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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我們與基督的距離

愛在即與離之間：
從雅歌看親密關係中的距離與渴想

在阻隔與距離下的牧養



「污穢呀，唔好掂！」

這句原本給孩子的日常警告，如今連長大成人的我們

也經常用來互相提醒。一場疫症襲來，觸碰（touch）

變成高危行為，一下輕觸，亦有可能沾上病毒。於是，

人與人的交往難免被視為播毒危機所在，1.5米距離化

身成人類的安全屏障，冀可隔絕感染。可是，一旦當

我們習慣得不再渴望觸碰或被觸碰，輕看甚至忽略觸

覺這種無法被任何科技取代的重要感官，才是我們真

正的危機。身體髮膚這龐大的感覺系統，遍及全身，

透過觸碰，孩子建立起保護與區辨反應，更是親密連

繫的重要表達，而這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渴望與需要。

渴想親近，正好呼應「尋思」系列〈觸摸：我們與基

督的距離〉一文，楊思言老師自喻這是一篇「個人申

訴」。從小經常被教導「親近主」，卻清楚知道此生

只能靠著聖靈與主相交，根本不可能與基督有任何身

體接觸，無法透過實體的觸摸與祂親近。這種距離無

疑教人難以滿足、有所缺欠，情況就如疫情下的網上

聖餐，惟在限制之中，繼續懷著盼望等待面對面的重

聚。如此期許，說明了親密接觸對愛意表達是何其重

要且不容忽視。舊約中充滿身體意象的雅歌，可謂把

這種渴慕描繪得淋漓盡致。在李穎婷老師〈愛在即與

離之間：從雅歌看親密關係中的距離與渴想〉的文章

裏，我們便看到一對戀人如何想方設法，排除萬難，

尋覓心中所愛。道阻且長，但這份渴想能否化為更大

動力，以致鍥而不捨地等候有朝除去障礙，相見相擁

呢？其實不管是一段關係或是一個處境，藩籬阻隔固

然可怕，但關鍵還在於我們的態度。

三年以來，香港承受前所未有的衝擊，堂會的牧養模

式與信仰傳統備受挑戰，並由此引發翻天覆地的變

化。〈在阻隔與距離下的牧養〉一文裏，歐醒華牧師

提醒我們，牧養從來不是鼓勵人盲從，經歷這一切，

究竟是窒礙還是幫助了我們在信仰與生活上反思整

合，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誠實謙卑面對，從中學懂分

辨，也學習放膽求變，以回應上主藉處境給我們的教

導與指引。而今期「踐道」正是好例子，「油踐入心」

召集人、校友黎廣澤分享疫情下社區服侍的體會，不

僅見證五餅二魚神蹟的延續，顛覆了我們對資源限制

服侍的想像，亦帶動我們思考上主於此時此際帶給教

會的使命。

然而，餵飽飢餓的，扶持軟弱者，靠近傷心的人，在

嚴密的疫情防控措施下，那伸出來的手往往被迫擱

住。疫情大爆發之時，醫院限制探訪，多少病榻前無

奈留下孤單與遺憾。今期「一期一會」，輔導科老師

林添德與擔任院牧的校友曹銘恩分享他們與病友、與

受助者接觸的領受感悟，儘管身體接觸受限，但心靈

因感通依然可被觸摸、得安慰。誠如李耀坤老師在「解

話」裏為「身體」一詞精闢剖義，便指出肉身與心靈

並不分割，基督信仰呈現出整全人觀。「身體」為我

與他者劃出界線，肯定個體生命的尊貴；同時因同屬

受造，一同嘆息，一同喜樂，共感相連，引向社群的

互動。現世的身體，如何看待？如何運用？是值得我

們探討的重要課題，更是需要我們慎思的畢生功課。

編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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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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篇敘述文或議論文，反倒更像是一篇我

的個人申訴。要申訴的是，我們常被教導有關耶

穌的愛，我們應「親近主」，事實卻是我們今生

從來沒有機會見過祂，更遑論觸摸祂，難免感到

不足。小時候總有聽過、唱過的「耶穌愛我我知

道，因有聖書告訴我」，真是只在認知層面。

愛的語言，獨缺身體觸摸

約翰壹書擘頭提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

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但

其實歷史上絕少人有幸這樣接近基督。聖經記載耶穌

觸摸痲瘋病患者，我們總是強調耶穌對這患者的愛，

可是全球千萬的皮膚病患者中，有幸被祂摸過的寥寥

可數。多年患血漏的婦人在人海中觸摸耶穌的衣袖而

得醫治，被讚有信心，可是有多少類似病症的患者根

本沒有機會見到耶穌。耶穌叫門徒讓小孩子到祂那

裏，但有幸被祂抱起的好像只有一個。祂復活後，

門徒多馬嚷著要「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

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則不信（約二十

25），結果一切如他所願，試問又有多少懷疑者有

這機會？但耶穌竟隨即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

了！」真的嗎？其實另一處耶穌自己也說，從前有許

多先知和義人要看祂那代的人所看的，要聽他們所聽

的，卻沒有機會（太十三 17），明顯能親眼見到耶穌

是福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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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際關係專家提出，人與人之間有五種表達愛的語

言︰陪伴時間、服侍行動、贈送禮物、鼓勵說話、身

體觸摸。1但似乎耶穌回來之前，

我們經歷祂的愛充其量只得前四種方式︰

祂曾為我們犧牲，甚至死在十架上，今天

祂仍看顧我們，聆聽禱告，賜厚恩給我

們，又給我們聖經的甘言，前四種的愛都

有，甚至過於人所能理解，就是欠了最後

的身體觸摸。

有些人的愛的語言是觸摸（不得不承認，我也是其

一），那對他們來說，不能親眼見耶穌和被祂觸摸，

感覺如有重重隔膜，你對他們說應與基督「親近」是

帶有點諷刺的。2

我也發現，我越來越同情不信者。與其說他們小信，

倒不如說人都是渴望一位「實體」接觸到他們的

上帝。

基督教神學總會著墨上帝兒子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

的核心信息，上帝不是那位高高在上、抽象、不吃人

間煙火的超越者，而是親自成為有血有肉的人，在世

上與人親身接觸，一起吃喝，甚至受苦、受死。上帝

就是「實體」的觸摸人。另外，基督教人觀亦強調人

的身體是人存在的唯一方式，人性不可或缺的親密關

係，都是透過身體的。基督教教義堅持，人的最終盼

望是身體復活，不是只著眼靈魂。近代的神學家越來

越看重身體，批判傳統貶低肉身的諾斯底傾向。可

是，我們越是強調身體的重要，就越是感到不滿足︰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就是欠了身體的接觸。

根據三一論，基督復活後，早已升天，差派了聖靈與

門徒同在，是一種超越地域、時間、文化的同在，遠

遠突破基督在世時與人交往的時空限制，但這亦即是

說，今天基督在我們中間的臨在只是透過靈，祂並不

是實體的行走在我們中間，與我們肉身接觸。當然，

祂應許會再回來，我們（例如在信經）很清楚相信，

耶穌會再回來，審判活人死人，屆時所有人都會看見

祂。但現在信徒都是處於已然未然，我們只能在非實

體的狀態下接觸祂，期盼祂的再來。

親身接觸，惟待基督再來

我明白，有些神學傳統就是強調與基督的親身接觸，

所以認為教會進行聖餐時，基督是親身臨在於餅和酒

的，所以我們與祂有實體接觸。有一次，我與一位信

義宗牧者談聖餐，他堅持在聖餐中，基督是親自臨在

於餅和酒，一邊說著一邊激動到流淚，說基督愛我

們，必是親身的接觸我們。他即時做出兩手緊握的動

作，表示基督是這樣拖著我們的手。

但對於改革宗和福音派背景的我，我相信耶穌升天

後，祂在施恩座前為我們祈求。祂道成的身體是人的

身體，雖然榮耀復活了，但作為人的身體，任何時間

只會在一處出現，不會同時在不同的聖餐地點出現。

而且，倘若基督在我們每次舉行聖餐時都親身臨在，

那我們就根本不用等待祂的再來。

祂在最後晚餐時說祂不會再吃這筵席，直

等到神的國成就，再與我們吃（路廿二

16、18）。我們越是強調祂已親身臨在，

就越降低了祂再來的意義。

再者，相信基督臨在說的聖餐傳統（如羅馬天主教、

信義宗），其實只強調祂的肉身和血在食物中的臨在

而已，而我們只是相信領受了祂的身體，實情是在感

官層面上，我們仍是只感受到餅和酒的質地和味道，

並不是基督整個人與我們相交，更不是手握我們的

手。我們渴望與主有親身接觸，恐怕真的是要等待祂

再來才可享受。

4



2020年疫情開始時，很多基督徒討論網上崇拜、網

上聖餐的可行性。我當年剛好通過了有關聖餐神學的

博士口試，收到很多基督徒的訊息，問我有關網上聖

餐的看法。詳細的神學討論不在此摘錄，但不少人都

批評在教會聖餐中普遍呈現的個人主義，以個人默想

為主，他們指出聖餐的真正意義在於群體相交，而真

正的相交關係當然是應透過實體進行，有牧者正因此

反對網上聖餐。我其實很認同群體相交是聖餐的重

點，在可行情況下，網路當然不能代替實體的相交。

但我留意反對網上崇拜或網上聖餐的人都沒有指出一

個事實，就是我們與主耶穌的關係都不是實體啊！

這時代裏，我們都是靠聖靈與主相交；而

在瘟疫蔓延時，我們都可以靠網路與弟兄

姊妹相交。

上述兩種情況，我們基本上都沒有選擇，只能帶著期

待實體見面的心情，並不是要貶低身體層面的相交。

的確，耶穌與我們的關係是很吊詭，祂應許與門徒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祂說這話時正是快將升天離他

們而去的時候。也不錯的，基督教導門徒在最小的弟

兄身上所作的，就是作在祂身上﹔保羅亦稱教會為基

督的身體。所以按此邏輯，我們透過群體的服侍就可

「實體」接觸祂。然而，我們此刻始終處於已然未然

的階段，無可否認，這是令人甚不滿足的狀態，似乎

我們還是要熱切等待祂再來！

                                                                                                                                                     

1 Gary Chapman,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The Secret to Love 

that Lasts (Chicago: Northfield, 2010).

2 至於那些叫單身人士與基督「拍拖」的人，我只能說：「父啊赦

免他們，他們所說的他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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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助理教授

一個無用的僕人。喜歡學習、喜歡文字、喜歡看見生命成

長。希望能像溪旁樹，按時候、結果子，與眾同扎根於聖

言，迎向風雨飄搖的季節。

李 穎婷

兩年多的疫情，「隔離」成了日常，一般平民百

姓，聚集與接觸變成禁忌，喜怒哀樂亦只能埋藏

於口罩之下。因保持社交距離的新常態，我們可

能已差點忘記「親密」的美好，然而，親密與接

觸，是人類正常基本的渴求，而這種對親密的渴

慕在雅歌中表達得尤其淋漓盡致。

雅歌充滿了身體的意象，毫不避諱地刻劃一雙戀

人對親密的幢憬，從一開始女子就直接表達她的

渴求，「願他用口與我親吻，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一 1）。不過，雅歌中的愛情並非一帆風順，詩

歌中雖有愛情的甜蜜，但也不乏對「距離」、「阻

隔」與「隱藏」的描寫，當我們細讀二章 8節

至三章 5節，1可以感受到在阻隔中彼此對「親

密」的期待與渴求。

距離、阻隔與隱藏

這段詩歌充斥著阻隔兩人的事物，先是地理上的距

離，男方需要「穿山越嶺而來」，大概要像「羚羊、

小鹿」般敏捷，穿梭於峭壁之間，即使距離拉近了，

但也只在「牆壁邊」透過「窗格子」窺探，卻未能直

接登門造訪（二 8~10）。其次，或因情感上的防衛，

雖是咫尺之間，但女方卻像「鴿子」，藏於磐石洞

穴、陡巖隱密處，似是因羞澀矜持而躲藏起來，令男

方未能得見她秀美的容貌（二 14，六 7）。再者，時

機的差錯也成了他倆的阻隔，因男方在外放牧，不在

身邊，女方要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之時，良

人才有望「歸回」，在這仍未相見的晚上，她只能於

床上輾轉反側（二 16~17，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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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有時因時間、空間、情感的距離與錯置，我們會被阻

礙進入親密的關係。究竟我們接受限制，讓關係淡忘消逝？抑或

想方設法，突破藩籬？雅歌要呈現的，正正是這對戀人如何在隔

離之中竭力地尋求親密。

邀請

詩歌中，男方翻山越嶺，突破地理阻隔，繼而主動發出「邀請」，重複著「我的

佳偶，起來！我的美人，與我同去！」（二 10, 13），就在冬去春來、雨過天青的

日子，他邀請佳偶「起來」、「同去」，莫負這鳥語花香、果實纍纍的美景。「同去」

原文是「行走」，「起來、行走」同以呼籲式表達，就如上主昔日向摩西與以色列

民發出的邀請，「起來，走（行走）在百姓前面，領他們進去得我向他們列祖起

誓要給他們的地」（申十 11），上主邀請子民進流奶與蜜之地，期願子民愛祂，因

祂也專愛祂的百姓（申十 12~15）。雅歌中，男方這刻的「邀請」，同樣懷著一份

期待，兩人可以進入彼此專愛的親密中。可惜女方雖是聽見，卻未有馬上回應，

或許因矜持隱藏起來，但這亦反映男方的「邀請」是溫柔的，是有空間的，沒有

以威嚇來操控，他渴想親密，積極呼籲，但仍尊重對方的意願。

尋找

另一邊廂，女方以再三的「尋找」來表達她對親密的渴想。首先，她似是在夢中

尋找，「我夜間躺臥在床上，尋找我心所愛的」（三 1），可惜「卻尋不著」；繼而，

她決定要起來繞行城中（原文是「巡迴於城」），穿梭於街市廣場，但仍遍尋不獲，

她重複訴說：「我尋找他，卻尋不著」（三 1, 2），流露著心底的失落與焦慮；最

後，她「巡迴」尋找下，未能遇見所期待「轉回」（原文同「巡迴」）的良人（二

17），卻錯置地遇上正「巡迴」於城的守衛（三 3），故只能向守衛尋問「我心所愛」

的下落。這段描寫，反映「阻隔」所突顯的「渴想」，而這份渴想驅使已躺臥床上

的女子，起來冒險巡迴於城。尋尋覓覓，這「巡迴」的意象，就像《詩經‧蒹葭》

所描寫「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2

透過「屢尋不獲」的失落，突出其「鍥而不捨」，藉相隔下的「尋覓」強化愛的

表達。

等待

猶幸女方在「眾裡尋他千百度」後，驀然回首，終於遇見「我心所愛」，她就拉住

不放，要帶他回母家（三 4），至此，二人終於接觸、相見。女方從最初受邀外出、

到主動出行，最後反邀良人進屋，似乎是主客逆轉，但最後一節卻提到「不要喚

醒，不要挑動愛情，等它自發」（三 5），就在突破了所有隔閡的一刻，仍是「發

乎情、止乎禮」，因愛情，像易受驚的羚羊母鹿，不能肆意搞動，要等它樂意，這

雖與上文主動的「邀請」與「尋找」恰恰成了對比，產生張力，但同時也反映在

期望越過阻隔、渴想親密之際，仍是彼此尊重，互予空間，沒有一方要掌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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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雅歌可見，在隔離中，戀人彼此的渴慕更躍然於紙，而男女對唱，帶來雙重視

角與聲音，顯示兩人都有直抒胸臆的權利，情感對等，沒有誰可主導一切。而因

無法操控關係所產生的「若即若離」，雖讓人患得患失，但卻令關係始終維持著對

親密的「渴想與追尋」，甚至直到最後依然帶著「期盼與等待」，如全書結尾「我

的良人哪，求你快來！」（八 14），讓關係一直保持互動的狀態，不會因兩人尋見、

相聚，就變成靜止、定格。

阻隔，的確可以讓人疏離，但阻隔也可以是關係的驗證，甚至激動對親密的渴想，

保持關係的溫度，使雙方不會視親密為「理所當然」，因而變得習慣而趨於冷漠。

故此，從雅歌可見，阻隔不是最可怕，關鍵在於處身被阻隔的日子，我們是否仍

帶著渴想，願意不住邀請、尋找、等待？

今天阻隔依然，但這或會激動我們更渴想，渴想他日在相約之處，可除下口罩相

見相擁，這份渴想亦化成更大動力，叫我們縱面對「道阻且長」，仍甘心一直「溯

洄從之」！

                                                                                                                                                     

1 一般認為雅歌二 8至三 5是書卷中的第二首歌，三 5與第一首歌的結尾二 7相同。

2 詩歌意思是指詩人為見佇立河邊的女子，不斷逆流、順流地去尋找，其中道路險阻漫長，而最後對

方卻仿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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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崇仁教席副教授（實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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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阻隔與距離下的

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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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2019年社運和2020年爆發肺炎疫情，香港堂會備受衝擊。嚴峻疫情下，

人與人被迫疏遠接觸，教會聚會被暫停，加劇影響信徒間的連繫，而堂會慣

以聚集模式來進行的牧養工作受阻，由此引發起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人認為

新牧養方式不過是權宜之計，待疫情退卻，便恢復原狀；但亦有人認為疫情

正是一個契機，驅使我們重新檢視傳統牧養工作的真正意義與適切性。

重新檢視傳統牧養工作的契機

提起「社交距離」，這可說是整場世紀疫症帶給我們一個既廣泛又深遠的影響，為避
免交叉感染的風險，把人與人的距離拉濶，接觸減至最少。然而，觸覺（touch）1

對於關係建立以至牧養服侍，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就以筆者採用三“L”
概括的三個牧養向度為例，分別是“Listen”（專心聆聽）、“Link to God”（連於
上主）及“Life Together”（建立群體）。當我們專心聆聽，可以感受到對方的心，
若加上握手或拍拍肩膊的觸碰方式，更能夠直接傳達關懷與安慰；當我們為別人
代禱時，可以按手在對方身上，透過手中的溫度與力度，傳遞著友愛，也讓對方
感受主愛，這亦是一種寶貴的關懷經歷。即便是主日的握手迎送、安息禮拜中的
拍肩輕抱、洗禮（浸禮或灑水禮）中的觸碰與按手禱告祝福、病床前的關懷等等，
在這三種向度裏，觸覺皆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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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因應防疫條例規定，無奈關門，但無阻教牧們尋

找連繫信徒的方式，包括致電問候、以 Zoom團契、

小組或祈禱會，還有網上錄播或直播崇拜，讓肢體之

間就算隔著屏幕，仍可以「見面」，能夠參與崇拜與

分享禱告。連串「權宜」改變，無疑有助信徒們在這

非常時期裏互相連結，維持素常的信仰生活，但由觸

覺而來的關愛表達始終欠奉。就如奉獻，當變成以

「轉數」這電子方式進行，便缺少了在敬拜中預備好

自己，向上主專注並感恩呈獻的操練與場景。誠然，

我們不該墨守成規，但如能夠讓心靈與身體配合，全

人投入地敬拜，豈不更好！

當我們要苦苦思量採用甚麼權宜之法，其實疫情正迫

使我們必須深切反思慣常牧養工作是否適切以及背後

意義。回想許多牧養工作，均靠賴會友返到堂會才得

以進行。星期天的主日崇拜，長久以來已為信徒建立

起一種生活節奏，但這種習慣卻也令不少信徒與未信

家人因家聚安排而起衝突。疫情發生，網絡崇拜給我

們提供了較彈性的時間選擇，在在教我們深思崇拜的

時間、形式以及兼顧肢體需要等問題：

崇拜必要在周日舉行嗎？人是為主日崇拜

而設？抑或是幫助人建立以上主為中心的

生活？除一般牧養工作外，疫情對於聖餐

禮和洗禮這兩個聖禮的影響更大，處身疫

境中，當如何施行呢？

就以近期在教會裏的一個真實故事為例，讓我們一起

思考疫情對聖禮施行的考量與顧慮。

放膽尋求適切處境改變的實踐

牧師收到教會一位姊妹的來電，談及她那位住在護養

院的弟弟的近況，以及縈繞她心中的苦惱。原來她弟

弟自中風後，身體機能不斷衰退，現已無法操作智能

手機，最近更染上 COVID，雖然早前他已決志信主，

仍十分擔心他的信心會動搖，但又不知可以做些甚

麼。於是牧師便提議為他施洗，藉此堅固他的信。臨

近在護養院舉行洗禮的日子，卻因院內出現爆發，結

果謝絕一切探訪，家人亦遭摒諸門外，視像見面的次

數也減至每周兩次，每次十分鐘。姊妹正為此深感惋

惜之際，牧師建議可考慮網上洗禮。於是，姊妹帶著

疑惑又感恩的心，回應道：「可以嗎？當然好喇！」

網上施洗，可行嗎？怎樣做？身為堂會牧者或領袖，

你又會怎樣回應這位姊妹的失落心情？你會說：

「唔緊要架，洗禮不是最重要，最緊要佢信咗就夠

喇！」？抑或「網上洗禮怎可能！？因為不能灑水在受

洗者身上。沒有水的洗禮絕不可以！」究竟洗禮最重

要是甚麼—人悔改歸信上主？家人的見證和認同？

堂會的接納和容許？施洗者必須為受按立的牧師？有

沒有清潔的水？

聖靈在洗禮上又是甚麼角色呢？耶穌在約

翰福音三 5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

國。」有關水和聖靈，歷來也有不同的解

說，其中有一種說法指出，水就是聖靈，

兩者是一樣，而真正叫人進入神的國，就

是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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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必須佇立在聖經的基礎上回應處境，而處境反過

來亦塑造了神學。長久以來，不同堂會與宗派對於洗

禮一事，都有不同的踐行方式。回望當下處境，施行

聖禮確實有許多不便，但正好驅使我們撫心自問並細

心思考，究竟我們所看重的是傳統習慣？抑或箇中不

同的神學意義？由此再思修改或變動的可能。堂會作

為上主向世人施恩的管道，我們是阻礙了別人領受上

主恩惠？抑或透過不斷反思，好讓他人更深領受上主

的宏大厚恩？回到故事主角身上，那位弟弟最終接受

了網上洗禮，對上主的信心得到堅固，成為了家人的

美好見證。數星期後，他安然返回天家，在上主懷中

安息。而他這見證鼓勵了另一位姊妹，也嘗試為患上

COVID的年邁爸爸施洗，由牧師在網上主持，姊妹

則負責為父親灑水。聖靈的工作不受疫情阻礙，反倒

是墨守成規的傳統與固步自封的思維，無法對應處境

變化，實踐出聖禮的真正意義。除洗禮以外，聖餐禮

的實踐亦有重大變動。疫情爆發初期，確有不少人質

疑網上聖餐是否可行，但討論過後，當然有堂會一直

沒有施聖餐，只在崇拜裏設有記念基督的默想時段；

但目下大多數堂會都已改用杯餅套裝，讓弟兄姊妹在

家中領受聖餐。

實體的教會生活是我們的慣常，疫情卻迫使這些習慣

無法如常進行。上述提及聖禮在實踐上的各式做法，

都是不少堂會經過反思檢視而來的改動。

一場疫情，是阻礙還是幫助我們整合信仰

與生活？在在視乎信徒群體是否願意誠實

謙卑地面對處境帶來的挑戰。

可見將來，香港教會所要面對的處境變化恐怕只會來

得更急更猛，這意味著牧養挑戰越來越大，亦標誌著

改變需求越發迫切，不論是堂會的組織架構、人力資

源的分布、堂會決策的方式、對社區應有的使命、信

徒生命的自主性，以至牧者的角色與任務等等，都極

其需要深思與再思。正因如此，集體發問並尋求聖靈

的引導，更顯重要。上主應許我們，只要專一尋求，

是可以尋見，放膽嘗試，不要怕錯，謙卑聆聽自己和

團隊的聲音，聖靈必定指引我們，重尋那些值得欣賞

的傳統，繼續持守；至於不合人性需要又徒具形式的

做法，就當摒棄。牧養信徒，從來不是要他們只懂盲

從，而是在反思裏學懂分辨傳統的好壞，重尋傳統背

後的真義，也學習放膽尋找適切處境改變的踐行方

式，以回應上主透過處境來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1 五種愛的語言分別是讚賞的話、陪伴時間、饋送禮物、貼心服侍

和關懷接觸，而接觸是這五種之中，不少人用來表達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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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 給 他 們 吃 吧 ！

::: 黎廣澤 :::
「油踐入心」召集人

MDiv 2001, DipCS 1998 MDiv 2001, DipCS 1998 

馬可福音記載了「五餅二魚」的神蹟。耶穌在荒

野之地舉行了一次大型野餐，讓成千上萬的群眾

得飽足並有十二籃子的剩餘。這神蹟帶動筆者反

思疫情中的社區需要及教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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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吩咐

福音書作者記載了一段有趣的對話：「天已經很晚，

門徒進前來，說：『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經很晚

了，請叫眾人散去，他們好往四面的鄉鎮村莊去，自

己買些東西吃。』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給他們吃

吧！』⋯⋯」（可六 35~37）

當中的「自己」、「你們」及「他們」，反映了艱難臨

到時，大家有何反應，是只顧自救？抑或上主呼召屬

祂的群體：「你們，照顧落在同一處境的他們」？當

疫情在社區爆發，人心惶惶，各處也物資短缺，有奸

商謀取暴利，只顧自己頓成天經地義的事。然而，

耶穌對屬祂的人提出不一樣的吩咐：「你們給他們

吃吧！」

就是這句說話，教會要照顧社區有需要的人便顯得責

無旁貸了。社區中不少街坊，特別是長者，疫情把他

們「隔離」了。有長者表示疫情中，他們不能去飲茶，

不能家庭聚會並探孫仔，不能去老人中心見老友，甚

至外出也害怕「中招」。

「油踐入心」1便鼓勵信徒關心社區裏那些被忽略的

人，照顧他們的需要，堅持疫裏同行。我們接觸了

五百多位街坊，定期聯絡他們，預備糧食及防疫物資

給他們。不少人會問：「要照顧的街坊如此多，資源

從何而來？」

有才做？做才有？

回到經文，當耶穌吩咐門徒要給群眾食物時，且看看

門徒的回應：「門徒對他說：『我們要拿兩百個銀幣

去買餅給他們吃嗎？』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去

看看。』他們知道後就說：『有五個，還有兩條魚。』」

（可六 37~38）

兩百個銀幣大約是當時一個人的年薪，意味著一人之

力難以解決社會問題，耶穌便問：「你們有多少餅？」

去看看！這顛覆了眾人的想法，耶穌並沒有和他們計

算需要多少錢才夠買餅，而是直接挑戰他們：「你所

有的是誰賜的，目的是要幫助他人，與人共享。」對

筆者而言，門徒與耶穌的想法是「有才做」與「做才

有」之分別。兩種思維帶著不同的經歷及結果，更是

不同的神學。上主帶領「油踐入心」在社區經歷匱乏

中的富足，看見飢餓得溫飽，被棄的經歷愛與關懷，

無家的有居所，年老患病的被照顧，迷失的找到生命

方向。我們無意中接觸到貧窮、房屋、醫療、老人

等不少社會問題，在社區中見證其轉變不是出於計

劃及訓練而來的「成績」，而是上主奇妙的作為，就

是大家回應當年祂輕輕的一句吩咐：「你們給他們吃

吧！」，「五餅二魚」的神蹟就是如此延續下去！

                                                                                                                                                     

1 2018年由一群信徒發起成立的「油踐入心」，其名字背後的意

思是「在油麻地去實踐信仰，讓聖靈感動進入心中」。若想更多

認識及了解，可瀏覽 www.praxis-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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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銘恩 Paul

MDiv 2018

從服侍邊青到成為院牧，深信能夠與他者相遇是一份十
分特別的體會，而能夠與患難中的病友與家屬同行，更
是一個極其寶貴的使命。

一場世紀疫症掩至，掩蓋笑容，亦掩蔽身體，忌

諱觸碰，也不敢觸摸。摯愛親友間在病榻前的輕

撫、哀痛創傷中的拍膊與擁抱，無奈懸空。然而，

正因這直接呈現愛恨喜惡、交互傳遞溫度與力度

的觸覺感官被擱置，卻喚起了我們的重新關注，

留心細想它的珍貴特性。

觸碰—界線

曹： 身為院牧，我們需要恪守醫管局訂定的專業守

則，不可隨便觸碰病友，這跟以往在社福界任

職時一樣，畢竟觸覺的運用，實在需要小心為

上。

林： 的確，這方面是非常敏感。

 人性複雜，任何一方都有陷入誘惑的可能。而

歷史也告訴我們，輔導員對受助者的影響相當

大。因此，守則是為了保護受助者，尤其他們

正處於最感困擾之時，向我們呈現自己最脆弱

的一面，有需要好好保護他們。於我來說，如

面對抑鬱症患者，臨走前我會握手鼓勵，囑咐

繼續努力，不要放棄，但擁抱就肯定不會！

曹： 這確實很視乎彼此的關係和當下的需要，因為

觸碰是一種非常直接的表達，若彼此不熟絡或

不夠信任，就要謹守不做，細心觀察對方的步

伐。就算握手或拍拍膊頭，也應該盡量是同性

之間。

 苦難當前，病友往往是孤身面對，身邊人未必

懂得支持，院牧就成為病友表達心靈上明白與

同行的人。如果彼此的關係和信任度不錯，觸

碰可給予當事人巨大支持。然而疫情下，我們

曾經無法進入病房，往日委托院牧的事，只能

靠家屬了，我們亦相當鼓勵他們去做，因病友

只會認得家人的聲音，由他們親自傳福音、拍

拍病友肩膊或來個擁抱，對家人而言，這是一

種學習，把彼此關係拉近。

林： 不失為好辦法！

曹： 其實這兩年多，也開發了我在許多教會中分享

生命教育，好好檢視自己的內在生命，與家人

重建關係，活在當下，別等到最後才做，這些

都是疫情下帶給我的重要提醒。

林： 這些都是意外收穫！回望幾年來的院牧服侍，

你對觸覺感官方面有何深刻經歷？

曹： 有！記得有天下午，探望一位較相熟的末期肺

癌病友，但見他氣促發抖，冒著冷汗。當時他

已用上高濃度氧氣和止痛藥，知道死亡臨近。

由於目睹他的太太數月前因癌症離世，雖然深

信死後返天家，但過程要面對何事，始終不知

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拓展聯繫

ttttt uuu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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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無人能夠回答，教他感到害怕。於是，

我握著他雙手祈禱，給他讀經。最後，把他當

作小朋友一樣，撫摸他的眉心。十多分鐘後，

他沉沉睡著，就在那個晚上，他離開了。曾有

前輩笑著比喻，形容院牧是把病友交給耶穌的

人。面對這位病友，那刻感受甚深！原來只要

有人願意在旁陪伴，觸摸安撫，是這麼重要！

這服侍很有意義，而且使命重大。

觸摸—創傷

林： 他很信任你，透過你的觸摸關懷，讓他體會和

安心了許多。但我很好奇，是甚麼令你觸摸病

友眉心位置呢？

曹： 因為我自己這個位置被觸摸又或被掃掃頭髮，

也會好舒服，好像 BB一樣！人年紀大了，也

像 BB，只要輕柔地掃著頭髮，不用說話，對

病友而言，已是一種療癒。

 面對彌留，家人也可能“hang機”，不懂得該

說甚麼、可做甚麼，甚至不想在那空間逗留，

更遑論觸摸。況且中國人較內歛，道謝說話無

法啟齒，反而習慣交代事情如「我幫你睇住

邊個、邊個」。當病者意識自己的身體變化，

卻聽不見任何帶來安慰的說話，倍感孤單。不

過，就算身為院牧的我，也用上了許多時間反

省、消化和學習，才可以繼續留下來，置身其

中，縱然無助解決任何問題，病友依然會走，

但至少能夠陪伴他們，已是十分重要。

林： 那是最感無助、充滿恐懼亦不知所措的時候，

儘管病友已無力睜開眼，單靠耳聽，但體溫而

來的暖和質感，仍會感覺得到，那是一種連繫。

曹： 聽覺和視覺，確實很視乎病友的狀態。但觸覺

則不一樣，是最直接的，是互通的，觸碰者和

被觸碰者都同時感覺得到。就算倦極，仍會知

道有人觸摸你，當中包含了力度和溫度，傳遞

著一些信息，亦呈現了彼此的關係，當感受那

份力度，就會抓緊。熟悉的雙手和手上的繭在

在細說著一份關係。COVID下，無法床邊送別

臨終病友，對家人來說，確是一種不可逆轉的

遺憾與創傷（trauma），需要按著自己的步伐，

走向接納，這可能花上一兩年。

林： 提到創傷，其實隨著近年來腦神經科學的研

究發展，整個輔導專業提升了對身體的關

注，尤其對身體記憶與反應的認知。凌虐關

係（abusive relationship）裏遭到嚴重創傷

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求生的防衛機制，就

是 dissociation（解離），即與感覺隔絕。不

少研究理論及結果顯示，傳統採用的談話治療

（talk therapy）較難有效幫助他們。於是創傷

治療學者列文博士（Dr. Peter Levine）提出，

需要從身體入手，幫助事主接觸那些隱藏記憶

林添德 Edmond

輔導科副教授

是神學院老師，是資深輔導員，亦曾是義務傳道，素常
以視覺與聽覺運用為主，而隨著創傷治療的科研發展，
體會身體記憶與觸感意識的重要。

ccc hh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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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it memory）。他稱之為「身體記憶」

（body memory），即事主當其時唯一能夠有

的表達。輔導過程中，隨著當事人的信任度提

升，痛苦記憶打開，便會出現不同形式的身心

反應（somatic experience），作出當時無法做

到的一些舉動，例如用手擋開施虐者又或用腳

撐開對方。有時，連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

在接受輔導期間做那些舉動，但卻讓我們可從

這些身體反應著手，開展療程。不過我們會避

免作任何詮釋，只順著當事人的意願，鼓勵他

們繼續嘗試，容許自己的身體表達：「好呀，

你試試，我們是在一起的，這裏是安全的，而

我們有時間」。

 由於創傷是事主無法承載、容不下、消化不來

的東西，因此在輔導室外的日子，我們會教受

助人做一些身體動作去幫助自己，例如用雙手

擁抱自己，又或用右手摸額頭而左手放在心臟

位置，觸碰對當事人來說，好 powerful！待

受助人預備好並且願意，便可以由身體記憶走

進情感記憶（emotional memory），我們會問：

「這種狀況下，你有沒有甚麼感受？」如再進

深，就進到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這階段必須有足夠的安全度，才會說得出事情

始末，再次經歷當時場景。當事人若願意，

我們會邀請對方觸摸一下自己，嘗試感受或

擁抱那個被遺棄、被隱藏的自己，在想像中

重新接觸，向自己說話，重整往昔情緒經驗

（correc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觸覺—互通

曹： 不過，有些人真的很抗拒被觸碰，尤其是來自

陌生人。曾聽過有院牧慰問病友家屬時，用手

拍拍對方膊頭，當時未被拒絕，反應亦無異

樣，後來從他人口中才得悉，原來對方感覺不

好，但明白到院牧的舉動出於善意關心，於是

深感矛盾。這一件事，給我很大提醒，了解到

有些人由衷抗拒，自動開啟防衛機制。

林： 其實這些情況頗常見，為數也不少，確要留意

和謹慎！

 喜愛並渴望親密關係，本是我們與生俱來的需

要，不用教。最近才聽到一位幼稚園老師分

享，很有趣！學校雖已復課，但〔社交距離〕

仍不斷要「隔∼隔∼隔」，於是小朋友便偷偷

拖手，哈∼哈！從理論層面分析，若然年幼時

期，這種親密需要不被滿足或被拒絕，甚至更

悲慘地遇上了扭曲經驗，把它連上罪疚感或羞

恥感，便有可能引發性格失調，對親密關係產

生恐懼（fear of intimacy），害怕被遺棄或被

吞噬侵蝕。

曹： 其實，內在需要一旦無法在家裏得到滿足，自

會往外尋找，朋友、同學呀⋯⋯。過往目睹太

多家庭不懂得處理〔親密關係〕，往往得到的

回應是「你好煩呀，咁黐身！」、「仲黐住，幾

多歲呀？」。也許，連自己亦從沒被抱過又或

早已印象模糊，只得尷尷尬尬地回應。

 置身這數碼時代，加上疫情肆虐，孩子們都改

用 zoom上課，觸覺已習慣用於鍵盤屏幕，遠

多於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家庭，實在是極其

重要的基礎，如可以在家裏重啟觸覺這感官，

有助家人之間真切感受被愛、支持和同行。我

的仔仔已七歲，從他出生至今，每天都會抱抱

他，期望成為重要而恆久的愛的源頭，給他充

足的安全感，這對他的成長尤其重要。

林： 數碼科技及互聯網發展確有助我們跨越地域距

離的阻隔，即使疫情下，仍有方法保持連繫。

不過，並非等同彼此關係就此拉近，互通連

結。COVID不散，人與人之間如何重新結連

相處？從輔導角度，可以有四方面思考，首先

是同在（presence），然後感通（attu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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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共鳴（resonance），最後建立起信任

（trust）。

 先講 “presence”，這其實是接收式（receptive）

而非反應式（reactive）的聆聽態度，開放地

接收聆聽，不受個人經歷與看法影響，亦不受

個人反應主導。舉個例子，大家便明白箇中分

別。曾有一位受助者每次面談開始時都跟我說：

「我好眼瞓，我好攰！」，然後躺在梳化就睡

了。我心裏登時出現「咁我點幫你呀？點做嘢

呀？我哋仲要傾㗎喎！」的反應，繼而在心裏

解讀：「咁係咪你唔需要我呢？若唔需要的話，

算吧！」當我意識到這是反應式聆聽，便嘗試

調較自己去接收和了解，結果發現這原來是他

的一個創傷，致令他幼年時每晚睡覺都非常驚

恐⋯⋯。往後，我習慣他每次來到會先睡覺，

然後預留最後 15至 20分鐘分享彼此的經

驗。而他入睡的時候，我就進入感通，嘗試

attune他的鼻鼾以至身體動作。感通，意思就

是 feeling felt，感受被感受到，這其實是十分

原始的人際連繫，嬰兒成長會透過聲線、手仔

來表達或反應，譬如 BB的「呀呀」叫聲，照

顧者依樣模仿，便成為 attunement。待 BB越

大，懂得做更多動作如拍手，照顧者同樣跟著

做，他們便發現「原來我的內在世界是會被關

注」或「你是可以接觸我的內心世界」。感通

經驗越多，一步步累積起來，就會產生強大連

結，邁向信任。

觸動—心靈

曹： attune，我喜歡用「共鳴共振」，像波頻般一致。

 處境的轉變，無法走進病房，卻拓濶了眼

界，並深刻體會到觸摸不一定要 physical 

presence，當然能夠在場是最好的，但就算

用電話視像，也是一種臨在的探訪，只要不設

agenda，能夠聽見和回應病友們深層的需要，

這亦是一種觸摸，是心靈上的，來得更深邃！

彼此關係因此更為親近，信任增加。

林： 確是！感通是一種意識覺察，讓對方發覺「原

來我的內心世界被接觸到」。再進一步的話，

共鳴（resonance）就是透過眼神聲線或有聲

無聲的舉動，發覺「原來我的內心狀況，是

會影響你的內在世界」。舉個例，當看見有人

因剃鬚弄損嘴角，你不僅感受到那份危險和

疼痛，還回應說：「嘩！點算，我都剃鬚喎！」

對方從這回應感受到自己的內心世界可以影響

你，這就是共鳴。如果嬰兒時期，BB能夠不

斷重複經歷照護者的感通，便會生出「一切會

好起來」（all things will be well）的信念。有

理論認為，這是人類最早出現的信仰建立階段

（faith development theory）；而腦部科學研究

更顯示，彼此的心跳和情緒會走向一致，並由

此產生信任（trust），相信對方待自己好，信

任箇中的良善與關愛。

曹： 許多時候，病友都覺得沒有人說得出內在感

受。因此，他們說話背後藏著的信息，我們需

要聽得到、問得到，然後把接收到的感受來回

應，讓他們體會原來會有人明白自己的感受，

十分重要；而且卧病在床，需要有同行者，院

牧正是 here and now可以陪伴的人，給他們

一點力量，走眼前一步。不過，觸摸別人的心

靈以先，需要觸摸我們自己的心靈。

林： 對自己 presence，確實很重要，否則給出來

的只是反應，而不是開放地接收。

曹： 我們院牧團隊以往都忙於工作，彼此認識不深，

這兩年無法上病房，反倒讓大家有機會分享自

己的生命故事，加深認識，整個團隊建立了深

厚的互信。患難中，獨自面對不是易事，真的

需要團契。尤其在脆弱當中，能夠有人可以倚

傍，有一班人一起忍耐等候，是很治癒的事，

分享自己的軟弱，發現原來你的掙扎也是我的

掙扎，原來呼召無法做到不是罪來的。然後，

大家把一切帶到上主跟前，一起在混亂中重建

自己，感受到祂的同在、祂的喜悅，不在乎我

們做到了甚麼；與此同時，也培養我們對身邊

人多一份敏銳，添一份關心。這兩年多的豐富

經歷，是一個進入自己、進入別人生命的契機，

預備我們面對往後可能會遇上更大的事。

林： 令我想起新約教授 Thomas White提到耶穌的

父親、馬利亞的丈夫約瑟的經歷，所帶來的一

個深刻省思，就是面對意料之外、甚至教人戰

兢的新事，上主所求於我們，是以嶄新的方式

信靠祂，放下慣有的反應，敏於聆聽，即或仍

在不可知當中，仍深信祂施行新事，讓我們以

此共勉。

21



生
命
為
本  

的  

營
商
服
侍

22



每當談及營商，只要涉及金錢收益、追求盈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唯利是圖」，

甚或是「為富不仁」，這些都與基督信仰顯得格格不入。因此，當筆者採取自負盈

虧的營商模式，開設社區照顧服務，服侍社群，便常常提醒自己慎防陷入「既事

奉上主、又事奉瑪門」的困局中。即便能夠成功拿捏這兩者之間的界線，也難免

落入各種迷惘之中，尤其是這門生意的主權誰屬這課題。

由於營商必須開立私人企業，並且涉及投資者、股東以及董事的利益，就算一間

機構定位為「社會企業」，經各方協商，再訂明「社區利益聲明」，決意以服侍社

區及牧養生命為營運和服務目的，但如何平衡各持份者的權益，以及怎樣訂定優

次和重點等問題，都是筆者於過去兩年來不時要面對的掙扎，亦經常引發團隊裏

的激烈討論。事實上，要將信念貫徹落實於商業決策與日常營運之中，各持份者

必須有相同的領受。否則，便只會訴諸企業決策的法則，爭奪擁有最終決定權。

如此的話，一切勞苦便成徒然。

筆者深信，不論是透過教會事工形式服侍，還是引進「商差」概念，那只是財務

和營運模式的考量。譬如服侍病患和照顧者的社區照顧服務，「以生命承載生命」

才是核心，然後進入社群，建立關係。因此，一切的重點和優次，均以生命為本

的角度來出發。就以一位同工的服侍經驗為例：美儀姊妹本身是位護士，在護老

院工作，卻從未參與探訪與陪伴的服侍，因進入他人的生命經歷並箇中的苦與痛，

無比沉重也無法承載，教她感到害怕。然而，當美儀能夠運用她的專業知識與才

能，如上門為區內病友護理褥瘡傷口等，給了她勇氣離開安舒區，學習辨識聖靈

的帶領，將愛和恩典踐行出來，生命也得著成長。表面看來，美儀所提供的社康

護理服務與一般社會服務無異，但當她為病友清理傷口之餘，耐心聆聽照顧者娓

娓道出家人怎樣對病友的需要置身事外，獨力照顧所面對的孤單和無助，美儀便

是以陪伴與同在來服侍，分擔了照顧者的勞苦。

踐行信念，持守不易，然而就在陪伴、同在和分擔的服侍中，彼此的生命便能夠

建立起互相信任、本於基督恩惠的關係，使福音在受助者心中植根。

王莉萍 Janet
MDi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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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0 到 1 ： 展 開 網 上 學 習 課 程 之 旅

2021年 8月，我加入中神這個大家庭，負責的首個項目就是統籌「網上基督教研
究文憑課程」，這是中神的首個研究院網上教學課程。我們特地成立專項小組跟
進，務求在推出前做好一切預備工作。還記得上班翌日，便要參與這小組會議，
與同工一起討論網上教學的理念，期望透過網上平台，引導同學建立起神學及聖
經研究基礎，從中反思個人與己、與人、與神的關係。

疫症肆虐之下，大大提升了大眾對網上學習的接受程度。因此，我們竭力在各樣
籌備細節上，用心為同學締造更有效的網上學習環境，尤其在有限資源下，務求
堅守教學質素。同學可按著指定進度、在個人自由時間觀看網上的課堂講授；另
外亦提供網上實時課堂部分，讓同學於指定時間參與網上的實時課堂活動，接受
老師的靈修指導，體驗、反思及退省群體生活。

至於籌備網上課程的首要工作是改善整個網上報名的流程，務求方便同學報讀，
亦方便同工處理資料，同時也需完善現有的網上學習平台。另一方面，教學影片
可說是網上教學的重要一環，因此支援拍攝及製作教學影片，極其重要。經過多
月籌備，以非常有限的預算，購置合用的影片攝製器材和配套，學院內建立起一
個小型影片製作室，又安排了一連串的訓練課程，讓研究院老師輕易掌握錄影流
程；同時亦組織起一班具「剪片」經驗的同工，為老師提供影片後期製作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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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偉南
網上教育統籌

整個過程中，教我深深體會團隊間彼此協作的美善。考慮網上教學設備之時，箇
中需要專業知識與判斷，同時亦要顧及有限的預算，必須平衡這兩者。感恩的是
具備不同專業知識領域的同事，在考慮器材購置時，提出不少合用又價錢合宜的
方案；同時亦從中學習和選取了過往一些影片製作的方法，由此製訂出適切於今
天這網上平台的製作流程和準則。

回望整個過程，讓我學習結合理念和實際需要，並透過反思與融會貫通，從用家
角度設計整個網上教學的配套和設備。不過，從實際教學轉為網上教學，網上平
台怎樣才算有效使用資訊科技及影音工具，將會是我們未來仍須努力研究並進深
探尋的重要課題。

從 0 到 1 ： 展 開 網 上 學 習 課 程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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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展現出一種整全的人觀，對身體抱持正面態度。

它不把人視為由靈魂與身體兩個獨立本質組成的混合

物，而是視之為一個統一的生命。不同的人類生命詞

彙如靈魂、心、肉體、骨頭、腸、肝等等，旨在從

多角度去透視這具體生命的狀況，以呈現更立體的

描述。1喜樂時，心身都向上主歡呼（詩八十四 2）；

軟弱時，骨頭與靈魂都發抖戰慄（詩六 2~3）。相較

舊約，希臘文化中柏拉圖傳統傾向把非物質的靈魂與

物質的身體視為兩個獨立的本質，並且等次和終局截

然不同。身體是注定朽壞，但靈魂卻是不滅，可以獨

立永存。只有靈魂（甚至只有靈魂內最高等的理性心

智）才是真正的人，並且他暫時受困於身體（����）

這個墳墓（����）、監牢之內。人要達至生命的終極

圓滿，必須擺脫這個外在異質的物質身體。2

新約的信仰群體在希臘文化世界中見證福音，與這種

二元論人觀有相當複雜的互動。雖然新約吸收了一些

類似的表達，但大體上仍沒有離開舊約整全的人觀，

::: 李耀坤 :::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趙叔榮‧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

年少時醉心數理，大學時與主在曠野相遇，如今盼能和眾

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且為「身體」注入重要的信仰內涵。3例如，福音

的核心信息是耶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

一 14），並且從死裏身體復活，成為眾人初熟的果子。

（林前十五 20）信徒的終末盼望不是除掉身體，而是

身體復活和得著榮耀的轉化。（林前十五 42~44）受

造的萬有如今都切望我們身體得贖的日子，等候同

得終末的榮耀和自由。（羅八 19~23）再者，現世的

身體也不容忽視：它是「聖靈的殿」，發生在它之上

的事情，直接影響與主的關係。（林前六 15~20）信

徒把身體作為活祭獻予神，就是蒙悅納的敬拜。（羅

十二 1）「身體」既肯定個體生命的尊貴，同時也引

向社群的互動。信徒群體的成員一同以身體領受主所

設立的餅和杯，就是共享基督同一個身體。如此，

他們不是一盤互不相干的散沙，而是生命相連的肢

體，成為一個基督的身體。（林前十 16~17，十二

12~13，十二 27；羅十二 4~5）令人婉惜的是，往後

的神學和靈修傳統長期受希臘二元論的影響，對身體

的態度變得糾結含糊。4

「身體」是人類最尋常的共通經驗，對基督教信

仰來說，它同時蘊含著深厚的屬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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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整全受造生命的必然環節，身體是主體與對象

交疊之處。「我」的手作了此事，就是「我」作了此

事；傷害了「我」的身體，也就是傷害了「我」。「我」

不僅擁有那身體，「我」就是那身體；身體使「我」

成為能感受、探索、觀照、思考、影響外在世界的主

體。另一方面，在倘未有能力探索外在更闊的世界之

前，嬰孩的「我」已經開始以自己身體作為探索的對

象；而患病或年老時的「我」也深刻地意識到「我」

與那「不聽話」的身體之間的區別。身體讓「我」知

道「我」與鄰舍屬於同一受造人性，同時又具體地

劃出「我」與他者之間那條不能踰越的界線。身體

使「我」成為世界的一員，不能分離地與世界連在

一起。5

「身體」在教義神學、崇拜學、靈修學、倫理學等領

域上都有顯著的重要性，是一個值得教會進深思考和

探討的課題。

                                                                                                                                                     

1 B. Janowski, Arguing with God: A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Psalm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3) 

3-53; H. W. Wolff, Anthrop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4) 7-79.

2  E. Schweizer, “Body” in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Vol. I, eds D. N. 

Freedman et al.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767-772.

3  R. Jewett, Paul’s Anthropological Terms: A Study of Their Use 

in Conflict Settings (Leiden: E. J. Brill, 1971) 49-166, 201-304, 

453-458; R. Gundry, S MA in Biblical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  K.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2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380-382; K. Ware, “‘My Helper and My Enemy’: The Body in 

Greek Christianity” in Religion and the Body, ed. S. Coak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110.

5  K.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2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366-436; D.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74-79; Ethic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5) 185-196, 214-217; J. Splett, “Body” in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ed. K. Rahner (London: Burns & Oate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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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太多時候只從屬靈角度看耶穌，但其實祂出來傳道、上十字架之前，都是一名
木匠的兒子。祂當木匠的日子比傳道的日子長得多，名副其實是一位 hands on的
人，用一雙手來糊口。這書從第一世紀的木工業入手，讓我們重新認識基督，特別
是祂的勞動生活如何塑造了祂的召命。

[楊思言 ]
神學科助理教授

Brewer, H. Michael. 
Lessons from the Carpenter: 
An Apprentice Learns from Jesus.
Colorado Spring, Colorado: 
WaterBroo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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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很多近代學者捨棄以寓意方式閱讀雅歌，傾向將之理解為婚禮頌詩，是舊約中純
粹展示人間之愛的篇章時，作者嘗試以文本互涉方式閱讀雅歌，藉與何西阿書、以
西結書、以賽亞書這些先知聲音的對話，帶來閱讀雅歌的新洞見，亦再次確定雅歌
中良人佳偶之間的彼此尋覓、互相讚美、園中相處與愛中嫉妒，既是展現人間之愛，
更是彰顯神人之愛的極致，帶領讀者從雅歌中體會與神、與人親密之美好。

[李穎婷 ]
聖經科助理教授

Dharamraj, Havilah. 
Altogether Lovely a Thematic and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the Song of So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8.

這本書對愛的描繪深入，更將紀律、愛、成長和恩典連結起來，一切行動的目標是
生命的成長，是上主給予我們的善意。尤其推薦書中有關愛的課題探討，作者指出
愛不是表面情感或行為，而是關乎我們的心理意識和體驗。若我們能夠從多角度理
解何為愛，弄清背後的動機，包括接觸的舉動，對我們學習愛的表達極其重要。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 M.D.）

心靈地圖 I：追求愛和成長之路（新版）

張定綺譯

台灣：遠見天下文化，2022 新版

[歐醒華 ]
萬崇仁教席副教授（實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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