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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不合作運動

那不可能的喜樂

失中有得：創傷後成長理論



若說信仰就是生活，那麼我們的生活是怎樣呈現心中所信？

尤其，當抬頭看見的天空灰暗無光，當昔日視作理所當然的美好不復見，

或消失，或改變，或受制。在這樣那樣的框線與桎梏裏，越發寸步難移，

憂懼戰兢籠罩……。難道外在的種種轄制真的能夠完全奪去我們內在的自

由嗎？今期一篇篇的文章，仿如一個個的見證，清晰堅定的向我們說：

「不！」活出真自由，絕對不是一種只求精神勝利的慰藉幻覺，而是一場

和著血淚掙扎亦可滿載幽默創意的信心踐行。

楊思言老師在「尋思」文章〈最強不合作運動〉，以出埃及記中幾位女性

的故事，向我們闡明身體縱然受困但靈魂卻是自由的，特別是我們有自由

選擇敬畏上主。文章亦提醒我們，在敵人面前擺設筵席的上主，是如何以

幽默方式，拯救極權統治下受苦的百姓。雖然不知道苦難何時過去，而且

磨難中的等待確實格外漫長，但我們知道萬事的終局，救贖可在迅雷不及

掩耳之間來到，超乎我們的想像。既是如此，保羅經常勉勵我們在各樣患

難中喜樂，就變得有可能。張略老師在〈那不可能的喜樂〉裏穿梭於保羅

書信之間，尋覓喜樂的來源。這喜樂並非不受外在環境影響，但卻是靠著

主而有的。保羅深知道上主才是他絕對信靠的那位，能夠聚焦在那真正重

要的事情上，一生以福音為念，就算外體朽壞甚至遭摧殘苦害，也奪不走

心中的自由。有了這份確據，我們探尋的是如何在這些危難境遇中活下去。

輔導科老師林添德在〈失中有得：創傷後成長理論〉從心理學角度，剖析

如何從逆境中逃離「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以致領悟到盧雲神父對危

難中信徒的勉勵，就是在痛苦與死亡中看見上主的恩典與救贖。而今期踐

道〈大籠牢裏的小生活〉作者在中亞地區從事文化研究，他的分享正好向

我們展現在全面監控如「大監獄」的處處紅線下，自由欠奉，但在平凡生

活的微細處，依然享受到小生活的樂趣，阻不了上主的奇妙作為！

當然，自由的創作空間對文化藝術工作者來說，猶如空氣般不可或缺，可

以無後顧之憂，盡情發揮創意。「一期一會」之〈自由的光影〉請來了《十

年》之《自焚者》及《幻愛》導演周冠威，分享他與電影相遇的故事，內

裏交織著成長的痛與淚；亦與熱愛電影的雷競業老師談到即使自由幻化如

光影，雷區處處，恐懼纏繞，也磨滅不了源於信仰對真自由的嚮往與堅持，

還有繼續追夢的熱忱，讓更多人從光影世界中得到療癒和喘息的空間。而

「工人手記」的作者也是一位年輕的追夢者，立志以廣東話詩歌為上主並

所愛的香港追夢，冀藉音樂發出時代呼喊，盼在黑暗中成為一點微光。

的確，即或困在桎梏之中，即便承受枷鎖日重，上主已給了我們真正的自

由，仍可選擇心存敬畏，尊主為大，誠如太十 28 所言：「那只能殺身體不

能殺死靈魂的，不要怕他們。」靈魂內的信仰是殺不死，搶不去。讓我們

在一呼一吸之間，或躺卧，或起來，緊靠著那曾經憂患並加給我們力量、

勇氣與創意的主，活出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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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科助理教授

無宗派教會長大，喜歡與人談聖經和信仰，研究集

中改革宗聖餐神學。常領會到神學是向平信徒說

話，也是為平信徒說話的。

楊 思言

最強
不合作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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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的故事記載以色列人被奴役卻蒙神拯救，極

有趣的是作者選擇以一眾在欺壓下不守法、不聽話的

女性作整個記載的開始。埃及法老見希伯來人越生

越多，比本地人強盛，奴役他們也無效，就下令那

些希伯來收生婆接生的時候，見男嬰就殺，只留女

嬰。但「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出

一 17），還回贈幾句︰希伯來媽媽們太強了，不用我

們來，too bad！法老再下令，將所有希伯來男孩丟在

河裏淹死，卻有個母親將兒子放進河裏前，先將他放

在蒲草箱子裏，還要將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不讓

它沖走，擺明打擦邊球。男嬰的姊姊米利暗亦一直看

守著弟弟，當法老女兒拾起弟弟時，還大膽機智向她

們建議幫手找奶媽，結果母子重聚之餘，還賺了法老

女兒付的錢。法老女兒面對父王要殺死所有希伯來男

嬰的決心和命令，竟又毫不猶疑私下留下一個，還要

視如己出，在法老的宮庭養育他，讓他吃法老的穿法

老的。

神拯救祂被欺壓的子民，好像要先幽了法老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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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下的欺壓VS幽默裏的拯救

「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雖受奴役，
卻拒絕奴隸的心態。耶穌對門徒說，那只能殺身體不
能殺死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太十28）。我常以為這
說話是較消極的叫人接受身體被殺，只是安慰我們那
殺身體的不能同時殺靈魂。但收生婆的榜樣提醒了
我，身體在桎梏中，靈魂仍是自由的，特別是有自由
選擇「敬畏神」。她們想起那位比法老更大的神，就
多了不遵法老命令的一個選項。而對神的敬畏，同時
帶來了一份積極的勇氣。在威權面前說不，正是生命
的表現，是很積極的。

對神的敬畏也帶來了一份積極的創意，她

們突破了法老設下的規則、看到王命以外

有不同的世界和終局，從而想到不殺嬰的

藉口。或者甚至因為「敬畏神」，收生婆

能有一份幽默感︰too bad！

經文沒有提及摩西母親及米利暗敬畏神，但她們也因
愛摩西心切，不怕違背法老命令，不肯放棄，最後成
功想出法子讓摩西存活。就算不是人人懂得臨危應
變，打下擦邊球也好。法老只下令將希伯來男嬰扔到
河裏，沒有說不可造隻小方舟，也沒有說不可選河邊
多蘆荻的位置。母親想到不但用蒲草織箱，還細心的
塗上柏油和樹脂保護它。一個家庭的愛就這樣帶來勇
敢和創意，打破了極權者的殺嬰計劃。極權者始終需
要遵命者，上有政策，但下有更富創意、更頑強、更
有愛的人民。

我們不知法老女兒為甚麼這樣大膽。法老不會估到，
他殘酷計劃的破綻竟是他女兒愛小孩的天性，以色列
人也不可能想到，竟然有法老自己的家人成為盟友。
愛，最終幽默地戰勝了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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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 430 年 VS不能等待的 45 分鐘

但我們知道事情的發展，就是神透過這個摩西帶領以
色列人昂然出埃及。當人以為一班奴隸得以起義，必
定血戰一場，但神又是幽了一默。結果他們不是要製
造甚麼武器，或精心想出逃走計劃，而是一家大小坐
下來吃一頓。在法老面前，神為被欺壓的人擺設了筵
席。在法老越來越心硬要加害他們的時候，以色列人
跟從神所吩咐的，在神所定的那個晚上，一起大吃了
一餐，而那晚神所應許的救贖果真的突然臨到：神親
自擊打法老及全埃及的長子，法老最後趕他們走。從
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的慶祝這個晚上，就是逾越
節，欺壓變成喜慶。

出埃及記有兩組時間數字令我印象很深刻。一是以色
列人在埃及一共 430年才得離開奴役。這難免叫人
沮喪無望，神竟容讓祂的百姓受苦這麼久。難道我們
今天若活在極權下，也要等待幾百年嗎？另一個時間
數字不很明顯，你或要是當時的家庭主婦才會留意
到，就是 45分鐘這個時間。45分鐘，大約就是一團
普通麵粉在室溫發酵成麵包的時間。以色列人若有專
心聽摩西的話，就應該知道那天晚上，就是神與法老
終極一戰的晚上，早已吩咐他們要束腰、穿鞋、拿
杖、趕緊地吃神所吩咐的這頓晚餐（出十二 11），因
他們期待已久的救贖，那晚隨時發生。惟他們真的要
走時，卻極其狼狽，連出走必須帶備的餅也沒有時間
發酵（出十二 34, 39）。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在發現
要執包袱走到真的離開，連停下來 45分鐘的時間也
沒有。神吩咐以色列人以後慶祝逾越節，不可吃有酵
的食物。這無酵的節日，正是要見證，當神要施行拯
救、釋放人自由之前，就算是早 45分鐘，你也不知
道，所以不要沮喪。 

一群以色列女性，雖活在欺壓和奴役下，卻因敬畏
神、因堅持愛而找到自由、勇氣，甚至創意和幽默。
神藉著她們勇敢所做的，保存了以色列人，最終也拯
救了他們，在敵人面前為他們擺設筵席。

雖然我們不知道不受掣肘的自由甚麼時候

會來，但我們知道事情的終局。

耶穌對著那些受羅馬帝國管轄的百姓，教他們向天上
的父呼求，求祂的國降臨，祂的旨意行在這地上，即
這凱撒以為是屬於自己的國土上。我們知道，祂的國
必會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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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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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他的書信中多次提及他在事奉中屢遭險阻，有是

因個人資源的匱乏及宣教旅途的艱巨，也有是被人迫害，

屢被毒打，身陷囹圄，人生安全受到各種威脅，且還記

掛著教會所面對內憂外患（林前四 9~12；林後一 4~11，

四 7~11，十一 23~33）。當他在羅馬繫獄時（腓一

7、13、14、17），寫信勉勵腓立比教會，在信中所表達

最多的情感是「喜樂」（一 4、18[2]，二 2、17[2]，四 1、

10），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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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絕對可靠的那位

有認為保羅所談的喜樂，是一種不受環境影響的內心

狀態，這是不正確的。例如保羅說腓立比教會信徒

有美好的表現，便能叫他的喜樂得以滿足的（腓二

1~2），且當腓立比教會能靠主站立得穩時，這便是

保羅的喜樂和冠冕（四 1），他們的成長成熟，能活

出福音的見證，是他喜樂的來源（二 14~17）。事實

上，保羅寫這信，是要感激腓立比信徒透過以巴弗提

帶給他的餽贈（四 18），腓立比教會對保羅情深義重，

是保羅深深感受到，也是他欣慰喜樂的原因（一 4，

四 10）。

從腓立比書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感受到保羅充滿著

對腓立比信徒的情誼；他曾在腓立比傳道，及至被囚，

帶領了獄卒全家信主，後被釋放（徒十六 11~40；

參帖前二 2；腓一 7）。腓立比教會是他在患難中與

他的團隊一起建立的，與他們出生入死，往後腓立

比教會一直在禱告和實質的需要上，供應保羅宣教團

隊的需用（腓四 15~16）。腓立比教會對保羅不離不

棄，是他生死與共的戰友（一 27；參二 23，四 3），

忠實的福音伙伴（一 5）。1 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感激

腓立比信徒的支援（四 15~18），然而他知道這並不

是他可以全然倚靠的。環境可以千變萬化，他並非

未曾經歷過，上主才是他可以絕對信靠的那位（四

12~13）。

保羅再次繫獄，對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來說是一大打

擊，當代羅馬牢獄，恍似人間地獄。2 為此，腓立比

教會中瀰漫著擔憂和消極的氣氛，況且教會同時也落

在被受迫害艱難的歲月中，也面對內部的不團結（參

一 28，二 1~3，四 2）。保羅明白他們的心境，對他

們的關切，溢於言表，他以這信安慰和鼓勵他們，與

他們分享他如何在苦難的經歷中，找到那不可能的喜

樂。

聚焦真正重要的那事

保羅在開始的感恩禱告中提醒腓立比信徒他們如何一

起經歷憂患，也一起領受神的恩典，神在這個程中的

看顧和保守是顯而易見的（一 4~8）。保羅為他們的

禱告，是他們能將焦點放在那真正重要的事上（一

10），便不會覺得憂愁和失望，反而會經歷合一的

喜樂。

牢獄是一個令人飽受煎熬的地方，有不

少人捱不住身心的折騰而情願輕生（參

一 21~22）。然而對保羅來說，他個人生

死不重要，是為了甚麼生死才重要，這

與他個人的榮辱無關（一 17~18），這是

關乎基督得榮耀，就是福音得以傳講和信

徒能活出這福音（一 24~27），只要他一

天活著，他是為基督而活，而且知道自己

有永生的盼望，這是榮譽，不是羞辱（一

20），這絕對是他喜樂的源頭（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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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曾與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一起為福音而努力打拼，

保羅在獄中仍為此而活，沒有放棄。只要能達到這目

標，他便能經歷心滿意足的喜樂（一 18）；怎樣的艱

苦都是值得的。保羅也鼓勵腓立比信徒要繼續為所信

的福音繼續的齊心努力（一 27）。

逼迫和死亡固然有可怕之處（一 28），然而怎樣可以

好像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一樣，不為自己著想、不惜

一切，甚而不顧性命、義無反顧的堅持服侍呢（二

21、30）？這是因為福音反轉了他們的人生，這福音

就是基督謙卑自己，放棄了自己的榮耀和權利，順服

父神的心意，成了被釘死的囚犯，然而神為他平反，

叫他得著最高的榮譽和權柄（二 6~11）。對保羅來說，

以耶穌的心為心（二 5），就是放棄以前他滿以為可

以自誇的榮譽和熱心（三 4~6）：在他往大馬士革逮

捕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見那升天的主（徒九 1~19），

他被基督「得著了」（腓三 12；原文意思作「逮捕」），

他整個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新的標杆，就是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三 14），要完

成這從天上而來的呼召，正如他曾表白說：「我卻不

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

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二十 24）。

基督顛覆了他對生命和價值的看法，他

深信他是在這位升天的主的引領之下，

因此他不只可在現今的情況喜樂（雖是

坐牢），也可在將來未知任何的情況喜樂

（一 18），因為他知道自己在作甚麼，並

且知道主是那位與他同在的主，這位曾飽

經人間疾苦，最後被屈枉而身懸十架卻已

得勝的主，復活的大能已經顯明，成了他

經受苦難而堅持不屈的動力（三 10~11、

20~21）。

重要的是這福音已被傳開（一 18），重要的是信徒活

出這福音（一 21~25，二 14~18），包括他們也情願

與基督一同受苦（一 29，三 12）。能以基督的方式

參與在上主這拯救蒼生的計劃，是信徒莫大的榮幸，

也是得喜樂的根源。這喜樂是靠著主而有的（四 4、

10），因為那賜平安的上帝，是聽禱告的主（一 19，

四 6~7、19），倚靠祂的人必能隨遇而安，就算陷於

逼迫的苦痛和死亡的威脅之中，那又何妨？所見的是

基督的身影，所經歷的是主的同在，在桎梏中經歷真

正的自由（四 7、12~13）。

                                                                                                                                                     

1 「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原文直譯為「在你們為福音的團

契上（koinōnia）」，這是保羅所提其中一件感恩的事。

2 有 關 當 代 羅 馬 牢 獄 的 可 怖 和 慘 不 人 道， 見 C. S. Wansink, 

Chained in Christ: The Experience and Rhetoric of Paul’s 

Imprisonments (JSNTSup 130;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6), 27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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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中失中失 有中有中

輔導科副教授

我需要整合，讓支離破碎的生命得以回復完整！

我渴慕整合，讓頑強的自我降服於基督的愛裏，釋放

那受壓制的真我！

我喜愛整合，讓牧養與輔導結合出全人的關顧！

林 添德

失

10



得：創傷後成長理論
從 2019 年的社會運動開始，到 2020 年的新冠病毒

疫情，香港人經歷了驚濤駭浪的兩年，不少人飽受精

神壓力和情緒困擾。當人處於短暫的威脅性處境，我

們還可以採取反擊或逃離（fight or flight）的策略去

保護自己，平衡我們內裏的不安；但當威脅性的處境

月復月、年復年地沒完沒了，我們既不能逃脫，也沒

有還擊之力，我們難免感到無望無助，甚至變得沮喪

和消沉。心理學家稱之為「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

（Levine, 2012）

靈修神學學者盧雲神父，為勉勵身處逆境中的基督

徒，提醒我們不要在危難時問及一些不適切的問題。

盧雲神父認為，人生其中一條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問

心理循環

「有甚麼事情發生了？」我們真正要關注的，是要去

問「我們如何在這些事情中活下去？」盧雲神父相信

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神呼召我們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他

說：「十字架使我們在痛苦中看見恩典，在死亡中看

見救贖。」（盧雲，2007）

假若引用盧雲神父的見解去回應香港現時的處境，相

信便是在目前急劇轉變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中，

看見神的恩典與救贖。相信透過盧雲神父重新詮釋我

們普遍對逆境所持的負面想法，或許會釋放我們，

使我們能夠逃離「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早於使我們能夠逃離「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早於

創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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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已經有一些心理學家，嘗試改變

我們對創傷經驗的負面觀念（Tedeschi & Calhoun, 

2003），開始探討創傷經驗帶給人成長契機的可能

性（Posttraumatic growth）。他們透過查考有關在

高壓力情況下人類如何作出反應的研究文獻，以及

訪問一些曾經歷喪偶、身體傷殘或其他生命危機的人

士，從而釐定出五個能夠量化成長經驗的主要領域

（Domains）。這些領域包括 1）更多欣賞生命及重整

人生優先次序；2）與人建立更深入及更具意義的關

係；3）自覺比以前更有能力；4）察覺人生新方向

的可能性；及 5）思考人生和存在意義等靈性問題

（Tedeschi & Calhoun, 2004）。

根據「創傷後成長理論」的分析，部分香港人在過

去兩年遭受社運與疫情的衝擊而產生不同程度的

精神與情緒困擾的原因，在於我們所臆測的世界

（assumptive world）受到挑戰。這些臆測包括對世

界的關愛、預測性、控制性、個人安全感、身分意識

與及對未來的期盼。

當這些臆測受到嚴重威脅時，隨即令我們

產生多重複雜的情緒困擾，包括極度恐

懼、不安、焦慮、失望、傷痛、憤怒和抑

鬱。而當這些威脅持續一段長時間仍未能

消除，就會啟動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

並提升至更強的心理防衛機制——以自我

退縮的形態，無奈地生活下去。

苦困反思

創傷經驗能否轉化為成長契機，取決於當事人會否

堅持對創傷經歷作出不斷重覆的深切反思（cognitive 

processing）；而深切反思的推動力卻又有賴於適量

及持續的情緒困擾（Emotional distress）。因此，

深切反思與情緒困擾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協作

夥伴！

深切反思的目的，是要透過多角度對眼前這個既不

能接受又難以理解的現實世界，思考出一些新觀

點（new perspectives）； 假 以 時 日， 這 些 新 觀 點

將有助我們改變對創傷經歷的理解模式 （Schema 

change），幫助我們對這個跟以往不再一樣的現實世

界，衍生一個新的論述（Narrative）。正如舊約聖經

所記載被哥哥賣到埃及的約瑟，他不單安慰哥哥們不

用為賣他而感到憂愁和自責（Schema change），約

瑟把被賣的慘痛經歷最終論述（Narrative）為神定意

的救贖計劃，為要在饑荒中拯救多人的性命（創世記

四十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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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同行

猶太裔精神科醫生法蘭柯（Victor Frankl）在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被關進納粹集中營，遭受殘酷的嚴刑

拷打（Covey, 2004, p.77）。在完全沒有自由的囚禁

空間，經不斷反思，他提出「人類終極自由」（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的新觀點，使他縱然身

處完全被動和受控的「外在環境」裏，仍有「內在

自由」（Schema change）選擇如何「回應」外在環

境。選擇透過想像力論述這一段被折磨的苦痛經歷，

成為了他日後與學生分享的寶貴教材（Narrative）。

法蘭柯的生命轉化，深深啟發了他身邊的營友甚至守

衛對處身絕境的反思。法蘭柯幫助他們在困苦中尋找

意義，在牢獄生涯中找到尊嚴。「創傷後成長理論」

同樣強調雙互支援（Mutual support）對梳理情緒及

深切反思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夠與經歷相似的

同路人分享交流，有助彼此挑戰（Question）及重構

（Reconstruct）有關創傷經驗的意義。

失中有望

整個「創傷後成長理論」均傳遞著一個吊詭的信息，

就是「失中有得」。

當人遇到前所未有的限制時，也許會令我

們產生超強意願，在極限中發掘新機遇！

但當人被困於「恐懼與癱瘓」的心理循環

時，難道會有希望嗎？難道會希望得回我

們所失去的嗎？

不 錯， 的 確 不 大 可 能 存 有 這 份 失 而 復 得 的 樂 觀

想 像； 但 希 望（hope）所 指 向 的， 是 遠 遠 超 越 樂

觀（optimism） 的 視 線， 對 眼 前 那 絕 望 的 困 境

（despair）仍 選 擇 抱 有 一 絲 開 放 的 態 度（open to 

possibility），相信未來會有轉變的可能（Knowles, 

1986）。憑著這微小的開放態度，得以從吊詭的角度

重新看待創傷經歷，相信在「失去」的同時，亦有可

能會有所「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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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uthera

中亞文化研究者

我們一家人十年前搬到中亞的一座大城市，在這裏大

部分人不知道我的真實姓名。我回家鄉介紹事工時也

需要使用化名。我知道我的電腦隨時都有可能被有關

單位拿去檢查，所以從來都不下載郵件到電腦，所有

敏感的檔案都存在別的地方。雖然使用 VPN 可以上

到許多國外網頁，但速度之慢，一分鐘都未能打開。

公司同事大都非常友善，但由於知道當中有些人被要

求監視我們，和他們相處起來，總不免有一點戒心。

我們身邊已經有好多人被驅逐出境，下一個也許就是

我們了。講電話、使用社交媒體，我們都知道會被監

視監聽的，無論和誰聊，聊得多開心，隨時都得注意

談話內容，很多話只能面對面說。問題是朋友來我們

家作客，通常都需要登記，後來隨著外圍環境惡化，

連登門造訪這件事也變得越來越麻煩。有次來訪的一

家人，在小區門口先被警車截停，再帶到警察局去登

記，才能夠到我們家吃飯。又有一位朋友一離開我們

家之後，就被警察叫過去，查問我們的談話內容。因

大籠牢
裏的 生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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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後我們見面都盡量約在商場。但商場遍佈攝錄

鏡頭，有時為了找一個安全點，得試幾個餐廳和不同

角落。在這樣的「大監獄」裏，我們能夠長時間留下

來，要感謝但以理、以利亞和以利沙。

但以理看到的異象、解開的夢、禱告的內容都是宏觀

的大歷史。他的心思並沒有被帝國上星期或下星期發

生的諸多大小事務糾纏：他是服侍過巴比倫和波斯兩

個帝國幾十年的老智者。能夠讓他維持內心平穩的秘

訣，包括他每天三次的禱告以及認真做好份內的工

作。我發現我必須吃完早餐、泡一杯好茶、靈修完才

能看新聞，包括社交媒體上朋友發的狀態。每天的新

聞都帶來新一輪的悲傷、憂慮和憤怒，我選擇先聽聽

神今天要告訴我的信息，再用那雙眼睛去看當天的新

聞。往往到了中午，已經發生不少令內心沉重的事

情，午飯後躲到辦公室一個角落安靜的喝杯咖啡，把

重擔交托給主的那二十分鐘，成為我的荒漠甘泉。我

沒有一天禱告三次，但我們每星期會發一個非常簡

單的代禱信，只有一個感恩和一個禱告事項。神奇的

是，才剛發出去，可能還沒有人看到，可能還沒人為

我們禱告，我們的內心卻已經平靜了許多。我不知道

但以理有多經常到底格里斯河邊（但十 4），但至少

走到戶外，接觸大自然，對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和孩子一起解救爬到路上的蝸牛，在湖邊觀察鴛鴦

擇偶過程，或是逃離霧霾到山上走走與吶喊，都是讓

自己思緒重新被造物主整理，記得祂才是坐在王座上

那位！

我看列王紀上下時，總覺得奇怪，為甚麽要花那麽多

篇幅敘述以利亞、以利沙和許多無名小卒的故事？亞

哈王和耶羅波安二世時的以色列，國力是最強大的，

但聖經只簡單概括的帶了過去。連聖經作者對一個借

來的斧頭的興趣（王下六章），著墨也差不多。世人

欣賞的是國土面積增長，擔憂的是戰爭以及戰爭的風

聲。以利亞和以利沙當然也在意國王的不公義，面對

君王時，他們毫不退縮，但其他時候，該說是大部分

時間，他們的故事讓我看到神關注的是一般「小人

物」的「小生活」。兩位朋友結婚，我們不確定前往

他們婚禮的路上會不會被攔截住，讓我們原路回去，

結果我們花了一個星期跑來跑去，參加分別在新娘新

郎家鄉的慶祝活動；孩子生病了但想要玩雪，我用大

箱子把屋外的雪帶進來讓他們玩；早期朋友比較能自

由來往我們家時，太太每星期都要做三、四個蛋糕招

待他們。我們來到這地方前，她還不會做蛋糕，來了

之後，因為當地朋友愛吃甜點，才讓她開始比較不同

食譜，用心研究各式甜點的做法。感謝神在平凡生活

中讓我們時刻感受生活的快樂，繼續小人物的平凡小

生活。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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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雷： 甚麼令你走上拍電影這條路？

周： 中四、五時，每日三套，甚麼戲都看。成長

裏，有許多迷惘，電影好像一直引領我，陪伴

支持，尋回自己，梳理很多事情，甚至覺得電

影明白我，教曉我甚麼是寬恕。特別想提一齣

戲名叫“East of Eden”（港譯《蕩母痴兒》），

是五十年代荷里活電影，由占士甸主演，覺

得他幾靚仔～哈哈哈！根本不知道這齣戲原

來講父子關係，描述叛逆的兒子渴求父愛卻得

不到。很觸動呀，頭一次看電影崩潰地喊，直

頭是我的自述……我很渴求爸爸的愛，極力爭

取，始終得不到，是我的糾結。

 人生，總會撞上一些電影，影響了你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電影不止是娛樂般簡單，而是藝

術，可以治癒心靈，好 amazing ！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自小愛看小說，金庸小說更是他成長裏找到自己的
重要一環，亦因小說而信主，但也喜愛與電影為
伍，屬標準戲迷一名。

導演
成長背景養成愛思考的性格，資深影迷，被電影啟
蒙引導，視電影為生命導師，甚至替代父親，而天
父巧妙地以電影和他相遇結連。對他來說，電影重
要，但如今在信仰裏享有真正自由與平安更為重
要。時勢真惡，仍會繼續追夢，希望拍攝不同題材
風格，武俠片得，喜劇亦得！執導作品包括《一個
複雜故事》、《十年》之《自焚者》及《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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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慢慢剖析自己的內心和成長，才見整幅圖

畫。就算為何喜歡電影，亦是有次上堂教書突

然「叮」一聲，哎呀～終於知道！小時候，爸

爸不懂得和我溝通。一家人只有大時大節食餐

飯。但他會帶我去一個地方，那就是戲院，

看的都是 007、成龍和史泰龍那類電影～哈～

哈！戲院裏毋須說話，不用傾心事，散場後

他繼續如常返工、食飯、瞓覺。看電影，是我

們父子之間的唯一活動。爸爸和電影之間，遂

形成了某種潛意識的連結。但我要到廿多歲，

才意識得到自己把電影視為替代的父親，成為

引領我成長的生命導師，體會愛和接納，做本

該～阿～爸～要做的事。

雷： 你的故事足以拍一齣電影。

周： 因父子關係不好，使我一直抗拒基督教，抗拒

天父，甚至 proud of 自己是一個沒有信仰的

人。後來，朋友帶我返教會，我挑戰天父：「祢

真的存在嗎？嗱，我現在祈禱一次，你不應

我，我以後就不返教會嘞！」禱告時，「叮」

一聲，嘿！祂給我一幅圖畫，竟是“East of 

Eden”，這記憶老早收藏起來呀！衪提醒我電

影中道出寬恕，兒子的悖逆就是我的寫照！

嘩～我「毛管戙」，接著就爆喊！祂照著適合

我的方式與我連結，原來祂一直沒有離開我，

好感動！傳道人見「機不可失」，領我決志，

當時大概 26、27 歲。

從自焚思考犧牲

雷： 你看電影信主，我是看小說……不如你講下如

何構思《十年》那故事，選擇自焚這題材，好

特別！

周： 《十年》是 2014 年暑假接拍，當時許多人對

普選承諾失掉信心，陷在絕望低潮，甚至會公

民抗命。我重拾放在櫃桶底、寫於 2009 年的

短片劇本，原本片名比《自焚者》更「嚴重」

呀～哈哈！結果，雨傘〔運動〕後開拍，2016

年獲電影金像獎。

 為何 2009 年已構思這樣的劇本？我一直關注

香港的政治情況，因為很重視承諾，對再三被

騙極感憤怒，不公平亦不公義！心早就死了！

我從未寫過政治題材，會否講下政治呢？當時

是一個複雜的故事

雷： 你跟爸爸……

周： 是的……說得誇張點，這齣電影治癒了我，驅

使我找社工，甚至某程度上寬恕了爸爸和我自

己，影響巨大。自此，我對電影許下終身承

諾～好浪漫呀吓～哈～哈！因它給了我太多！

上天若給我能力，我就做導演；若沒能力的話，

留在電影圈裏做戲院帶位，也覺得好感恩、好

舒服、好有價值！因為找到了我的熱情、我的

理想，我的追求。

雷： 換上是我，跟阿爸說想入電影圈，他必定答我：

「搵份正經事做啦，咁至搵到飯食！」你有擔

心過嗎？

周： 記得電影學院畢業時，爸爸說：「玩夠嘞，好

好搵返份工啦！」嘩～讀了四年電影，我不是

玩！這方面，他不會理解也很難明白。當然，

很實際，我現在也有經濟壓力，但不大影響我

在這條路上的追求。或與性格有關吧，人長大

了，會形容為「非常理想主義」～哈哈！電影

於我，就如婚姻，是一生承諾，貧窮富足，

你在；成功與否，你也在呀。婚姻裏總會遇

上許多問題，但承諾好重要，當你許下承諾的

一刻，心裏就打了底。何況，說得誇張點，是

電影救了我！另一套對我影響深遠的電影就是

《2001 太空漫遊》，當時大概 16、17 歲，不

斷思考存在與生命的意義，很不開心，想過自

殺。這齣電影正正探索存在問題，但最後並沒

有答案。我記得，看罷感到極大失望，但轉念

之間卻發現它教曉我一件事：「存在意義就是

尋找存在意義」，這句話總結了觀後感，縱或

未找到答案，仍會努力尋找。

雷： 男孩子都愛看動作片，但你好特別！最初為何

接觸得到電影呢？又是甚麼塑造你，令你對這

類抽象或節奏緩慢的電影感興趣？

周： 小時候常被取笑，因為有些音發不出來，所以

不愛說話，童年過得孤獨痛苦，亦變得比較內

向敏感，喜歡思考，對宗教、存在、人性或心

理學感興趣，007 或成龍那類電影絕對無法滿

足我，無法激發我思考，我喜歡人多過畫面。

 好有趣，這一切以前根本講不出，都在信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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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寫過基督徒的故事。每周主日都會講，我

們的出路在乎主耶穌，有點悶但確實是唯一出

路，是愛，是犧牲的愛。既然要拍一齣帶來希

望、看見出路的電影，就想講犧牲。只要回望

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抗爭走到極致往往出現

自焚，因此在故事上或影像上，我都很想用自

焚來表達犧牲精神。但我～絕～對～不～是～

鼓吹自焚，只想藉此讓大家撫心自問：「願意

為香港犧牲幾多？」某程度上，我認為自焚是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極致，也同時是這年代所講

「勇武」的極致，沒有傷害他人，只傷害了自

己。如有留意，結局並沒有慘叫，也沒有燃燒

的火舌聲。我關掉現場收音，配上較溫婉的音

樂，想要表達那種溫婉的存在與犧牲的精神，

而不是要傳達烈怒或慘狀。當然，光看著，也

感到慘烈。有評論這麼說，《十年》裏最激進

又最暴力是《自焚者》，但內裏最溫柔的也是

《自焚者》。我～好～開～心～呀！因為終於有

人看到最溫柔的火。

雷： 你為何會選擇老婦成為那位自焚者？是甚麼啟

發你選取這樣背景的人？

周： 兩個向度回答，一是戲劇要出人意表，戲裏絕

食者已有後生仔當主角；更重要的是第二點，

我覺得香港這個家，不單有年輕人，我好怕

「希望就在年輕人身上了」這說法，本意雖然

美好，但這也可以是一種不公義的思考。我不

年青，要把我排除在外嗎？何況有權力者大多

是中年人或老年人，難道他們沒有責任嗎？為

何〔把責任〕交給後生仔？我好希望所有人都

負起自己的責任。年輕人，我寫了絕食者；老

年人，我寫了自焚者。事實上，在真實的示威

現場，我見到老年人。這個家，屬於每個人；

公義與自由，該當是每個人都需要思考和追求

的價值。

雷： 拍完《十年》，有否擔心這齣戲影響你的前途？

電影出爐以後，給你帶來了甚麼影響？

周： 完全不出所料啦～哈～哈！我曾經和記者戲

言，《自焚者》就是我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

但我甘願的！接拍前，很嚴肅地問過太太，

嗱，從來沒試過！可見心理準備早已有。當

然，基督徒老婆的典型答案：

禱告啦！平安啦！老公是家庭

的頭，你決定拍，我一定支

持！事實上，不拍嗎？抵不

住內心的吶喊，做啦！要承受

後果喎？就承受後果吧，於是

豁了出去！從小就有的理想主

義，信主後更加強烈～哈！《十

年》，果然是一個測試、一面照

妖鏡，試清楚誰怕，誰不怕，誰

會自我審查，是呀，一眼看到。

資本主義底下，商業戲院因為

這套戲而做了一個非常不商業的

決定。如果一直沒有這種電影出

現，沒有人會知道原來業內的恐

懼有多大。我拍絕食和自焚，追求

的是自我犧牲。何解這樣的題材今日變得敏感

又 aggressive？根本毫不 aggressive，在言論

自由的保障底下，我只不過提出一種說法，那

是一個問號，本該可以討論。

幻愛就是發夢

雷： 往後可再有過掙扎，路該怎樣走下去？要養妻

活兒，漫漫長路呀……

周： 拍完《十年》之後，好多人覺得我在黑名單，

甚至在海外影展上，也不敢跟我合照。國安法

通過後，試過半夜收到朋友來電，叫我盡快離

開香港，ASAP！越來越多朋友勸我們一家盡

快動身離開，唔……但我決定不走～嘅！（靜

默）……我們是基督徒，一直以來追求的就是

基督，就是愛，就是自由。如果離開，我會被

恐懼所箝制，會好～辛～苦！相對於留在香港

有可能坐監，若要我揀，在這兩種囚禁之間，

我寧願留在香港。這件事……是很痛苦！直至

此刻，仍在思考中……處身這個年代，離開與

否都要勇氣。離開前往另一個新地方，很需要

勇氣，甚至離開是一種抗爭，是一種不信任。

 我和太太曾幾次到非洲短宣，有一個字眼經

常用，就是「扎心」。現在好明顯，最扎心就

是香港！怎會不扎心呢？若然以一個宣教士

的心來理解，豈不會留在香港呢？神確在～

然，基督徒老婆的典型答案：

禱告啦！平安啦！老公是家庭

豁了出去！從小就有的理想主

義，信主後更加強烈～哈！《十

年》，果然是一個測試、一面照

妖鏡，試清楚誰怕，誰不怕，誰

會自我審查，是呀，一眼看到。會自我審查，是呀，一眼看到。

資本主義底下，商業戲院因為資本主義底下，商業戲院因為

這套戲而做了一個非常不商業的

決定。如果一直沒有這種電影出

現，沒有人會知道原來業內的恐

懼有多大。我拍絕食和自焚，追求

的是自我犧牲。何解這樣的題材今日變得敏感

又 aggressive？根本毫不 aggressive，在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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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挑～戰～我～啦！對自由、

對信仰、對行公義施憐憫，對香港

扎心，這是我的責任，但～我～是

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為何我不該

保 存 自 己， 繼 續 成 就 身 為 丈 夫 或

爸爸的責任？我很想負責任……不知

道……這是十分痛苦的事，但面對的

又豈只我一人，全部香港人都被挑戰，

恐懼籠罩得十分嚴重。如何面對這恐

懼、面對被禁言？若然發聲，就會承受

風險、苦楚，甚至乎苦難。

 因此，就懷著一顆追求真自由的心，

繼續留在香港囉。何況我這份人很看重

誠實，是你講大話，為何是要我驅逐自

己出去，我想留在香港，尋找屬於我心

靈裏的自由，你囚禁我的身體，但囚禁

不到我的靈魂，也限制不到我的信仰。

若是無可避免要承受，也有一重積極意

義，就是「我過到這一關了！」我所講的自由

就是真自由！這份平安很奇妙，我真的擁有！

雷： 記得有套電影《竊聽者》，當中描述劇作家男

主角的導演朋友被囚多年，最後自殺而死。身

為一個 artistic 的人，如無機會給你表達，就

等同廢了全部武功，你有否擔心過自己藝術表

達的空間呢？

周： 嗱，其實錢本身足以限制了你的創作自由與表

達空間嘞！但好多朋友的規勸，確實刺激到

我：「你剛開始有成績，快點走吧，拍多些戲

給我看。」電影猶如我的生命，未信主前，我

經常幻想，要死在片場，拍到死為止。但有

次在非洲宣教，箇中經歷與神既深刻又親密的

關係，赫然發現信仰已改變了我！以前想死在

片場，現在想死在宣教，哈～你看，我經常想

死！從中我明白到為何朋友勸不動我離開，因

電影不再是我最重要的追求，而是信仰、做個

自由的人、有顆平安的心。

雷： 嗱，假設你有自由繼續做，你想怎樣發展你的

藝術工作呢？

周： 嘩，這個問題～太～開～心～嘞！當然繼續

拍戲啦，通過電影多講正面的價值，探討一些

議題。如果我有錢，你估我不想拍武俠片咩？

（拍手大笑）千軍萬馬，又吊威也，飛來飛去，

我好鍾意㗎！手上已有兩個劇本，資金已有，

正在籌備中。一套是探討中學生自殺問題，是

悲情的，這跟自身經歷有關；另一套剛好相反，

是愛情喜劇。兩套截然不同，一套講愛自己，

另一套講自殺，死未？！哈～哈！我就是喜愛

電影有不同層面、不同風格與題材，不一定講

「弱勢社群」，當然弱勢社群是我關心的。《幻

愛》原型是學生時代拍攝的短片，關懷社會不

公與歧視；而《幻愛》劇情就更複雜，但那複

雜性不在於分辨誰是強勢，誰是弱勢；而是希

望大家看得見每個人都需要愛、需要被治癒。

同理心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為人發聲，而是進到

其中，走在一起；同理心就是你我都一樣，大

家不過是人，因此我能夠理解你。

雷： 單是這個信息，已很反文化了，尤其對那些經

常耍強勢的人來說！唔……不少人看過《幻

愛》後都給予某種政治解讀，你會否覺得這又

是一種 label 或限制呢？

周： 《十年》之前，我從沒有拍過政治〔題材〕，

只拍過《一個複雜故事》；《十年》之後，我去

拍愛情片。無論在題材和風格上，我都在追求

多變，不想被 label，我是影迷來嘛，許多片

種都想拍，希望下套周冠威導演出來的作品～

是～喜～劇！

 有人看《幻愛》後，告訴我決定不離開香港；

也有些人說電影令他們暫時脫離現實，得到安

慰。這確是我估不到！電影始終是電影，是情

感的宣洩，從觀者的角度，它折射到這時代，

大家都在創傷後遺症的情緒下，需要治癒，需

要面對傷痕。若大家從中得到宣洩，我十分感

恩。此時此際的香港～高～度～政～治～化，

聽演唱會也有同樣的情懷。誠如劉進圖先生

說：「真愛不如幻愛，幻愛仍是真愛。」幻愛

有真愛在其中，縱使在追求虛幻之事，但箇中

的歷程，那份追求的心志，那份愛、那份渴求，

卻是無比真實。幻愛就是發夢，夢就是不可成

就的仍去追求，明知不可為而為知，明知失敗

仍去嘗試，繼續追尋，本身就是美好！

不～停～挑～戰～我～啦！對自由、

對信仰、對行公義施憐憫，對香港

扎心，這是我的責任，但～我～是

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為何我不該

保 存 自 己， 繼 續 成 就 身 為 丈 夫 或

爸爸的責任？我很想負責任……不知

道……這是十分痛苦的事，但面對的道……這是十分痛苦的事，但面對的

又豈只我一人，全部香港人都被挑戰，又豈只我一人，全部香港人都被挑戰，

恐懼籠罩得十分嚴重。如何面對這恐恐懼籠罩得十分嚴重。如何面對這恐

懼、面對被禁言？若然發聲，就會承受懼、面對被禁言？若然發聲，就會承受

風險、苦楚，甚至乎苦難。風險、苦楚，甚至乎苦難。

 因此，就懷著一顆追求真自由的心， 因此，就懷著一顆追求真自由的心，

繼續留在香港囉。何況我這份人很看重繼續留在香港囉。何況我這份人很看重

誠實，是你講大話，為何是要我驅逐自

己出去，我想留在香港，尋找屬於我心

靈裏的自由，你囚禁我的身體，但囚禁

不到我的靈魂，也限制不到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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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ung
微光音樂成員

自小我便渴望將來成為一個歌手（發明星夢，哈哈）。但在這

個時代，我不想只為自己而活，總覺得自己能為大家貢獻一些

甚麼。生存在這個時空下，總有某種使命要我們這些年輕人去

完成。我熱愛音樂，我渴望觀眾聽過我們的歌之後能夠「有得

著」。這個得著不只是「旋律動聽」、「唱得動聽」，更是歌曲

所帶來的信息（Message）—從神而來的得著與感動。

我認為本地基督教音樂需要被復興；我認為廣東話詩歌能讓這

世代的香港人唱出最真摯而扎心的敬拜。我甚至渴想有一天，

本地詩歌能夠震撼非信徒，讓他們也能感受到耶穌的愛有多麼

的真實寶貴。我看見「玻璃海」、「原始和聲」的歌手、樂手，

才發現原來我也很想成為這樣的一個敬拜者。

我想趁現在還年輕、還有信仰的自由，為上主追夢，和香港人

一起追夢—用音樂、用廣東話詩歌，與大家一起唱出最真摯

的敬拜。

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也許跟昔日早已大相逕庭。社會的動

盪，政治的氛圍，讓人們看不見這城的將來。於是身邊的好

友走的走、散的散。年經人討論的話題不再是享樂，而是在

比較各國的移民政策，看看誰的門檻較低，方便「跳船」。

然而，我很想留在這個地方。歸屬感也好、不願離開固有的

生活圈子也好、聖靈感動也好，我只想在香港發展屬於我的

未來。我愛這片土地，更願意和這個地方共同進退，因為這

裏是我唯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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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微光音樂」於去年成立了。我們沒有最頂尖的才華，

也沒有太多的資源，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卻讓我們見證著神的作

為與恩典：新成員的加入、各人運用自己的恩賜服侍，彼此建

立……最深刻的是微光於三月參與 Hypersonic Fest，當我們

一起唱詩歌 Medley 的時候，台下每一個人都竭力唱出對這城

的呼喊……

這正正是微光的異象：「願我們成為黑暗世代裏的一點微光。」

傳道書四 12 提到：「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一點的微

光也許微不足道，但三束、三十束，甚至三百束的微光，則能

成為一束耀眼的強光。

我（微光）盼能成為彼此的同行者，於這世代一同等待上主的

公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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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

思
反

在 2017年 8月，德雲道典雅清幽的花園和多實

街陽光照耀的平台出現了兩個偌大的英文字母

“RC”（Reflective Collaborators） 立 體 模

型，標誌著中神神學教育運動邁向一個新階段，

以「反思 • 協作」為主題的新課程亦隨即開始招

生。轉眼間，新課程已經完成了一個三年的周

期，而第一批的道學碩士同學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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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的心聲
1
：

帶著甚麼期望入讀？箇中的經驗怎樣？今日畢業

感受又如何？

 當初被「整合」與「實踐」兩個詞語吸引—渴望

將聖經與神學知識在不同文化場景中整合實踐，讓

福音變成具體的生命行動；很想做些腳踏實地、迎

向時代需要的神學。

 第一年遇上社運，二、三年級在疫情中渡過，更學

到從處境裏深入思考，與不同人對話；基礎年的訓

練，讓我們學會先聆聽和欣賞，看清楚才行動；靈

命培育的根基，幫助我們與不同群體（包括權威）

協作，以致產生許多嶄新的可能；課程提供很多選

擇、很多協作的空間。

 希望新課程的畢業生成為與時代協作的牧人，不是

以一人之力擔起所有工作，而是與兄姊們同工，並

堅守上主的道去宣講，慎思明辨。

 很感恩，我們從「白老鼠」變成了「初熟之果」！

老師的叮嚀、同工同學的祝福：

 通宵達旦習原文，聖道高揚聚德雲，細味家常留多

實，反思協作出中神！

 從第一門課向你們介紹 Creative Tension（創意張

力）、協作、Missio Dei（神的使命）等觀念，到最

後一年與你們一起學習總結整合，欣賞你們勇於表

達溝通，樂於聆聽，以及對群體的信任。希望你們

帶著這份赤子之心出去實踐使命。

 多謝你們與我們一起嘗試“RC”的學習，老師們也

與你們一起學習和掙扎呢！盼望你們出去把“RC”

精神發揚光大！

 在這個時代，你們會面對新的挑戰，願你們把個人

恩賜和在學院所學的好好發揮，祝福你們的路越走

越寬闊！

 「回應呼召，忠於使命，莫忘初心！」，彼此互勉！

 讀書讀幾年，但圖書館可以用一世；還有記得多些

回來吃中神的「屋企飯」。中神的大門為你們而開！

                                                                                                                                                     

1 若想更多了解“RC”新課程的箇中理念與教學團隊及同學們的

心聲，歡迎參閱黃國維、黎高穎怡編：《反思 • 協作：神學教育

新想像》，（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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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競業 :::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

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

架構竟能洞悉世界變幻。架構竟能洞悉世界變幻。

後來體會到人心的轉變比後來體會到人心的轉變比

統計數字的起伏更加奇妙統計數字的起伏更加奇妙

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

作，先後在紐約和香港參作，先後在紐約和香港參

與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與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

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

龍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龍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

來的思潮文化之中，以神來的思潮文化之中，以神

學佬自鳴。有一妻三女幫學佬自鳴。有一妻三女幫

助他貼地而行。助他貼地而行。

所以，你們要完全，如同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太五 48，和修本）

「完全」τέλειος是新約的重要詞彙之一，作為形容詞共出現了20次；而作為動詞「得
以完全」τελειόω，則出現了 23次。

馬太五 48清楚地指出，天父是信徒「完全」的榜樣。天父是一位鍳察人心的主，
所以馬太福音第五章強調我們要監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單靠遵守外在的法律。
譬如說，世人傾向敵我分明，把敵人看為要征服的對象；但要成為完全的人，便
要學習放下心中對人的一切仇恨，因上主愛世上所有人。

在希臘哲學中，一個完全的人擁有完備的德行，凡事都能作正確的選擇，是眾人
敬仰的對象。但對保羅來說，一個完全或成熟的信徒（林前二 6）只誇基督的十字
架。這人樂於分享自己的軟弱和上主的恩情，不會誇口自己的能力或公義，也不
會強調自己比別人優越。因為當那完全的來到（林前十三 10），世上一切的榮耀
都要過去，政權、民族、財富、科技等都會變得無關重要，唯一能存留到永恆的，
是我們對人和對神的愛心。

神子也因祂愛世人，甘願來到罪惡世界中受苦死亡。耶穌得以完全，是藉著祂在
苦難中順服上主的心意（來五 8~9）。同樣地，信徒今天也要面對各種試煉，在困
迫之中，謹守主道，體會上主的幫助，是我們得以完全、力臻完善的必經之路。
（雅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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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帝在現今反權威、科學主義倡導的世俗世界好
像已過時，甚至哲學家推斷，宗教會隨著時間在人
類歷史中消失。Charles Taylor的 A Secular Age，
於 2007年面世，專篤破無神論以為世界少了上帝就
終於自由奔放、蓬勃發展科學這迷思，指出世俗世界
如何掛念及尋找終極拯救和意義，是很值得一讀的經
典著作。唯全書獨有的學術詞彙眾多，而且長達 870

頁，普通人敬而遠之。但 James K. A. Smith為這
經典寫了一本輕鬆幽默的介紹書，以生活作例子，全
書只有 140多頁！

[楊思言 ]
神學科助理教授

Smith, James K. A. 
How (Not) to be Secular: 
Reading Charles Taylor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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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退休新約教授（1924－ 1999），序言中提到他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從荷蘭被擄到柏林當勞工，雖然所受的苦楚比起當年很多人來說，
微不足道，但苦痛的折騰是不可量化的、是個獨的，難以完全向他人說明。他說：
「苦痛攻擊我們存有的核心！它將我們非人化，往往使我們在這不理性和神祕的
『主宰』下成了無助的受害者，屈從於無明的權勢下。」（頁 108）。他透過保羅書
信對苦難的回應，說明基督徒面對這墮落的世界，受苦往往是一種救贖的必須（先
知的回應）。這世界唯一的盼望，就是它在面對神終極審判被全然毀壞後，能改換
一新（天啟的回應）。

[張略 ]
周永健教席教授（聖經科）

Beker, J. Christiaan
Suffering and Hope: 
The Biblical Vision and the Human Predic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曾經在個人成長班有同學分享，雖然接受心理輔導多年，還不及基督信仰給他
帶來的全面改變；但與此同時，亦有別的同學分享接受祈禱醫治多年，還不及
心理輔導給他帶來了徹底轉變。本書作者克勞德博士認為，問題不在於心理學
還是神學可以幫助人，其實聖經早已為人的情緒困擾提供解決之道，只是我們
沒有了解自己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學習的功課。相信你跟我一樣渴想生命得著改
變，變得更像基督！本書指引我們如何培養四種神的特質，讓我們的生命不再
停滯，能夠在基督裡得著改變的醫治！

[林添德 ]
輔導科副教授

享利‧克勞德博士

《改變帶來醫治》（二版）

顧美芬譯

台灣：中國學園傳道會出版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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