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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淺之惡

無能者的大能

減少校園內平庸的惡



編者話
惡，與我們的距離有多近？

故事書裏邪惡現身，總有一個大壞蛋、大魔頭角色，這號人物只

要被消滅或肯悔改，世界恢復和平，大家從此快快樂樂生活。這

種熟悉的歸因模式與劇情發展，潛移默化下，或多或少影響了我

們的視角，構建了我們的認知，直至某天的遭遇徹底顛覆我們。

讀到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之惡」（或「膚淺之惡」），更會赫

然醒覺，原來我們與惡的距離僅是毫釐，甚至是使它壯大擴張的

一部分。

今期「尋思」文章，先有李耀坤老師從鄂蘭的文本出發，剖開

「惡」的本相，並闡釋何為膚淺之惡。鄂蘭認為，惡是無根的，

所以它可以無限無盡地走向至極，完全扭曲人性；同時，它是抗

拒思考的，因思考就是要尋根究底。而膚淺之惡，正是雙重的「思

考無能」，不僅喪失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的能力，亦失掉了自我反

思的能力。它無關乎智力與專業能力的高低，也不只會在極權主

義社會中出現，即便是職場或校園等尋常社會處境，皆見它的蹤

影。專研暴力及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學系副

教授馮麗姝在〈減少校園內平庸的惡〉文章裏，就向我們揭示平

庸的惡在香港校園蔓延的狀況，指出箇中成因及抵擋方法。事實

上，鄂蘭已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鑒戒和啟示，落在這荒謬不竭的

崩壞世代，我們更要時刻警惕，深入思考，方能夠在最壞的時勢，

繼續擇善固執，活出最好的自己。辛惠蘭老師藉〈無能者的大能〉

一文，領我們進入彼得前書，學習先賢先聖榜樣，細察他們忠於

所托，越敗越剛強，越挫越堅毅的竅門。

不過，要警惕平庸的惡之餘，也要慎防虛假的「善」，因它同樣

可以築成邪惡，同樣使人萬刧不復，無法締造真正和平，香港浸

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郭偉聯在「踐道」裏，藉耶穌的教導給了我

們重要的提醒。而資深傳媒人、現為教會傳道的校友何明禮在「工

人手記」分享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生活實驗，仿佛打開了一扇窗，

讓我們探視一個影響無遠弗屆卻往往對平庸之惡不為意甚至「走

漏眼」的場域，那就是我們在 5G來臨的時代面對大數據的態度。

平庸之惡，確像是無處不在又無孔不入，但它絕非無堅不摧！誠

如「一期一會」五位來自不同職場界別的肢體，分享他們如何在

狹縫桎梏中，竭力見證，思考出路；在艱困壓力下，保持良善，

守住底線。從沒有放棄思考，也沒有下垂雙手，他們堅守本份，

努力踐行「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的生命，激勵著我們，亦提

醒了我們該怎樣選擇。儘管這選擇絕不輕省，甚至要付上代價，

但信實的大能者必幫助我們，教我們得著這向邪惡說「不」的力

量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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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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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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耀坤

之

淺

1961 年 4 月 11 日，前納粹軍官阿道夫 • 艾希

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法院受審，

被控於二戰期間參與種族屠殺，大規模驅逐猶太

人出國，並把他們送往東歐的集中營和滅絕營。

審訊歷時八個月，犯人最終被判處絞刑。猶太裔

政治理論家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受

《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委派前往

聽審，並作紀實和評論。1963 年，鄂蘭將這些

文章整理擴充，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惡

之膚淺的報道》1，成為見證和思考這場歷史浩劫

的經典文本之一。副題中「惡之膚淺」（Banality 

of Evil）一詞，引發學界嚴肅討論，對二十世紀

的政治理論、道德哲學，以至神學思考，產生深

遠影響。

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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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驚人弔詭性

一個把數百萬無辜百姓送往死地的人，究竟會是個怎

樣喪心病狂的兇徒？這疑問一直縈繞著鄂蘭，直至看

到犯人席上的艾希曼，他的表現完全顛覆了她的想

像。六位精神科醫生一致證實他心理「正常」，家庭

生活更堪稱典範。他既不是禽獸，也不是惡魔，只是

一個庸庸碌碌的官僚，缺乏行惡的動機，一心一意只

追求職涯晉升，為此格外勤奮「做好呢份工」。他完

全服從上司的指令行事，從不自己做決定，更不喜歡

出主意。2正是一個如此欠缺自發性的人，卻成為史

上最極度的惡的代理人。在此，惡呈現了驚人的弔詭

性，令鄂蘭陷入思想窘境：思考，是為要往深處探究，

到達事物的「根本」（拉丁語：radix）；惡，卻抗拒思

考，因為它沒有深處、沒有根。3她稱這現象為「惡

的膚淺」。於此，鄂蘭不但無意淡化惡的嚴重性，更

警剔我們甚麼是惡的致命危險：「最大的惡不是根本

的，它沒有根，也因為無根，所以無所限制，可能走

到令人難以想像的極端，而席捲全世界。」4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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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聽審，對鄂蘭帶來巨大的思想衝擊。5精心

建造的殺人工廠和大規模的滅絕計劃固然駭人聽聞，

但更令她震驚的是，在她出生的那個歷史悠久的文明

國度德國，那些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穩固可靠的道德

結構，幾乎一夕之間完全崩潰。在納粹的統治下，竟

可不費吹灰之力便轉換為另一套行事為人的規範和準

則，而社會所有階層的人都理所當然地協調配合。6

在艾希曼身上，鄂蘭乍見現代社會前所未見的道德危

機。7她進一步闡釋在艾希曼身上觀察到的「惡之膚

淺」，它與智力或專業能力無關，而是一種「思考無

能」（inability to think）。她從兩個層面去剖析這種

「思考無能」，揭示無根的惡對人性的扭曲。8

雙重的「無思」‧雙重的拔根

其一，「惡之膚淺」是作惡者喪失站在別

人角度思考的能力。

鄂蘭指出，「人是以複數（in the plural）而不是單

數存在，居住在這世界的是眾生，而非一個人」。9

透過與社群中跟我不同的他者交流，我們的心靈得

以擴展（enlarged mentality），以致能夠想像別人

的感受，作判斷時能把別人的處境和想法納入考量

（considerateness）。10然而，艾希曼被官話、陳腔

濫調、標準化的表達所築起的牆包圍，把他與別人分

隔開，致使他無法感知現實，無法站在別人的角度思

考 11；簡言之，這人從有血有肉的人類社群中拔根。12

其二，「惡之膚淺」是作惡者喪失自我反

思的能力。

鄂蘭認為，人類的複數性即使在獨自一人時，仍有

最後一絲痕跡，就是人在停下來獨處時，可以跟自

我進入無聲對話；換言之，複數性成為「雙數性」

（duality），更準確地說，一種對話式的「一分為二、

二合為一」（two-in-one）。13這與智力和專業能力無

關，人與生俱來就是會回憶親身涉及的事情，自問

自答做過些甚麼。透過思考過往的事，使人格往深

處扎根，當詰問的我與回答的我能和諧合一時，完

整的人格就得以建立，「因為在思考時，我是自己的

同伴，在行動時，我是自己的見證者。我認識這個

行動者，也注定與他共同生活」。14然而，在艾希曼

身上，鄂蘭看到的是一個拒絕思考自己所為何事的

人 15，也是拒絕回顧思索，拒絕回到過去並記憶的人；

簡言之，這人從其人格中拔根。16當人只是滑過事情

的表面，允許自己隨波逐流，而未曾穿透到他所能

觸及的深度，那由反思而來的約束就會消失。作惡

卻沒有引發自責、悔悟，犯下惡行之後馬上被遺忘，

這惡就可以無限地擴展蔓延。17

鄂蘭認為，雖然這種拔根和非人化在納粹滅絕營中以

最駭人聽聞的形式出現，問題卻不限於極權主義。

現 代 社 會 提 供 了 一 個 高 度 原 子 化

（atomized）、無根的群眾沙漠（mass 

society），極權主義只是在其上颳起的沙

塵暴。在現代職場中，我們同樣面對大大

小小的官僚系統，所有人都被約化為官僚

機器中的齒輪，並且任何齒輪都可以隨時

被替換。機關統治（rule of offices）本來

就是非人統治（rule of nobody），所以在

闖出滔天大禍之前，現代人早以習慣責任

的移轉。18

無怪乎艾希曼自辯時，強調自己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

色完全出於偶然，任何人也會做他所做的。19

雖然納粹已經覆亡超過七十載，但當日令鄂蘭戒慎恐

懼的社會因素尤在。「惡之膚淺」仍然是每一位關注

職場倫理的人，不能不深入思考並時刻警醒的重大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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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惠蘭
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極愛研讀聖經。凝望周圍，真理歪理含糊不清，眾

說紛紜。不想盲目跟風，只想回歸聖經，深信聖經

對今天世情仍有話可說。所以在神學院新約聖經的

教學當中，非常重視聖經作為神的話語，能被「真」

閱讀、「真」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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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時代烘爐，情勢有如江河日下，荒謬不竭，變本加厲，更見身邊的人

各有懷抱，為尋覓繼續安身立命之所，各有不同抉擇，基督徒應如何自處？

在看似不可抗力的大環境底下，在無能為力的嘆息之中，基督徒該如何擇

善而固執，在最壞的世界做最好的自己？

彼得前書是發給居於小亞細亞地區，主要是外邦信徒（一 1）的一封信函。這群
外邦信徒歸主後，生活方式也起了相應的變化，由原先奉行異教社會的生活習慣，
尤其可以無拘無束參與偶像敬拜，到現在轉而信奉一位獨一全能的永生神，更突
然絕跡於各大公眾祭祠、節慶巡遊、工會宴會等等的社交活動，再加上當時主流
文化認為，敬拜神明關乎整體城市的福祉，除了防災，大型祭祠活動更是城市人
民團結精神和歸屬感的催化劑，難怪作者形容：「你們再不跟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
的路，他們覺得怪，就毀謗你們」（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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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卷起頭已直指基督徒在世是「散住的客旅」

（一 1），無論居於何處，都只能是一群駐足社會邊

緣、不被明白的外人和陌生人，而他們最終盡忠的對

象、所選擇的人生命途和生活方式，都必然與異教主

流文化有所差異，以致必然遭到排擠和歧視。

雖然魔鬼好像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走，想

盡辦法恐嚇信徒，使他們心慌意亂，放棄

繼續對神效忠（五8）。作者撰寫這書卷，

就是要校正基督徒對自己身分的理解和對

受苦的觀點，從而站穩信仰、站穩在神真

正的恩典當中（五12），在寄居的日子（一

17）活現無能者的大能，在狹縫中積極面

對周遭的脅迫和挑戰。

無人能奪走我的尊嚴

除了「作為客旅散住」，作者在書信的起頭亦點出基

督徒在世身分的吊詭性；他們除了是被主流文化排斥

歧視的外來陌生人、一群脆弱的二等公民，但他們也

是「蒙神揀選」的（一 2），而「蒙揀選」更在書卷

首尾出現（五 13）和呼應，重點概括基督徒的身分

本質。原來基督徒的身分尊嚴，並非靠賴其他人賦

予，更非靠賴社會的互動來定奪，而是來自成為天

父兒女的重生（一 3）。這份從神而來的獨有尊榮，

是任何苦難或人為的貶抑都無法奪去的，就正如基督

是被人丟棄的活石，在神面前卻是蒙揀選和寶貴（二

4），信徒同樣作為活石（二 5），也要經驗基督所經

驗過的：表面被人所棄，真相卻是被神選上並且看為

寶貴（也參二 7）。

事實上，在二章 4至 10節，作者刻意引用舊約聖經

形容以色列作為神選民的華麗詞彙，來突顯基督徒同

樣如此蒙神揀選的尊貴身分。有人或將無能者當作螻

蟻，肆意踐踏欺凌，基督徒雖體認自己在世為客旅寄

居，但同時也是「蒙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民」以及「屬神的子民」，並且已經得蒙憐

憫，成為神獨特的子民（二 9~10）。無論環境順逆或

如何轉變，基督徒始終都是一群帶著使命，要將自己

擺上當作靈祭（二 5），決心宣揚神美德的祭司子民

（二 10），這在永生神當中的現實，是無從逆轉的。 

在最壞的世界做最好的自己

因此，在二章 11節至四章 11節的行為勸導，作者重

覆強調基督徒作為主流社會不認識的「寄居者和客

旅」（二 11），在不信者面前必須「做好／行善」1，

為要讓那些毀謗基督徒行惡的人，最終後悔並且懂得

好好將榮耀歸給神（二 12）。作者為無能者構想的好

行為/善行，主要關乎幾方面：

順服並受苦
在二章 13節至三章 7節的單元，基督徒「做好/行

善」展現在「順服權威人物」（二 13、18，三 1）和

「受苦」（二 19、20；亦參二 21）。既是一群不被明

白的小眾，基督徒無意成為社會當中的另類怪人，更

不會利用自身神兒女的真正自由，作為行「惡」的借

口（二 16）；而是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去尊重君王、

親愛自己基督群體的肢體，更加會敬畏神（二 17）。

尤其要留意，解作「遵從」的希臘名詞（ πακοή），

在 彼 得 前 書 出 現 三 次（ 一 2、14、22）， 對 象

都是跟神和信仰相關；而譯作「順服」的動詞

（ ποτάσσω），以關身語態（middle voice）出現，則

帶有自願服在別人之下的含意；基督徒就是如此在遵

從神的前提下，當君王和他的官員正常履行賞善罰惡

的職能時（二 14），自願順服人的制度和當權者（二

13~14），在公民社會裏作最好的市民，為城市的共

同福祉作看得見的貢獻，2目的是要藉著「行善/做

好」，塞住愚昧人無知的口（二 15），所以重點仍然

是城市中的基督徒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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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處境最脆弱無能的奴隸和婦女，普遍期望要

採納家主異教信仰的壓力底下，「自願順服」作最好

的妻子和奴隸，以爭取最大空間持守自己的基督信

仰，繼續作見證。妻子要藉著好行為，將非信徒的丈

夫感化過來（三 1）；奴隸順服乖僻的主人時，要存

著對神的敬畏，良心是要對得住神（二 18~19）。總

而言之，無能者受苦是難免的，因為「因行善（而非

因犯罪/行惡）而受苦，仍能忍耐」（二 20），本身就

是無能者的召命，是最大能的無能者耶穌基督，為信

徒留下「在最壞的世界，做最好的自己」的榜樣（二

21：「你們蒙召就是為此」）。

決不以惡還惡
正如基督釘十架時，「被罵卻不還口、受苦卻不說威

嚇的話」（二 23），基督徒「行善/做好」亦應展現拒

絕以惡還惡（三 9~12）。作為一群將來要繼承天上

永恆福氣的天父兒女，基督徒在世的召命，除了要忍

受冤屈的苦難，就只有「祝福別人」（三 9：「你們蒙

召就是為此」）。

雖然「討回公道、出一口氣」極具吸引力，「懲罰

惡人」更使人感到公義真理都在自己一方，「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未免顯得怕事懦弱了。然而，基督徒

的眼光必須看得見，神「要看顧義人，卻向行惡的人

變臉」（三 12），以致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將

自己交託給那位公義的審判者（二 23）。

行善受苦
作者在三章 13至 22節透過指出「行善」跟「行

惡」命運的「終末逆轉」（eschatological reversal），

教導基督徒現在因行善受苦，總比因現在行惡而最終

受神責罰（受苦）為好（三 17）。原來眼前的困苦並

非終局，苦難亦沒有最終的發言權。現在毀謗和誣賴

基督徒有好行為的人，至終會感到羞愧（三 16）。

所以無能者的順服，並不等同怕事沉默。

當他們要為自己的信仰（「盼望的緣由」）

辯解時，是會持守對神的敬畏和無虧的良

心，只是他們也會堅持展現神兒女和祭司

子民的身分風範，預備好以溫柔謙卑的態

度，回答各人（三 15~16）。

結語

曾有人寫道：「歷史中基督信徒的生命，就是擁抱失

敗、挫折，只要使命常在，擁抱失敗非失敗；伴隨挫

折不挫折。越敗越剛強；越挫越堅毅」。3

歷代基督信仰的先賢先聖，他們憑藉神話語的大能，

帶著信心和使命走完自己在世為客旅的無能者之路，

今天他們亦要如雲彩般，觀看基督徒如何繼續忠心完

成在世寄居的旅程（來十二 1）。

                                                                                                                                                     

1 在二 11至四 19的篇章中，作者 10次以代表「好／善」的希

臘字詞，來點出基督徒社會行為的特徵〔καλός，二 12（x2）；

γαθοποιέω，二 15、20，三 6、17； γαθός，三 11、13、

16； γαθοποιΐα，四 19〕。

2 有學者提出的例子，甚至包括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將小麥

售 予 大 眾， 參 Bruce W. Winter,“The Public Honouring of 

Christian Benefactors,”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4（1988）88。

3 承蒙作者允准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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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學系副教授

在平凡生命中，上主賜我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神蹟，

在祂的呼召帶領和恩佑祝福下，

讓我以三年半時間完成香港大學兼讀制博士課程；

讓我以不同的創新輔導介入手法，透過科研，服侍及

幫助有暴力、攻擊及欺凌行為的兒童和家長；

讓我成為家族中首位信徒，上主藉一人蒙恩使我們一讓我成為家族中首位信徒，上主藉一人蒙恩使我們一

家也同蒙恩典，最終四代人都歸入基督名下；

讓我和家人經歷神蹟醫治，成為了很多病友的鼓勵。讓我和家人經歷神蹟醫治，成為了很多病友的鼓勵。

靠著祂的應許保守，我滿有信心地期待著更多神蹟奇靠著祂的應許保守，我滿有信心地期待著更多神蹟奇

事發生，讓我的生命彰顯上主的榮耀。

馮 麗姝

2017 年 12 月， 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 發表了於 75 個

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的結果 1，

發現香港高達 33% 受訪者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

輩多次欺凌，嚴重程度為全球第一，然而情況並

未受到太大關注，實在令筆者憂心。到 2019 年，

香港經歷反修例和社會運動，政治立場和政見越

趨分歧，校園欺凌更升至 37.8% 2。筆者於去年

曾進行一項中學生及大學生因政見不同而承認攻

擊同輩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19.7% 中學生及

31.5% 大學生用口頭方式攻擊對方，而有 12.3%

中學生及 22.3% 大學生則會排斥及孤立對方，情

況嚴峻 3。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面對面的欺

凌進一步推展至網上平台；疫情期間，有 44% 學

生表示曾遭到網上欺凌 4。

10



培育精英還是「惡霸」？

筆者認為近年同輩之間的暴力和欺凌行為趨向「普及

化」，甚至「正常化」，為何這種「平庸的惡」會於

香港校園中蔓延？

香港有不少「直升機」及「怪

獸」家長均著重孩子「贏在起

跑線上」，抱持「汰弱留強」、

「人生勝利組」的心態，不斷要求

孩子在學術與技能各方面要精益求精，獲

獎無數，冀能培養成為社會上層的精英，但

現實中卻塑造了一個個自高自大、自私自戀、公主

及王子病上身的「惡霸」（學術名稱為「操控型攻擊

者」）。筆者的研究中發現，香港的中小學童的平均

自戀指數為 3.89，較英國（2.36）、美國（2.90）和

澳洲（2.81）為高；更令人憂慮的是，香港在學的操澳洲（2.81）為高；更令人憂慮的是，香港在學的操

控攻擊者（即是真正的欺凌者）的自戀指數為 6.23，控攻擊者（即是真正的欺凌者）的自戀指數為 6.23，

貼近美國（6.9）並超越加拿大（5.93）的在囚青少

年罪犯的自戀指數！簡言之，香港在校欺凌者甚至比年罪犯的自戀指數！簡言之，香港在校欺凌者甚至比

外國在囚青少年罪犯的自戀程度更嚴重 ! 自戀是精神外國在囚青少年罪犯的自戀程度更嚴重 ! 自戀是精神

病態（Psychopath）的主要特色之一，逾九成的成年病態（Psychopath）的主要特色之一，逾九成的成年

精神病態患者於 30歲前均有刑事紀錄。故此，可以

理解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何以與日俱增，而上述數字

的確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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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暴力」還是「欺凌」？

然而，筆者發現絕大部分的老師、社工及輔導員都只

著眼於攻擊行為的表面形式，例如：肢體、口頭、關

係、性及網上的攻擊及欺凌行為，而忽略了欺凌的定

義，亦不懂得如何評估攻擊者背後的心理、認知和情

緒狀況，導致胡亂介入及錯誤處理事件，令情況惡

化，越趨嚴重。

實際上，所謂「校園欺凌」其實大部分是

校園暴力，而非真正的校園欺凌。上文提

及的「操控型攻擊者」（小霸王）才是真

正的欺凌者，他們智商大多偏高，有自戀

傾向、缺乏同理心並以個人利益為目標，

藉欺凌和攻擊行為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和獲

取好處。但反觀復仇者（學術名稱為「反

應型攻擊者」）雖然同樣使用不同形式的

攻擊行為，但他們並非欺凌者。

由於長期遭受欺凌或虐待，為了自我保護、自衛及報

復，他們才採用武力或有各種形式的攻擊行為，卻因

此常被誤會是欺凌者。這些反應型攻擊者通常不擅辭

令、解難能力及社交技巧極為薄弱，加上他們有專注

力不足及過度活躍問題，並長期被欺凌及受虐待，這

些創傷經歷使他們在認知上形成「敵意歸因」，偏向

接受外界的負面訊息和線索，例如看見對方皺眉頭、

朝他的方向看卻帶著忽視的眼神，或聽見別人說粗言

穢語，便立刻理解為別人對自己心懷不軌，於是激起

憤怒情緒，不得不先發制人，以攻擊行為來保護自

己，對抗那些敵視自己的同輩。當老師問及為何使用

武力，他們說出來的原因又往往缺乏客觀理據和邏

輯，難以令老師信服接納，結果經常被誤會為欺凌者

而被懲處。這對反應型攻擊者來說，感到十分委屈，

極不公道，內心很不服氣，因他們才是受害者，真正

的欺凌者卻逍遙法外。因此，他們對老師和學校的信

任非常低，亦缺乏安全感，覺得老師既不理解他們，

也不能幫助他們。

減少兩種攻擊行為，有不同策略 

筆者認為，對攻擊者應先評估後處理。若然欺凌別人

是以個人目標和利益主導，對受害人不感同情和後

悔，冷靜行事且計劃周詳，就是操控型攻擊者。反觀，

在衝動和憤怒的情緒主導下攻擊別人，沒有考慮環境

和後果，最終亦沒有得到個人好處和利益，那就是反

應型攻擊者。

應對操控型攻擊者，需明確點出其背後的動機和目

的，使他們嚴肅地為自己的行為及後果並刑責，負上

責任；同時引導他們去理解受害人的感受和傷害，例

如透過話劇扮演、拍攝微電影和講故事的互動，提升

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嘗試身同感受，理解受害者

所承受的傷害；並協助他們建立「合情、合理、合法」

的思考模式，將之應用及融入於生活中。

至於應對反應型攻擊者，則要給予空間和時間，讓他

們冷靜情緒，組織事發經過；又透過角色扮演重演一

次，助他們從多角度分析事件，找出情緒激動的源

頭，並積極尋找被忽略的線索及客觀證據，以期進深

拉闊他們接收外界訊息和線索的渠道，提升他們的社

交和溝通的能力，與同輩建立互信安全的關係。此

外，可善用校園壁報板、網頁及刊物等，互相提點並

增強憤怒情緒管理的技巧，這有助反應型攻擊者減少

憤怒情緒和衝動作出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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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ISA 2015 Results (Volume III): Students’ Well-Being 

(Paris: PISA, OECD Publishing, 2017).

2 獅子山青年商會及香港家庭調解協會：〈童心解欺「零」問卷

調查〉（香港，2019）。

3 馮麗姝：〈「參與近期社會事件的攻擊者及受害者形成的潛在原

因及其特徵」調查報告〉（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20）。

4 〈調查指近 4成半港學生曾遭網絡欺凌　但較少會告知家人〉，

《香港電台》，2020年 8月 15日，取自 https://news.rthk.hk/

rthk/ch/component/k2/1543917-20200815.htm。

旁觀者要抵抗平庸的惡

大多數旁觀者都抱有「看戲」或「湊熱鬧」

心態，但也有些會順從操控型攻擊者的意

思，參與欺凌，或模仿箇中的欺凌方法和

手段。

可以鼓勵他們搜集報章上的一些真實個案，不少提及

即使是就手旁觀，亦等同參與，同樣被判入獄。而透

過推行全校「和諧大使」選舉、「校園反欺凌」周／

月，又或透過輕鬆的話劇、微電影、講故事、四格漫

畫或口號設計等，宣揚及建立校本的和諧氣氛，加強

深化學生們對暴力欺凌「零容忍」的意識，使校園內

平庸的惡再沒有任何立足之處。

不宜以偏概全，妄下評斷

近年香港因社會運動引發連串暴力和欺凌事件，若僅

憑眼見的表面暴力形式與攻擊行為來作評斷，或會過

分類推，甚至一概而論。事實上，暴力和欺凌行為就

像發燒、傷風、咳嗽等表面病徵，徵狀出現了，卻未

必是患上新冠肺炎，可能只是普通流感。本文旨在透

過客觀理念與數據為基礎，必須分析、評估及驗證暴

力和欺凌甚至謀殺的行為背後的病毒，究竟是操控

型、反應型又或是混合型攻擊者，其動機和心理情緒

狀態是南轅北轍。筆者是本地專注研究暴力和欺凌行

為的少數學者，了解到暴力和欺凌行為跟流感病徵一

樣，每個個案、每樣事件皆是獨特及唯一，不可單憑

職業、年齡和性別等而過早批判或以偏概全地評斷。

對於簡單地將暴力和攻擊行為判斷為公義與不公義，

筆者有極大保留。

無論是哪種攻擊者，他們在認知上的扭曲，都源於原

生家庭及個人的成長經歷。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切莫

忘記以耶穌的愛來愛他們，使他們回轉，彼此學習饒

恕，逐步邁向復和。惟有這樣，和諧合一才不是遙不

可及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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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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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家 鄂 蘭（Hannah Arendt） 的 名 著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令「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成為名言雋語。鄂蘭形容她筆下負責將猶太人送入集中營進行屠殺的納粹

黨衛軍軍官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惡行，為「平庸之惡」。她認

為艾克曼並不察覺自己在做甚麼，他只是一個為追求自己的事業升遷而異

常努力的人。1 鄂蘭暗示，如果他跳出對名利的追求，惡行本可避免。但

後來一些研究艾克曼的學者均指出，他並非鄂蘭想像般「不知不覺」且「平

庸」地犯下滔天惡行，而是接受、認同，甚至擁抱納粹的思想和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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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偉聯 :::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神學人，歷史人，蒙恩罪人

嘗試包紮社會衝突和撕裂帶來的傷口，重建關係，實
踐公益（common good） 。「栽種和平」提出，和
平與平安並非一個抽象的理想，乃指向四個彼此關連
的生活向度：（一）內心平安（inner peace）、（二）
人際和好（interpersonal peace）、（三）羣體和睦

（communal peace） 及（ 四 ） 社 會 和 平（social 

peace）。這四個向度讓我們有系統地重新檢視所經
歷的衝突，避免落入平庸的「善」的狀態中，以真正
立己立人的方法，探索走出衝突，進入和平的路徑。
這框架也讓我們意識到和平/平安並非一塊搬不動的
巨石，而是可以在細緻的審視下，重新檢視各範疇與
自身的關係，進而從某方面先採取行動，一磚一瓦地
建造和平。例如，當我們認知衝突與內心平安息息相
關，便可通過一些方法，如正念（mindfulness）及
聆聽溝通，學習察覺情緒，達致心靈平靜，進而更有
力量和資源，疏解衝突。3

置身衝突的社會，人愈易以暴力「解決」問題，並以
平庸的「善」合理化自己的暴力手段。但如耶穌所言：

「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太二十六 52），暴力只會
換來暴力，而不會得到平安。祈願基督徒謹記耶穌
的話：「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
兒子」（太五 9），讓我們選擇真正的善，而不是平庸
的善。
                                                                                                                                                     

1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London: Penguin, 2006) 287.

2 例如 Deborah E.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Schocken, 2011); 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3 讀者可在這網頁瀏覽我們這年工作的情況：https://www.

facebook.com/102153838556341/。

虛假的「善」，築成邪惡

如此，就不只是惡的平庸，更是錯判了善；又或，艾
克曼容讓自己隨從了虛假的善，以至行惡。事實上，
聖經中也有不少例子，行惡的人通常自認有充分理
由，甚至是善，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徑，並不察覺自己
的邪惡。例如夏娃說服自己偷吃禁果、法老迫害以色
列人，以及祭司長勸人殺死耶穌等。我們更要注意的
是，這些由「善」築成的邪惡，往往與我們人性深處
的慾望、群體文化及集體創傷意識有關，致使我們難
以快速直截地發現自身想法或做法有何盲點和錯誤，
反倒將一切不從眾的人視為異類和壞分子。

對於這種人性的陷墮，耶穌給了我們兩個重要教導：
（一）自我反省並追求相同審判標準，進而不去論斷
（太七 1~5）；（二）待人如己（太七 12）。這兩點看
似軟弱無力，卻是重要的解毒劑。毋論斷的教導，勸
自以為義的人停下來審視自己，並以「度人之尺」來
衡量自己。若然一個人良知未泯，又願以同一標準度
己度人，必定察覺自己、所屬群體、甚至是民族，不
比別人強。於是，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剷除對頭，而
是一起改變自身。就算對方愚橫又固執，不願自省，
只要仍願意待人如己，大屠殺般的悲劇仍可避免。這
提醒對今天渴求公義彰顯的人來說，或許刺耳；但近
年香港社會飽經撕裂衝突，全球亦再陷入冷戰危機，
急公好義若加上平庸的「善」，我們必定自吃苦果，
害己害人，落入萬劫不復、你死我活的邪惡之中。

真正的善，建造和平

當我們愈多人覺醒，立志踐行耶穌的教導，便會發現
在衝突中建設和平（peacebuilding）的可貴與必要。
筆者自去年開始，與施達基金會的黎嘉晉弟兄共同籌
劃「栽種和平」（Cultivating Peace）計劃，透過課
程、網頁、社交媒體和服務活動，推廣建設和平理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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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鄧美美

我相信每一個地方都可遇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大家

努力做好本分，本於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是就說

是，不是就說不是，有話直說。這些人都是我親眼所

見的真實榜樣，日後若要面對敏感工作或位置，他們

是值得我借鏡的對象。事實上，能夠運用得到自己的

專業已經不容易，往後形勢恐怕只會越發艱難，令人

無奈又沮喪。

當局在行政管理上，明明在迫人就範，卻掩藏自己的

動機；在工作間，整個氛圍明顯改變，自由表達的空

間在喪失，根本不知道紅線劃在哪裏，異見同事越來

越積極表態，唯有自己保持沉默。只會在信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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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

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

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逐流，甚至扭曲人性？

放棄自我的反思，不加思考的隨從，瞬間可

化為極端邪惡的溫床，無關乎智商的高低與

專業技能的優劣，這是漢娜 • 鄂蘭從二戰官

員的大審訊中觀察反思過後，留給後世的警

惕。尤其今天落入紛亂時代中，身為信徒的

我們，如何讓「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不

只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聖經金句，而是一個烙

刻在思考與行動的聖經實踐，免得我們隨波

逐流，甚至扭曲人性？

今期請來不同界別的主內肢體，

分享他們的思考與堅持。

今期請來不同界別的主內肢體，今期請來不同界別的主內肢體，

分享他們的思考與堅持。分享他們的思考與堅持。

今期請來不同界別的主內肢體，

分享他們的思考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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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時正重溫世界名著《動物農莊》，當中有些信息

正好提醒逆境下的社工如何在業界內自肥。

謹記歷史：社工發展與英殖管治發展息息相關。1842

年至上世紀 60年代中期，政府並不積極處理華人福

利需要。到 1967年暴動爆發，又遇上文革引發的偷

渡潮，面對大量華人福利需要，社工概念遂於七十年

代引進香港，許多滿懷理想的青年投身社區工作，透

過改變政策，改善市民生活。近這二、三十年，社會

工作日漸側重個人輔導，走向所謂專業化，越來越少

人從事社區工作，也回應不到公民社會裏的一些需

要，這是我們需要深思和反省的。時勢艱難，但我們

不要忘記社工這身分。

求知求真：當社會逐漸剩下一種聲音，人的需要就很
容易在單一論述下被簡化或片面地描繪，忽略人的深

層需要。社工需要走入人群，深刻認識他們，尋找他

們真正的「痛點」。而回應「痛點」的方式，已不能

單靠傳統的社福服務運作，社工需要尋求新知識、新

智慧和新方法，令服務毋須倚靠傳統基金，也可以在

社區裏自給自足並可持續發展。近年冒起不少創新社

會服務，如做得到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大突破。

人道表態：近年社會氛圍講求表態，宣示立場。當社
工期望所屬機構表態，往往換來沉默的回應。社會氣

氛緊張，如能夠把「宣示立場」轉化為對是非、道德

或人道的判斷或表達，可減低張力之餘，也盡上社工

為社會需要發聲的責任。

建立互信：社福界如同社會的縮影，資深社工擁有權
力甚或財富，是既得利益者；年輕社工則看不見前景

和希望，甚至公義。資深社工可否認真聆聽年輕社工

的心聲，用行動支持他們的一些想法？過程或有跌

碰，但他們需要你們的同行與不離不棄；而年輕社工

們看見前輩都一樣無力感充斥，卻毋忘社工的身分、

信念和價值，繼續求知求真，盡責表態，可否也給予

他們點點鼓勵支持？

內省覺察：這是為了讓我們有勇氣，堅持作出良善的
抉擇和行動。當中包括覺察、確認、接納自己的情緒、

需要、限制和環境的不確定性；對自己慈悲，以建立

寬闊的心靈，盛載外界的昏亂；荒謬日增，要好好保

護自己的靈魂，保持信念，常存盼望，如常生活，使

自己不致迷失，將來老了，還能認出自己。

下，才敢直白說話；認出同路人，就倍感珍惜。還記

得當初從商界投身政府工作，就是不想繼續做搶錢幫

兇，而是期望直接服務市民。落在今天處境，惟有不

斷在工作中尋找意義，不忘初心，一旦發現自己要做

的事原來只為搞宣傳機器，就會選擇離開，而目前尚

存一點空間。

教會於我，早已不再是給我教導和安慰的地方，餵養

都是往外找來的，聽道如是，閱讀也如是。仍然留在

教會，跟留在香港的心態相似。眼見很多人走了，但

仍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留下，我無法丟下，會覺得對

不起他們。儘管我預期有生之年看不見地上有任何改

變，但因上主向我們展現的終局，就予我信念與信心

撐下去。另一方面，我們又憑甚麼倖免遭遇這一切？

教會歷史不已告訴我們嗎？或許，以前很舒服的信仰

才是虛幻，也不知道自己所信是甚麼，但今天讀聖

經，每一句從未如此真實過、「嗒落有味」！不過，

我體會到平庸的惡是絕對真實，自己也不時有這種軟

弱，就像彼得三次不認主，又或電影《沉默》裏的吉

次郎，我不敢說自己會逃跑多少次，有幾多次不認

主，但當事後，我仍是會憂憂愁愁的走，仍有意識去

反省，能夠守住這最根本的底線，平庸的邪惡總有一

天會消失。

社工「自肥企画」
社工

守住底線
公務員

19

一

期  

一

會



這兩年，我們的城市急速崩壞，今天的香港，已不是

昨天的香港！

作為教師，看見同業被 DQ，感受到一股殺氣。作為

基督徒，我不想作平庸的惡（漢娜 • 鄂蘭），「呢啲

嘢我管唔到，我唔會去諗，亦冇責任去做啲乜！」的

念頭，很容易在腦海出現，但我選擇要做點事（太五

16：「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按著主的

帶領，我作了一些微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國安法通過前，我會用兩、三分鐘（始終教學是主

菜），在堂上分享新聞，我會強調：「我嘅睇法唔重

要，最緊要你能夠獨立思考！」從學生的眼神，看得

出他們真的在聽！國安法通過後，在課堂跟同學分

享的方式和內容必須改變（太十 16：「你們要靈巧像

蛇，馴良像鴿子。」）。基本上，我不會再提及跟政

治相關的議題，特別是低年班的網課，因為家長很多

時候是一起上課的！就是在實體課（學校暫時未裝

cam），也只會在適當時候（課題有所關連，否則會

很兀突）帶出正面的信息⋯⋯

我是一名在香港執業的基督徒大律師。

2019年在法律界是很特殊的一年，在社會氛圍帶動

下，各界對何謂「法治」產生了熾熱的討論。隨疫情

來臨，政府推行各種改革，香港在法律層面和生活模

式上的變化似乎無可避免。在時代洪流中，摸索新秩

序裏的定位，毫無疑問是一項挑戰，甚至讓一些同業

感到疑惑和陌生。然而，在這世代裏，身為天國的子

民及地上法律業界的一分子，我們應擔當怎樣的角

色呢？

「無論誰，因著門徒的名分，就是拿一杯涼水給這些

卑微人中的一個喝，我確實地告訴你們：他絕不會失

去他的報償。」馬太福音十 42（中文標準譯本）

作為律師，案件對我們來說可能不過是一宗案件，但

對當事人來說卻是他們的人生。因此，我們當謹記這

不光是一份工作，還是一種事奉。儘管我們不能確保

每宗案件結果盡如人意，但我們仍可成為當事人的同

說話謹慎，但要真心：身邊的同學可能跟你有不同的
看法，你要尊重，也要珍惜，他今天還是你的同學，

明天可能會移居他鄉，待人要真誠，real image和

virtual image都可以肉眼看到，但本質上分別很大。

不要灰心，繼續前行：做實驗時，弄了大半堂也沒有
結果，但到了關鍵時刻，expected results就會出來，

要相信：時候到了，事情就會改變，所以⋯⋯Never 

Give Up！派卷的時候，我會說：你已盡力，就算不

及格，也可以問心無愧，下次努力便可！

獨立思考，明辨是非：某地方災情嚴重，公布的受災
人數是 XX，你要訓練個人判斷能力，看到報導和圖

片，你認為呢！

我們作教師的，盡了力便問心無愧，求主帶領！

行者，多走一步關心和安慰他們。從經驗來說，這給

予當事人相當大的鼓舞和幫助。

曾有一位當事人被捲入一宗街頭糾紛，從種種跡象和

物證顯示，他更像一位受害人而非施暴者。然而，他

報案後遭警方拘捕及檢控。最初接觸他時，他表現得

很不忿，控訴社會不公，經律師團隊耐心聆聽和溝

通、共同面對審訊後，雖然他還是被定罪了，但案件

審結時，他已能夠坦然接受結果，放開心懷，真誠地

感謝律師團隊。那一刻，我知道他放下了怨憤，也許

對他是一種醫治。

今天社會上的不平事與日俱增，我們或許無力改變。

但聖經提醒我們，時候到了，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

人的愛心漸漸冷淡，「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

太福音二十四 12）。我深信天父安排我們在各自的

崗位上，有祂的用意，而我們的責任便是謹守自己的

崗位，在有限的能力範圍內盡心作主的工，說不定一

點一滴就能改變人心。回看歷史，不管哪個時勢，基

督徒為義受逼迫，福音卻仍是一點一點傳開了，其中

不乏的便是一群寂寂無聞卻不懈地在時代狹縫中散播

著愛的信徒們，我們亦應以他們為榜樣。

大律師
夾縫裏的鹽和光

老師
亂世中保持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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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要學懂道別的一年。

在新聞界，《蘋果日報》停刊、香港電台變天，

nowTV新聞、有線新聞人事變動⋯⋯

新時代下，身邊同行有的離職、有的移民、有的轉行、

有的失業，「認真做新聞的人沒機會做新聞」，可說

是今年上半年的總結。

2020年 6月 30日正式生效《國安法》以及其後頒布

的《實施細則》，我是最早一個閱畢條文、撰稿並參

與報道的新聞工作者之一。對坊間所言︰「紅線日日

在變」，不敢苟同，「紅線」自 6月 30日已經清楚明

白寫出。我工作的報館算是中立。不過，站中間的，

往往兩面不是人。《國安法》生效、「完善」選舉制

度，其實我們的報章也發過不少文章，報道了與政府

所言相違背的真相。朋友、行家碰頭，經常問：「擔

不擔心有後果？」老實說，我並不擔心。我樂觀的程

度，被太太說成是「天真」、「過份樂觀」，我只回道︰

「為甚麼由沒揭過《國安法》的你，來質疑熟讀《國

安法》條文的我所作的判斷？」

做新聞，我常引有線新聞的其中一個格言︰「inform 

the public, let the society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將資訊傳達予公眾，讓公眾作出一個有

資訊基礎的判斷）。我們的專業是不偏不移的報道。

所謂不偏不移，不是「各打五十大板」（Balance），

而是公平（Fair）。報道建基於事實，不含任何個

人感情、個人判斷、甚至乎一些與事實不符的意見

（comment）；亦因建基事實，故此會給予被批評者

充分的篇幅及時間作回應。我們報館至今尚未有一篇

報道遭政府指摘為「假新聞」，亦沒有記者因報道而

被抨擊、辭退，甚或背負刑責。

新聞工作者，也是香港市民，當然也有我們的感受和

意見。然而，報館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禁止坐公家

位攝入私貨」，只要今日坐在這位置上，撰寫新聞，

就要撇除私人感情、政見或看法，不偏不倚地報道。

必須承認，香港自反修例運動、《國安法》立法以

來，社會所受的壓力，回歸後前所未有，更有人形容

為「二次回歸」。在壓力底下，要承受壓力，就是「打

鐵終須自身硬」，而保護著新聞工作者不受壓力所影

響，靠的不是外力，乃係自身的專業與知識︰認清法

律、堅持事實、不偏不倚，就能無畏無懼。

報道不偏不倚，就能無畏無懼
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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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路十二 2）隱藏的

事沒有不被人知道，那多好 !但在這世代，隱藏的事繼續隱藏，然後少數人決定

了誰人能知道甚麼事，例如培育 Google大神背後的那些人。

Google搜索引擎的市場佔有率超過 90%，依賴 Google service運作的 Android

佔手機市場 75%，而 Google旗下 Youtube的市場滲透率達 75%。有個說法是

Google知道幾乎地球上所有手機用戶的實時位置、人際網絡、健康狀況、性格嗜

好、音樂品味與政治傾向。

為了驗證，我開始了一個生活實驗，就是與 Google切割，使用 Lineage取

代手機的 Android系統、停用 Chrome瀏覽器改為 Tor，而搜尋引擎則改用

DuckDuckGo，看片的話可以去 odysee，或者藉第三方平台匿名觀看我指定的

Youtube片段，不予理會其他推送。順帶一提，我早已告別 FB與 IG了，至於新

聞來源，就用最傳統的 RSS閱讀器。

結果喜出望外，我的手機和電腦變得對我一無所知，反應呆滯，但它向我展現一

個全新廣闊的網絡世界，跳出了之前的回音谷，感覺回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

何明禮
大埔浸信會傳道 

MDiv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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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聯網時代—那個沒有運算法橫行霸道的年代，那個你必須親手發掘自己互

聯網世界的年代。

當然，歷史不會回頭，我切割了，Google依然是大神。Google仍會透過其他朋

友的手機和電腦， 感知我的存在和去向，即使我帳戶手機號碼全都換了，只要我

仍然同時留在原來的群組裏，那 Google肯定知道這人仍是我，因為世上沒有其

他人有完全一樣的人際網絡，即使用了 VPN，我的瀏覽器設定仍然會出賣我。有

些人與 Google勢不兩立，會為自己創造五、六個身分，獨立地存在於不同的朋友

圈裏，這種高階玩法，我佩服，但我實在沒有精力。

Google大神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是全人類用了近廿年時間育成的，它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因此也無所不能，它臨在於我們的意念裏，左右我們的情感，說穿了，

就是現代的魔戒。我們憑甚麼認 為Google不會成魔？因為Google的格言“Don’t 

do evil”？ Do no evil是對客戶而言，Google的客戶是廣告商，我們只是貨品；

而且，那句話於 2018年已經從企業守則中刪掉。

如果平庸之惡，是指不願思考，順服地成為邪惡機器的一部分，在 5G時代來臨

之際，對大數據的態度，也許是個抵制平庸之惡的嚴肅課題。

23

工  

人  

手  

記

你在掌管時間萬有空間……



院長就職禮暨開學崇拜已於 8 月 30 日晚上在本

院禮堂舉行。典禮上的三個禱告，正是我們整個

中神群體處身急變時代裏，在承傳承擔之中，一

同俯伏於上主跟前的仰望呼求。本文節錄禱文中

的片言隻字，重溫細嚼，教我們時刻銘記持定信

仰，不違異象。

周永健教席教授（聖經科）

⋯⋯主，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將 2021-2022年新同學帶進我

們這群體中，讓我們一齊經歷上主祢如何塑造我們，讓我們

一起在一個學習的群體中，體會主祢繼續改變我們、建立我

們，讓我們看見的是上主祢自己的榮耀、祢的榮美、祢的美善。祢是中神的主宰，祢叫中

神從無變有，祢亦為中神做了美好的預備，當年祢感動趙天恩、陳濟民、高集樂及周永健，

開始了中神這工作，我們深信祢會完成這個工作，我們深信中神若是行在祢自己心意的時

候，祢必定會保守及堅固祢自己所作的工。我們為著中神歷任的院長感恩，是祢建立滕近

輝院長、周永健院長、余達心院長、李思敬院長，叫他們在中神裏忠心服侍祢，完成祢交

付給他們的職責。今天我們見證著祢的僕人黃國維弟兄回應祢對他生命的呼召，願意傳承

及承擔第五任院長的職責，主，我們為他感恩，我們正在見證上主祢是如何帶領中神這群

體，在這急變的時代裏為祢作見證，承擔起神學教育的使命，作祢自己忠心的見證人，服

侍眾教會。願那位開創、建立以及帶引中神、我們在天上的父，得著當得的榮耀、頌讚及

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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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主！祢讓我們有份，參與祢奇妙的聖工，叫我們一群本

是不配的人，承擔起中神過往多年來建立的傳統根基，並嘗試迎接

新一頁的開始。隨新學制已開展了一個循環，意味著新一個循環又

即將開始。不過，這個「新」，並不代表我們要撇去所有傳統遺留

下來的事物，而是我們更要承襲過往前人努力傳遞的屬靈真義，是

上主祢的聖言，是上主祢的十架，是上主祢的榮光。

我們在此，為中神整個群體禱告。不論是新入學的、繼續升學的、

已畢業的，又或在本地，甚或在海外服侍的，並所有老師及同工們，

願神憐憫我們，以祢的臉光照我們，又求祢幫助我們的生命，使我

們能夠反照上主祢的榮光，在這時代當中，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

萬國得知祢的救恩，並不因為我們是甚麼人，而是因為上主祢的揀

選，是祢的調配，叫我們在這個生命孕育的場所，學習反思，學習

協作。在多元和不同底下，要協作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

們越來越明白到，我們其實不可能獨自一人。願上主祢帶領著我們，

就如中神的使命一樣，要以傳承基督福音信仰為經，關切當下時代

處境為緯，求祢幫助我們在新世代中，一同協作，承擔整全使命，

遍傳福音，轉化世界。今天晚上過後，願上主繼續堅立我們手所作

的工，叫我們謹守崗位，叫我們有份仍然可以見證每個呼召的回應，

以上所獻的禱告，乃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們。

MDiv 2
學生會會長

我們為 Bernard院長感恩，祢拯救他、揀選他、塑造他、呼召

他，亦按立他。我們為 Bernard院長祈禱，求主耶穌基督的平

安，常常包圍 Bernard院長，以致他能夠行走在耶穌基督的平

安 Shalom之中。願 Bernard院長能夠深深的體會，祢的話是他

生命的糧，是他腳前的燈，是他路上的光。我們祈求上主的靈，

常常充滿 Bernard院長。過去聖靈怎樣感動三位榮休院長，今

後願聖靈加倍感動 Bernard院長。願主賜下作為院長所需的各

種聖靈恩賜，以致 Bernard院長能夠帶領一眾同工在主耶穌基

督再來之前，成就上主的旨意。面對不可知卻可以估計的未來，

我們求上主使 Bernard院長心靈的眼目，常常聚焦在祢那既榮

耀又慈愛的面容上，以致他能夠在各種挑戰面前，不至膽怯，

而是滿有剛強、仁愛、謹守的心，能夠認定那位選召他的，是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我們又為 Bernard院長的一家禱告，求主

賜下平安、和諧及從主而來的供應，祈求上主叫 Bernard院長

一家不會遇見試探，又救他們脫離那惡者。⋯⋯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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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畢業的，又或在本地，甚或在海外服侍的，並所有老師及同工們，

願神憐憫我們，以祢的臉光照我們，又求祢幫助我們的生命，使我

已畢業的，又或在本地，甚或在海外服侍的，並所有老師及同工們，

願神憐憫我們，以祢的臉光照我們，又求祢幫助我們的生命，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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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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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συνείδησις”這個字在新約出現了三十次，而

在舊約的《七十士譯本》中只是出現了一次（傳十 20）。

近東的文學不常討論人的內心掙扎，但希臘哲學則喜歡探討

人的心靈運作。在希臘思想裏，「良心」指一個人對自己的知

識（尤其是道德的知識）的反省。新約作者使用這詞彙時，增添

了信仰上的詮釋。

保羅是最多採用「良心」一詞的新約作者，共 14次，他形容即使是外邦

人，他們的良心也會知道上主的道德標準（羅二 15），但這種知識並非基於

人性的本質，就如希臘哲學的流行說法；而是上主把這知識放在所有人的心中，

以致沒有人可以在神的審判台前逃避責任。可是，世人的良心都被罪所扭曲（提

前四 2，多一 15），常常不能分辨，又或刻意拒絕美善。

另一方面，保羅要求信徒不要去審判而是要尊重別人的良心，假如有人認為吃拜過神明

的食物，就是與神明同坐筵席，信徒為了他人的良心緣故，就不該吃那些食物（林前八

7~13，十 23~33）。

信徒的良心已被聖靈更新，保羅強調他在事奉上，對得住自己和其他信徒的良心（林後一 12，五

11），這是作神的僕人的基本條件。彼得亦提醒信徒，要按著自己美善（或譯「無虧」）的良心行事

為人（彼前三16），就算信徒為了神聖（或譯對得起神）的良心而遭受迫害（彼前二19），也是一種恩典，

因為他們是蒙召跟隨基督為義受苦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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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2020 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惡與他們的距

離》／《無邪》（There is No Evil），波斯文直譯

作《邪惡並不存在》，是伊朗獨立導演穆罕默德 •

拉 穌 羅 夫（Mohammad Rasoulof）的 最 新 作

品，由四個死刑執行者的故事組成。伊朗是世界

上死刑執行率極高的國家，除監獄行刑者外，死

刑大多由 20 歲左右的年輕士兵執行。這種差事

絕非人性可以自然承擔，強令執行只會令人性遭

到碾壓和撕裂。

拉穌羅夫於 2002 年完成首部電影後，拍攝了多

部深具批判思考、觸及紅線的作品，屢遭禁映。

2019 年，更被判處一年徒刑、兩年禁拍電影和

限制出境。本片正是在禁拍令下秘密拍攝，靈感

源自他重遇十年前在拍片現場拘捕他並在審訊中

用刑的警察，意想不到地發現這個令他深感憤恨

的人，根本不是惡魔，只是個平凡不過的普通

人，無論政府要他幹甚麼，他本能地逆來順受，

盲目執行。

[宋軍宋軍 ]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滕近輝牧師副教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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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的
力
量
與
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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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强權，人還有選擇嗎？

由此，不期然想起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所

謂的「平庸的惡」，指那些放棄思考與判斷的普通人，

徹底服從權力、體制、集體意志，盡職盡責地去作邪

惡勢力的幫兇。影片第一個故事《那裏沒有惡魔》刻

畫的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孤僻苛刻、木訥寡言、極少

笑容以外，他是一個顧家、孝順、盡責的好人，生活

平淡得教人昏昏欲睡，然而到故事結尾，睡意全消。

主人公在一系列準確無誤的操作後，毫不遲疑地拉下

開關，轟然一聲，一雙抽搐的赤腳，順褲腳淋漓而下

的尿液，一個人被執行了絞刑。

「平庸的惡」盡都是放棄思考和判斷嗎？人是精於計

算的存有，關於利弊，人可以想很多。伊朗實行義務

兵役制，男性青年必須服役兩年，退伍後才有正常生

活。因此本片有句台詞：「如果說『不』，他們會毀了

我們的人生。」這是千真萬確，也值得同情，失去生

活所依的恐懼，使人不得不選擇屈從暴政。不過，也

有人自私得令人齒冷，第三個故事《生日》正是如此。

年輕士兵為換取假期趕去為女友慶生並求婚，接受執

行死刑的任務，怎知處死的卻是女友和她的全家視如

親人的人。他不僅要面對良心苛責，愛人最終亦離他

而去。助紂為虐雖有所得，但失去的卻更為寶貴。

你的選擇決定你成為怎樣的人

第二個故事《她說你做得到》，導演讓人看到暴政下

的一線光明和生機。經百般掙扎，年輕士兵選擇抗

命，冒險逃走。會合女友後，一邊開車一邊忘情地

唱著：「⋯⋯我會等待時機的來臨，我們會為自由奮

鬥。」1暴政固然在拒絕當中被削弱，但拉穌羅夫直

言抗爭是要付代價。第四個故事《吻我》可視作第二

個故事的延續，年輕士兵成功出逃後，卻連番遭遇惡

運打擊，令觀眾不禁問拒絕服從值得嗎？其實，導演

極力表現光明的一面，讓觀眾看到希望：有愛妻相伴，

行醫助人，養蜂取蜜又與野狐狸為友，女兒最終亦理

解父親的出逃決定，重新修好。儘管抗爭和拒絕與惡

為伍或要付出代價或受到傷害，但生活仍能快樂。

影片得獎，拉穌羅夫因處於上訴期間而無法親身前往

領獎，他透過女兒發放手機短片，表達他藉電影向那

些以「無決定權」為藉口、推卸責任的人要傳遞的信

息：「他們其實可以說『不』，這是他們的力量。」

四個故事，完全沒有出現邪惡的具體化身，然而邪惡

卻充斥四周，脅迫人去服從，否則頓失所有，挑起人

內心的幽暗、自私和恐懼。恆常擺在我們面前的，是

伴隨代價的選擇，電影暗示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

邪惡勢力的幫兇，除非懂得拒絕。而底綫，或許可以

劃在你最不想成為的人那裏。

                                                                                                                                                     

1 相信後文革一代大陸人對這首意大利反法西斯歌曲的旋律不會

感到陌生，前南斯拉夫一部老電影《橋》（1969）中曾使用，在

大陸頗為流行了一段日子。

參考資料

相關資料參考袁源隆：〈當拍電影是與强權為敵：伊朗導演拉穌羅

夫〉，《明周文化》，2020年 3月 11日，https://www.mpweekly.

com/culture/%e7%a9%86%e7%bd%95%e9%bb%98%e5%be

%b7%ef%bc%8e%e6%8b%89%e7%a9%8c%e7%be%85%e

5%a4%ab-mohammad-rasoulof-%e6%9f%8f%e6%9e%97%e5

%bd%b1%e5%b1%95-140541（瀏覽日期為2021年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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