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magazine.cgst.edu

Mar.
2021

教會—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詞

「資本主義和貧富懸殊問題」
與門徒靈命成長

從實踐神學角度談
「教會的社會關懷與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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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已屆暮春時節，這城卻猶如落在荒寒之境，疫病肆虐，仍

然持續，政經民生面對的磨煉打擊，盡頭未見，亦無法 

想像。

刺骨冷風籠罩下，基督的身體如何抵禦？信徒群體又可以

怎樣相扶相依，一起承擔上主托付的使命，砥礪前行呢？

今期「尋思」文章系列，先有蘇慕瑜老師在〈教會—熟

悉而又陌生的名詞〉一文中，幫助我們反思堂會為何而生。

嚴峻日子也許正是上主的最後通牒，驅使我們重新檢視既

有的堂會體制架構是否建構並維繫了一種舒適、零風險的

信仰生活，卻窒礙著使命的踐行，丟失了初代信徒群體的

味道。而陳傳華牧師撰寫的〈「資本主資和貧富懸殊問題」

與門徒靈命成長〉則從我們熟悉的意識形態入手，向教會

發出挑戰。當大眾沉醉於資本主義的好處，無止境地投入

利益最大化的遊戲時，可曾回望這一切對社會底層的掠奪

與剝削？如何方能入世而不屬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活出

上主的心意，並在今天百業蕭條之時，聽聞貧窮基層的呼

喚，一同跨越困境？這不僅是理念的轉化，更是上主給我

們作為祂的門徒的重要操練。

誠如佘枝鳳博士在〈從實踐神學角度談「教會的社會關懷

與靈性」〉以靈知傳統這神學進路指出關懷貧者，不只是

關乎施與受，箇中還包含失落了的社關觀；而在教會先賢

眼中，服侍貧者從來不是選項，而是尋見耶穌不可少的信

仰實踐。若然社會關懷只關乎資源，匱乏之時，責任也就

會蕩然消失，但服侍的真諦豈是如此！工業福音團契總幹

事歐偉民博士與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蘇愛民分別在「踐

道」文章〈在捨己中重塑教會觀〉及「工人手記」〈另類祝

福〉文章裏，與我們一起再思何為服侍。我們服侍人，其

實同樣被服侍；我們送上祝福，原來是蒙受祝福。

同樣吊詭的是嚴冬並非一片危情，也可以是送暖時機。在

「一期一會」歐醒華牧師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梁國

全弟兄的對談裏，會發現隆冬是做好預備、迎接春來的日

子，但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回轉，讓聖靈不斷更新帥領，

做好交棒傳承，扭轉堂會的怕錯文化，迎向嶄新思維。事

實上，無論是堂會還是機構，所靠賴的不是資源，而是對

召命的忠誠，還有對鄰舍的認識與關愛。當我們細讀今期

宋軍牧師在 PUSH剖析是枝裕和編導的電影《小偷家族》

時，讓我們深刻體會即或陷入絕境，家之為家，可以超越

血緣，也不關乎利益；即或被迫分散，家沒有破，仍舊彼

此記掛，彼此付出，因為愛在，沒有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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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科助理教授

前半生正值香港穩定發展期，信奉效益管理；中場時帶著

浪漫情懷，與農民、民工和熱愛社會科學的人們打交道，

意外領受了一副多元文化的眼鏡，才發現上主所創造的人

和物，其美好超越效能所能量度。

蘇 慕瑜

對於跨文化工人來說，回流的適應確實比出去工場大得多，難處在於經過

十多年外地文化的洗禮，從小看來熟悉自然的事物和觀念，驟然變得陌生、

怪異又難受。

剛到國內城市工作時，弟兄姊妹常用「團契」一詞稱呼所屬的堂會，起初以為這

是因為這些堂會的規模小，組織扁平。漸漸我發現，「團契」這個詞不單有助傳

達信徒聚集的含意，也界定了「團契」與基督身體應有的關係。這個「團契」的

相交不限於那個不時要轉換的會址，交流的內容不僅是聖言的感動和事工發展，

更是私事，家事和國事。要忠心管理「團契」，會議和計劃是需要的，但重點是

讓領袖團隊分享「團契」的現況和異象，和充足的彼此代禱。服侍團隊不只一起

開會，還一起祈禱、探訪、吃喝，從基於客套的和諧，進入坦誠的互勉互責，建

立起信任和默契。「團契」這詞也讓我們意識到本區內有其他屬基督的「團契」，

同為肢體，為基督作見證。這樣，肢體間的交流合作、物資人員的分享是正常不

過的，甚至有「團契」的合併和解散，畢竟個別「團契」的命運，並不完全等同

基督身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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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失了教會味道的堂會

回到香港，沿用熟悉的名稱「教會」來稱呼所屬的堂

會。「返教會」一說，似乎讓信徒安心地將教會生活

圈在崇拜和小組聚會的活動，沿用了現代社會那種按

功能劃分生活領域和人際關係的處事智慧，團契生活

也只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牧者為了達致卓越的要

求，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籌劃和經營各種「教會」活動，

日常對信徒的關懷教導不是有心無力，也會被界定為

重要但非迫切的事務。領袖們在會議裏和群組上的討

論特別熱烈，詳細考究事情的細節，如章則的規定、

傳統的做法、轉變的原因、帶來的可見影響、資源如

何安排等等，在方向使命的尋求和屬靈現況的把脈，

往往下放給傳道同工處理，專人專責。

牧者長執們對工餘後盡心在「教會」服侍的信徒讚賞

不已，也認可那些參與非「教會」發動或其他機構的

事工的信徒。但因著這些服侍被定位為「教會」之外

的事奉，難以獲取與「教會」內的事工同等的關注，

甚至不被批准在「教會」之內分享。「教會」並不是

對外在的事務不聞不問，也經常透過各種渠道認識當

今大使命的挑戰，遠方福音的呼聲，本地貧困者的窘

迫，全球化不公的現象等。可是，「教會」經過審慎

概算回應這些額外需要所花的資源，能否帶動更多人

加入我們「教會」等等，而不敢魯莽回應這些外在的

需要。不言而喻，「教會」被牢固於堂會的理念、歷

史和疆土之內，以崇拜出席人數、洗禮人數和奉獻金

額代替使命。

相比國內的「團契」，香港的「教會」更

有實力和視野，卻甘於藉著既有體制架構

來維繫一種舒適、零風險的信仰生活，丟

去了初代信仰群體的味道—就是那種使

命為本，憑聖靈行事，突破族群與傳統界

限，視艱難受苦為配受福音之恩的味道。

堂會原是為使命而產生

建造一個沒有組織和管理制度的信仰群體，是天真的

理想，教會既是有機體，也是體制組織。體制組織的

目的不是要做到「用越少的資源完成越多的事情」

（do more with less），而是讓信仰群體在公共空間

作見證，傳揚使人得自由和好的福音，並在社會文化

發揮影響力。1

然而沒有異象的體制組織注定產生不作為

和任意的運作，因為從一開始沒有效忠的

對象，和用以檢定忠誠的標準。組織架構

是服膺企業的遠象，因此是可以變動和革

新的。

同理，堂會各種組織制度是為了完成基督使命過程中

所產生的結構，可是，現在堂會這個組織制度卻反過

來僵化甚至壟斷了教會的運作形式，窒礙了信徒群體

實踐使命。不少有心的弟兄姊妹寧願自己出心出力去

服侍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因為動用堂會資源需時而且

過程繁複，大家又可有發現，堂會華麗的禮堂和中產

化的聚會形式往往成為基層或非華人進入基督群體的

障礙。可喜的是，近年不少堂會願意打破了資源必須

用在對堂會帶來效益的服侍，與機構合作去服侍與自

己堂會文化不同的群體，也有投入資源配合由弟兄姊

妹發動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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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藉著基督的死而創造的新人類，是一個為世界

而設傳揚基督福音的群體，教會被差出去完成見證基

督這個使命，識別教會的身分就是使命。2事工多元

化、團隊專業化、堂會擴展法等無疑是操作性強的發

展策略，如果美好的策略與使命無關，變相是堂會領

袖們網羅。近年變幻是常態與經濟低迷的處境，也許

是上主對堂會發出的通牒，告示堂會不能依戀體制組

織所建造的安舒，而是思考現時的組織理念，是否能

夠裝備信徒們願意去體會和進入社會大眾此時此地的

困苦？是否能夠讓整個群體透過卑微的服侍展現基督

的憐憫和公義，單單為了讓基督顯大？　

以上所述不算是甚麼創新洞見，但並不是局外人的無

情肆意批判，仿佛自己的成長與堂會亳無關係，反而

深知自己也有沾染、附和、有份於製造上述偏差的教

會觀。而且，不少在堂會內茁壯成長的信徒和牧養經

驗豐富的牧者，也抱有相近的思考。他們當中有人嘗

試走出堂會格局建立新氣象，也有人留在堂會服侍，

好恢復其應有的光彩。 我想起有這樣的一段書寫對

話，一位年輕同學在其作業中指出堂會的弊病，卻洋

溢著對堂會的情感和期盼，我一時感觸在批注裏加

上：「看來你很愛護和委身教會這個群體」。學生回 

覆：「你這句話讓我的眼淚不住流出來……仿佛神藉

著你這句話，肯定我對教會的愛。是的！我愛耶穌基

督並祂的教會。」就是這位為教會捨己的基督，激勵

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面對滿有瑕疵的教會不妥協

不氣餒，以愛護的心活出教會的使命。

                                                                                                                                                     

1 吉姆 • 貝爾徹［Jim Belcher］：《教會的大未來—發現一

種更 deep 的教會生活（Deep Church: A Third Way Beyond 

Emerging），李望遠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頁

229−234。

2 Cheryl M. Peterson, Who is the Church?: An Ecclesi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3),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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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傳華
播道會雅斤堂主任牧師

MDiv 2009

會計師、財務分析師 

牧職前在金融行業工作十六年

與門徒靈命成長

「資本主義和
貧富懸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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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星期前，女兒提出一個道德思考題，問我如何

理解並回應：

有位太太患上某類罕有的癌症，醫生認為

只有一種藥物能夠醫治她。這種新研發的

藥物售價昂貴，研發公司索取十倍成本

價。她的丈夫遂四處向親友借錢，亦只籌

得售價的一半，便對研發公司負責人說，

他太太快要喪命了，可否平賣一點給他，

並讓他日後償還餘額。負責人拒絕他的請

求，更表示公司研發這新藥是用來賺錢的。

於是這丈夫在絕望中孤注一擲，闖入這公

司偷藥給太太。這思考題是關乎道德？法

規？人性？際遇？心理？還是其他呢？

我回答女兒說：這丈夫既然偷藥給太太，大可以

被拘捕後，向這系統性的罪作出抗議！這系統性

的罪叫「貪婪」，是人罪性的一種，這罪被一個

我們很熟悉的意識形態稱為「資本主義」套上既

合法又合理的包裝，令富者越富並追逐更多，窮

者越窮並壓縮更甚，使群體漸漸趨向兩極，社會

變得非人性化。

資本主義和香港實況

無可否認，「資本主義」有好的一面，見證且貢獻了

昔日比較貧窮的時代慢慢走向富裕。這短文先簡略地

重溫「資本主義」有何特質，包括自由經濟、市場競

爭、放任政策（lassiez-faire）、供應與需求定理、利

益最大化（pro�t-maximization）及私人擁有權等。

當中，引致的好處包括有效分配資源，從而供應有市

與門徒靈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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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需求的產品；放任政策減低政府扭曲自由市場和自

由選擇的權利；利潤最大化和私人擁有權使人們勤奮

工作、提高效率、增加創意等。但是，當這些特質無

止境的發揮，則帶來毀滅性的影響，最終變為大規模

的殺人武器、巨型的剝削工具。例如，當社會或個人 

「奉自由經濟和利潤最大化之名」行事，「賺到盡」，

為達致以「更多」、「更好」、「更靚」、「更快」、 

「更抵」、「更大」、「更新」等為名的人生目標，寧可

污染環境、耗盡資源、犧牲別人的權益，特別是那些

被邊緣化的人。從他人的損失中謀取「合法」的最大

利益，就像玩大富翁（monopoly）遊戲，到了最後

階段，大部分人都落入永不超生的循環中，直至被吸

乾每一滴血，就算沒有枯萎而亡，也會變成半生不

死。由此來看，資本主義是貧富懸殊問題的一個根

源，而這情況在香港演得激烈，堅尼系數排名乃全球

最惡劣，2019年貧窮人口再創新高，反映財富落入

少數人手中，窮人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繼續捱窮。1

對跟從主的門徒而言，若照單全收這資本主義的思想

與運作，並無止境地參與追逐「更多」、「更大」等

遊戲，毫無反思，絕對違反了大誡命之愛人如己，亦

會催化門徒把自己所擁有當作神明膜拜，違反了第一

誡；而當人塑造上主成為服務自己利益的工具，信主

等同可以蒙福，合理化自己的慾望，把超然的上主馴

化為服侍自己的偶像，就違反了第二誡。

門徒靈命成長從而活出主的心意

這樣的話，主的門徒是不是要避世？甚至離世？

正正相反，門徒靈命需要成長，反

思如何進到世界而不屬於世界，並

如何能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活

出主的心意。我們可以學習踐行	

「除去利益最大化」，從利益最大

化（profit	maximization）轉化為

神國價值最大化（kingdom	value	

maximization）。神國價值最大化

是用神的方法去擁有並分享自己所

擁有，如何踐行？

反思私人擁有權：資產神所賜，資產神所有

神賜予人資產，讓人富足，因神是厚賜百物

給我們享受的神。不少人都經驗到，透過

知識與辛勞等，累積資產是真實的，但我們

不要停在這一點上——只是私有化神所賜的

成為自己所擁有，乃是要認定資產也是神所

有，獻給神所用，學習神國價值最大化。所

以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

樂意供給人。」（提前六 17~18）好事上富

足，就是神國價值最大化；而從舊約的角度，

我們都是有責任按神心意治理大地，分配資 

源。（創一 28）

神國價值最大化是分享自己所擁有，這是門

徒靈命成長的印記之一。過去多年筆者自己

學習踐行，亦引導職場弟兄姊妹如此行，不

只是十一奉獻，甚至十二、十三或更多的奉

獻給神使用。而疫情期間，鼓勵他們要更積

極分享，個人如此，教會也如此。

個人方面，2020年疫情下，不只是基層群

體的經濟和生活受嚴重影響。環顧自己身

邊，也有不少親友在受苦。當然，教會裏亦

有些弟兄姊妹的工作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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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他們不只是說「感謝主」，而是要分

享。我們教會鼓勵他們作十一再加一奉獻，

即十一以外，再加一個月薪金的奉獻，給予

他們認識、經濟上有困難的親友。不少弟兄

姊妹告訴我們，如何支持失業的朋友渡過難

關；有姊妹在迪士尼工作減薪百分之二十，

但她說自己足夠，於是十一奉獻以外，再

奉獻多一個月薪金幫助別人；有的自己被

減薪，卻把自己鐘點女傭的時薪增加百分之
二十，因為鐘點女傭在別的家庭之工作減

少；有的額外奉獻給教會，讓教會有資源繼

續福音工作及分享給街坊和社區。另外，

門徒亦可以學習不「賺到盡」、「抵到盡」 

或「攞到盡」，經文說：「你摘葡萄園的葡

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

孤兒寡婦。」（申二十四 21）如何實踐呢？

身為老闆的，可以給予公司基層同事的工資

比社會平均工資高；若要減薪，則顛覆社會

一貫做法，上級同事先減且幅度要比下級的

更大，而基層同事不減；坐計程車不收零頭

找續；去餐廳吃飯叫少一碟餸給多一點小費；

去較貧窮國家旅行時在小店買紀念品時議價

少一點，減少成功議價的自我滿足感和自豪

感，增加別人的生存空間。 

在教會而言，地方和資源都是神所賜，也是

神所有。教會空間除了用作崇拜、牧養、福

音工作、門徒訓練等重點事工之外，還有很

多時段，地方是用不著的，可免費給予其他

資源緊絀的福音或社福機構使用，不要怕麻

煩，也不要怕弄污地方。我們教會感恩三年

前建堂，弟兄姊妹齊心奉獻，不少拿出了半

年、一年甚至幾年的工資建堂，實在教人感

恩又感動！神使用這地方，三年來有數百位

朋友歸主，受栽培成長。同時，打從開始建

堂，就決定這地方不只是我們自己擁有，更

是神所擁有的。除繼續專注福音工作之外，

亦不斷與街坊和社區分享地方和資源，舉凡

福音或社福機構可免費借用。此外，教會多

年來一直積極探訪，關愛街坊，分享物資，

目前教會牧者與弟兄姊妹每月合共探訪及關

懷 750位露宿者和劏房街坊；而過去六年

來，教會每年為數十位基層兒童提供一折的

補習服務，家長只需付 10%補習費用，餘

下 90%由弟兄姊妹奉獻支持，一切全是恩

典！疫情之下，我們不斷和街坊分享物資，

包括口罩、飯券、米、超市券、食物、現金

和基層學生上網卡，以及補習等支援服侍。

由於 2020年經濟困難，教會雖仍有過億元

的負債，但牧者和執事們仍同心決定提高對

外的支援金額，比 2019年高出一倍，期望

與街坊共享資源，亦盼與面臨不同困難的

機構共渡時艱。踏入 2021年，我們打算比

2020年的支援再加大三分一金額，與有需

要的群體一起同行，跨越困境。

教會的地方和資源是神所賜，教會的地方也

是神所有，教會要好好反思如何能按神的心

意分享和運用，好叫神的名得榮耀，人亦得

益處。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

必償還。」（箴十九 17）神很愛貧窮的人，甚至把自

己等同他們。願大家不被世界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吞

噬，活出愛人如己的行動，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

樂意供給，學習踐行把個人利益最大化轉化成神國價

值最大化，把今生有限意義的金錢，轉化為永恆無限

意義的工具。

                                                                                                                                                     

1 根據香港政府 2020年 12月對香港貧窮情況的最新公布：

 • 2019年貧窮人口再創新高，貧窮人口達 149.1萬，相較 2018 

 增加約 8.4萬人；

 • 貧窮率達 21.4%，相較 2018增加約一個百分點，在 2019年 

 約 752萬人口中，每 5人就有 1人為貧窮人口；

 • 2019年貧窮人口 149.1萬（共 64.9 萬住戶）中，約有 66.4 

 萬人（共 20.1萬戶）是在職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人口，反映 

 在職貧窮的情況嚴重。

 以上數據取自〈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20年 12月，

頁 19、67：下載自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

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19.pdf（下載日期

2021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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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一個蒙恩的罪人，人生第一季為自己而活，第二季企

圖為神而活，踏入第三季，為求不自欺欺人，以誠載

今明，在基督裡擁抱軟弱但蒙神眷愛的受造物。

佘 枝鳳

貧者身上，識別復活耶穌之身分

在貧者身上看見復活主，這主題不時在見證集出現，

例如德蘭修女引用「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 40）說明她在所

服侍的瀕死者身上看見耶穌的經驗。1可是，這主題

被學者忽視，若沒有即時被否定為無稽之談，便被歸

類為無從證實的個人主觀宗教經驗，不是正規神學的

研究課題。2

劍橋大學系統神學教授 Sarah Coakley（莎拉	科克利，

1951－）牧師是異例，3她闖進這片學術荒野，在專

文“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 Finding Jesus 

Christ in the Poor”（識別復活耶穌之身分：在貧者中

尋見耶穌基督）以分析神學進路，探討新約聖經記載

人在不同場合識別復活耶穌身分所涉及的認知原理。

她觀察有些記載是人們較易接受的，例如跟隨者憑耶

穌生前的身體特徵和聲線，識別復活主；4有些則晦

澀難懂，不被學者信納，例如在完全沒有復活耶穌現

身的情況下，聖經描述人可憑其他事物識別復活主，

包括在擘餅時（路二十四 35）、在貧病者和被囚者身

上（太二十五31~46），甚至在信徒群體中（羅十二章；

林前十二章）。5

呼籲嚴冬下的教會關懷貧者，聽來有點不合時

宜，甚至強人所難。過去一年，堂會聚少離多，

成員關係疏離，事奉人手買少見少，加上經濟不

景和移民風，奉獻收入大減，試問堂會豈有餘力

關懷貧窮的鄰舍呢？ 我對此提問的回應是「堂

會匱乏時，更要關懷貧者，因要遇見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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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這些不合常理的認知現象時，科克利沒有跟隨自

由主義釋經傳統以常態過濾或修補此等敘事，亦拒絕

詮釋者必須排除經文超乎常理現象、方可尋回經文所

屬歷史原貌的前設。6我觀察科克利建議的方法相當

合理，主張人們若要充分地從這些經文獲益，無論看

似多麼不科學，必須先接納它們是獲得認知復活主原

理不可缺、合法素材，要切實地查問文本，例如：「到

底發生了甚麼事？」、或「在人認知復活主一事上，

此等經文資料呈現甚麼認知特質和規律？」，然後從

教會傳統，特別是她專長的教父傳統，分析和評鑑這

些特質和規律，最後探討它們對當代神學的意義。

科克利在專文向同道推介東方教父的靈知

論（spiritual	senses），視之為一條最後解

開這疑團的認知論鎖匙（the	final	epistemic	

key）7，建議認知神是一份出於恩典的識別

力（the	capacity	for	graced	recognition）8，

此恩能之出現與維持，是離不開恆久操練

四項信仰實踐，包括默想、祈禱、聖禮和

此文所討論的關懷貧者。9

科克利介紹她所言的「靈知」概念始於俄利根（185－

254），後來由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 c. 

335－ 395）繼承和發展，他把「靈知」建構為一項

被聖靈發展出來的感知力。10作為認知論，科克利指

出「靈知」提醒後現代神學工作者認知神既是恩能，

也是人類肉身經驗，兩者不相混淆，也不排斥；此外，

它又指出親近神經驗不是一味正能量或感覺良好，而

是會陷入“dethroning darkness”（王權被奪去的黑

暗），意思是人的自主權會被聖靈顛覆和推翻，自我

與世界慣常的連繫模式會被折斷，陷入黑暗、迷茫和

不安，人唯一可作的是被動尋求和等待聖靈救助，祂

將以全新且含蓄方式扶助、指導和更新我生命，最終

使我獲得看見、聽見和知覺基督的恩能，靈魂終被煉

淨和聖化，成為可反照復活耶穌榮美之無瑕鏡面，可

清澈地呈現基督影像。11 

靈知傳統，被聖靈折斷再造的認知

科克利認為「靈知」傳統有助當代神學重尋一個識別

神的認知類型，糾正人們對認知神的誤解，以為它不

過是一堆不埋身的歷史資料，或是非知性的奮興覺醒，

「靈知」建議認知神是一個生命被聖靈深度陶造的 

進程。12

「靈知」論所言的認知神特色和軌跡，特別是人對認

知客體已有知識被傾覆、生命逐步被聖靈更新轉化，

與及逐漸與所愛慕的客體聯合，13有助我們明白聖經

人物遇見復活主時所經驗的諸多不確定、困擾和恐

慌；14例如站在空墳墓前尋找耶穌屍首的抹大拉馬

利亞，在她認出復活主是「拉波尼！」（約二十 16）

前，她要先除去自己對眼前向她顯現的復活耶穌之既

定知識，以為祂是一位園丁（約二十 14）；又如在擘

餅時突然確認復活主的兩位門徒，他們也同樣經驗期

望被爆開（rupture of expectation）。15 同樣地，馬

太二十五章山羊綿羊比喻也呈現這認知特色，吊詭地

描述真正遇見耶穌的人，是那些不自覺的行善者（太

二十五 37~39）。

科克利認為經文所論述的不是純倫理問

題，也不是改善社會問題，而是人微妙地

看見主、辨認主和回應主。

12



比喻中不自覺事主者之道德生命，正展現「靈知」

論所言的認知神特色，科克利說，透過重複被聖靈

折斷和再造，他們的道德觸覺（moral antennae）16 

被鍛練成可自發地回應在他們所服侍人士身上的 

耶穌。17 更重要的，是比喻說明我們所服侍的貧

者—即耶穌自己—所回贈給我們的禮物，實在

遠勝我們給他們的。18

科克利總結，人尋見復活耶穌的認知，是一份否定已

知的認知，人對神的認知會被「翻轉」再「翻轉」 

（a sort of‘turning’and‘turning’again）。19 這特色 

有助科克利解讀自身在貧者身上遇見基督的經驗，當

她懷著遵從和學效耶穌的意圖，向人作出憐憫行動

時，她說自己往往是在期望落空之際（the erasure 

of expectation），耶穌真實地向她呈現衪自己，例如

在沒有半點浪漫感覺的他者身上；在叫她疲累和挫敗

的鄰舍貧窮裏；在門前惹她討厭的乞丐身上。20

舊香港，經濟和政局相對穩定，堂會多視社關為慈惠

事業，社關行動等同向貧者分享自己有餘、有剩的，

無論是金錢、物資、場地、人才和信仰知識等，教友

角色是施贈者，貧者則是受惠者，所以，當堂會不再

資源充裕，社關責任便隨之消失。此文提出教會與貧

者關係，不限於施與受，還有一個失落了的社關觀，

教會先賢視服侍貧者不是一個選項，而是尋見耶穌不

可少的信仰實踐，更是做神學不可少的方法，科克

利將出版的第二卷系統神學會對這神學方法作系統 

介紹。

                                                                                                                                                     

1 Mother Teresa,“You did it to me,”from LaVonne Neff ed. 

A Life for God: The Mother Teresa Reader (Charis, 1995), 

227. John Swinton在他的傷殘神學著作也曾引用同一經

節來支持款待陌生人是遇見耶穌的信徒實踐，見 John 

Swinton,“Known by God,”in Hans S. Reinders edited The 

Paradox of Disabil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0), 150.

2 這是 Sarah Coakley的觀察，見 Sarah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 Finding Jesus Christ in the Poor,”in 

Beverly R. Gaventa and Richard B. Hays edited Seeking the 

Identity of Jesus: A Pilgrimag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8), 305.

3 Sarah Coakley’s personal webpage with a full CV and 

publications list,“Sarah Coakley”[information on-line]; 

available from The Jericho Press website ( https://www.

jericho-press.com/sarah-coakley ); accessed 11 February 

2021.

4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0.

5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0.

6 Coakley稱此問題為“a false positivism about the capabilities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或“secular reduction,”見 Coakley, 

“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04 & 306; 她對自由

主義釋經的批評，特別是她對歷史研究方法之精湛分析和評

論，見頁 303−7.

7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5; cf. Sarah 

Coakley,“Gregory of Nyssa,”in Paul L. Gavrilyuk and 

Sarah Coakley edited The Spiritual Senses: Perceiving God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6−55. 

8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1.

9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1.

10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4. Cf. Sarah 

Coakley, Powers and Submissions: Spirituality, Gender and 

Philosophy (Oxford : Blackwell, 2002), 130.

11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4.

12-14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5.

15-16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6.

17-18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7.

19 Coakley,“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316.

20 Coakley, The Identity of the Risen Jesus, 316; 參 Coakley, 

“Jail Break: Meditation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Christian 

Century, June 29, 2004; and“Prayer as Crucible: How my 

Mind Has Changed,”Christian Century, March 22, 2011.

13



14



教
會
與
貧
者
關
係
，

不
限
於
施
與
受
，

還
有
一
個
失
落
了
的
社
關
觀
，

教
會
先
賢
視
服
侍
貧
者
不
是
一
個
選
項
，

而
是
尋
見
耶
穌
不
可
少
的
信
仰
實
踐
，

更
是
做
神
學
不
可
少
的
方
法
。

15



歐偉民

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三卷對觀福音皆記載了耶穌對眾人的一段教導：「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這是主給筆者在服侍中常有的提醒。工福只是

一個團契，在這裏的弟兄姊妹，大家都願意事奉，也

願意跟隨主，然而，在每天的服侍裏，我們更要思考

「捨己」的吩咐。捨己的意思不是勸人為主放棄事業，

犧牲家庭，或是奉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上主要跟隨

祂的人所捨棄的，是我們一直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

觀。若工福是一個跟隨主的團契，我們背負關懷貧窮

的十架時，要問的並不是如何為主作更大更多的事，

而是問祂要我們捨棄哪些一直放不下的價值觀？

在捨己中
重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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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不穩定，常為機構或堂會帶來不安與憂慮，因為

我們都把資源看成為活出使命的條件，沒有資源，就

無法經營。儘管明白箇中憂慮，但這樣的想法是必

須捨棄。 在我來看，無論是堂會還是機構，前行所

靠賴的不是資源，而是使命。不是說金錢不重要，而

是我們看使命與金錢的態度要有所更新。主給我們的

呼召，不是籌款，而是呼喚人回應主的恩情，在今天

這個時代，堅持在人群中活出信仰。關懷貧窮，是工

福所回應的進路，每天所做的其實是本地宣教。假如

我們只在乎物資、經濟上的援助，陶醉於所派送的數

字，這就失卻了我們的異象與使命。福音是甚麼？ 

這絕不是我們手上所派出的物資或金錢，而是活出一

種屬天的價值觀：愛鄰舍如同自己。當我們視其他堂

會、機構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跟有需要的分享我們的

資源、恩賜與祝福，這才是理所當然，也是工福在捨

己中重塑的教會觀。

教會觀

今天，我們所經歷的寒冬又豈只於疫情，時世真的

惡，社會政治環境已變得不再一樣，追求公義與公平

仿佛不是法治所能保障，若看重人所供應的資源，就

會輕看主所交給我們的使命。面對資源不穩定，要考

驗的是管理財務的人對貧窮人的認識有多深、對鄰舍

的愛有多真。筆者所擔心的不是沒有資源，而是事奉

者仍舊認為先為堂會、為機構儲備足夠的營運資金，

才是服侍的條件、才是管家忠心的表現。在我來看，

恐怕已經失去了服侍的異象、失落了作為基督徒要活

出美善的召命。平安的福音，從來不是來自「專業」

所帶來的財富，而是來自上主的同在、來自呼召的真

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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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梁國全

MCS 2017, DipCS 2006

在社會失連失序之際，接棒成
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下稱教
新）總幹事。冀在時代變幻中，
繼 續 推 動 教 會 在 世 的 使 命 踐
行，與教牧同道並跨代信徒，
一起更新變化，相扶同行。

歐醒華

實踐科副教授
回歸母會基督教活石堂（九
龍堂）擔任代堂主任。深信
酷寒可以成為更新信仰生活
到教會生態的契機。

 冬

面

對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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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除了經濟層面，嚴冬也可指人力資源被凍結和

浪費，沒有善用。而資源不止是錢，還包括人

力、地方以及異象！教會該趁此時機，好好整

理自己在世的使命，反思所傳的是怎樣的福

音。若不搞清楚，我們就白白浪費了這個本可

帶來許多契機的時機。

梁： 同意。如何看福音，與牧養息息相關。自

2019年以後並世界的大環境下，福音是甚麼

呢？我們又當如何牧養？剛才提到資源，我覺

得目前教會面對的資源不足，不只是錢，而是

人心。我們實在沒有好好預備信徒面對時代，

尤其忽略如何面對政治轉變，許多事情令我們

應接不暇，並浪費了精力！不過，亦因為這種

處境出現，我們才發現自己的缺乏。

歐： 風平浪靜時，我們只顧自己的事，過著自己的

生活，然後等牧師教導，等牧師餵養，許多事

情都等牧師去做。但經歷 2019和 2020年，

喚發起信徒的內在力量，令崇拜、團契、小組

或祈禱會有了極具創意的新面貌。以前我們要

勸人返團契、返祈禱會，但都未必肯來；現在

嘛，幾十人聚在網上一起祈禱，正好呈現了整

個資源的豐富，只是往昔未曾好好運用。時機

來了，就有人投放資源進去。

青年的流失 • 世代的更替

梁： 教會還有另一個缺欠，就是青少年的流失，這

已是個老掉牙的問題；到今時今日，還加上了

家庭的流失。

歐： 你在教新多年，怎樣看青少年流失呢？

梁： 這問題討論已久……。當然，好些年輕人仍留

在教會群體內，只是沒再返主流教會。

歐： 離堂者亦發揮基督身體的作用，只是不去你的

教會！（笑）

梁： 哈～哈！無論是社會運動裏或疫情之下，他們

確實發揮得到。論創意及做法，年輕一輩實在

做得好！

 在我看來，青少年的流失關乎教會的世代差異

與發展。有段日子，教會發展相當興旺，人數

必經的考驗 • 儲糧的時機

歐： 國全，對於教會來說，你覺得甚麼是「嚴冬」？

梁： 我覺得嚴冬已經來臨，這是一個大家必經的考

驗，不知要熬多久，而且可以一波接一波，去

了還會復來。實質的經濟處境無疑對堂會帶來

挑戰，尤其是中小堂會。若堂會可容許有斜槓

（slash）模式的牧職，不僅是減輕經濟負擔

的權宜之計，達致雙贏，同時也為牧者提供了

參與堂會以外的服侍空間。第二，要預備將來

宗教場地改變，堂會需要真真正正成為一個聚

散群體，及早在形式上與牧養上變奏和適應。

固然我們仍需要聚集，但不再限於建築物之

內，就算不回來教會崇拜，仍能夠有力面對時

代衝擊。

歐： 我們對於嚴冬，大抵有些既定看法。沒錯，環

境十分惡劣，但其實也可視它為契機。生態學

上，嚴冬是儲糧的時間。因此，當教會面對嚴

冬，我們也可把它看為上好的儲糧機會。儲糧

這 imagery（意象）是用來形容我們的狀況：

究竟靈命如何？與主的關係怎樣？對信仰理

解嗎？惟先好好的清理，檢視我們出了甚麼問

題，才會儲到好糧，否則只會惹上大麻煩！

梁： 確是！〔嚴冬〕未殺到，我們未必知道自己需

要些甚麼；殺到來，才知不足。

 面對嚴冬的關鍵，我認為在於是否有充足的抵

抗力和禦寒物品。前者指的是工具，後者則需

要靈性餵養這「補品」來提升。嚴冬裏，獨自

一人，倍感寒冷，如能走在一起就更暖和。教

會群體要保持溫度，單靠文字或事工未必足

夠，必須建立起一種同行與結連，但不再是往

昔的大台。

常言「秋收冬藏」，秋後陽氣收歛，冬季休養呵

護，為等待春生再現。然而，處身深冬之中，

面對澟洌北風襲來，實是難熬，有人只見到肅殺

景象，但也有人看到送暖時機。如今雖是暮春三

月，但嚴冬或許更切合我城當下的處境。今期嘗

試從教會與機構角度，一起思考在隆冬裏的服侍

型態與異象使命，當如何抵受？並何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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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於是實施分齡牧養，亦因此變得組織

化。時勢上，教會確要走那一步，當時湧現出

許多運動和事工，然而卻忽略了跨代共融。可

說，“baby boomers”與新生代的隔膜，源自

時代和組織發展上，且越走越遠。年輕一代，

包括信二代，覺得教會根本不明白他們，想另

創天地。

歐： 我牧會三十年了，時代完全不同，連自己許多

想法亦已轉變，包括對分齡牧養的看法，何

解？因為處境，處境迫使我們好好思考教會當

做的事，該以甚麼神學來回應。當看見教會出

現如此的落差，我們還是不肯變革，問題可大

了！作為教新總幹事，你怎樣看教會更替？你

認為該交棒交給 50歲？ 40歲？ 30歲？抑或

20歲？你知啦，交棒經常變成丟棒……（笑）

梁： 見過有的完全交不到棒，原因是堂會本身停

滯，同工筋疲力竭而不敢接棒；有的在人力儲

備及培訓上，根本沒搭好接棒渠道；也有交了

位，但權仍在。許多時候，上一代領導層製造

不到一種「正向」環境給接棒人；而新生代亦

不想進入建制，因根本無法享有足夠的話語權

和參與度。

歐： 由此看來，面對嚴冬，一方面要推動整個教會

的更替，交棒與接棒尤其重要；其次是關乎制

度，必須更新改變。

 幾年前，我已從牧養崗位退下來，如今再度返

回母會擔任代堂主任一年，就是期望帶動教會

來個翻天覆地的改變，著手安排年約 30歲的

人接棒為堂主任。現今世代已不再需要巨人出

來帶領，我們要強化的，是一個團隊而不是一

個人。如果一位 30歲的人做堂主任，我會問，

他或她將要面對甚麼困難？其次是這人本身有

甚麼不足之處？身為領袖，我覺得首要面對自

己的不足，意味著領袖也十分需要他人的協助

與同行。

怕錯的文化 • 家業的思維

梁： 年輕一代接棒，是要及早預備，經歷衝擊時，

有人陪行之餘，也容讓他們走向成熟，這需要

空間給他們上位，亦要放心讓他們走上。我們

必須視使命傳承不是一個嚴冬下的困局，而是

一起對將來的想像。然而，我們往往囿於「家

業思維」，擔心把家業敗了，於是一直放不下

心，又或想找個最完美的人繼任。

 

 剛才你也提到制度，涉及堂會文化的改變，我

就不太樂觀……

歐： 你認為有甚麼要改？

梁： 教會要變，由年長領袖先改變，給年輕人在架

構上規劃出領導的空間。可惜，華人傳統文化

加上香港教會的運作方式，要變，並不容易！

其中一點，你亦經常提及，就是華人教會文化

塑造我們都好怕錯。我經常鼓勵教牧不要怕

錯，但其實自己也好怕。

歐： 我們都在精英主義的香港教育制度下成長，要

做就要做「對」，絕不能「錯」，否則寧可不做。

梁： 上一代定下了框架，他們本身嚴謹，要求自己

百分百做好。然而，伴隨這種文化框架而來，

是一種怕錯的壓力，自己怕錯，亦怕他人犯

錯，嘗試的空間不易出現。若要改變這種氛

圍，年約 30至 50歲、屬嬰兒潮後期出生的教

牧和信徒領袖或許最幫得上忙，因當中不少已

「上位」，可以成為帶動改變的力量。

歐： 我們這代人的確重要！如我們是擔當「堂主

任」之職的，在在影響教會路線和做法。這並

非把自己看得很大，而是上主既給予我們權

柄，就切勿當自己無權！當有權者以為無權，

一樣死！自以為無權，很易變得無責！權責這

回事，在華人教會嘛，向來鬆散，甚至含糊！

君不見許多不在其位者其實好大權嗎？！（笑）

 上主揀選了年輕人來承擔這一代是我的基本信

念，便朝著這方向走！我願意以三十年的牧會

credibiity，支持新生代出來接任，盼盡力幫助

他們發揮內在精彩之處，邁向成熟。儘管這事

看來非常冒險，卻十分需要做。而我亦衷心期

望，我們同代人都樂於如此行，不要害怕冒險

開展新事，更不要再緬懷昔日光輝，或繼續在

這時代食老本了。若然要退休，我們仍可繼續

服侍，因牧養並不憑權位，而是源自生命。

20



自由的生態 • 聖靈的帥領

梁： 很想知道你在教會裏，建立起一種怎樣的氛圍

與環境呢？

歐： 我先打破以往親手建立、現已是弊多於利的

分齡牧區制度，回復以小組模式，由不同的

KOL（Kingdom Oriented Leader）帶領。既

然信徒皆祭司，不論弟兄姊妹或牧者都可成

為 KOL，每個人可以出來，羊隨著牧人的聲

音，牧人也認識他的羊，建立埋身關係，加強

彼此互動，這才是最重要。其次，一直以來教

會把人養懶了，自己的靈命由他人負責，「餵

啦！牧師你啲道唔得喎！」因此期望喚起大

家對聖靈在我們生命的引導的意識，因真正

的 empowerment來自聖靈的臨在。今年堂

慶由「自己靈命自己負責」這運動作起始，反

思自己的靈命狀況；當然，並非真的只由自

己負責（笑），接下來推出「自己靈命我們負

責」，因我們同屬一個信仰群體；最後就是「自

己靈命聖靈負責」，聖靈才是真正引導我們的 

那位。

梁： 打到昨日的我，實施改革，並不容易！不過，

教會實施小組模式也可以變得很制度化啊！

歐： 小組教會確實可以變得 structural，但我的構

思是建立一種自由的生態，是“ecology”和 

“eucharistia”結合，成為“ecolesia”，期望

成為教會的新生態。我們過於習慣跟從系統制

度，而非跟從聖靈，因此實在要好好學習，如

何謙卑聆聽聖靈的帶領。

梁： “ecolesia”這概念，確實為我帶來了一點前

景和盼望，不再單單聚焦於嚴冬的壓力，而是

以「更新」角度來看教會。這正正是我覺得機

構在嚴冬下要做的，就是重新反思求問：「我

們的異象與使命是甚麼？」老套一句，更新先

由自己的轉化做起，從我們影響所及的範圍

開始吧！我們無法更新，或因我們根本活在組

織框架裏，並沒有回轉到上主那裏去！因此，

讓我們一起祈求被上主更新改變，時刻保持對

時代的批判，不要讓自己成為今日自己所討厭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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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愛民
海外基督使團（OMF）宣教士

服侍，也是被服侍

其實我用甚麼心態服侍？這可從創世記十二章 1至

3節說起。當上主呼召亞伯蘭離開本地之時，賜下祝

福。呼召和祝福，其實是雙線發展，這對於我的事奉

觀影響深遠。我們祝福他人的時候，上主同樣在祝福

我們。

初信之時，我正經歷父親去世，並患上抑鬱症，但透

過服侍新移民的孩子，他們綻放的生命力和面對困難

的能力，鼓勵了我從自身的痛苦走出來。同樣，在我

現在服侍的機構中，見證過許多有心服侍的弟兄姊妹

在服侍裏，他們的生命是如何被祝福。

有位身體殘障的姊妹，一直對自己不良於行耿耿於

懷。但當她某次到內地服侍傷殘人士，教導他們做手

工並如何當小販在街邊擺賣，她的生命得到了安慰。

原來她一直對自己的殘障並當小販的經驗感到羞恥，

直至那次服侍，讓她發現自己的缺憾，原來可以成為

祝福他人的途徑，於是她的生命也奇妙地被治癒了。

參與社區宣教接近二十年，接觸不同階層的朋

友，有新移民、小販、露宿者、清潔工、學習困

難的小學生等。近年有一個較特別的經歷。某

次跟青年團契一起探訪露宿者，負責帶隊的牧

者特意探訪一位認識多時的男士，剛巧有一位年

青女孩也在。她主動和我攀談，並邀請我講聖經

故事。於是，我就分享了耶穌的故事。誰知道她

直接拒絕。我唯有急轉腦筋，好不容易想起約拿

書，遂鼓起勇氣跟她說：「不如分享約拿的故事

給你聽？」誰知她又瞬即拒絕。當下，我渾然不

知還有甚麼可分享，結果她向我講述了所羅門的

故事，從中讓我學習了所羅門的智慧。

若要我分享事奉中所領悟的祝福，也許剛才的經

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

類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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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首提及那次服侍露宿者的經歷，當中還有個小

秘密。我除了獲得所羅門的故事，還增添了欣賞香港

夜景的另類視野。當晚，那位年輕女孩邀請我坐在她

身旁，位置是在旺角的天橋上，坐的是一張殘舊而滿

布污蹟的櫈子。她與我並排而坐，看著馬路上的車飛

快駛過，眼前是條條流動的車龍，點點燈光瞬間在奔

流。她跟我說：「你看！這夜景多美！」我心裏和應 

著，這確是我看過最美麗的香港夜景之一，除了在山

頂俯瞰或是維多利亞海旁觀賞，這次在旺角天橋上的

另類夜景，給我留下了美好的一幕！

若然服侍是一種對他者祝福，也會是上主對我們的另

類祝福。

這是一棵代表侍奉的樹，同時這也是一棵象徵祝福的

樹。你願意爬上去嗎？！

福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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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美國（白人）福音派
—記蘇恩佩文化與倫理講座

楊思言
神學科助理教授

24



美國白人福音派與華人教會何干？華人福音派教會，不少源於歐美宣教士，或多或少遺
傳白人教會的文化而不自知，卻假定某些文化、價值觀為必然，甚至將這些與福音內容
掛鈎；或更甚者，我們也將華人或本地的一些做法或價值注入我們所傳的「福音」。今
年度中神的「蘇恩佩文化與倫理講座」，題為「剖析美國（白人）福音派」，於 1 月 12

至 15 日在網上舉行，邀得美國福樂神學院院長 Rev Dr Mark Labberton 遠從美國加州，
為我們剖析美國白人福音派的現象，並與中神老師對談，亦回應網上參與者的提問。

本是白人美國基督徒、與福音派也有淵源的他，透過四場的講座和對話，謙遜地向我們
坦誠道出白人福音派的深層問題，包括向政黨傾斜、漠視美國種族矛盾、崇尚男性化權
力、追捧民族主義、追求屬靈事物甚至反科學等。Labberton 剖析這些問題的根源，如
白人自美國立國已是既得利益者，教會亦對於所信的道成肉身信仰在社會層面的意義缺
乏反思，尤其是基督是如何顛覆文化，教會也缺乏自我批判意識，反思自身的文化及意
識形態的問題，將福音與白人價值等同。

重要的是，Labberton 不單是評論，他還提出了出路在於教會重新立志成為基督的門
徒，而非單是福音派的門徒，為福音與福音派（Evangel vs. Evangelicalism）重新
劃清界線。惟他亦同意教會的目標並不是要完全去處境化，而是要刻意聚集不相近的
人（communion of unlike people）。Labberton 更在問答環節分享一些實際回應行
動的例子，例如加州的跨族裔 Global Church Conference 或福樂神學院裏的 Micah 

Groups 小組，旨在於讓不同處境的人互相聆聽，迫使教會接受不同角度和聲音的制衡。

為期四天的講座，分別由四位老師主持、共八位老師回應及參與對談。老師們亦認同華
人教會的確有白人福音派的基因，如崇尚成功神學和增長數字，傾向針對某些議題如反
同性戀，為公義或受苦者發聲的聲音卻相對小，反映我們的一些價值。是次網上直播講
座完成，有賴一眾老師、同工和校友提供技術支援，以及廣東話、普通話、中譯英的即
時傳譯。

 四天講座共約 2,000 人次直播觀看。歡迎瀏覽中神 YouTub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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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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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是聖經與教會歷史常常提及的題目。舊約裏，有

各種律法防止以色列社會中出現赤貧情況。比如說，

以色列人收割莊稼時，不可拾取已掉落的果子，要把

這些食物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利十九10）；安息年間，

地上自然生長的食物都要與窮人和奴僕慷慨分享（利

二十五 3~6）。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受欺壓，耶和華

拯救了他們。如果他們現在欺壓孤寡和窮人，就是蔑

視耶和華，上主會向他們發烈怒（出二十二 21~24，

二十三 9）。古代社會並沒有福利機構，貧窮人要靠

鄰舍的慈惠生存，舊約看這種慈惠是公義的要求和靈

命的表達。

舊約也嘗試從社會制度去阻止赤貧情況出現。理論

上，以色列人之間的債務，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就要

全部取消（申十五 1~4）；每五十年的禧年來到時，

所有土地都要回歸祖宗所設立的家族擁有（利二十五

8~10）。

就算有人不幸要借貸度日，這些律例都保證仍會有翻

身機會，沒有人可以利用別人的軟弱而囤積土地。上

主應許說，如果以色列人守這些律法，「在你中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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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會有貧窮人。」（申十五 4）然而，以色列人似乎從

未忠實地遵守這些律法，眾先知後來經常譴責富人搶

奪窮人的土地（例如賽五 8）。

新約沒有記下硬性規條，卻是要我們反省心中對貧窮

人的態度。末世之時，耶穌將審判我們今天對窮苦人

的態度與行為（太二十五 31~40）；特別是在信徒群

之中，富裕者的責任是與有需要的人分享，以致「多

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八 15）

路加福音裏，有幾個故事都談及富人在永恆中的失落 

（如路十六 13~31），甚至說富有的人進神的國，比駱

駝穿過針眼更難（路十八 24）。教會傳統認為耶穌不

是說貧窮本身是一種功德，而是我們要培育心靈中的

貧窮，不要讓財富叫我們離開對上主的依靠。貧窮的

人缺乏幫助他人物質需要的能力，但心中也同樣可以

被物慾所捆綁，因此並不表示比有錢人更屬靈。1

                                                                                                                                        

1. 典型的教導見 Clement of Alexandria, Who is the Rich Man that 

shall be saved? ANF, v.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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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如同打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而且，更特別的

是他們彼此之間並無任何血緣關係。房子是獨居婆婆

的，信代和治不僅通姦還合力謀殺親夫，祥太和凜也

是他們私自帶回來的。這一家顯然突破了許多日本家

庭的道德底綫。

最終，影片以日本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無常」，帶

出曲終人散結局。一家人在海邊度過的無比歡樂的一

日成為轉捩點，婆婆望著戲水的「家人」，喃喃一句 

「美好的日子都不會長久」而一語成讖。不久，婆婆

在夜夢中過身，為繼續領取年金而被私埋家中。祥太

為保護「妹妹」被抓，從而引爆大禍，一「家」星散。

「家」聚，突破道德底線

影片故事圍繞柴田五口之家展開，這家人三代同堂擠

在東京一幢幾乎可以稱作「廢屋」的老式宅院中。婆

婆柴田初枝領取年金，是家中收入最穩定的人，兒子

柴田治在建築工地作臨時工，兒媳柴田信代是洗衣店

的合約工，信代的妹妹亞紀在性風俗店作應召女郎，

第三代小兄妹是祥太和凜，每個人臉上總是露出笑

容。影片極力讓觀衆從柴田家看到日本家庭最理想的

元素，如良善、溫存、羈絆（連帶感），然而又特意

同步穿插地營造强烈的不協調感——初枝婆婆在彈子

房偷彈珠；柴田治帶祥太到商店偷日用飲食，而祥太

又把偷技連同加持手勢教給妹妹；信代在洗衣店也時

常手脚不乾淨；唯一沒偷東西的亞紀則自號「處男殺

由日本著名導演是枝裕和編導的《小偷 1家族》，

自 2018年公映後便獲獎無數，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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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軍 ]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滕近輝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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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被虐待。事件很快平息，所有人似乎都很滿意這

個結果。除了當事人和觀衆之外。

「這些假扮家人的人到底為何目的聚在這個屋簷下

呢？至今仍是未解之謎。」記者現場所發的問題大概

不會再有人關心答案。不過，影片借祥太最喜歡讀的

教科書，已將答案揭曉：「小黑魚會集結成群，嚇退

要吞食自己的大條金槍魚。」

令觀衆略感安慰的是，儘管四散，但這家人仍舊彼此

記掛、彼此付出，並確認對方是家人的身分。電影講

述的是弱者帶有淡淡憂傷、卻堅韌活著的故事。

                                                                                                                                        

1. 「小偷」譯自日文“まんびき”（mannbiki），是專指假扮商店顧

客偷竊商品的人，與偷人錢包、入室盜竊者不同。

「家」破，分散不減親情

影片力圖挑戰並顛覆觀衆許多固定觀念。婆婆收留離

家出走的前夫的孫女、又每月瞞著她去到她家要點小

錢，算不算善良？帶回遭到家暴飢寒交迫的凜、並未

敲詐勒索她的父母算不算「誘拐」兒童？私埋婆婆是

不是「屍體遺棄罪」呢？這一切疑問，在警察那裏都

是黑白分明的——有罪。令人回味的是信代有關遺棄

婆婆的自我辯護：「不是遺棄，是拾回。我們收留了

被人拋棄的婆婆。」從而道出一個無法迴避的顯示，

這一「家」人都是被遺棄者。

在權力的干預下，一切都擺回了原位。治恢復獨居打

日工的狀態，信代獨攬罪責入獄服刑，離家的亞紀仍

舊離家，祥太被送入福利院，凜則被送回到父母身邊

29

P
U

S
H



2,500

督印人：李思敬  /  顧問：李耀坤、張智聰、雷競業、歐醒華  /  總編輯：羅仲軒  /  執行編輯：鄧美美  /  助理編輯：吳詠儀  /  設計：濛一設計坊
Connect with CGST   www.cgst.edu   www.cgst.edu/mediahub   facebook.com/cgst.edu   youtube.com/cgstedu   instagram.com/cgsthk   dev@cgst.edu

中國神學研究院    香港九龍塘多實街 12 號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Printed on 100% recycled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