活

中的掙扎，並從曠野帶著能力返回現實生活？

馬： 這兩個空間是同時並存，並不排斥。其實，我

沒有一種劃分「這是曠野，那個不是」的空間

概念。曠野就是現世的生活，真實且充滿挑

戰，不管你有否意識到。若有，你會更懂得

怎樣 �ght。若沒有，就會「迷咗腦都唔知」！

曠野裡，我們與上主相遇，其實祂充滿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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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present，只是我們被偏情阻擋，即使

在眼前也看不見。

梁：  現世生活總以各種方式，試圖說服我們追求或

接受虛構的美好，迴避所遇見的現實與掙扎。

剛才提到對曠野的意識，當我愈能夠確認或愈

願意正視現世生活，反而更容易理解和明白自

己正走在曠野卻經歷上主的同行。

馬： 在曠野中試煉往往是新教教會生活中一個容易

被忽略的教導！ 

 記得初讀神學，每讀到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

試探的經文，就很困擾！為何要有這歷程？

不該 avoid嗎？ Lenten Journey把我們放回

曠野去，告訴我們信仰不是 everlasting happy 

life，看得見「縱然在基督裡，仍有許多掙扎」

的真相，是生而為人，必然有且必須經驗的。

這種看來「矛盾」的進路，卻教我們豐富地經

驗祂的臨在，惟祂才是能力的源頭，幫助我們

戰勝。不過，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人（unique 

and non-repeatable person），各有不同處境，

需要自己走過。

梁： 我們或早已淡忘「曠野」這人生象徵，漸以為

現世已經活在流奶與蜜之地。但當突然面對過

去這大半年的日子，曠野對我怎樣理解現今身

處的世界，顯得格外重要。對你們而言，今年

大齋期與以往比較，可有特別體會？

Despair － Hope

馬： 今年特別觸動我的亦是「曠野」經驗。恆常的

軌跡總令人最有安全感，但人漸長，卻越感人

生無常，難有軌跡可尋，沒有自選的命運！然

而，即使正受到極大苦難煎熬，首先學習不去

逃避，因為根本避不了。面對他人的苦楚，也

不要麻木。常存一顆同理心，學習聆聽，試著

去支持接觸到的人，一同走過。我們能做的事

的確很有限，那就按能力範圍去做，就算當不

起火炬， 小如星火在黑暗中發光，仍有其價

值。每天靈修，就是學習不放棄信靠上主，向

主呼求祂的助佑，直至生命中最後一口氣。甚

麼時候失望沮喪，甚麼時候再次掙扎回到上主

跟前，求祂賜下力量。祂怎樣帶領，我們不知

道，也沒有程式可言，唯一肯定是祂在我們各

自處境裡必與我們同在。

鄧： 唔⋯⋯自反送中到疫症爆發，許多事情都停下

來，習慣模式改變。我覺得今年大齋期正好回

應香港刻下的獨特處境，不管是自覺身處盛

世—相信年輕人都不太同意，抑或認為活在

曠野，這暫停是重要的，給了我們反思空間，

可以觸發嶄新目光：究竟一直所做的事是否朝

著好的方向？香港要維持過往 20年的發展路

線嗎？我們所傳的福音或教會發展路線又該怎

樣回應時代呢？我的生命處於甚麼光景、面對

甚麼缺欠？落在曠野的我，可有依靠上主的能

力，忍耐下去？

 我和身邊認識的年輕朋友，一直渴望很快看到

改變，但一切卻不如我們所想象。然而，昔日

有誰想象得到主耶穌施行救贖的方式？我們的

想法往往局限了如何理解上主的作為，今年的

Lent讓我重新省察自己的期望，以及何謂盼

望：那並非自我期望的達成，而是上主在我們

處身的苦難世界裡，呈現祂的救贖，並實現祂

的旨意。

馬： 是的。以往，我也渴望快快看到結果，後來才

明白最重要的不是「果」而是「方向」。要是

仍相信上主掌管歷史，即使事情發展超出我的

理解，甚或至死亦無法親眼看到改變∼又∼

如∼何？關鍵是我依然信靠，朝著正確方向繼

續前行，結局不是我們所能控制。事實上，

Lent以至教會的一切操練，就是培養我們生出

忍耐的能力，直到日期滿足，但我們卻經常遺

忘了！苦難何時終止，我們何時脫離，往往不

由我們決定，但我們能夠選擇依靠甚麼。

梁： 無常狀態下，教會傳統給了我們恆常的節奏，

助我們明白信仰裡最基本的認信。就算眼前動

盪多變，我們也仍然可以留在基督的生命軌跡

當中。

Invisible － Visible

馬： 確是。作為人，我們要做的就是靠主踏步前

行，面對掙扎。而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就當

延續基督所做的事，讓基督的不可見恩典藉教

會的禮儀標記（visible act）、周而復始的節期，

牧養我們。二千多年來，教會早已面對過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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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亦累積起豐厚牧養經驗。

鄧： 譬如有些甚麼是 visible act？是怎樣在節期中

呈現？

馬： 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禁食這行動就標示著我們

信靠的對象。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真正維繫

我們的生命是基督，是故禁食以領受聖體結

束，原因亦在此。當上主藉教會的禮儀生活

向人發出這些召喚，人願意以踐行回應，這種

call and response正標示著神人的溝通。另一

個例子是以「寬恕暮禱」開展大齋期之旅，在

暮禱結束前，大家以彼此饒恕之禮（the rite 

of mutual forgiveness）作結。通常由輩分最

高或年紀最大的帶頭開始，或許是要起示範作

用吧！一方說：「寛恕我這個罪人」並深躬下

拜，而另一方亦作出同樣的行動回應。人總有

虧欠他人的經驗，一個不願意承認自己有虧欠

的人，就是自欺。由此，藉教會可見之禮，提

供一個學習場景，讓參與者能夠檢視及修補生

命中的欠缺。

鄧： “Forgiveness”這一點和新教教會很吻合，

尤其過去半年，這教導非常突出。但不少信徒

覺得很難實踐，當衝突持續未息，真相未明，

說饒恕未免太難亦太早！

馬： 唔，我想澄清，關係有不同層面，一旦涉及社

會公義不彰、關係不對等，絕非個人關係互動

就可解決。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面對終

極審判者，俗語話：「人在做，天在看！」，每

做一件事，都象徵著“how you live”與“who 

you are”，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是否「似返個人」，

十分重要。神學上，能夠饒恕是因為看見基督

在別人身上，而不將對方蓋棺定論，即「唔睇

死佢」。老實說，要原諒一個人、修補一個關

係，極需要時間，不是一句話就可了事。難道

我打你一巴掌後，說聲對不起，就認定你要原

諒我∼不！說的是「關係」啊！要是你尊重那

人，珍惜那段關係，絕不會有此態度。而華人

社會普遍害怕衝突，習慣迴避處理，亦甚少道

歉，期待別人自動去原諒。

梁： 在你看來，饒恕是作為一個人的態度和責任，

不一定跟上帝的評價掛鉤？

馬： 不去「論斷」（judge），不等同沒有「辨識」 

（discern）。活到一把年紀，總要分辨！但我

們需要容許人有改變的機會，換個說法：「我

唔畀面你，都會因為『畀面』創造你的上帝而

學習饒恕你。」

 正教大齋期禮儀，就是要幫助我們領悟何以悔

改是基督裡新生命的基石。按禮儀神學的說

法，教會「祈禱的律是塑造你信仰的律，也是

塑造你生活的律。」不可見的上主藉著教會禮

儀，塑造我們生命成為彰顯基督的可見標記。

梁： 這種對聖禮的理解，其實十分影響我們如何構

想整個教會生活，包括一切待人接物、教會服

侍，以至禮儀傳統，皆可象徵或是指向基督。

鄧： 那麼，教會與其他社群的關係又怎樣呢？信徒

從來不是自我圍爐，而是要跟社區連結，尤其

Lent鼓勵我們與人分享。況且過去大半年，

香港人更體會群體結連的重要，在這段日子，

大家一起經歷苦難與哀痛，信徒更具體經驗何

謂受苦。教會如何讓人更明白基督的受苦犧牲

能夠由“sorrow”轉化為“joy”，又怎樣可以

在現今處境裡，傳遞「死亡是新的創造」這信

息？尤其許多人都看不見盼望⋯⋯

馬： 教會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就可以，但問題是有

些堂會往往沒有做該做的事。教會應做的就是

把基督的奧秘豐豐富富的展現及傳承，領人到

基督座前，這是教會的本分。若然，該做不做，

不該做的卻去做，那就是錯置！至於如何踐行

本分，卻是一門藝術，具體表達和踐行方式關

乎堂會背景傳統以及牧者本身的知識水平與牧

養觸覺，難以簡短回應。就如禮儀，如何運用

這施恩工具來牧養，是否應用得宜，可有天淵

之別。在我看來，只要教會牧者信任聖靈於教

會傳統中引領，努力認識教會，並尊重真相，

珍視他人生命，這份牧者心腸和信德，就算在

當下困境及疫情威脅下，定可找到別具創意方

法，幫助弟兄姊妹與上主相遇。

21



的日子
我在無障礙群體

梁鼎新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牧師

MDiv 2012

2008 年，因中神的晚間課程認識了「無障礙敬拜」及靈實恩光學校。這是

一所專為 6 至 18 歲的嚴重智障兒童提供特殊教育及寄宿服務的特殊學校，

而「無障礙敬拜」大概每六星期，就會在這裡舉行一次聚會，我參與了其

中數次，並在服侍過程中認識一個家庭，也曾前往探訪，只是後來漸漸沒

再聯絡。

2012 年道學碩士課程畢業後，我在中華傳道會基

石堂服侍。堂會位於秀茂坪寶達邨，是一間社區

型教會，周一至周六均開放為社會服務中心，服

務街坊。儘管偶爾會想起智障人士群體，可是沒

有再踏出一步。直至有次 Wance 老師（實踐科副

教授陳關韻韶）拜訪基石堂，言談間猛然發現靈實

恩光學校與基石堂相差不足半小時的路程，原來

大家是「街坊」，讓我再思能否服侍這群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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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當理性再行不通⋯⋯

在太太的鼓勵下，我倆與當時兩歲的女兒再次參與「無障礙

敬拜」服侍。當中看到智障小孩的那份單純，正是我們很多

人所缺乏的。身為傳道人，我曾認為讓人認識福音最要緊，

理性上令對方理解明白並且認信。但當我面對這班純真的孩

子，我看到了自己的限制。當理性再也「行不通」，原來更重

要是「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一個親切眼神、

一個笑容、一個擁抱……

由於大專時期曾與一班基督徒一同學習跳舞，並組成舞蹈福音機構 D.O.G.–

Power，透過神造我們的肢體，敬拜上主，傳揚福音。於是，我將 D.O.G.–Power

隊員介紹給「無障礙敬拜」，盼能以肢體語言，和這班小朋友一同敬拜主，並與他

們分享神給我們的愛。過程中，D.O.G.–Power 隊員體會甚深。他們發現，智力並

不能成為障礙，因肢體語言是神給我們每個人的共有語言，我們可藉此交流互動，

而小朋友不再只是觀眾，更是參與者，甚至敬拜者！

除了小朋友，神也讓我看到家長的需要。在 Wance 老師的邀請下，我參與了靈實

恩光學校的家長查經班。因家庭需要，這班家長大多無法恆常出席主日崇拜。故

此，每六星期一次的周五午飯時間就與他們開查經班，互相分享、交流和代禱。這

個看似付出了時間和精神的服侍，其實在主裡卻是收穫更多：他們在張力中的堅

忍以及對神的信心，成了我的激勵！對這個初為人父的我，他們的經驗也帶來不

少鼓勵和提醒；還有，他們對兒女的心腸，更讓我體會神對人那份不離不棄的愛！

來，當回轉像小孩子⋯⋯    

馬太福音 18 章 1 至 6 節：「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

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這信我的

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裡。」

或許，我們會認為現今所有都是靠自己賺取回來，卻不知道在主面前，我們都只

是一個小孩子。感謝主！讓我能夠有機會與智障孩子和他們的家長同行。在人看

來，他們像是缺乏的一群，但只要我們願意走近他們，就會發現神的愛從沒有離

開他們。願意我們都回轉，在主面前謙卑，回復小孩子的樣式，使我們更能

體會和經歷這位愛我們的天父爸爸，祂對我們每一個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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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用 Zoom 上課，被限制在電腦屏幕前，對著

自己的 PPT，看不見學生的表情跟反應，感覺自己

在對著空氣講話，渾身不自在，舌頭打結，思考也

不流暢，有語無倫次之感。確實，不善言辭的我，

沒有對著鏡頭演講的天分。但非常時期，只有網絡

課堂這一方式。於是反思調整，嘗試在視頻講課跟

平時講課之間，建立一點點關聯，使得自己稍微容

易適應一些。於是，我把屏幕調高，站著講課，又

拿來自己的個人電腦專門用來看學生的鏡頭，了解

他們的反應。這麼微調一下，上第二次課，思考跟

表達都順暢了許多，學生的互動也跟著多起來，開

始找回平時的上課之感。當然，Zoom 上課自然有

它的好處，首先錄影非常容易，有利於改善自己講

課的方式，有時候我會重看自己的講課，容易發現

問題，及時糾正。此外，用 Zoom 上課不局限於課

室的定點甚至定時，這樣有利於我聽其他老師的課

堂，方便我在不同科目之間做整合。過去這幾周，

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思想激盪。

上課地點：課室 Z o o m

薛霞霞
聖經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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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課室 Z o o m

2020 年 1 月 23 日，香港出現首宗境外傳入的確診

個案，為減低疫情擴大風險，教育局遂於 1 月 25

日宣布全港停課至 2 月 17 日。

伴隨停課而來的壞消息，終於在 1 月 29 日傳來，延

伸部計劃為二月份開始的課程錄影。還記得當時我

的回應是即使要選擇再度延期開課也不願錄影，抗

拒程度之大到達否認疫情嚴重性的地步。但現實是

殘酷的，學院最終在 2 月 13 日正式開始網上授課。

正當我以為「現場直播」的授課形式，總比在冰冷

無人的班房裏錄影理想，起碼能透過視像畫面看見

同學的反應，跟他們互動問答，卻沒想到對同學而

言，線上課堂是一個存在太多「未知之數」的平台，

幾乎所有同學也透過「停止視訊」的功能隱藏自己！

慶幸在第一堂課快將完結之際，有一位同學拔刀相

助，願意在線上「露面」，表達他對課堂內容的見解。

原來在線上建立群體關係毫不容易，安坐家中上課

雖帶來便利，卻要保護私隱，害怕向不明來歷的人

開放自己。畢生第一課線上教學，竟讓我體會到人

與人之間的安全感，是來自彼此間的「視聽」接觸。

林添德
輔導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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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來與意義
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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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坤 :::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趙叔榮 • 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

年少時醉心數理，大學時與主在曠野相遇，如今盼能和眾

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Lent 一詞源自日耳曼語（中古英語為 lente，中古高

地德語為 lenzin），原意是春天，教會用以指禮儀年

裡稱為 quadragesima（拉丁語）或 τεσσαρακοστή（希

臘語）的一段時期，即在復活節前為期 40 天的時期。

在這段期間，信仰群體會一同操練禁食，故中文翻譯

為「大齋期」，亦有傳統稱為「四旬期」或「預苦期」。

時期計算的方法是這樣：復活主日前的六周減去當中

的主日，得出 36 天（6X6=36），再加上大齋期第一

主日前之周三（即 Ash Wednesday「聖灰禮拜三」）

至周六的四天，合共 40 天。從四世紀的教父著作中，

可以看到早期教會效法舊約的人物如摩西、以利亞等

禁食 40 天；而往後的教會則逐漸把這做法，聯於耶

穌基督在曠野中禁食 40 天。1

復活節前禁食的傳統由來已久，有些教父甚至認為是

使徒設立禁食 40 天的安排。然而，歷史研究顯示，

教會起初並沒有一套統一的做法，各地教會對日數的

長短，以至齋戒的嚴謹程度都有所不同。2 上文所提

到的計算方式，要到七世紀才廣為採納，收錄於《日

拉西聖事禮典》（Gelasian Sacramentary），透過羅

馬的影響，傳遍拉丁傳統的教會。3

在聖經中，當人覺悟自己得罪上主時，有以禁食表達

內心的憂傷痛悔，專心尋求上主的寛恕。這種把禁食

                                                                                                                                        

1. A. D. Berardino, e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hristianity Vol. 2 

(Downers Grove: IVP, 2014) 538－540.

2. 同上，頁 539；F. L. Cros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811.

3.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11.

4. Joyce Ann Zimmerman,“Fasting as Feasting”, Liturgical 

Ministry 19 (2010) 72－77.

5. 修訂版公用三代經課集，則為馬太六 1~6、16~21。

6. Zimmerman, 72－73.

扣連於悔罪的屬靈操練，主導了中世紀的拉丁傳統，

成為大齋期的核心主題。然而，崇拜學者提醒我們，

早期教會的大齋期跟復活節的洗禮關係密切，它一方

面讓領洗者預備好身心靈接受水禮，另一方面亦讓那

些已受洗的會眾回想洗禮的恩典與群體的委身。這種

群體的向度十分重要，防止我們不恰當地把禁食的內

涵局限於個人悔罪，又或把它從其他操練孤立出來。4

崇拜學者司馬文（Joyce Zimmerman）指出，大齋

期首日（聖灰禮拜三）所選讀的福音書經課—馬太

六 1~6、16~185 提醒我們，在這段時期的操練應該

包括施予、禱告和禁食。此三者各有其關注，但亦彼

此承托，互相呼應：施予指向我們跟鄰舍正確的關係，

禱告指向我們跟上帝正確的關係，禁食指向我們跟自

己正確的關係。6 透過禁食，我們省察自己生命中各

種的渴求，確認只有上主才能滿足生命最深的需要。

與此同時，禁食也讓我們用身體感受處於缺乏的鄰舍

的需要，祈求上主垂顧他們；並且幫助我們調節對物

慾的執持，善用節省下來的資源作施予，與有需要的

鄰舍—同分享上主的恩典和仁愛。

由此觀之，大齋期最深厚的意義不在於消極的禁戒，

而在於信徒群體的生命更新，整裝待發迎向上主為

世界所預備的豐盛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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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聰 ]

副教務長

許書楚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基督徒的生命是常活在『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

離棄我？』與及『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這兩句話所呈現的張力中。」（筆者譯，頁 77）在本

書收錄的最後一篇講道裡，Fleming Rutledge 這樣

寫道。隨後，她續說，在那惡者引領全人類向神子

發動瘧殺式的攻擊時，路加筆錄了耶穌將自己交之於

父的一句話，為在世上的踐道者帶來一個保證，就是

要同時經歷被離棄的絕對淒清和全心交付的不死信靠

這信仰兩極，是一個可及的信仰狀態，雖然兩極好像

互為排斥，但正因為它們都是出自繫懸在十架上的

主的口，所以，在這片張力中，「我們會最能找到我

們的主上主」（筆者譯，頁 81）。而在另一篇的講章

中，Rutledge 提到，有主同在的地方便就是樂園了 

（頁 23）。

Fleming Rutledge. 
Three Hours: 
Sermons for Good 
Friday.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19.

本書輯錄的是作者 Fleming Rutledge 在 2018 年的受

苦節，受邀於紐約市 St. Thomas Fifth Avenue 教堂，

按著傳統禮序，從正午到下午三時所宣講的七篇信

息，這也是以 Three Hours 為書題的緣由。Rutledge 

是當代美國教會一位重要的講道者，在聖經、神學及

文化時局中尋找交接點，撰寫了多篇活潑常新的講道

和多本論著。她這次以「十架七言」為宣講經文，重

申「苦懸十架」才是基督信仰的焦點，凝視苦痛，重

思饒恕、能力、群體、自殺等等扣人心弦的課題。薄

薄的八十多頁的文字，像是述說著受苦節對北美教會

的意義，也像是與地球這邊這小島上基督的門徒，重

溫受苦節在今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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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哀傷失望的時艱中跳舞，如何可能？當然不是獨腳

舞，而是與神共舞，與其他哀哭的人共舞，與患難共

舞。盧雲生平最愛看空中飛人的共舞，從他們的伸

手、握手到放手，背後是一種靈性操練。這只是在文

集中作者所建議五個舞步其中一步而已。

本書以教會年曆及節期為骨幹，帶出另類角度的思考

及反省。每一個節期中的敬拜環節與禮儀帶動著生命

季節中的掙扎、歡慶及成長。作者的論述結合牧養經

驗、神學思想和心理學理論，為整全的靈命培育提供

重要的啟迪與可供應用的素材。

Henri J. M. 
Nouwen. Turn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Finding 
Hope in Hard 
Time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1.

盧雲。

《祢已將哀哭變為跳

舞—在時艱中尋找

盼望》。

黃大業譯。

香港：基道出版社，

2018。（中譯本）

Ross Thompson. 
Spirituality 
in Season: 
Growing Through 
the Christian Year. 
London: 
Canterbury Press, 
2008.

[趙崇明 ]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陳關韻韶 ]

實踐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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