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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吳宗文牧師（上） 

引言： 

 

福音派信仰很重視要守護純正，改革宗神學則強調為真理爭戰，但由人執行就會有問題。人會

看錯解錯、自以為對、將人歸類、易陷極端、隨流跟風等，以致往往好事（純正和真理）變壞

事（誤解、排斥和敵對）。季報特設訪問，就是盼望按照主為我們合一之禱告（約十七 20-

23），將主裡各方合而為一。近年被抹上「顏色」的吳宗文牧師，接受專訪，就讓我們進入他

的心與思，交通會通。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吳宗文牧師（吳） 

 

徐：吳牧師，很高興你作為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簡稱文更）的創會董事及香港分會前董事會主

席，在此接受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研究季報》的訪問。首先，可否介紹一下你的成長過程，以及

獻身事主這一個階段，好讓大家多能明白你的背景，從而「代入你」來看你，而不是純以一個

「他者」來看你？ 

 

吳：我很高興接受文更的訪問，因為文更是很多年前梁燕城院長和我在芝加哥與一眾華人學者

開會時所創立的。在一個開完會的晚上，梁博士向我與眾友好分享他的異象，我們就祈禱，覺得

真有成立文更的需要。後來我回到香港服侍，也擔任主席，但因為想專心牧會，所以就辭去香港

區主席這個職務。然而多年來，我們港福堂都是一直支持文更。 

 

我是 1950 年 1 月在香港出生（那日子剛好是聖哲 Thomas Aquinas 的生日；這是在外國過關時，

一名天主教的移民局官員告訴我的）。小時候我總是拉著兄長衫尾去上學，因為以前沒有幼稚

園，所以讀了很多年一年級。我記得讀過一兩年私塾式的學校，然後小學讀過的三間都是國民黨

背景的學校。每逢星期一早會，校長都以三民主義和孔孟之道來訓導我們做人的道理，而且要有

愛國憂民的意識。校長是一位非常崇尚儒學的退伍軍官（他常說自己是蔣委員長的侍從長官），

所以要我們背《成語考》、《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及《增廣賢文》等童蒙書刊。

這些書籍使我不期然產生對傳統文化的孺慕，便奠定了這方面志趣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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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階段，我父母和外祖母都信了主，我也跟著他們去教會。他們加入了美國北浸(American 

Baptist)背景的潮語浸信會，這與粵語的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是有分別的。 

 

上了中學，我入讀了伯特利這間基督教學校，那六年在信仰上得到很大的造就。當時學校用的中

史課本是台灣集成書局出版的，當教中史的女老師在課堂上緩聲朗讀抗日戰爭的課文時，我記

得班裡有好些同學都低頭飲泣，我便是其中一個。另外，小學階段很喜歡看一本《財叔》的漫

畫，這是一個講抗日老英雄的故事。然後家裡附近的戲院常放映抗日遊擊戰爭的電影，我幾乎全

部都看過了。可見自己對國家民族的意識便是這樣培養出來。 

 

中學階段，我也跟好幾位同學對殖民地香港那種資本主義壟斷、貧富懸殊等現象很抗拒。當時我

們憤世嫉俗的表達方式，就是穿著得很「激進」，故意穿白襯衣和藍布褲子（其實當時我們的校

服就是這樣）！然後去到海運碼頭和啟德機場，故意在遊客面前說普通話（因為學校是用普通話

教學）。我們就是這樣在那些洋化的人面前，來表達我們對潮流的抗拒和不認同。 

 

中六之後，我在教會的夏令會蒙召，那時候因為要報讀神學院已經比較遲了，所以決定在教會擔

任會計和文書幹事，做一年工作，儲蓄一些錢，然後再去申請。當時可選擇幾間神學院：第一，

如果按我們教會的背景，差會就建議我入讀崇基，因為美北浸會在其中亦有參與；第二，如果以

我對自己學校的熟習，伯特利是另一個選擇；第三，我們教會傳統上是以建道神學院來做夏令會

的退修營地，而自己也在那裡決志蒙召，所以入讀建道也是另一個可能性，但因為離市區太遠，

不便照顧生病的母親。最後，美南浸信會的神學院有神學生派到我們團契做導師，結果就在他們

的說服下，選擇了去浸神。除了他們的影響，也因為自己在中學後期已從《校園雜誌》讀到了唐

佑之牧師的舊約文章，他在我入學那年剛由台灣來香港擔任浸神的院長（我畢業後那年他便轉

到美國金門神學院任教）。 

 

有關我在信仰認知、社關意識和愛國情懷的成長，在 70 年代末期，我曾用筆名在香港大學基督

徒學生團契的《橄欖》雜誌，寫了一篇自省的文章〈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因為內容在當時

頗前衛，引來不少基督教人士要去追查到底作者是誰？ 

 

徐：你很早已從事文字工作，年青時也翻譯過賈詩勒(Norman Geisler)的大作《宗教哲學》，絕不

容易。你是怎樣訓練自己來吸收英文神學著作並翻譯之？請分享一下，好讓今天大都「捨英文原

著而取中譯本」來認識神學的神學生和信徒，有一個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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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說到文字工作，我其實不會寫東西。那麼為什麼要寫呢？因為少年時期自己個性比較內向，

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就算說話也會結巴巴的，不善於措詞和恰當的表達自己。因此，我

就傾向用筆，因為沒有說話時那種「即時性」。寫一篇稿，可在「交期」前作很多修改和潤飾，

但說話卻不可以，很多時候是「未經三思」或「不經大腦」便要說出來。因為按自己的「弱點」，

寫文只要有時間，我一定會改的，而且會修改很多次。這一方面是自己的完美主義作祟；另一方

面是自己的寫作習慣是由簡至繁，因為很多思緒是要隨後才迸發出來。對於慢熱的我，更是如

此。特別是我去了外國 10 年再回來，在中文的表達上幾乎要重新學習香港「此時此刻」的用語。

我和文字服侍的機緣，原因是我喜歡文字。因為無論你寫的字寫得怎麼醜，或者你的思想有多複

雜，但是當排版印出來，你會有一種實現的感覺。中學階段，我曾投稿至《星島日報》和《讀者

文摘》，更有過多次收到稿費的驚喜。 

 

少年時期，因為不擅與人交往，所以就很喜歡獨自浸淫於書本的世界，有時會去書店打書釘、看

連環圖。我們那個年代喜歡文藝的人，都看《中國學生週報》。有時上運動課，我會佯病去到球

場內小童群益會的圖書館看書。再長大一點，讀完中學準備入神學院和大學階段，基本上每種報

刊，我都去閱讀，看看它的副刊有什麼專欄和連載，然後排著某天要買哪份報紙，因為要追看某

個作家，而且會剪報分類歸檔。我也不會錯過任何閱讀的機會，正如有話說：「開卷有益。」中

學時在團契，我已經一手包辦整本團刊的編製，用上很多的筆名，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兼負編、

寫、譯的工作。當時是用針筆寫在鋼板上的臘紙，然後用手搖的機印出來，再釘裝派給弟兄姊

妹。 

 

後來在神學院，我也參與神學生刊物的編寫。第一年，學長就派我做記者，訪問當時在證道出版

社編輯部工作的楊牧谷。訪問他們有關文字工作要注意的事情。我後來到教會實習，便開始要寫

講章，有很多東西要寫。到畢業時，我除了在一間基層教會服事外，適逢余達心要前往英國進

修，他便推薦我去接他在葛培理佈道會《抉擇月刊》的編輯工作。前任宣道出版社的退休社長許

朝英，常為我的文章繪畫插圖，因為當時他是月刊的美術設計。每期都因為要編、寫、譯的緣

故，涉獵和參考很多不同類別的中英文書籍和報刊。我便是這樣正式介入了文字工作。 

 

我第一本翻譯的書不是賈詩勒的著作，而是跟余達心等人合譯的《重生》(Born Again)。作者是

尼克遜的幕僚查理斯‧科爾森(Charles Colson)，他因為水門事件被抓了去坐牢，在獄中信主，出

獄後便開展了國際監獄事工這機構。最初我很想翻譯的是賈詩勒的《基督教倫理學》(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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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Options and Issues)。這本書寫得易明有層次。賈詩勒是在天主教的學府修讀博士，故受多

馬斯主義的影響，所以他標榜自己的倫理學為「等級主義」(hierarchicalism)（這書後被台灣校園

翻譯了）。不過後來賈詩勒的《宗教哲學》出版後，我便改變了初衷。當時中文基督教觀點之宗

教哲學的書籍不多，我印象中只有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出版的一本，作者好像是日本人。賈詩勒所

寫的是西方式的宗教哲學，因此有很多翻譯要自己做詞。但我又要務求「信達雅」及忠於原著，

有時翻譯起來是比較佶屈聱牙。也許，當時比較多看唐君毅先生的書，他的句子，有時是二、三

十個字才有一個標點符號。這本書現在看來，自己也感到汗顏，很想重譯。如果當時是意譯或撮

寫，就會比較省時間，而且閱讀起來就沒那麼難。但是當時畢業後，在徙置區天台一所基層教會

服事，只有夜裡回到家中，才有時間逐頁翻譯，足足用了一年的時間，稿費只有三百餘元（而且

是若干年後才拿到！） 

 

說到鼓勵今天的神學生及信徒要學讀原文的書。香港始終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社會，兩文三

語是今天事奉必要條件之一。不過現在有很多人開始前往歐陸進修。自己年輕時也曾想過去較

少人進修神學的日本和法國，不是因為他們的神學有什麼大師或鉅著，而是自己比較喜歡那裡

有較好的學習氛圍。而且通過這兩種語文的掌握（當時我是通過測試），我可以兼涉他們在漢學

方面的研究。像牟宗三先生譯康德，我相信他其實是想自己仔細去把康德消化一次，然後再與中

國哲學融匯起來。我想我譯賈詩勒也有這種意圖。有好的翻譯，當然節省很多時間；但如果神學

生在語文上掌握得好，那麼將譯本和原著對照來讀，便會更好。 

 

徐：你的學術發展似乎不是走向西方世界，而是回歸中國傳統。你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對中國民

間宗教的研究。這一個龐大艱深的系統，你是怎樣處理得好呢？當然，你年青時已有徐松石牧師

及其他的先行者，可否從上一輩老師的啓發，來回答這方面的問題。 

 

吳：我年幼時便已喜歡閱讀有關中國的書刊，所以到了中學後期和大學階段，便想轉換口味，讀

一些西方宗教和哲學的書。當時台灣的新潮文庫出版了很多關於存在主義等類的文史哲書籍。

另外，我因為受中國哲學思維的影響，對西方的機體哲學也很感興趣。例如：天主教的神學家兼

古生物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進化科學和神學結合（認為世界和歷史是向著以基督為

核心的終極點螺旋式地冒升和前進，今天來看是過份樂觀）；另外是法國柏格森(Henri Bergson)

的有機哲學和英國懷海德(A.N. Whitehead)的進程哲學，對我來說，此等思想都是與東方思想相

通的。我對那些基於形式邏輯或是二元式思辨的西學，覺得不夠通透，特別在現時的處境更是，

所以後期感覺要回歸到中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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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中國的東西感興趣，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開玩笑地說，可能因為我的祖父是遜清末代秀

才，所以也有一點遺傳基因吧！其次，不知道為何，自小就很喜歡中國文字，特別拿起木刻板綫

裝書，讀起古文，心裡就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母親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人，通常下午便會在家裡

聚集一班鄰居來聽說書，即由一個識字的女人，把一部歷史演義小說，用半讀半唱的方式說出

來。我在小時候，也聽得津津有味。 

 

另外，也受第一題提及那位小學校長的影響。到了讀神學階段，當時大部分老師都是西教士，我

印象中，全香港的神學院都沒有中國教會史的課程，這一科是我自己學習的。在神學科目的四大

範圍（聖經、歷史、神學及實用）裡，我自己的偏好乃哲理性的科目，就是系統神學、倫理學和

護教學或宗教哲學。 

 

到自己神學畢業出來傳道時，我又發覺很多普羅大眾，其實不是信那些有大條道理的宗教，而是

信奉民間信仰為主。所以因著這個看見，並受到徐松石牧師等先行者的啟發，自己便進一步去摸

索研究（當時也有看《景風》和《道風》這兩本雜誌，內裡撰文的有不少是香港早期倡議本色化

的牧者和學者）。徐松石牧師是很特別的，他本身是研究人類學和教育學的，有良好的古文背

景，他去世後，國內出版他去西南少數民族那裡研究的專著：包括考究日本民族的起源，華人是

否早過哥倫布去到美洲等偏僻的課題，其他如西南銅鼓的研究。他作為牧師，研究範圍是非常廣

闊的，我從他深得啟發。 

 

我不喜歡西方的神學，因為西方神學和西方文化的價值偏向與政治結合，而且太強調個人的權

利。西方神學著重個體（現在則談身體），只著重自我權利如何能無限擴張，鮮有關注群體利益

及因大局而作出犧牲的論述。這就是西方和東方其中一種不一樣之處。此外，西方強調個人放縱

式的自由，忽略紀律、節制和禮儀。中國人認為群體生活裡面因有「禮」和「儀」，便能產生一

種互讓互諒的精神，而且不期然為人類建構了一個共同生存和生活的空間。西方只強調用抗爭

及攫取的方式來謀求一己的私利，而不是著重「和諧共處、互納共融」。昔日，德國的神學是全

世界神學的巔峰，但卻是在這種土壤產生了納粹主義和發生了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悲劇。今

天，美國和歐洲已經淪為後基督教的國家，美國的福音右派和共和黨的結合，都可歸因於西方神

學發展所產生的後遺症。所以，我覺得我們華人教會研究神學，是要返回中國歷史文化的氛圍

裡，特別要向中國人傳福音，更應該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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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過很多科目（特別是擔任教務長期間，若某科請不到兼課老師，自己便要披掛上陣）。所以

若然上帝假以時日，退休後我還是很希望能夠把過往所學，及因牧會繁忙而研究了一半便擱下

的東西，繼續整理和寫出來。過往因應需要和機緣，我比較多寫和出版的都是實務和民間信仰方

面的文章。我將民間宗教思緒整理，是基於七零年代華福在香港和其他幾處地方開過一些福音

與文化的研討會，當時與會者包括了來自台灣和各地的華人學者。我受他們的啟發，便嘗試從香

港的角度加上自己對中國神魔小說的研究，將這些資料和現象相互補綴，建構成為一個龐大的

等級性神話宇宙觀。這個系統的資料主要從《封神榜》、《西遊記》、《柳毅傳書》等神魔或志

異類小說而來。另外，我也嘗試將現有可見的民間信仰現象整合起來，用歸納方式將這些現象分

門別類及列表說明。 

 

徐：你後來是如何去美國讀博士，研究哪方面的宗教哲學，可否分享你在這領域上的學術體驗

嗎？今天人人只是研究聖經和神學，少擴闊至基督教哲學的範圍，難以想像你當年如何克服種

種學習困難？ 

 

吳：我到外國進修是因為神學院畢業出來，服事了 10 年，特別在社關前綫覺得很疲累。當時香

港的教會，特別是我事奉的教會，沒有安息年制度。結果，就是在一個可以邊工作邊讀書的機會

去了美國，希望在那邊能自供自給地進修。有關我神學畢業後至赴美前事奉經歷的反思，曾刊載

在華福的《教牧分享》（1986 年連載三期），題為〈十年事主生命留痕〉。 

 

當時很多同工進修流行用發禱告信方式「眾籌」，寫信要求相熟的教會或信徒支持自己全家在外

的幾年學費、旅費和生活費。但我不想這麼做，所以我就以「勤工儉學」的方式，一方面自己工

作來養活一家四口，另一方面自己支付學費來進修。 

 

因為自畢業後一直是在浸信會服事，很自然便去到美國南部比較便宜的浸會神學院讀書，當時

美南浸會的兩大學院就是南方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和西南神學院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前者在肯塔基州，沒德州那麼熱。我因為喜歡四季

分明，便去了美南浸會的學術旗艦—南方神學院。當時香港來讀護教學或基督教哲學的人比較

少。我選讀哲理性學科，因為自己喜歡這方面的東西；另外也希望通過讀這些科目，訓練自己比

較仔細去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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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讀得很快，大概兩年多就讀完所有要求的科目，而且完成筆試。不過寫論文就拖很長。一

方面享受在那邊和家人寧靜的生活。而且在暑假全家開車四處去，大概走遍了美國和加拿大，這

幾年的生活是我們一家經常緬懷的。另外，我也經常在周末飛至東南面不同城市牧養和講道。有

時甚至開車 500 英哩來回，到別州探訪一些大陸學者家庭，並與他們一起查經。 

 

當時我的論文導師希望我能寫一些關於中國哲理的課題，所以我就選擇了寫當代新儒家。但在

美國南部，關於這課題的中英資料都非常少，當時互聯網仍未這麼發達，而且有很多語詞需要翻

譯（要統一化用 Pinyin 或 Wade-Giles, 還是用耶魯羅馬化的系統呢？）。後來，兒女要入大學，

需要為她們籌措安排生活費和學費，所以我和太太決定回港工作。於是我們就在神學院的邀請

下返回香港，一邊教書，一邊寫論文餘下的一半。 

 

徐：可否講述一下你在美國進修時的學科以及師友交流的情況？ 

 

吳：美國、英國並歐陸的學制不同，美國需要的時間比較長，而且有很多學科要修讀，它的設計

是適合那些不是研究那個範圍，需要循序漸進地建立的人。在英國如果三年大學是讀神學和聖

經，成績好就可以直接進入 PhD，或者再多讀一年 Mphil。如果 Mphil 讀得好，那一年所做的工

夫也可以歸入 PhD。所以，在英國大學連博士最快六年就可以拿到學位。但是在美國，要讀四年

大學，三年 MDiv、兩年 ThM、三年博士。 

 

美國神學院又比一般大學的要求高，那條路會比較漫長。所以若一早便定了要走學術路綫，就入

讀一間基督教大學，遠比走美國神學院那條路快很多。當時我的主修是「基督教哲學」，副修是

「世界宗教」和「現代神學」。「現代神學」我就選讀了「神學方法」及「巴特」。我們讀「巴特」

就是將英譯的原典逐章逐節去讀。「神學方法」就是鳥瞰現時所有的方法。「世界宗教」這科，我

則選讀了「印度教」和「佛教」。以前讀佛教都是用中文，現在讀英文寫或譯的佛教書刊，反而

更加清晰。這對後來我再去香港大學讀佛學研究碩士有幫助。因為他們都是用英語教和寫，課程

比較著重小乘和原典。 

 

我的主修科目是「基督教哲學」，每學期均有不同專題，每人每學期在課堂上要提交一篇約 20 頁

的論文，提交者作報告及解釋完畢，便讓老師和同學提問，然後回應。其實這是在正式寫論文前

的寫作訓練，包括練寫閱讀報告和專題文章。學習從基督教觀點對人物、學派，或者不同階段的

潮流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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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校要求在大學選修兩門相關科目，於是我便在鄰近大學的哲學系讀了「康德」和「現象

學」兩科，這都是我以前讀過和喜歡的科目。同班同學裡，除了白人同學，也有日本人、非洲人

及韓國人。韓國人很特別，如果你比他大一歲，他就尊敬你；如果比他小一歲，他就會看低你，

韓國人那種輩份觀念很重要。有一次一位日本同學說要紀念原爆，我們其他亞洲同學都反對，說

如果要紀念原爆，就要紀念日本侵略亞洲戰敗的歷史。另有幾位白人同學：一位好像 Thomas 

Aquinas；一位貌似維根斯坦；還有一位像羅賓漢，游走於各人之間，滿口南方口音。來自非洲

的同學是王族後裔。聽說這些人已是名牧或宗派領袖，有些則是著書立說的教授了。 

 

我們學校也會邀請過境的名家來到授課，譬如劍橋一個學院的院長兼科學家 John Pokinghon（他

寫過很多科學和信仰對話的書）和牛津的史雲來(R. Swinburne)等。另外還有約翰·希克 (John 

Hick)，在課堂上我也有向他提問和交流。其他福音派知名的基督教哲學家，也常被邀請到春夏

的密集課程講學。 

 

徐：你留學沒完便返回香港在神學院教書，並且負責領導角色；但後來又離開，轉向全職牧會，

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呢？ 

 

吳：我當時提早回港，一方面是學院說有需要，另一方面因為兒女都要進大學，我需要有工作來

支付她們的學費。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所寫論文的資料比較容易在陸、港、台尋找到。 

 

回港一年後，董事會便委任我做教務長，除了教書又要做行政，還要繼續寫論文。當時在神學院

裡邊，華洋雜處，很多教授習慣了自由自在，因此院方和教授之間便易生矛盾。作為教務長就夾

在中間，那是一個非常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而當時神又讓我看到有一間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教會，

他們已經有四年多沒有主任牧師，因著這個需要，我最初就兼任做他們的顧問牧師，後來發覺這

間教會是很有潛力；而且我一直的信念便是神學是在牧養情境塑造和形成，而非在神學院的圖

書館或金字塔裡寫出來。於是我再次回到實戰的工場去。神學理論是需要在實踐經驗裡鍛磨和

考煉，測試能否應用，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就去到當時處於社區前沿的旺角去牧會。 

 

我在九八年一月初才正式全職就任港福堂的主任牧師（之前在神學院教書只當顧問牧師）。港福

堂是播道會一間頗具特色的教會。當年我在美國工作和讀書，曾多次去到紐約華爾街附近的華

人教會講道。那區有一間很特別的西人教會，這所教會早午晚都開放給金融區的人前來祈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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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這樣想，如果在香港也有一間類似的教會就好了，使在金融沙漠裡面工作和生活的人，都能

夠在這裡尋得心靈的慰藉，而且午間或公餘能安坐在教堂內祈禱和聽講座，這是多麼好呢。神感

動我，在港福堂轉為全職牧養，而神學院則變為兼任了。 

 

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福音派教會開始關社，特別是色情文化方面。你當時作為一間堂

會的牧者，帶領區內教會大幹一番。你是怎樣摸索去做，並做出一些改變社會的成績？ 

 

吳：上世紀香港福音派教會開始社關，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來自洛桑信約。當年最初我是在神學院

教書，與一位西教士合教一科倫理學，我提到我們需要讓學生學習社關行動，於是就撰寫了一封

反對兩巴加價的信（時為 1981 年），以師生名義刊登於各大報章。對當時保守的教會和神學院

來說，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行動，結果引來神學院董事們召開一個特別大會，召集了全體教職員

和學生，由該名西教士在大會上很婉轉地說：我們不應該這麼做。某程度我是被「擺了上枱」，

作為代罪羊。結果我就由神學院轉到旺角一間教會牧會，在這個社區來實踐神學，因為我覺得神

學是需要通過實踐才能塑造和形成。 

 

當時香港的地區事務是由區議會來管的，而旺角區最大的問題就是色情問題，但區議會卻想將

油尖旺變成合法化的紅燈區，藉此作為解決娼妓問題的出路。於是我便寫了一篇反駁文章，並發

動教會年青人連夜拿稿到報館，翌日刊登在各大報章的讀者來函版。而且我也將區內的其他教

會、學校和機構等都聯絡起來，共有七十多間組織，於星期日崇拜後去到旺角地鐵站出口擺街站

和派發單張。當時報刊刊登那篇文章後，我們行動的見報率很高，連區議會主席和民政專員也前

來拜訪我們想聽我們意見。即時間，弟兄姊妹和各個教會，都覺得我們這種為鹽為光的社會見證

行動，成效相當好。接著的，我覺得便是要鼓勵全港各區教會打破宗派的樊籬，聯合起來分區祈

禱、傳道、社關和牧養。這個教會聯合運動的異象，令我被邀請到很多不同區域的教會聯合聚

會，與他們分享這個看法，並鼓勵他們用旺角區的模式，在他們所屬的社區，把教會及其他基督

教群體凝聚起來，以禱告會方式結集，一同來傳福音，一同關心社區，一同牧養，不再是各個宗

派堂會的山頭主義在那裡單打獨鬥。當時曾形成一種相當好的氣氛，不同地區相繼出現各自的

聯合培靈會和佈道會，各個堂會和宗派都打破了自己的規限，跑了出來。有關這幾年在旺角牧養

和社關見証的反省，分別發表於崇基、聖公會、浸信會及基督徒學生團契的書刊中。 

 

徐：你在不同教會牧會這麼多年，應培育了不少人獻身讀神學，有否人提到在你的影響下走上研

究、教導、宣教及牧養之路？這是一代影響一代的好例子，可否分享一下，以鼓勵今天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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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我由神學院畢業到退休這四、五十年間，全職事奉的只牧養了四間教會（神學實習及兼任作

顧問的教會，則不計算在其內）。其實我事奉的每間教會都有人獻身傳道，但我不敢說這一定是

受我的影響。我通常會與年青人打成一片，通過談話、寫作及講道來影響他們。第一間是上世紀

七十年代，在橫頭墈天台的基層教會。後來也有一些年青人絡續奉獻，其中一位做了神學院院

長。 

 

第二間是我在出版社及神學院工作的時候，在週末兼任的教會。這教會在蘇屋邨，當時有很多年

青人，我就在團契裡面跟他們交往，做他們的導師，同樣通過講道、教導及輔導，跟他們討論很

多當時熱門的話題（例如當年的金禧事件），又借書給他們看。後來，除了有很多人奉獻讀神

學，也有多位做了大學教授，其中一位退休後接受浸會大學某研究中心的訪問中，多次提到我是

他年青時期的啟蒙導師，常借書給他看，他就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的退休系主任陳

祖為教授。我感謝神能在陳教授的年青歲月中留下痕跡，而且多謝陳教授的念舊。 

 

第三間教會是在旺角，我就任期間不單對年青人，而且對整個教會以後日子走的路向也有一定

的影響。其後這間教會也有很多年青人奉獻。至於影響了誰我就不提了，因為這不是自己說了

算，要別人肯公開來提及你才是。當時教會中的年青執事，基本上都在我領導的教會方向上與我

同心，所以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我的影響。 

 

第四間教會是在美國，影響了其中一位提早退休出來傳道的電腦工程師，他就是吳宣倫博士。我

看到他很有事奉的心志和恩賜，於是常約他出來喝咖啡聊天，鼓勵他提早全時間出來服侍。他也

在多次的講道和訪問當中，提到我對他的影響。 

 

最後的教會，是回港後服侍至退休的港福堂，這也是我一生服侍最長的教會，前後接近二十年。

多年來港福堂也有一些人放下專業去讀神學。我特別要提的是當年的一位小朋友，他很可愛，由

BB 時候便開始跟父母來到禮堂聽我講道，到他適合去主日學的時候，他仍然不肯去，說要來聽

我講道。現在這個當年的小朋友，已經分別在牛津和劍橋念完頂尖的科目，而且現在正撰寫他的

博士論文。我很高興看見這個年青人至今信仰仍然非常保守和紮實。他的母親常說他是受我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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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外，無論在外地、內地或本港，也有一些人說是通過我的講道、影視及文章而轉來港福聚會

的。這些人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也有來自上海及北京等地。有一些官員，我曾向他們分

享可在政府內部及議員中，成立彼此守望的祈禱會。結果，事就這樣成了，後來有名官員從「熱

廚房」退伍後，轉讀神學，並從事護教及管理方面的教導。 

 

對我來說，要牧養成功，別無祕方，不要信那些從沒有牧過會的「專家」。牧養是神學理性在實

踐領域的展現。我有時覺得牧者的工作好像是伴著別人賽跑一樣。作為一個陪跑者（例如殘疾運

動會中扶持失明運動員同跑的人），你的成功，在於幫助殘障者能在其人生跑道上成就他的願望

和使命。要知道縱使撒種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能否成功也要看各自的成長。有些是很有潛力的

（就像好種撒在好土上），牧者就要因材施教，多跟他交往，重點栽培。這樣，神一定是會眷顧

你手所作的工，而且將來大大賜福和使用你所栽培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我影響，就好像聖經

所說撒種澆灌收割各有人，但其實都是神自己親手動工，所以我們要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徐：你曾是一個所謂「浸信會」人，轉到另一個宗派全職牧會，並且在香港的金融中心區開創教

會，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堂會，過程是怎樣的呢？這教會的會眾以何類人居多？如何牧養？ 

 

吳：其實我對宗派觀念一向不是那麼著重的人，但在哪個宗派服侍，我便會尊重該宗派的傳統，

按章辦事，就像入鄉隨俗一樣。我想當時我是看見該堂會好像群羊無牧一樣，於是便不顧所謂宗

派的問題而去了港福堂服侍，來回應神的感動和呼召。在此，我也要多謝播道會對我的接納和信

任。為什麼會去到播道會港福堂服侍呢？外地回港教書上班的第一天，我的桌上就擺著兩封沒

有貼郵票的信（到如今仍是一個謎，寫信人是如何知道我將回港?）：一封來自港福堂肢體的查

經班；另一封是來自播道會太古城，邀請我去該堂擔任顧問牧師。於是我就再次接觸到港福堂那

群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會友；也藉擔任太古城堂的顧問而跟播道會拉上關係。後來我看到前者很

有潛力，神給我感動要把它建立成為中環金融沙漠裡面的綠洲。這個異象一方面是來自華爾街

那間教會的啟發；另外也是我在教會看到的異象。播道會的英文名字叫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我很多時跟朋友開玩笑會這樣說：「我現在從某個宗派的『小浸池』來到一個『福音信仰』和

『自由自在』的大海洋了！」 

 

港福堂很特別，正如每個堂會的牧師，都要看看自己牧養的堂會是坐落在哪個社區，也要了解教

會會眾的人脈關係和生活網絡。會眾是做哪類工作？他們每天會去那些地方？會接觸哪類人？

教會有什麼資源？（其實除了金錢奉獻，最重要的還是有多少有心志及有恩賜的肢體，願意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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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服侍）。然後才能釐定牧養及發展的策略。我看到港福堂很多是白領人士，最初港福堂沒有

那些後來才加入、比較知名的人士。及後，我們就在神的帶領和歷史的機緣底下，在逆市中購置

了金鐘堂址。神幫助我們以甲級寫字樓歷史低價，買了東京銀行香港總部那個地方。而且神又動

工，令所需的奉獻從四方八面而來。說到籌款，完全是聖靈的工作（西教士在神學院教如何籌款

的“Stewardship”科目完全不管用）。後來那些所謂名人就絡續自己來：有政府官員、有社會名

流、有藝人歌星、也有很多商界和不同專業的人士。神為我們選擇的地方，實在是坐落在佳美之

處（特別由中環搬往金鐘的決定，今天才知道金鐘是交通樞紐和人流匯聚之處）。 

 

港福堂的會友，有不少是在社會裡經過歷煉，累積了很多人生和工作經驗，而且學識廣博，有大

學教授和大學院長等類的人。所以在牧養上除了要「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也要「按時分

糧」。真的，講壇除了要多花時間預備，還要靠聖靈的的啟迪和靈感，把平時和多年來在知識上

的日積月累用上，這不僅僅是解說一兩節經文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用生活來作詮釋，多用適時

的例證來解明神的道。知識的分析性也是很重要，要打動知識份子，信息的說理性要強，讓他能

夠感受到裡面除了有認知成分，也具有生命提升的力度。屬靈養料要精簡而且濃度高，讓他們覺

得講壇有供應。而且來到教會裡面，環境各方面都要讓他們感到温韾、被接納和自然融入。還有

就是他們都差不多是同類背景的人，所以在牧養的話題上是比較接近。也要跟他們建立友善和

親切的朋輩關係，關心他們的生活、兒孫、婚姻、父母等等。讓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屬靈的家，他

們來到教會感到安舒和可信任，不是像被媒體監控。 

（專訪未完，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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