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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盧龍光牧師  

 

引言： 

 

季報的訪問，務求海納百川，促進學術交流，亦予讀者直接認識各位受訪者的觀點（非反映我們

的神學傾向）。是期訪問一位香港教會和社會四十年來的風雲人物。他是香港少有的人物，先以

堂會牧者走到社會前綫實踐信仰路、也突破處境尋覓真理路；後又以神學工作者連結各家各派

的神學院、推動教會對外見證。這人物就是盧龍光牧師／博士。我們為盧牧師留下他的珍貴回

憶、學問工夫和獨特意見，供後學參詳。際此時代幻變，是次訪問顯得意義重大。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盧龍光牧師（盧） 

 

徐：謹代表中華神學研究中心，多謝盧牧師您接受訪問。首先想問盧牧師您一個大家未必知道的

問題，就是您早年是因何及怎樣蒙召下走上獻身事主之路？ 

 

盧：要分享這個題目可以說很多，但是篇幅所限，我簡單說以下幾點： 

1. 我出生時剛好全家信主，因此自小在教會長大，一方面我們全家都享受了教會對生活困難的

難民家庭的照顧，感受到教會及牧者的愛心，另一方面自小享受教會的生活，這是我獻身事主的

基礎。 

2. 我在 15-18 歲青少年成長期，便受到同學反對信仰的挑戰，逼使我反思：我為什麼要做一個

基督徒？我的信有多真實？是否合理？在理性反思及檢視信仰經驗後，確認是自己個人的信仰。 

3. 在 17 歲唸大學預科的時候，因為一位較要好的女性朋友，交上了一位當時我們認為的「飛

仔」（不良青少年），引致我注意及思考我們這些「良好青少年基督徒」之外的青少年，為什麼

他們會成為「飛仔」（其實他們也不是那麼「不良」，往往是一些基督徒的偏見）？我當時很簡

單直接的答案，就是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而為什麼他們不是，是因為基督徒活在自己的世

界，不去關心他們，不向他們傳福音！而且基督徒都忙著「揾食」（找生活），因此沒有時間傳

福音！雖然我們整天說不要為生活憂慮，唱著「天空的飛鳥不種也不收，上帝都養活它」，「野

地的百合花不紡線，也有美麗的衣裳」；但現實上，基督徒心口不一，為了花時間在滿足「生存」

上的需要，沒有時間去傳福音，我在那時候就覺悟到基督徒在世上生存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傳福

音」，使人得著「永生」，這是每一個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我們是為此使命而活在世上。 

4. 我去了台灣的中興大學唸森林系，因為我羨慕史懷哲及李文斯敦到非洲的森林傳福音；而我

父親又告訴我，中國是以農立國的，他將愛國的情懷傳給我，促使我以農業救國為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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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台灣，我有機會更獨立地建立信仰生活，熱心參予了大學的校園團契生活，學園傳道會的

個人佈道，導航會的查經，也去鄉村佈道……等，使我經歷了事奉主的滿足和喜樂，並且在「上

帝」重要還是「救國」重要的掙扎中，兩者結合，確認只有上帝可以救中國。 

6. 在大學的教會生活中，曾經對當時堂會的牧師在講道及帶領教會的能力方面不滿，甚至主日

崇拜都不想聽道；聖靈責備我為什麼不尊重上帝的僕人？他最少願意將自己獻上服事主，而我

卻在那裏批評；而且聽道不是聽牧師講道，而是聽上帝的道。我反思，悔改，在改變態度當中學

習積極地面對上帝，就經歷了上帝的呼召。回想 17 歲開始對生命價值的體會，大學事奉道路上

經歷了上帝的真實和祝福，確認自己的生命是屬於主，只有獻給主，生命才是最有價值的，無論

上帝要我做什麼，去哪裏，我都願意。在 1973 年大學畢業前，決定向我所屬的循道公會（1975

年後稱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表達奉獻自己為主所用的心志，就在 1973 年 9 月進入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受神學訓練，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至今 48 年了。 

 

徐：還記得您早年在維園帶領反巴士加價和電視上推動政府興建東區醫院。您在那保守的年代

示範了教會要關社(關心民間疾苦)，給我一輩甚大啓發，「有樣可學」最實際也最合華人的實踐

性信仰。請問您這個「行出來的神學向度」， 是怎樣形成的呢？又怎樣突破昔日重重關卡？可

否追述一下？ 

 

盧：我在分享蒙召的經歷時，已經談及我生長在 50 年代香港的難民社會中，教會對難民的服務

使我經歷了教會以行動去服務貧困人士的榜樣；再加上我的父母年青時都以救國為職志，他們

是在抗日戰場上認識的。所以我的信仰從來都是既個人也是社會性的，尤其在崇基受的神學訓

練，無論是聖經研究，教會歷史，系統神學等都著重個人及社會文化處境的向度，自然我們的牧

養也必須是既個人又社會的。而 1973-1976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是學生運動「火紅的年

代」，學生會的口號是「放」眼世界，「認」識（同）中國，「關」心社會，「爭」取學生權益，

而且領導學生會的同學大多數傾向「北京」政府，宣傳「馬、列、毛」思想和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有機會去研讀有關書籍和中國現代歷史，同時也去修讀唐君毅老師退休前關於中國傳統儒家

文化（當時稱為「新」儒家）的「倫理學」課。參予學生會舉辦的講座、研習班等各類活動，帶

給我這個剛從「反共基地」台灣回來的學生很大的衝激，而且我在台灣讀森林系時不但上山在森

林中實習，也要去木材工廠和工人一起生活。我不斷反思：基督信仰究竟對香港、中國、勞苦大

眾有什麼意義？我們所談基督的愛，對他們的生命有什麼有血有肉的意思？基督徒和教會的存

在是為自己還是為「世人」？我的神道學碩士論文正是在尋找保羅的「福音」和「傳」福音是什

麼意思？懷著這些關注和反思，我在 1976 年畢業後，在油麻地加士居道的循道衛理會九龍堂學

習事奉，在那個鬧市，既有住在廣東道、上海街、廟街等的貧窮人，也有彌敦道的大百貨公司及

中產家庭嚮往的名校在附近，而會友中不少專業人士住在九龍塘、又一邨等中產或以上的區域，

使我不斷在尋問我們的信仰、教會和我們周圍的社區和鄰舍有什麼關係？可坐 900 人的偌大教

堂，一個星期有五日是空置的，是否在白佔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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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兩年的事奉中，我建立了「社區教會」的概念。而卜瑞納（Emil Brunner）的名言：「教會

乃藉著使命而存在，正如火熖乃藉著燃燒而存在一樣，沒有使命，就沒有教會！」（Emil Brunner, 

The Word and the World，New York : Scribner, 1931，第 108 頁）成為我對教會和使命的基本信

念，我決心將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信徒在基督裏結合成為教會，而個人的使命與教會的使命結合

是我生命的依歸。約翰福音 1:16 對耶穌基督生命的描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我見到的「社區教會」模式；馬太福音 4:23-25；9:35-38 的平行

經文及從 5:1 至 9:34 的經文，記載了耶穌「道成肉身」的工作內容，就是「教導、宣講、醫治、

趕鬼」的四重職事（這是我參考好友錢北斗先生建議的三重職事變化而來，他將趕鬼包括在醫治

的職事中，但我認為趕鬼是以上帝國的權柄抗衡罪惡的權勢，這和醫治的性質不同，應看為獨立

的一個職事）。 

 

本著這些對信仰、教會、使命和「傳福音給貧窮人」（路 4:18;7:22）的信念、神學反思和實踐

模式，我在 1978 年說服了教會調派我到當時稱為「紅番區」的柴灣，在循道衛理會愛華村堂、

社會福利部和幼稚園工作，在這個社區中，將以上三個工作單位結合為一個使命教會，以「言語

和行動（作為）」去傳基督的福音（羅 15:18-19）。 

 

所以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只是一部份受新聞記者關注的工作。我們在社區中每天默默地實踐基督

道成肉身，住在人群當中，以「教導、宣講、醫治、趕鬼」為內容的微小服事，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 1981 年，在建立「社區教會」去服事基層的經驗中，發現香港的神學教育根本沒有著重去

訓練在基層中傳福音的人，甚至不斷強調要提高神學訓練申請者的學歷要求，將基層信徒排斥

在神學訓練的門外。結果，我成功地說服當時強調神學「研究院」水平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成立了

「基層福音工作者神學訓練課程」（簡稱「基福」），入學要求是中學或以下程度的信徒，張修

齊博士和滕近輝牧師（院長）都大力支持，他們的遠見和胸襟令我十分佩服。結果中神從 1982

年 9 月起招收了第一屆全職攻讀三年的「基福」神學生，多年來為香港的基層福音工作供應了

不少上帝的僕人，也刺激了神學教育要正視基層的需要。 

 

徐：上世紀七十年代亞洲有「福音大爆炸」運動、香港有「我找到了」遍傳運動等，傳福音往往

成為教會首要之事，對社會稍為複雜的問題沒有處理又或熱烈處理。這當然是華人教會背後受

基要主義或其他思想的影響。您在教會界及神學界事奉至今這麼多年，看到的這現象有否或有

何改變？ 

 

盧：其實我在大學時代就接受了學園傳道會以「四個屬靈定律」的個人佈道訓練，也在校園團契

接受「福音性查經」的訓練，和「導航者協會」的門徒查經訓練；正如我提及 17 歲時候對信仰

和生命的覺悟，每個基督徒生存在世，最重要就是「傳福音」；只是我在實踐這些傳福音的過程

中，發現這些「方法」有優點、缺點和不足之處，甚至對「傳」、「福音」的固態理解發現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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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在碩士論文研究保羅「傳福音」時，發現了「福音」不只是一個二千年前的古老故事，更

不是「四律」或一些我們不斷複述的「內容」，而是此時此地活生生道成肉身的「生命」，「傳」

是「生命」的傳遞，不只是「語言」的傳遞，雖然「宣講」也是重要的一環，但真正的目的是使

人得著不一樣的「生命」，就是活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有十字架和復活的生命記號。故

此，我在 1978 年也參加了香港學園傳道會推動的「我找到了！」福音遍傳運動，甚至也開辦「四

律」個人佈道訓練班，但是我不將這些機械式和死板的「方式」或「內容」當作「絕對真理」，

這些只是一些「宣講」的方式，必須結合「教導、醫治和趕鬼」，在人群中彰顯基督道成肉身的

生命，關懷人的整全生命，當然包括生命在社會、家庭和個人生活的各種問題。所以，我不針對

什麼基要主義神學的影響，我只在乎如何深入了解聖經所啟示的生命之道，在實踐中經驗和反

思福音的大能和生命的建立和改變。 

 

故此「傳福音」應該成為教會首要之事，只是要認真認識和反思「傳福音」的真義，不只是那些

大型的「傳福音（其實只是宣講佈道）」活動，而是必須包括面對和回應教會所在的社會上各種

簡單和複雜問題，耶穌基督以生命去呼召我們獻上生命，以生命去傳揚福音，這就是每個時代的

人都要在不同的處境中，探索聖經中「傳」「福音」的真義，然後作出改變和更新。 

 

我在教會界及神學界事奉至今多年，看到華人教會在這方面有明顯的改變，有更多基督徒和教

會參與社會服務及社會運動，但是若果沒有繼續在聖經、歷史和實踐經驗中進深認識和反思，可

以只是換湯不換藥，新瓶舊酒，沒有為華人教會在「傳福音」方面帶來實質的改變。 

 

徐：您不單牧會和教神學，更在做院長時推動成立香港神學教育協會(HKTEA)，使不同神學立

場的神學院領導人多有來往，成為美事。 香港的神學院近年面對社會很大變遷和嚴峻挑戰， 您

作為神學教育的長輩，有沒有什麼心底之言，欲與眾神學院的師生互勉分享？ 

 

盧：其實香港神學教育協會(HKTEA)是早在 1991 年 3 月成立的，在我 1995 年擔任崇基神學組

主任之前，由當時 11 所不同背景的神學教育機構組成。不過我在擔任神學組主任的第一年（1995-

1996 年）便被選為主席（1996 至 1998 年），而 2003-2005 年又再被選任；其間促成了提名代表

參選「基督教界普選」，希望可以成為特區政府「選舉委員會」中的宗教界代表，兩次組織及帶

領代表團訪問內地神學院，並且進行香港神學院基本資料搜集等工作，這些都必須凝聚各不同

神學立場的神學院領導人合作才可以成功。在我擔任 HKTEA 主席的四年期間，很感激各神學

院的通力合作支持。我在 2014 年已經從院長職位退休，不敢對現在的神學院師生指指點點，只

是從經驗中所領受的，就是在面對每一個時代不同的挑戰，都必須學習彼此尊重和溝通，同心去

整合不同的意見和立場，以合一為重，放下一些差異，才可以在不同的時代見證在基督裏使人和

好的福音，並且分享資源，彼此支持，凝聚力量，作合一的見證。這樣做可以為神學生、未來的

教會領袖作美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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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您卸下院長後，仍在中港兩地奔走事奉，可否介紹一下您近年事奉的內容，其中有甚麼「夢」？ 

 

盧：其實在中港兩地奔走的事奉，是在我擔任神學組主任的第一年（1995-1996 年）便開始，我

在當院長的第一個暑假便開始了神學組師生每年和內地神學院及教會的交流學習團，我和老師

在各神學院演講和講課，學生坐在課室和內地神學生一同上課和交流；在我退休前已經去過所

有內地的神學院；有時我也被個別神學院邀請去教授常設課程。而崇基神學組是香港中文大學

宗教系的一個學術單位，我們又建立了和內地大學學術交流的渠道，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和教學

活動，並且每年邀請五十位內地大學研究生來參加四週的暑期交流學習課程，另外亦提供奬學

金給他們來攻讀中文大學碩士及博士研究學位，或一年的交流生計劃；個別內地學者更被邀成

為一年或以上的訪問教授，在本校教授不同科目。而我亦接受了華南師範大學、南開大學、河南

大學、四川大學及首都師範大學等聘為客席教授去演講及教授不同課程。2014 年退休後，成為

汕頭大學文學院的受薪教授及擔任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每個月皆前往策劃和推動各類活動及

開設課程。至於有什麼「夢」，當然是我從青年時代便有的「中國夢」！期望基督的信仰可以對

中國人、中國文化、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徐：我們在推動中華神學的建立，您近年也在做這方面，您認為本色化／處境化的中國神學和香

港神學，是這時代的需要嗎？若是，您認為這種神學應怎樣開發且會遇到甚麽困難？可否一一

提出和指出如何解決？ 

 

盧：「神學」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信仰尋求理解」，而基督教的神學就是和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的上帝所建立的生命之約中，去經歷信實的上帝如何在這世界和一切生物中工作，並且作出理

解；故此，在不同時代、地域、民族和處境的信徒都自然會在信仰生命的經歷中作出各式各樣的

反思和理解。所以神學必然是本色化／處境化的神學，包括舊約和新約所表達的神學都是在當

時、當地的上帝子民對上帝信仰的經歷和理解，世界上沒有神學不是具「本色化」和「處境化」

的，故此這不是什麼時代的需要或人為的建構，只是當我們沒有這種意識和了解，以為一些神

學，甚至是聖經中個別經卷作者的信仰表達和理解，是超越時空的思想，特別以為一直壟斷神學

論述的西方世界所發展的神學，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神學」，那就是否定了「道成肉身，住在

人中間豐豐富富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才是最高的啟示。所以中華神學並不需要去刻意「建構」，

更不是一個什麼要去解決的困難和問題，而是須要對聖經啟示的上帝在中國人的處境，包括歷

史、宗教、文化、社會、政治、生活等處境所做的工作，作不停頓的了解，因為這些處境是活的

和不斷變化、發展的，我們所信的上帝是活的而且是愛世人和中國人的。 

 

我們作為神學工作者，要去觀察、了解中國的信徒如何在這些處境中經歷和活出信仰，以聖經啟

示的模式去探討、理解、詮釋、論述、交流、對話。中國人的處境成為神學論述的資源，使中國

人可以明白基督教的上帝和他們的關係，使中國信徒可以有血有肉地在恩典和真理中經歷和活

出信仰。神學工作者以這些信仰的理解作為素材去論述，去傳遞，甚至以一些「學術」模式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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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一些看重理論的知識分子交流、討論。但必須記住，這些「建構」的神學論述都只是片面

的，不等同信仰本身和絕對的真理，只是作為對信仰的理解和交流的工具和參考資料而已。 

 

徐： 四十多年來，中國的變化巨大，大疫症導致今後的轉變亦難以預料，您認為應如何將福音

有效植根中華大地(包括港台澳各自土壤)、成為未來的祝福？ 

 

盧：正如我上面表達對信仰和福音的理解，是活的上帝所賜予的生命，而不是什麼包裝好的故

事，理論和產品。「生命」的根源在乎上帝，祂是滋潤生命的來源和賜予生命成長本能的賜予

者；不是人透過什麼「方法」去如何將福音有效地植根於中華大地。 

 

世界的歷史就是上帝按祂的形象所創造的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生命特點，在時間的長河中去

適應和創造生活的過程，無人可以控制或預測，所以從來都是難以預料的，過去如是，現在如

是，以後也如是。我們能夠做的，只是不要在忙於人類生存的活動和思考中，忘記或忽略了福音

就是道成肉身的生命這個本質，以至我們將福音抽離了生活的處境，福音不再住在人的中間，失

去了恩典和真理。我們要不斷彼此提醒和教導，使每一個信徒經歷和活出聖經中啟示的福音，也

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在中國現代史中，正是在信仰受逼迫，信徒活在艱難的困境中，

在罪惡權勢張牙舞爪中，在物質困乏的處境中，那時的中國基督信徒，在沒有專職牧者、神學老

師和教堂建築物等的條件下，傳遞著以十架和復活為記號的福音生命，藉著聖靈所賜的能力，在

中華大地上生長，充滿生機和再生能力，這就是福音生命的大能。 

 

現在的處境不一樣，但不等於福音生命的本質和特質就改變了。福音的能力不在「建構」的神學

中，而在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信徒如何在不同的處境中經歷和活出聖經啟示的信仰，有所反思，並

尋求理解，不斷在實踐中去分享和學習，福音的生命早已撒在中華大地，只是我們被上帝呼召和

差遣的僕人，去繼續裁種和澆灌，但是叫生命成長的是上帝。 

 

徐： 您讀博士的時候是專攻新約和研究保羅書信。華人教會向來重視的神學多引申自保羅(如

因信稱義、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靈恩立場等)，但您認為保羅的神學思想，在華人教會需要什麼

更新嗎？可否多加說明？ 

 

盧：正如前面所說，神學從來都是處境性的，只是因為中國教會的延續性歷史，從十九世紀初

（1807）至今只有二百多年，一直仍著重傳承西方宣教士帶來的各種西方神學建構，包括路德的

「因信稱義」神學，加爾文的「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預定論神學，或是近代在美國流行的靈恩神

學等，而不著力由華人參予去了解和研究聖經中的「處境神學」，包括在保羅的處境中了解「因

信稱義」、「得救」、「和好」、「在基督裏」、「只有基督是主」等論述，這些論述對華人有

什麼有血有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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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四十年前由西方聖經學者發現和倡議的「保羅新觀」，正是西方聖經學者在自我反思後，

對壟斷西方數百年的保羅神學作出批判，推動要回到第一世紀的處境去認識保羅。可惜一些華

人聖經學者，仍然堅持要從五百年前馬丁路德等在歐洲的經驗、處境所建立的傳統去詮釋保羅，

高舉宗教改革神學為正統，判不同意見者為異端；拒絕回到二千年前第一世紀的處境去認識保

羅，就是以保羅是「希伯來人的希伯來人」、「受希臘文化教育的羅馬公民」、「為律法熱心而

去逼迫門徒的法利賽人」、「外邦人的使徒」等身分，以及他身處強調遵行律法的「猶太人才是

上帝的子民」及排斥外邦人的歷史、民族、政治和社會的處境中，去詮釋保羅及其書信；忽視保

羅所傳的福音所含有的社會、政治及神學意義，就是要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奴隸主和奴隸，男和

女之間的民族、階級、性別的仇恨、優越、尊卑等衝突和排斥的關係中拯救出來，在基督裏彼此

和好、合一（羅 1: 16-17；加 3: 26-28）；共同信靠上帝的信實和確認只有基督是主，超越任何

世上的價值觀、執政掌權者；這些正是「保羅新觀」所倡議的，對華人教會在我們的政治、社會、

文化等處境中作信仰和理解可以很有意義。 

 

所以，今日的華人教會，在知識和物質條件都更為充足時，要深入反思西方神學的影響及其處境

性的特質，分辨及批判其正面和負面的意思，尤其不要將西方神學「傳統」奉為「正統」的真理，

而是努力直接去認識在聖經的信仰處境中尋求理解，對信仰如何在中國人，歷史、文化、宗教、

社會、政治等處境中實踐，作更多的了解和認識，支持每個信徒在生活處境中經歷和活出道成肉

身的生命。 

 

徐：您過往予人直言敢言的形象，背後是來自甚麽成因？您曾發表不少獨到的觀點，若是因某些

神學家或聖經學者的影響，可否介紹一下他們(包括您最喜歡的)？ 

 

盧：我的性格和建立的形象應該和我父母在生理和人生經驗的遺傳有關，再加上我自己在成長

過程中的經歷、認知和反思所造成。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而我所遺傳的和自己所經驗的促成我獨

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和習慣。不少人在過去的日子說我時常表達一些獨特的看法和推動一些獨

特的行動，我自己也難以談是什麼原因，可能是父母本身就容許和鼓勵我作一個獨立思考和行

動的人，為我提供了廣濶的生活空間（的確難以想像他們在經濟不充裕時，竟然同意我去台灣攻

讀在別人眼中「沒有用的」森林系！）；再加上我喜歡獨自思考又喜歡和別人傾談、辯論和建立

關係，在這個生活經歷中做成了現在的「我」。 

 

我沒有哪一位特別影響我的神學家或聖經學者，或許有一些敬重的歷史人物，包括華盛頓、林

肯、孫中山、胡適、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神學家中的田立克、潘霍華等；但影響我最

深的是聖經中的耶穌和保羅。聖經學者中，我不得不提在英國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指

導我完成博士研究的恩師鄧雅各教授（Professor James D.G. Dunn），他聖經研究的眼光，對現

世社會的關注和承擔，對教會生活的投入，對學生的愛護和支持等，是我的生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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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認為面對中國的傳統哲學(如儒家、道家和易學等)和文化思維，神學可怎樣與之溝通和對

話？傳福音面對中國這些傳統的哲學文化，昔日宣教士有些先否定、有些先融通再行超越，您認

為哪途徑可取或另有適合的途徑？ 

 

盧：我的確對中國的傳統哲學、文化、宗教、歷史和生活方式都很有興趣和關注，也購買和閱讀

各類書籍，聆聽了一些演講和課程，向一些有關學者請教，但是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非常繁雜，了

解也只是皮毛。我在上面談了，神學不是一套凝固了的理論和思想，而是在信仰中的活人對信仰

尋求理解的不斷思考和論述，是不斷在生活中變動的理解。與中國的傳統哲學、宗教和文化對話

的主體不是「神學」，而是在生活中活出信仰生命的信徒，當然包括神學工作者，在他們的生活

中面對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現在面對的傳統哲學、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以聖經中所學習的啟示

和經驗去反思和批判，在信仰群體中一起分享、討論及實踐。這是信仰生命尋求理解的途徑。有

較多知識的信徒當然可以提供資料，甚至意見，但不是「信仰」權威，而是作出分析給基層信徒

作生活實踐的參考，使他們有更多資源去考慮如何回應和實踐。昔日來華的西方宣教士，對福音

和中國的歷史、宗教、文化等也有不同的立場和看法，這些都是參考資料。 

 

在中國人的生活處境中經歷和活出信仰，從而尋求了解，這是沒有捷徑的，也沒有什麼所謂「正

確」的「權威」途徑，我們只可以倚靠著主的恩典，在聖經、教會歷史的教導中，以理性和經驗

及以謙卑的態度，結伴同行，每天去尋索上帝生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