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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講你都唔明！」

沒想到真的會⋯⋯
—歷史十字路口的誤判

「你們還是不明白麼？」—可八 21



編者話
「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錯，錯你又唔認，認你又唔改，改你又唔服，唔服你又唔

講！」來自電影《江湖》的經典對白，巧用頂真句法，道盡了溝而不通，聽而不聞，加上個人性格與成長因素，

足以導致連串誤判，災難連場。素常交往，尚且不勝其弊，更何況是社會整體？倘若多元群體之間，聆聽變成

「零聽」，互相無法溝通，彼此充耳不聞，則信任勢必瓦解，傾軋鬥爭無法避免。當一個社會只剩餘一把聲音可

聽，那把聲音必是謊言。

事實上，良好的溝通不僅在於表達，更關乎聆聽，甚至是始於聆聽。歐醒華牧師在「尋思」系列文章〈「教會，

講你都唔明！」〉中指出，當今之世，聆聽似乎是我們不能逃避的挑戰！不過，要面對來自外在或內裡的不同

聲音，確易令人不安，心生恐懼。但即或如此，仍要堅持下去，因為聆聽正正需要我們學習拿出勇氣，謙卑自

己。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議程和看法，影響信息的接收、過濾與解讀。張略牧師和宋軍牧師在「尋思」系列

文章，分別從福音書以及歷史事件，領我們思考誤解與誤判何以出現。

真正的聆聽，源自心靈，身體障礙亦阻不了心底裡與人同行的渴望。校友黃海恩在〈時代，聾人要聽見〉一文，

縷敘怎樣開展一場手語傳譯革命，讓聾人聽得見時代的呼喊，尤其是困苦受壓者的聲音。一直投身學生福音工

作的校友盧家輝更感悟到，宛如神學人馮煒文所說，聆聽實在是福音不可或缺的內涵。透過用心的聆聽，摯誠

的祈禱，上主施行了醫治，撫慰此時此地身心靈受創的孩子。今期「一期一會」請來輔導科林添德老師與「創

傷同學會」創辦人之一李玉霞對談，箇中提及的年輕人心聲，教我們更體會，原來聆聽本身就是彼此的擔當，

就是痛苦的分嘗，就是真實的同在。當我們願意謙卑，彼此聆聽，在上主的慈恩裡，或可從創傷走出轉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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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誰向誰講的一句話呢？表面看來，該是某些人對教會講的，但想深一

層，也是來自教會內的聲音，因我們就是教會⋯⋯

近年來，香港這城經歷社運和疫情，不管是教會內或社會裡，都有很多聲

音，聆聽似乎是我們今天不能逃避的挑戰！經過多次與不同組群的交流，

聆聽他們的心聲，讓我分享箇中的點滴發現，盼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的

「聆聽」。

實踐科助理教授

「問題牧師」一名，時常愛好發問，更喜歡聆聽別人的生命

故事。因不甘於因循、慣性行事，常以創新自娛，也嘗試

為他人創造回憶。在母會牧養服侍超過廿載，現今在神學

院繼續在教學之同時，牧養身邊的學生。

歐 醒華

兩代的溝通

究竟年輕一代在說甚麼？他們在無病呻吟，不知人間困苦，抑或是生活艱難，而

亂發脾氣？他們在脅迫上一代去聆聽嗎？還是他們的聲音被漸漸噤聲？上述種種

情況，在教會裡可能早就被套上一些屬靈教導，指責下一代對長輩少了一份尊重

或是對掌權者不順服。然而，下一代真的如此無理嗎？他們的聲音有否被真正聆

聽呢？

另一方面，長輩可能認為下一代要求過份，甚至是不可理喻地提出革新，完全忽

視實際處境的限制。就算已不斷改變形式遷就年輕人，並且循循善誘，最後仍換

來停不了的「離教」現象，甚至最近出現「棄教」！今天，教會作帶領者的苦衷又

有誰明白呢？他們的聲音又有否被聆聽？

我們實在需要更多彼此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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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苦惱

最近與某教會的一位教牧同工傾談，聽到他內心的苦

惱。疫情期間，他竟然發現自己更能真正的實踐牧

職，反觀往常的日子，他只不過竭力維持「教會的聚

會」。原來，以往忙於找會友承擔各樣事奉，卻沒有

空間去了解他們在生活上的掙扎，更無暇關心他們的

靈性光景。當他將這些反思與教牧團隊分享的時候，

竟然沒有同工有興趣聆聽，他們只關注最近的奉獻數

字和網上參與人數，並各項事工的進度！這實在令他

感到沮喪，何解牧者竟關心數字過於所牧養的羊呢？

教牧同工的生命和關係健康嗎？他們的聲音有沒有被

聆聽？這都是堂主任所最著緊的嗎？今天，有多少教

牧同工正疲於奔命地事奉，卻甚少好好整理其牧養背

後的神學？甚至乎，有多少是藉忙碌的服侍來逃避內

心的失落和疑惑呢？一旦有問題出現，就將責任推在

堂主任身上，這只會帶來了更糾結的困局！

至於身為堂主任的教牧，面對同工們的不

同期望而感到困擾之時，又有誰可以聆聽

這些堂主任的心聲呢？教會裡的執事領袖

們又是否願意去明白了解？

我們實在需要更深度的聆聽！

信徒的心聲

過去不少教會都以分齡牧養為主線，這是無可厚非並

且有實際需要。然而，此舉會否漸漸將家庭關係解

構？在社運和疫情衝擊下，更突顯了家庭的深層次矛

盾，由不同政見的分歧，到被迫「困獸鬥」的家居隔

離，即使是信徒家庭也不能倖免，但基督信仰究竟可

以怎樣帶來復和呢？

同樣地，教會這個屬靈家庭亦面對種種破裂：有的是

因為牧者某些清晰的政見立場，信徒間的關係緊張，

甚至不和，既然話不投機亦聽不入耳，唯有選擇閉

口，以為可免傷和氣。到疫情出現，一些撕裂關係似

有緩和跡象，可以彼此問候、關懷；但當然也有些關

係進一步疏離，肢體關係變得淡而無味。

如此狀況下，教會當如何牧養家庭？教牧

能否聆聽到信徒的真心話？信徒又能否真

實面對自己內在的聲音，認真面對信仰的

挑戰，學習順服並踐行上主所教導的價值

觀呢？

我們實在需要更真誠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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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呼喊

教會是上主在地上建立的唯一群體，為了實踐作基督

見證的使命。這不單是一間堂會，而是大公教會。今

天，社會對上主的大公教會還有期望嗎？上主仍會藉

這時代來向祂的教會發聲嗎？

最近，我推動「集體聆聽」的操練，這也是一場運動，

因深信上主是那位引導教會獨行奇事的神。在一次的

問卷調查中，回應者約 50 名校友，約八成認為社運

與疫情頗為相關，當中更有兩成認為是關係密切。但

究竟這兩者的關聯何在？兩大事件又如何「震盪」教

會呢？

在某次講座中，我分享到「聆聽」面對兩大挑戰：第

一，是三個字「急、快、多」。要真正聆聽，絕不能

「急、快、多」。許多時候，不少堂會領袖只想解決

問題，急於處理事情，少了聆聽對方的感受和情緒；

而且為想快些動手搞定，根本沒有耐心聆聽，只是草

草聽完就算；再加上需要聆聽的聲音眾多，其實沒有

預備好自己的耳朶去聽。總括而言，就是怕效率低！

聆聽嘛，太花時間了！

另一個挑戰是人害怕面對真實，包括自己或他人，因

為聆聽有時真的會令人不安！其實，聆聽不只是外在

的聲音，更多是聆聽內裡的聲音。要真實面對自己或

他人，面對被挑戰，這絕非容易的事。因此，聆聽是

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

我們實在需要堅持學習聆聽！

聆聽的課題仍有很多，但願眾堂會—大公教會願意

謙卑聆聽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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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
真的會……
—歷史十字路口
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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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無定，教會有時需要做些大決定，若誤判形勢則後果嚴重。所謂危機

誤判，不僅是指作出與實際情形相反的判斷，還應包括遺漏在內，就是忽

略掉某些重大的可能性。本文以三個限定條件來確認危機誤判：第一，近

期內已出現若干徵兆性現象；第二，有吹哨人發出預警；第三，並未做出

有效應急對策。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2年成立的基督教聯合性機

構，以下簡稱「協進會」）歷史上就曾有多次誤判，今擧其二。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神學科副教授

自幼立志作諸葛亮，結果屢屢受挫，被母親笑稱「吳用」。

至今已不敢托大，雖覺今是而昨非，但仍喜看以軍師為主

角的『火鳳燎原』，有時躍躍欲試，思古論今，想來還是未

脫稚氣。家有賢妻，二人與貓為伍，其樂融融。

宋 軍

不會吧⋯⋯

造成危機誤判的原因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是所獲資訊不夠全面，甚至被有意隱
瞞、歪曲；而主觀因素起到更大作用。一般而言，大多數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傾向，
這便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將逆境視為黎明前的黑暗，總覺得馬上就要時來運
轉、觸底反彈了；另一方面，看順境是理所當然的常態，尤其是承平日久的世代
比較沒有居安思危的意識。上述心態會讓人自動對信息進行過濾，或選擇性認知，
將自己的想法鉚定在某種樂觀的想像上，認為所有不同的聲音只不過是危言聳聽，
從而失去未雨綢繆的前瞻性洞察和警覺，最終錯失寶貴的應變時機。

沒想到
真的會……
—歷史十字路口
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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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真的會爆發中日戰爭

北伐戰爭在 1928 年以國民政府的勝利告終，教會預

備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

處的環境，是一個變化迅疾，動蕩激烈環境，其中包

含莫大的希望，也藏伏莫大的危機。」1 那時在基督教

界頗具影響力的協進會前總幹事誠靜怡博士，提出並

推動「奮興」計劃，並於 1929 年 5 月在協進會第七

屆年會上獲得通過。該計劃旨在提高教會的質和量，

核心是福音佈道，期望在 1930－1935 年內令信徒人

數從當時的 40 餘萬增長一倍，也就是每位基督徒五

年內帶一個人信主，想來也不算高不可及的目標。

耐人尋味的是誠博士的出發點之一即「深信世界上最

強悍之一種防禦，便是進攻式的防禦。」2 顯然，這

反映出當時教會的危機意識。

過去六年間所經歷的一浪高過一浪的非基

督教運動成為集體記憶，於是教會普遍將

關注焦點放在該如何不再被國人「打倒」

上。作為後人，我們可以追問的是，除了

國內反教浪潮之外，當時還存在甚麽因素

會在未來影響到教會的安危？

利用時間後置優勢，我們可以知道在諸多不利因素當

中，強鄰日本是一個在短期內（1931 年九一八事變）

就將爆發的威脅。而就在協進會作出決定的 1929

年 5 月之前，已有一些不祥的徵兆。諸如田中內閣

（1927－1929）强硬的對華政策；1928 年日本出兵

山東，5 月與北伐軍在濟南爆發衝突；6 月，張作霖

在返回東北途中被日軍炸死。對戰爭陰雲，吳耀宗就

是不多的吹哨人之一。他 1939 年 3 月發表文章指出

〈目前最急切的一個問題，就是中日的關係〉，並預

見到「將來一戰」的可能性。3 在東北旅行一個月的

親身經歷，令他為未來中日之間因彼此「恨惡」而「拼

個你死我活」感到「不寒而慄」。4

然而，協進會第七屆年會並未就可能爆發的戰爭作任

何預案，而將全部資源投入到「五年奮進運動」之中。

這是典型的危機誤判，不幸的是同樣事情又在十七年

後再度重演。

沒想到國民政府真的會戰敗

1945 年 8 月，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社會瘡痍

滿目、百廢待興，而教會又來到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

時刻。其實早自 1943 年，移至重慶的協進會就開始

調查教會的需要，研討戰後事工，可謂並非毫無預

備。儘管 1945 年底，就有人斷言國共兩黨爆發內戰

是遲早的事，但即使接受這種恐怖前景的人，都認為

國民政府會最終獲勝。一旦這樣的預期被認定，就成

為判斷和抉擇的基礎，繼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過濾掉大

部分與之不符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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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7 月內戰全面爆發，一年內國軍果然打得順

風順水。不過不應忽略的是，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已經

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又有蘇聯作為强大後援。平

心而論，國府必勝的想法實在太過樂觀。

12 月，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二屆年會，開幕之際

收到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電文，期望教會在重

建社會精神道德方面助國府一臂之力。為此，大會回

電表示將「籌擬全國三年奮進運動，期能振人心、起

頹俗，協助建國計劃，作有效之貢獻。」5 這屆年會

議決推動「三年奮進運動」，側重點在於佈道和教會

合一。透過大會的各項具體決議，可以推斷協進會做

決定的前設，即國民政府會贏得這場內戰。這就讓燕

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下述閉幕詞，顯得不同

凡響：

以教會的周圍來說，目前雖然沒有

反基運動，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但這種情形是否能持久呢？我們若

看清楚面前的事實，這種自由將來

或許會受限制，甚至教會都有受逼

迫的可能。6

沒想到⋯⋯

半年後國軍在戰場連連失利，於是人們轉而認為雙

方將會長時間膠著下去，誰也贏不了誰。這是直到

1948 年秋冬之前相當普遍的看法。然而，沒想到國

民政府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沒想到在新時代人人靈

魂深處將會閙革命……更多的沒想到漸次登場。

    

從上述協進會的兩次決議中，其實找不出哪件事是教

會不該做的，問題出在因對時局的誤判而少做了些甚

麽。筆者當然無意苛責前人，人不可能料事如神。但

歷史教訓總是值得聆聽，就是每逢大時代的來臨，教

會應懷著最樂觀的盼望，作最壞的打算。

                                                                                                                                                     

1  〈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處的環境！〉，《興華》第 26 卷 21 期

（1929 年 6 月 5 日），頁 15。

2 鮑引登：〈五年運動〉，《中國基督教會年鑒》12（台北：中國

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頁 17。

3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前途的事業〉《真理與生命》第

4 卷第 2 期（1929 年 3 月 15 日），頁 6。

4 吳耀宗：〈東北旅行的感想〉，《真理與生命》第 4 卷第 6 期

（1929 年 6 月 1 日），頁 13 –14。

5 〈大會呈蔣主席致敬電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届

年會報告書》（上海：協進會，1947），頁 54。

6 趙紫宸：〈我所期望於奮進運動—在閉幕中演詞〉，《中華全

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屆年會報告書》，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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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健教席教授（聖經科）

自小醉心化學，曾任中學化學老師，後上帝呼召讀

神學，可幸未有太過「神化」。在中神受老師的感

染，專注新約研究。

張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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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屢次記載耶穌的教導行事，不被人了解，甚而被誤解了。不只是旁

人這樣，有些時候，連門徒也是如此。馬可福音就連續記載了兩件門徒對

耶穌所言的誤解。

—

可
八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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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錯意——皆因忽視真正意義

馬可福音八章 15 節記載耶穌囑咐他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

酵。」門徒因為忘了帶餅上船，便以為耶穌因為他們沒有餅才這樣吩咐他們，就

為此事彼此議論，完全忽視了耶穌對法利賽人和希律的酵這警告的嚴重性。耶穌

以一連串的反問喚起他們的注意：「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

領悟、還不明白嗎？你們的心還愚頑（原文：心裏剛硬）嗎？你們有眼睛，看不

見嗎？有耳朵，聽不到嗎？也不記得嗎？」這種質問，幾乎將門徒等同於法利賽

人和希律黨人，他們也曾因耶穌的言行而「心裏剛硬」（可三 5；參六 52），這就

好像耶利米和以西結先知所斥責那些愚昧悖逆的以色列民一樣（耶五 21；結十二

2；參賽六 9~10），他們拒絕先知及他們的教導，也好像出埃及時以色列曠野的一

代（民十四），拒絕摩西的帶領，最終死於瘟疫。

耶穌指出門徒「會錯意」，是因他們未能領悟耶穌曾分別餵飽

五千和四千人這兩個神蹟的意義。門徒對這兩個神蹟具體發生

的事實是清楚的，耶穌兩次問他們神蹟後所收拾的零碎有多少，

他們都能準確地回答：十二籃子和七個筐子（八 19~20），卻未

能明白當中真正的意義。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也知道神蹟是發生了，無論是耶穌醫好枯乾手的人（可三

1~4），還是分餅給眾人吃飽。他們還是要求耶穌「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八

11）！法利賽人的看法正是這世代人的看法（八 12），是要根據他們的法度、關注

和標準去衡量耶穌，耶穌恐怕門徒也和這些人一樣！

他們都忽視了耶穌所引進神國降臨、所帶來救恩的豐盛，要為人類帶來翻天覆地

的轉變，叫人與上帝重建關係。只拘泥於細碎的爭論和無謂的憂慮，卻沒有以信

心看到一個新時代降臨對他們的重大意義，看不到神國來臨這幅大圖畫，難怪門

徒只會弄錯了耶穌說話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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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皆因各有不同議程

緊隨的另一件耶穌被誤解的事件，就是在他們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路上，耶穌問

門徒：「人說我是誰？」，門徒便覆述某些人對耶穌的看法：施洗約翰、以利亞、

先知中的一位。當耶穌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惟有彼得回答說：「你是

基督。」（八 27~29）。馬太福音更記載耶穌說彼得的宣認不是出自人的，「乃是

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十六 17）。

然而當耶穌坦然向他們表白：「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

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三天後復活。」，偏偏就是這位

宣認耶穌為基督的彼得，拉著耶穌，並且責備他（見和修版八

31~32），大概是說這是萬萬不可的。

我們不需懷疑彼得是真心的不願自己所愛護和尊敬的老師，要經歷苦痛以致於死，

這裏描述彼得是「責備」耶穌，是非常強烈的字眼。作者同樣使用「責備」一字

指耶穌相應強烈地回應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因為你不體會神的心意，而

是體會人的意思。」「責備」這字，在馬可福音用在耶穌驅趕污鬼（一 25）和平

靜風浪（四 39），這位剛剛正確地宣認耶穌是基督的彼得，竟成了邪惡力量的工

具！當然這不只是彼得自己的錯誤，他與當代不少的猶太人一樣，都期盼著一位

復興以色列的基督（＝彌賽亞），能率領以色列人推翻外族的統治，重建昔日光輝

的大衛王朝。不論彼得是因感情用事，還是他仍脫離不了當代人對彌賽亞的期盼，

到底要以受苦的方式去完成上帝心意，是太難接受了吧！誰會甘願選擇這樣的一

條路？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確是一條擁抱苦痛、極端孤寂、被人遺棄、承受屈辱，一條一去不返的不

歸路。耶穌隨著還教導門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他（八 34~38）。

我們都有自己個人的議程（人的意思），也有整體社會對不同的人有的議程，耶穌

身處的年代最迫切的需要是甚麼？對當代猶太的宗教和政治權位者來說，是維持

社會安定，不要生亂，以免羅馬揮軍鎮壓，對他們來說，耶穌是一位可以挑起騷

亂的危險人物。對不少在管治下承受苛待的猶太人來說，他們的盼望是推倒羅馬

的統治，還他們國族的尊嚴。我們可以對環境的需要有清楚的認識，甚而對耶穌

有正確的宣認，但仍可以與衪的心意相距甚遠。我們真的明白父神的心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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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    人    要    聽    見

「記者會冇手語！」聾人慨歎。「很多人說警察講假話，是嗎？」有認為記

者會裡盡是砌詞，不聽也罷，只是聾人連了解的機會也沒有。1政府背棄資

訊通達的承諾，2聾人資訊滯後仿似定案。但因見修例影响深遠，一群聾健

譯者自發，在電視旁、在集會及記者會傳譯，盼讓聾人得到資訊。

了解多了，承擔也會增多

由冒昧聯絡集會發起人，到被邀請到場傳譯，聾人的需要漸被重視。傳譯不易，

譯者要隨時 on call「左撲右撲」、集會突然被中斷、被迫「食 TG」、譯了卻沒被

攝入鏡頭令人抓狂……但喜見聾人可和健聽社群同步了解— 性侵在警署發生？

醫護罷工救港？聾人能留言回應、能參與討論，辛苦也值得。

政治倫理複雜，聾人沒有因聽不見而懶理。「『爆』入立法會，基督信仰如何理

解？」、「順服掌權者也要看情況？」，聾人之中也有跟從主的，同樣蒙召見證神

國，參與公共，更要問「神點睇？」。相關的講座和祈禱會，只要有傳譯，聾人都

不會錯過。明白多了，承擔也多，聾人社群也會瘋傳錯誤資訊，同樣需要辨明事

實（批評政府怎會被扣傷殘津貼呢？）、為被抹黑的譯者澄清（都是義務的哪有收

錢？）……這是上主給聾人肢體的份。

當法律成為打壓異見的工具，生命被殘害、人性尊嚴被剝奪，香港已沒有最黑

暗……公民門徒的十架路注定難行。要摸黑向前，教會群體需要彼此交流，如耶

路撒冷會議（徒十五），甚至謙卑向民間學習，一起摸索。教會沒有自己的政治議

程，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吸納，怎樣的社會參與才與福音相合？得到資訊、了解處

境，正是實踐公民使命的起點。

黃海恩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傳道

MDi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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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    人    要    聽    見

祂聽見了，願我們也聽見

聾人是社會一分子，渴望與人同行，為社會付出。「以前冇傳譯，我連遊行都未試

過。」去年反修例遊行，是很多聾人的第一次遊行。政治術語、社運新詞不斷湧現，

和發音有關的，例如「獅鳥」，聾人最感興趣，崇拜前後，弟兄姊妹總會把握機會

問：「示威者做錯什麼，警察為何打得這麼狠？」、「犯了法，不是拘捕後起訴，

由法庭裁決嗎？為何要打？」，這是他們最常問的問題。

對於別人的困苦，聾人感受特別深，或者因他們也是經常受壓的一群。「我想守護

年青人，和『守護孩子』一起，你會幫我傳譯嗎？」一位年長的聾人弟兄不忍見

年青抗爭者被打，想上前守護。「看見年青人這樣被打，怎忍心？」、「我們對人

怎能沒有憐憫？」，這些日子，我們流著同樣的眼淚。

道成肉身的主，是福音的核心，主以恩慈待人。在政治領域上，我們首要關注的

是人，並非抽象的政治理論；我們關注政策的實施與執行，因政策影響著人。聾

人資訊平權是漫長的路，路難行，但信聖靈在基督裡不斷有新創造—前所未有

的抗爭促成了傳譯革命，神聽見聾人呼喊，讓聾人聽見時代，祂也必聽見我城的

呼喊！願我們都聽見祂。

                                                                                                                                                     

1 外國的政府記者會，多會安排傳譯員站在官員身邊，令沒有手語傳譯的電視台也能為聾人提供即時

資訊。

2 中國（包括港澳）於 2008 年已簽署《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政府承諾保障聾人在資訊通達方面

的權利，包括在涉及公共事務的場合提供即時手語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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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

聽聽

見見

未未

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李玉霞

山地（Sandy），突破機構文化事工

策劃經理，前《Breakazine》編輯。

十年媒體工作，見證著這土地的變遷

與創傷。經歷去年夏天一場前所未有

的社會運動，雖痛入心扉，卻比活在

虛假的過去更見希望，破除了虛幻，

經過哀傷破碎，終會得見新象。於去

年 11月成立「創傷同學會」（From 

Trauma to Transformation, T2T）1，

盼與心之所繫的年輕一代，一起從社

會創傷走出社會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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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聽｜聆聽

林： 經常有人問「點解會偏聽？」，這關乎接收者

本身是否一個封閉系統。例如患有自戀人格障

礙的自我概念是「我不會錯」，但「我不會錯」

本身又是人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的

症狀之一，患者無法感受別人，只能夠接收到

和自己完全一致的觀點，於是對外界形成了封

閉系統。每當面對差異，在「我不會錯」的前

提下，必然是對方的錯。

李： 這個，有得救嗎？

林： 人格障礙，一般無藥物可治！除非某些經驗令

他們患上抑鬱或焦慮症，才有藥調節情緒。事

實上，由於自戀人格患者深信自己不會犯錯，

故甚少主動見輔導。除非患上了嚴重情緒病又

或在婚姻關係中，因枕邊人瀕臨崩潰，才被一

起扯去見輔導，但頂多維持短時間。因自戀人

格患者很難改變，輔導員只能幫助身邊人洞悉

處境，學懂設下界線，免再受傷害。 

 至於一般人聆聽（listening）出問題，或與我

們習慣講求功能主義有關，總覺得人際交往，

你說給我聽，我亦要「有料到」、「幫到手」

或「解決到」，為要“listen to reply”，只顧

回應而並非真正聆聽。真正的聆聽需要我們願

意開放自己：容讓彼此心神（mind）互為影

響（intersubjective），而相互的關係亦是共

同創造（co-create）出來。經常提及的「同

理心聆聽」（empathic listening）中的「同理

心」，就是指聆聽之時，能夠提供一種心理氛

圍（psychological air），容讓對方從中感受被

認可、被肯定、被明白和被欣賞。當這些情緒

在言談間得到滿足，雙方便可達致互信，這亦

是關係建立的根本。

林添德

輔導科副教授，資深輔導員。90年

代初曾於突破機服侍，深深體會到心

理健康與靈命成長的密切關係。其後

赴美進修神學、婚姻及家庭治療，亦

關注探索抑鬱焦慮以及哀傷處理等專

題。同樣心繫青少年成長，面對眼前

的巨大社會創傷，嘗試從心理學及輔

導向度，找尋對話空間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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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分擔 

李： 不少大學生都十分抗拒校內的輔導服務，因他

們感到自己變成了一個個 case（個案）或一

個個 job，被接見和應付，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對他們來說，有“expectation gap”！說到底，

他們想要說的是「我想做返個人」而非「我係

一個 client」。事實上，年輕一代打從心底厭倦

所謂「專業診斷」，亦對權力體制相當敏感。

林： 其實踏入後現代，所謂「專家之言」已被挑戰

和推翻，心理治療更強調輔導員與受助者共同

創造「現實」；在那過程中，容讓輔導員表達

自己因受助人所分享的經歷而觸發的感受。

李： 我們往往有強烈意慾去影響他人，可是每次我

聽完許多年輕人的故事，卻「無助到痺」！我

們還有甚麼可做呢？！他們的回答竟是：「你

聽～囉！」原來，只想我們聆聽！

 早前探望一位年輕人，快將面對長期監禁，我

問他：「我們在外面可做些甚麼？」他說：「你

們不要忘記我！」聽到這句話，實在很傷心！

甚麼事都幫不上忙，任何說話都安慰不了……

但原來在我們心中被記念，是這麼重要！教我

不斷反思何謂「人性」？甚麼是「同理心」？

甚麼是「憐恤」？聽罷他的故事，那個禮拜很

痛，整個人無法 function，問自己：「我係咪

唔夠專業呢？」按一貫奉行的消費主義想法，

根本甚麼都做不到，卻原來他們覺得聆聽已好

足夠；原來聆聽本身已是個目標，絕非我們慣

常以為的“means”和“end”；原來人性這回

事，只要可以 share，已是一個答案。對我來

說，這很震撼：我分擔你的痛苦，你就沒那麼

痛苦，sharing 本身就是個結果。

林： 你好專業呀！因你願意被他影響，就如盧雲所

言的“wounded healer”，你所經歷的痛苦讓

你明白你的受助者，亦令你可以“presence 

with”他。

 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指出，一個人的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早在 BB 時期建立，照

顧者的同在（presence）令被照顧者產生存

在感，箇中需要良好的成長環境，具體就是

attending（在場），令對方感到被關注、被著

緊。其次是 mirroring（反照），照顧者怎樣待

我，就在告訴我究竟有多重要，仿如照鏡，有

助建立起「我是重要」和「我是有價值」等核

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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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聽 罷 Edmond 你 的 講 解， 就 明 白 多 了。

“isolation”孤立無援本身很痛苦，也違反人

性。那位青年人正被隔離，害怕被遺忘，連存

在價值和意義也很低。但透過我們所寫的信或

傳媒報導，原來已經幫到，這是為何我會搞

「聆聽行動」，因為他們需要被聽見，而我們

則要重新學習怎樣聆聽，對人性而言，這尤其

重要。

個人—社會

李： 自雨傘後，大家的情緒都淪陷受創，就算我們

有了權力，亦未必用得好，因不懂自處，亦不

會懂得怎樣共處。從那時起，我開始思考：個

人和社會問題分得開嗎？創傷（trauma）對整

個社會有何影響呢？那知 2019 年，嘩～比想

像中更「大鑊」！……不少學校、老師致電來

〔突破機構〕，希望有人幫忙處理「細路」的創

傷。剛巧我接手一個新項目，還未有內容。面

對舊有一套失效，新的未出現，現正是轉化時

機，我覺得需要回歸人性的根本處。於是，聯

絡上本港的非暴力抗爭群體，一起探索何謂創

傷與社會轉化，成立了「創傷同學會」。

 這次特地找新群體合作，其實想將一些具有社

會向度的世界觀，引進當下處境。我覺得新時

代需要新語言，趁此聽聽外界發生甚麼事。非

暴力溝通早於六十年代開始發展，它吸引我的

地方在於對人性的認識：不僅意識到溝通裡的

權力和偏見問題，亦十分重視聆聽，就是剛才

你提及的「同理心聆聽」。他們深信人與人之

間彼此連結，且與生俱來可以感受他人的需

要。因此，非暴力溝通著重心靈，要與自己建

立較深入的連繫，才有另一種眼光看別人的故

事。我不禁想，這種講求連結自己、連結他人

與整個社會，不就是教會常說的「愛」與「彼

此關顧」那套嗎？何解我們的好像失效了，口

講一套，做又另一套？

 到目前，我們已完成首階段，箇中包括情緒轉

化，以及與非同溫層對話。因疫情殺到，亦顧

及手足毋須露面，對話改為網上。下階段，我

們計劃把先前的情緒轉化課程系統化，如先講

「憤怒」，再講「恐懼」。至於如何轉化，其實

並沒有太多書討論，我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trial and error。

林： 實在很有意思！心理學也可以在很多方面對

話，例如剛提到「憤怒」和「恐懼」等情緒，

我們稱為“primary adaptive emotion”（適應

性的原發情緒），是人內在的一個重要指南針

或發電機，究竟憤怒本身用來適應甚麼？恐懼

這情緒又怎樣幫助我們？其實，恐懼最能夠

幫助我們面對具威脅的處境，衍生兩個基本的

生存反應，就是“fight”和“flight”。若然這

兩者都無法幫助我們處理眼前狀況，就會形成

「創傷」（trauma）。

李： 若然恐懼與威脅來自社會事件，無力感充斥亦

無法反抗，那股被壓制下去的能量是最傷害我

們的，而且還會傳給下一代。無力感累積下，

盛怒爆發，可以突然殺人，這種「創傷性爆怒」

（traumatic rage）對家庭影響深遠。那麼，怎

樣能夠轉化創傷？當自己一直連繫並以為很安

全的世界崩塌了，怎樣才可重建？還相信自己

有能力重建嗎？這正是我們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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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從心理輔導入手，治療創傷情緒，主要是透過

哀傷輔導（Grief Counselling）。我們為何會失

望、憤怒、受傷？皆因失去覺得珍貴的東西。

由於創傷可導致情緒反應系統失調，但如果當

事人本身的情緒反應系統早已失調，創傷將令

情況惡化，更難以較健康的哀傷過程來處理創

痛情緒。就如你所言，整個人的能量和心理發

展受困其中，「結」解不開，人生也走不下去。

就算努力做許多事，但心理上、情緒上，根本

無法 move on，那個「結」依然存在。

 要令受創的情緒系統恢復功能，過程漫長又複

雜，首要幫助當事人在一個安全、信任和接納

的環境下，把內裡的破損散碎，甚至變得兩極

化的東西重新揉合，譬如受創時，會認為「所

有人都信唔過」、「個個都係衰人」、「唔會有

好嘢」或「自己好衰、好差」等等。因此，需

要幫助當事人宣洩應有的情緒反應，如憤怒、

傷痛或喊出來，以致慢慢重新站起來，整理所

經歷的一切，再尋找和分析箇中意義。不過，

當整個社會都受創，聆聽的時間就要更長，過

程也更複雜。

知己—知彼

李： 我們暫時還未走到這一步。

 早期我們曾用過一種方式：大家圍圈而坐，中

間擺放不同物件，各人揀選一件代表自己情緒

的物品，逐一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他人聽後可

以回應最觸動的地方，藉此連結彼此，達致集

體抗逆。我們就試過這麼一次，嘩，好難！由

於當事人的創傷太大，亦 set 不到氣氛，根本

承載不到。其後，我們又嘗試以網上形式做

「敘事治療」，當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有插

畫師即場把故事繪畫出來，亦有臨床心理學家

嘗試協助當事人捕捉箇中的新發現。當然，故

事被聆聽本身已十分重要。

林： 這已很好了！

李： 對，不過只限於某程度的創傷。能夠講得出故

事，已是有所整合了。如果太 hurt，根本無法

說出來，或要中途停止。而我們能夠接觸的，

不算是嚴重受創那種。

林： 其實，未能說出的故事才是真正需要有人繼續

聆聽，透過持續的講述，有助平衡當事人的情

緒需要，感受被了解。

李： 沒錯，雖然我們覺得效果麻麻，但參與者卻覺

得十分好，同樣地～起碼有機會說，有人在聆

聽，滿足了背後的一些需要。唔，我們也很想

用“play back”的戲劇形式，演繹當事人的故

事，透過別人的角度，達致剛才您提過的「反

照」（mirroring）效果，或許可帶來一種轉化。

 仍是那句話，我們一直摸著前行。而目前主要

是兩方面，其一是接觸前線，另外就是訓練促

導員（facilitator），要「識聽」，與非同溫層對

話時又要懂得「不著火」，靜心地聽明白對方

的說話，能做到已算成功。不過，其實很難！

林： 這要理解我們的防衛系統。

李： 是呀～所以，我們有一個基礎訓練是關於如何

與自身的防衛系統對話和相處，更多了解及聆

聽自己，認識自己背後的情緒和需要，就不易

被挑動。如要接觸非同溫層，實在需要培養這

素養，否則會「頂唔順，打晒交」。有時，實

在想不明白何以因黃藍政見就把家人趕出家

門，關係竟破裂成這樣！

當整個社會都受創，聆聽的時間就要更長，過

程也更複雜。

知己—知彼

李： 我們暫時還未走到這一步。

 早期我們曾用過一種方式：大家圍圈而坐，中

間擺放不同物件，各人揀選一件代表自己情緒

的物品，逐一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他人聽後可

以回應最觸動的地方，藉此連結彼此，達致集

體抗逆。我們就試過這麼一次，嘩，好難！由

於當事人的創傷太大，亦 set 不到氣氛，根本

承載不到。其後，我們又嘗試以網上形式做

「敘事治療」，當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有插

畫師即場把故事繪畫出來，亦有臨床心理學家

嘗試協助當事人捕捉箇中的新發現。當然，故

事被聆聽本身已十分重要。

李： 

 仍是那句話，我們一直摸著前行。而目前主要

林：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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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其實，我們頗習慣二元思維，例如經常聽到

「若你不跟我那一套，就是不愛我了！」～

哈～如果我們在這種氛圍中成長，也會這樣處

理關係問題，承載不了彼此間的差異，這樣

好弊！面對分歧之時，心理質素尤為關鍵：

質素愈低，愈易把分歧等同「你不愛我」、

「愛我就會遷就我」之類！說到底，一段關

係可以承載得到差異並繼續走下去，全在於

“compassion”，懂得體諒、明白別人的難處。

這份憐恤，與耶穌基督息息相關。

棄舊—更新

李： 我覺得把一切簡化為對與錯，認定對方錯，視

為敵人，甚至把所有問題都推在對方頭上，極

之危險，這亦是與非同溫層對話之難！可是，

反觀教會裡，豈不也充斥著 judgemental 的語

氣？真理只有一種，誰擁有呢？那就是我！你

不符「真理」，就死定了！但過去這段日子給

我帶來的信仰轉化，卻正是「信仰是一趟冒險

的旅程」。

林： 是，我們不能把上主放在一個箱子裡。

李： 很多事情，需要我們走進當時處境中，了解背

後的想法和做法，必須保持開明態度。真理是

甚麼呢？當大家看法不同，但表面不作聲，心

裡卻反對，又「扮嘢」裝作和諧，難怪不少信

徒對「愛」或「同行」等信仰常用語，越覺反

感，感到虛偽！其實，我是～很～不～甘～

心！教會本該有很多資源，可以對應當下的社

會創傷，現在卻往往成為另一重障礙。

林： 曾讀過一位在美國加州牧會的牧者 Francis 

Chan 的分享，觀點很值得思考。他指出，許

多時候我們總把問題置於對錯當中，但其實我

們對「錯對」充滿焦慮驚懼，於是很容易快快

跳進「懲治」角度，而聽不見問題所在，更無

法建立起深入的信任關係。他認為，遇上敏

感議題，最重要是對話雙方回到以「追尋真

理」為共同基礎，大家拿出聖經來討論。我覺

得這是一種 co-create 的氛圍，不再憂懼對或

錯，可讓人聽到更多，並建立信任基礎，溝通

下去。

李： 噢，co-create 包括真理？精彩！

林： 他確是這樣認為，大家一齊拿起聖經，你看到

的，我未必看得到，自己所知的，亦不是全部。

不過，牧者要 survive 這過程不易，亦很易受

傷。如果我是教牧，相信亦會感到不習慣，甚

至「驚」：會否變相鼓勵了不聽話、不聽教、甚

麼都做得？但這些「攔阻」是必須意識及處理，

才可以走下來，嘗試與年輕人同行，而這種「同

行」是沒有標準答案，也不知怎樣做才算最好，

但仍會一起去面對。若然我們繼續抱持「我講，

你要聽」、「你這樣就是不順服」或「你這是離

經叛道」的想法，根本無法開展對話！我想，

起碼在關係結構上要改變，但這絕非易事！

李： 我們的信仰過去不曾經歷大風大浪，一直在平

穩中做個好信徒，現在就是鍛練的時候，信仰

是有承載力的。從事媒體工作，我很著重語

言，是時候更新改變、思考清楚自己的信仰

是甚麼、真理是甚麼、愛是甚麼、同行是甚

麼……棄絕舊有那套反射式語言，重新為它們

注入鮮活的意義。

                                                                                                                                                     

1 如欲了解更多，可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FromTrauma2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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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真理」，就死定了！但過去這段日子給

我帶來的信仰轉化，卻正是「信仰是一趟冒險

的旅程」。

林： 是，我們不能把上主放在一個箱子裡。

李： 很多事情，需要我們走進當時處境中，了解背

後的想法和做法，必須保持開明態度。真理是

甚麼呢？當大家看法不同，但表面不作聲，心

裡卻反對，又「扮嘢」裝作和諧，難怪不少信

徒對「愛」或「同行」等信仰常用語，越覺反

感，感到虛偽！其實，我是～很～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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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林： 

李： 

                                                                                                                                                     

1 如欲了解更多，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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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熱心無處宣洩的大專時代，我去了大型佈

道會做陪談。那次大球場「爆瀉」，我被安排和

五個「決志」的小學生「陪談」。打開小冊，我

「一輪嘴」和他們說了遍褔音定律，mission 

completed。Goodbye一聲，從此冇見。之後

若有所失，少少 guilty，覺自己像是機器，我們

相逢不相識。

角 色 一 轉， 有 次 我 在 校 園 等 人， 被 熱 心 人「 突

擊」：我雖幾次婉拒，說也是信徒，但大發熱心的

他堅持繼續，換另一小冊 ，說教我另一道理。今

天還記得啥？我只記得「感覺不良好」，我只是 

object。

幾年後，拜讀馮煒文的《傳福音的再思》（修訂後名

為《市井．罪人．被罪者》），訝異看到「聆聽不

單是傳福音的技巧，聆聽實在是福音不可或缺的內

涵。就被罪者而言，聆聽者就是喜訊。是喜訊的臨

格……」，茅塞頓開。惜資質愚鈍，歲月蹉跎，似明

非明，只懂批評，日子飛逝……咁就廿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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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家輝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同工

MDiv 2009

去年暑假，社會動盪，人心疲憊，深感教會各樣更新

迫在眉睫，其一是傳福音的範式轉移和工具更新。得

學生、同工和愛繪畫的女兒襄助，一套處境、輔導、

福音結合的聆聽卡造出來了。聆聽卡共八張，各載一

福，一面圖畫，一面經文。 圖畫是八福的受壓者意

象，使用者各選一張代表自己當下或對香港現況心情

的卡，再逐一分享。當一人分享時，其他人則細聽故

事，不論斷，只給同理心。然後可一同細味卡後經文

深意，聆聽耶穌安慰之言並天國盼望。這本來只作校

園宣教工具，後來也在各事工應用了。

在使用過程裡，有次小組閒聊，我請一學生和我「示

範」聆聽卡，其他學生在旁「圍觀」。完成後，一個

在旁的自動獻身，分享自己年來社運後出現精神困

擾。我們一同用心聽其故事，但因我們都並不專業，

不知怎幫他，能做的只是聆聽和祈禱。但過了些日

子，他告訴我那些症狀竟不見了。感謝主用我們這等

普通人的聆聽、祈禱施行醫治。

最近，我用新系列的聆聽卡，線上約談學生。有學生

以其中一張圖講述自己的孤單感。按其感受，我用一

段詩篇作迴響。他用心誦讀後感到一些詩句在說話，

讓他以新眼光看他的現況。我也驚訝經文竟如此貼

地，對應著他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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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下，足不能出戶，手卻可以連線，科技

突破區隔，無阻互相連結，彼此聚首。

學院於 3、4 月期間，舉辦了五場網上直播的

公開講座，分別是「疫情下之新常態—再思

教會使命」、「離教者的數據分析—解讀教會

數據調查」、「輔中有道—信仰與輔導整合」

研討會、「『逆』師『疫』友—牧者心靈小

憩工作坊」，以及「傷城 • 十架：政經變局下

之時代挑戰」。而在預苦節期間，潘怡蓉老師

透過「疫情浮沉歷主恩：預苦期靈修系列」短

片，帶領我們一起跟從耶穌腳蹤，默想十架七

言與苦路。

踏入 5 月，一眾輔導科老師及校友製作共八輯

的「逆」後餘生心理教育輔導短片，相繼播放。

儘管逆境突然硬生生地闖進我們的日常，但原

來可以不「浪費」，抓住這逆境帶給自己的機

會，著意給自己美好的時光。不過，避疫在家，

日夕相對，究竟會是連場困獸鬥？還是歡樂聚

天倫？阿媽從來不易做，抗疫下，是好好反思

家庭生活的機會，亦是覺察生活的時機，也可

用五官，感受當下，嘗試表達藝術治療，面對

不安。

有得讀‧有嘢學

隨著疫情擴散，延伸部第一季度（1 至 3 月）

的課程，也從實體上課改為預先錄影或錄音的

網上授課形式。原初計劃將第二季度課程延期

至 5 月開課，可惜事與願違，因歐美疫情爆發，

掀起本港第二波疫情，唯有再次改用網上形式

授課。

不過，除恆常季度課程外，我們於 4 月初推

出「延伸在線│疫有得讀」及「疫有嘢學│延

SUN 在線」兩個免費課程。際此艱難時刻，

冀能透過網上平台，繼續服侍眾教及全球華人

信徒，一起研讀上主話語。

相聚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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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聚合‧共行

一個疫情，影響了所有聚會場地，「生命之道」的

同學分散，同工們亦無法回校工作，分散在家中。

但一個互聯網，又把各人聚合在一起。同工記掛疫

情中的同學們更需要閱讀聖經，明白神的心意，於

是團隊各按恩賜，分配工作，把原本需時數月籌劃

的項目，於兩天內全部備妥，生命之道網上課程得

以順利於 2 月中推出。

其實，同工們對廣播並無經驗，對系統的穩定性更

是憂心，惟懷著事奉心志，展開連續數月的網上現

場廣播。而我們一班同工亦以每天早晨的線上禱告

會開展工作，為數千位弟兄姊妹的線上學習，懇切

祈求，謙卑交托。上主信實，以無比恩典承托，

讓我們看見「生命之道」的查經課堂，竟可接觸

到從未計劃到的地方，包括亞洲、歐洲和非洲不少

地區，讓我們可與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一起在疫境中

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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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希賢 :::
延伸課程主任

孩童時的志願是在電視台講波，誰知人到中年竟蒙恩在講

台上講道。如今只望跟住上主去跑，踢完這場人生的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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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這個字，在舊約聖經中經常出現，在眾多書卷

裡，以《耶利米書》最多。但關於「聽」的經文，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申六 4~5：「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聽」，除了指「用耳朵聽」的意思外，也包含對所

發出的聲音表現出來的專注和認真對待的意圖。換言

之，「聽」是有「聽從、專注」的意思，不是左耳入，

右耳出。而在申六 4~5 的「聽」字，還包括了立約

承諾的意思。1 申六 4 的第一個字，就是命令式動詞

「要聽」。聽甚麼呢？在希伯來文，就是「耶和華 ／

我們的神 ／耶和華 ／一」這幾個字。誰聽呢？是「以

色列」要聽。然後第 5 節就是「聽」後的回應：「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為何這

段以「聽」字開頭的經文，與立約承諾有關呢？或許，

我們可以從耶利米書看到端倪。

學者 Gerald Janzen 指出，耶利米書三十二 39~41

是被擄歸回時期對申命記六 4~5 的闡釋和應用。2

耶三十二 39~41 呈現出一個「表達忠誠」的倒影結

構：第 39 和 41 節都用了「心」這個字，首先指出

上主會使以色列人「同心同道」（希伯來文直譯是「一

心一道」），永遠敬畏祂。然後，第 41 節再次用「心」

字，說明上主會「盡心盡意」對待以色列人。而夾在

中間的第 40 節，則用上「絕不轉離」和「不離棄」

兩個反義詞來表達：上主的忠誠，祂絕不轉離以色

列；與及以色列人的忠誠，因有敬畏的心而不再離棄

上主。

耶三十二 39~41「表達忠誠」的結構，與申六 4~5

的格式很相似。在申六 4~5裡，耶和華是「一」，以
色列要「盡心、盡性、盡力」地去愛耶和華；在耶
卅二39~41裡，耶和華是那位「絕不轉離」以色列人，
並且「盡心、盡意、真誠地」施恩給他們的神，而以
色列就是「一心一道」永遠敬畏耶和華的人。換句
話說，如果耶三十二 39~41真的是被擄歸回時期對
申命記六章的詮釋，那麼耶利米書三十二章的作者理
解申命記中「獨一的主」的「一」字，極可能是指耶
和華對以色列是專一和忠誠。3

故此，每當以色列「聽」到申命記六章：「耶和華—
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這句話時，他們不單知道「除
了耶和華以外，他們不可有別的神」，他們更應意會
到耶和華是對以色列忠誠專一的神。如此一來，「盡
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就是以色列效忠於與他們
立約的神的自然反應。今時今日，每當我們「聽道」，
這個「聽」字是否也在提醒我們，其實我們與「道」
成肉身的基督已在立約關係之中呢？
                                                                                                                                        

1. Walter Brueggemann, Reverberations of Faith: A Theological 

Handbook of Old Testament Them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 123－125.

2 J. Gerald Janzen,“On the Most Important Word in the Shema 

(Deuteronomy Vi 4－5),”VT 37 (1987): 288.

3 Janzen,“On the Most Important Word in the Shema,”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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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拉是人類歴史上公認的大魔頭，但為何當時的

人 會 支 持 他？ Robert P. Ericksen 這 著 作 就 是 探 討

三位傑出神學教授的思路歷程和他們認同納粹黨的

原因。1

他們政治思想的共同關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敗

德國。他們認為凡爾塞和約是欺負德國的不平等條

約，德國戰敗是因為人民失去了奮鬥精神，而知識分

子的責任就是要重建德國人的精神生活。

Kittel 是納粹政府支持的「新德國國立歷史研究所」

的猶太問題專家，多次表態支持批評猶太人對德國社

會的影響。他嘗試以歴史研究去證明，耶穌時期的猶

太人已開始離開舊約的信仰；踏進二十世紀，猶太人

文化的核心是世俗化和權力欲望。由於猶太人在德國

社會中位居許多重要角色，帶來德國基督教文化的腐

敗。因此，他認為應將猶太人和德國社會分隔，但他

並沒有說過要殺害猶太人。

另 一 位 神 學 家 Althaus 則 強 調 在 神 的 創 造 秩 序

“Ordnungen”中，民族“Volk”是其中極重要一環。

他反對 1934 年的《巴門宣言》，認為教會不應完全

和她的社會責任分割。他相信納粹政權能重建德國民

族的秩序和自豪感，所以信徒應支持這政權。為了民

族的堅強團結，他接受辭退德國教會內的猶太裔傳道

人，認為這是戰後德國需要做的。

至於 Hirsch 的思想，是三個人中最複雜的。他認為

自啟蒙以來，西方文化被科學主義主導，並已進入虛

無和極端懷疑主義的階段，尼采和費爾巴哈可謂代表

人物。相反地，基督信仰告訴我們歴史是有方向和目

的，神透過有罪的人民成就歴史的使命。然而，一個

民族要有勇氣、紀律和信心的跳躍，才能肩負這神聖

使命。他相信神興起納粹政權，是要打敗敵基督的共

產主義和自私的自由主義，讓基督的捨己精神再次成

為德國的精神根基。

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支持發動二次大戰或屠殺猶太人，

但卻為往後悲劇鋪了路。為何他們對信仰的熱誠，反

而使他們被納粹主義所蒙騙？書中沒有提出神學上的

回應。今天，我們正置身於國家主義抬頭的年代，教

會實在需要深思當年的教訓。

                                                                                                                                        

1. 這部著作已被拍成紀錄片，可瀏覽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2MD15kt88A。書中三位神學家皆生於 1888 年：

Kittel 是猶太教歷史的權威，他主編的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至今未有另一套新約辭典可與此相

比；Althaus 是路德神學的權威，他的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仍是研究路德神學的必讀作品；雖然多數人未聽過

Hirsch，但他的神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其影響力可與

巴特相比。

[雷競業 ]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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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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