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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吳宗文牧師（下） 

 

引言： 

 

訪問去到打後幾方面，甚具時代性，是關乎這幾年香港的教會裂變和牧者的神學省思。退休的吳

牧師，結合學者觀察的批判和教牧同行的關懷，就本人所問單刀直入作答；這多少反映他「肉

緊」香港教會的將來，毅然跳出西方的道統投入中國香港的處境，反思如何做好時代的教牧和信

徒。盼讀者從訪問（上）作基礎，了解他在此訪問（下）某些敏感具針對性言詞，也跳出先入為

主而對其人作出「循環論證」。誠如每期專訪的原諉本意，是增進了解、拉近距離、保持合一，

盼今期也能達標，是為禱！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吳宗文牧師（吳） 

徐：你教會身處的地點，後來成為「佔領中環」所覆蓋的範圍。你們思考如何應對，一定甚為艱

難。事件的起頭你還是身在外地，回港就面對已是風頭火勢、混亂一片的情況。當年你是如何帶

領教會，去思考這個重大的社會事件並作出怎樣的回應？ 

吳：佔中其實是受「佔領華爾街」的影響，可以說是抄襲它或是它的翻版。佔中就當時來說，是

想爭取他們認為的「普選」（民主派有好幾次否決了可能發展至更接近「普選」的機會），但後來

有很多不同的政治議題滲了進去。這個運動無論在手法、定位、口號和組織上都不斷在變，甚至

慢慢演變成為「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很多年青學生是受香港社會輿論及學校老師的影響，認

為行西方的政治制度最好，故此值得用施壓甚至「攬炒」的方法來追求。簡單來說，這是九七前

有些人提出「民主抗共」的延續。然而，若涉獵一下政治社會學或比較一下地緣政治，便會發現

並沒有一種所謂標準、普遍的民主制度存在。有些勢力是刻意想藉此癱瘓香港，以搖動中國的管

治及影響其國際形象，但「純情」的年青人怎知道自己已淪為西方反華的棋子。多年前我已從美

國一些人權律師聽到，這些抗爭的人是有著相當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國際聯繫。有些是上世紀在

中國經歷過打壓，因此有公報私仇的成份。我自己是為了迎接九七而提早回港服侍。九七前夕，

我還和家人在舊立法會大樓前聽民主派一位領袖演講，當時想法是：一國兩制和民主制度的優

勢如果真的能在香港成功落實，也許便可作為國內政治改革的借鏡。 

 

但過去 25 年來，議會內行為愈演愈烈，較之以前韓國和台灣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在示威

行列中忽然出現了「雪山獅子旗」，法輪功的「天滅中共」口號又加了進來。很多不同的反華組

織、人物和外國勢力都紛紛介入，更在香港成立分支。我就停下來反思：我先前投票給民主派來

作制衡的想法是否對呢？(當時為了政見上的平衡，我是鼓勵人投票给温和的民主派）。佔中前，

除了有反 23 條那次的大遊行，每年紀念六四，以及所謂「五區公投」和「公民教育」等，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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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示威和抗議。這就是香港和中國前面該走的民主路嗎？  

 

「反國教」事件時，黃之鋒的父親跟我通電話，他說中學時曾在學校團契聽過我講道。我和他就

公民教育和時事議題的對話，後來刊登在《天使心》雜誌。我被牽進漩渦，不是我刻意介入，其

實我真的沒有興趣搞政治，也覺得牧會就應專心。 

 

第一次是因為基督教聯會邀請我去為「五區公投」祈禱，當天也有不同牧者為很多不同議題（地

震、塌樓等）祈禱，但完畢後聯會獨將我的禱文刊登在《基督教週報》。這是當時的反對勢力，

包括基督教圈內的激進分子所不願看見的。因為這是一間比較有影響力教會之牧者的言論，一

登之後就惹來很多人的攻擊：恐嚇電郵、咒罵信件、粉末刀片、陰司紙幣等，包括被一間神學院

的師生前來包圍教會。但弟兄姊妹很有愛教會和愛牧者的心，一位患癌症的弟兄抱恙仍前來，站

在前排維持秩序。當時我去了英國一個退修會講道。之後，有會友看見報刊說牧師都出來牽頭鼓

吹「違法達義」，想我回應一下，以教導會友。有外間牧者說我應迴避不答，但作為負責任的牧

者該作回應，於是在崇拜秩序表寫三篇有關的文章。但第一篇刊登後，外間已經瘋傳。後來才

知，我不單是基督教，而是整個宗教界第一個站出來說不的人（難怪他們的反應是這麼強烈）。

後來滕張佳音師母看到這情況，就邀請我跟戴耀廷對話，對話的內容在《明報》及其他好幾份報

刊的頭版都刊載了。其後又有會友看到《信報》主筆將佔中與耶穌潔淨聖殿拉上關係，希望我投

稿回應。於是我又寫了兩篇文章投到該報。我想表達便是：有不同的政見不要緊，即管說出來便

是，但不需要把耶穌擺上枱，因為聖經不是這樣理解的（像美國去年 1 月 6 日衝擊國會也有牧

者以聖經支持）。當時我在教會圈子是相當孤立的，有關的宗派召我去「照肺」；會友中也有些人

受外界媒體的影響；基督教保守的報刊不敢登我的文章（說怕被圍攻或放火），前衛的卻向我邀

稿（等如自投羅網，因會有多個專欄批判）。所以我惟有接受外界非宗教媒體的訪問（有香港的、

內地的及外國的），包括報刊、雜誌、電視及網媒等，以澄清自己的觀點。 

 

由於佔領的地方，正是我們教會往外望的一帶馬路，那時，教會為此特別舉行了祈禱會，很多人

跪下來流淚哭泣。我提到聖經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有些口號和訴求並不是絕對的；也提醒會友不

要受潮流和輿論所影響。弟兄姊妹都很同心，值得感恩的是：教會整體的方向和教導是一致的

（雖然可能有個別同工或會友有他們自己的看法，這不打緊）。有執事後來告訴我，正因為我最

先站出來說話，為教會定了調，致使不像其他教會在這問題上分裂。 

 

作為一個逆流而行的牧者，在攻擊底下，我感謝神，能堅持自己的領受和立場。我覺得這是對會

友展示了道德勇氣的榜樣。當時我每天回到教會，第一件事便是跪在禮堂前排，為窗外這些人來

禱告。 

 

在退休後，崇基曾邀請我參加研討會，會中還有前明報主筆劉進圖（黃之鋒當日臨時缺席）。台

下聽眾大都是俗稱「黃絲」的人。研討會上我提出了我的疑問：第一，現時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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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否絕對和無瑕疵，而且是聖經所指定的管治模式嗎？其實聖經並無欽點某一種政治制度，

只是強調作治理的要行公義、好憐憫，以廉正方式來作僕人領袖。聖經反而向我們顯示了不同時

代有不同的管治模式。所以基督徒若也將民主變成「女神」，無疑是追隨現代人的政治偶像，為

自己塑造金牛犢了。第二，就算大部分人喜歡民主，但民主經歷過不同的歷史階段，才發展成為

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而且有多種型態，甚至很多民主大國是代議制，或以選舉人票來選總

統。所以普選並不是表達民主的唯一方式。第三，爭取民主若用抹黑和暴力等手段，這已經與民

主理想背道而馳，而且也否定了別人言論的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及可堅持自己立場的尊嚴。第

四，有些人為爭取所謂民主，不惜否定自己的民族、侮辱自己的國家。特別在今時今日，美國的

霸凌就像自己店舖沒生意，便走到別人的新店門前去潑婦罵街，倒垃圾在別人店前，拉攏鄰近商

舖同來杯葛，甚至攔阻顧客光顧。這種沒有文明的大國，難道便是香港某些基督徒所鼓吹、所追

求的民主嗎？ 

 

徐：自「佔領中環（金鐘）」以來，你和你的教會都被抹上不少色彩，而且不少人是用「他者」

的觀點來評論你們。作為「當事人」，你可否為自己和教會作出一些澄清，正如分析哲學一句很

中用的話「澄清先於判斷」，這是港人（包括信徒）須在這方面學習的方向。 

 

吳：佔中是西方潮流影響下一場色彩浪漫之反建制運動。最初浮面的口號只是「爭取普選」。但

其實背後有些預設和問題值得再思和討論。例如：一人一票真的能體現民主嗎？歐美民主是人

類管治社會的唯一和最好的模式嗎？若西方的民主像某些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但是

否所有香港人都這樣看？而且香港該如何過渡至民主？這都涉龐大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和「歷史過程」。個人認為有太多政治和神學的問題，仍待思考和解決；而且背後

還有很多預設和暗底議程，個人是不敢苟同的。 

 

據資料顯示，佔中的倡議人是先由一位新加坡籍的教授指導下，寫了一篇關於彌迦書 6 章 8 節

的論文來討論「違法達義」。但討論較多是前面的「行公義」，而後面的「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神同行」則較少。後來此人又在某報發表了一篇鼓吹所謂「核爆性」社會行動的文章。「違法達

義」本身不是聖經的常態教導。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指出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公民抗命」才「會」

和「可以」出現（然而這種情況在當時的香港社會仍未出現）。當時喊叫說香港社會正處「水深

火熱」且「民不聊生」，是非常煽情但都不真實。香港當然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但比起其他早

有所謂民主的地區（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等），已算是不錯。另外說「民主被扼殺」，說沒

有「一人一票」之普選便是沒有民主。我曾向某些人說政府那個「袋住先」的口號有語病，應用

「循序漸進」較合適，結果口號改換了。其實很多實行民主已久的國家包括美國，也並非所有選

舉，都是一人一票的。而且民主進程需「循序漸進」，而非揠苗助長。 

 

來到稍後「反俢例」的社會運動時，已是回歸接近 25 年。此時正是一國兩制因被扭曲理解而漏

洞大開的時刻。從這些年的現象來看，確有些人想利用民主這個議題來癱瘓回歸後的香港，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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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中國。在整個過程，可以看見各種反華勢力都湧現：包括法輪功、台獨、藏獨、疆獨，以

至英國和美國。社會上年輕的，不單對自己國族、政治、歷史和文化沒有認同，反而受當時社會

抗爭口號和西方政治潮流的影響。當時整個社會都被迷惑和瘋狂起來。從基督徒角度來看，更易

明白為何在末後日子，會有很多人受敵基督和假基督的迷惑。中央處理這個問題是先等它爛透，

讓所有壞的東西盡露，社會都不認同了，然後才逐步治亂。當時政府內部和議會都有分歧，有人

說笑，18 萬公務員，只有警員當值。今次是人大出手，代替癱瘓了的政府，用國安法處理回歸

以來因 23 條未立法，所帶來的亂局。 

 

在神學領域，我們常說要本色化、本土化，正如早陣子一齣講宣教士在日本殉道的電影，劇中那

位幕府官員對西教士說：「你們的信仰像移植過來的樹，根本不適合我們民族的文化土壤！」政

治和神學一樣，是有本土化移植的觀念。從文化傳播及社會變遷角度而言，外地傳入的文化和本

土現存的，在理念上的互動和交融，是一個必須的過程。例如：我們說婚姻輔導也要因應不同族

裔，而有不同的文化調解策略。所以如果以為西方那套政治理論和體制，可以空降地硬接於香港

的土壤，個人就覺得很有問題。現時社會強調的公義、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觀念，我自己

也重新去思考。退休後曾在一個講座提到，這些都是華人教會未來應該深入討論的。基督徒所說

的「自由」是一種放縱式的自由，還是在個人道德或社會秩序上有一定的底線？「民主」制度是

否人類唯一且最好的管治形式？另外，聖經所著重的是管治模式還是管治者的品格？我們所說

的「社會公義」是相對還是絕對？同一社會中，那項的公義該優先處理？這些問題其實都有很大

的討論空間。可是現時只是引用西方 John Locke 或 John Rawls 等人的論述，極缺中國化或本

色化的討論（反而有外國社會學家如 Daniel Bell 等人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有較深入的比對和討

論）。現時本港大部分的神學院教師，都受西式訓練，少對本色化問題作出思考。 

 

這段期間，論述上常引用的例子，很多是犯駁和不對應的。例如：金路德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 推動民權運動，是黑人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經過解放黑奴戰爭這麼多年後仍受歧視

（校巴上仍分隔黑、白人學生，去餐廳也有不同待遇），這跟我們香港情況一樣嗎？潘霍華反納

粹惡行，而現在的內地和香港有像當年的德國不斷地侵略和殺戮嗎？巴特的巴門宣言，是西方

牧者對在民主制度下的變異說不。佔中及反修例期間，諷刺的是很多人追捧的民主美國，正發生

了多宗白警殺黑人的案件。 

 

談及「公義」，除了要對概念釐清，並於處境落實討論外，也需與其他社會作出比較。橫面的比

較就是當你說香港在某個情況上不公義時，你要找一些相若的社會去作比較。例如一些亞洲國

家，逐一比較它們如何面對同樣的問題。而垂直的比較就是在社會上有這麼不公義的問題，包括

是政治選舉及土地資源、跨代貧窮及薪酬保障等。例如這麼多年來，那些籠屋及貧窮的問題，都

為大部份喝美國咖啡、看法國電影的中產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所置之不理，而將關注點和整個

社會的能量轉移於爭取所謂「一人一票」，甚至把它推往極致，認為若取得成果，香港社會便「公

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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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會而言，這是一個沉渣浮面及割切撕裂的局面。不同意見就被滅聲、抹黑及圍攻，而且也出

現了一些「來歷不明」及「忽然民主」的教牧。從同情角度來理解，他們可能也經不起思潮的衝

擊而逾越了底綫。有不少教牧認識了多年，今時今日才知他們行事為人。有些走後才向教會請

辭，留下一個爛攤子給年青傳道；有些潛逃台灣，竟在基督教雜誌裡為某一色情報章申訴不平。

我看到香港教會出了這些人物和情況，真的感到無言！當時不單社會有些人用不尊重人權、自

由及民主的方式，去針對和他們意見不一樣的人；連基督教刊物、神學院師生、機構並教會同

工，都受影響而為社會流行的思潮説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基本上是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及親美國家所支配。西方擁有一切

話語權，包括戰後世界版圖的劃分，西方劃分了給誰，說了便是。然後又按他們的意願設立世界

秩序和訂定列國法規。竟然一個國家在自己議會立法，就可以管到別國事務。而中國為世界四分

之一人口提供溫飽，這些成就西方卻沒有認可和肯定。美國和西方卻依循森林競爭律，弱肉強

食，雞蛋裡挑骨頭。香港有些教會人士只跟著西風來轉。 

 

過往中國對宗教的政策和社會發展的路綫，確曾脫離群眾和現實而推行極左路線，這是無可否

認的。但是基督徒要寬恕，以愛和期盼來作鼓勵。今天我們若要繼續在香港和國內作見證及服

侍，就要生根在香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歷史和文化，將所傳的福音和建構的神學本色化，

不要崇洋及妄自菲薄。 

 

徐：你從全職牧會退休後，這幾年又是怎樣的生活和事奉，可否也讓大家了解一下？您仍多有寫

作，是在哪些方面？你打算如何開展「精彩的」下半場？ 

 

吳：我是按著服侍宗派的建議在 65 歲就退休，其實可以繼續做，不過覺得剛是教會的 30 周年

慶典，是一個合適時候劃上句號和交棒。當年教會從我和另一名傳道連幹事共三人，發展到我退

休時共有同工 25 人，至今更增至 40 名之多。教會聚會人數由起初二百人發展至二千人。教會

多次擴堂，所有借貸款項還清後，仍有一大筆盈餘可供接續的團隊運用。我是「裸退」的，目的

是讓接任的團隊，可以在毫無心理包袱底下，繼續帶領會眾前行。 

 

退休近 8 年，對我來說，是人生歷程中的黃金歲月。沒有任何職銜和責任，生活可以按自己的

節奏來規劃。我習慣了忙碌，可說是「退而不休」。無論是寫作出版、應邀講道、攝製視頻或帶

領聖地團等，仍然是忙個不停。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花很多時間研究聖經和閱讀很多不同類型的

書刊，「補讀平生未見書」。另外，我有四名孫兒，要研究「孫子兵法」來教導他們，並不斷為他

們祈禱並教導他們要敬畏神。 

 

過往我教過的不同科目，正整理成講授提綱，希望能以書册形式出版。我也希望將年輕時曾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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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由於中途大部分時間牧會而放下）都整理出來。現在每年都寫一本關於十二生肖的中

英文小冊（已寫了六本），也在編寫一本撮要版中文聖經等。 

 

我和內子也常乘探望兒孫之便，順道到各處旅遊。我喜歡看博物館和瀏覽當地的舊書店。我們也

經常聽音樂、觀舞蹈及看電影。假如疫情過去，我仍會抱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心願，繼

續攀登人生視野的高峰。回顧自己事奉走過的路，可謂乏善可陳。接受訪問，乃為誇讚主在我這

軟弱人的生命中，仍不斷塑造和予以事奉的機會。以上訪問所講述，乃是一個微少的人在事奉路

程上留下的雪泥鴻爪而已。願一切榮耀歸於天上的父神！ 

 

徐：你早年對中國宗教和文化多有研究，後從事神學教育，在學術上有發展，其後全職牧養華人

教會很多年。學術理論和牧養實踐，於您如何整合？從中你更有否思考到香港教會前路、中華文

化更新或本色神學建立等幾方面？内容為何？可否分享作為結語？ 

 

吳：我個人未來想探索的，有如下幾方面。第一是聖經方面，個人很想重新思考新約和舊約的關

係，新約應該有高於舊約的「優先性」。上世紀已有人在他們的本色化探索中提到新約的優先性。

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令基督教與猶太教、新約與舊約、耶穌基督與獨一真神等之間的關係，起

了很大的變化。舊約在提供背景知識上，無疑能讓我們知道基督教產生的歷史、種族和文化等因

素。但我們若只從舊約原文、風俗、歷史和種族等背景資料來詮釋新約，很可能只會模糊新約特

有的信息和宣教的本色化過程。所以個人認為新約的優先性，無論在倫理、宣教、牧養、神學及

護教等方面的應用，都令基督教與猶太教能有區分。 

 

另外一個問題是：安提阿學派的歷史字義釋經法壟斷了二千年，加上啟蒙運動後歷史學浮現，令

到經文釋義過份倚賴字義時態、歷史背景、文體形式，甚至政治涵義等方面的分析，而慢慢形成

了各種的鑑別學、批判學或評經學。《聖經》遂被低貶為大學古文獻學系裡的一種文本，就像但

丁的《神曲》、曹雪芹的《紅樓夢》或莎士比亞的劇作一樣。然而，宗教經典超越了文學和文本

的一般層次，讀經須從信心出發，其意涵和應用是屬靈的和生命性。從新約福音書及書信引用舊

約經文及預言的方式，可見解釋方法與當今的不同。所以華人教會詮釋《聖經》時，要避免西方

神學院（包括福音派）在《聖經》研究上的弊端。我個人在想：難道亞歷山大學派、俄利根、倪

柝聲、王明道等人的解經，真的沒有可取之處嗎？ 

 

要達至本色化，我們必須從中國人的文化語匯、心靈狀況及思想形態上去釋經。今天神學的研究

方法，基本上仍是歐美及希羅式的。例如：動詞的過去、現在或未來時態，是否真的能斷定了某

個信仰行動是持續地或一次過發生和遵守呢？這樣應用於教義或倫理時，會否過於僵硬，且不

能盡述神人互動的深邃奧秘呢？  

 

第二是神學問題。神學不是一種科學或哲學。以今天的語言來說，神學較貼近「敘事」：先是宏



 

第8頁 第8頁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研究季報 09 期 2022 年 10 月  

 

觀的敘事，談到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人的何去何從、生命起源和世界終局等宏大問

題）；次為微觀的敘事，述及個別人士對歷史和生命情境轉變的信仰回應（人如何去經歷上帝、

與祂立約和履行祂吩咐的人生使命）。當我們回到《聖經》的世界，從聖經人物與神的關係和互

動所展示的信仰，我們因此便能得著生活的應對能力。這相對西方基於理性邏輯所呈現的神學

系統，更適合中國人的文化心態。今天的講員常引用希臘文（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雖是全校歷來第

一位獲雙「希」語文獎的畢業生，但教講道法老師卻常勉勵我們不可在講台上隨便「拋」原文）。

神學的應用是論到人倫關係、社會秩序和生命歷程中，在面對喜怒哀樂和憂傷困苦的時刻，如何

能發揮信仰的作用。這與在學術金字塔裡，故弄玄虛地研究一支針能站多少天使，大有不同。 

 

一般系統神學的建構，首先要汲取的思想資源是《聖經》，其次是二千年來基督教在西方對教義、

護教、倫理及牧養等問題的思考。但這些歷史上的論述，在當時可能「對」，但現今不一定；同

樣，某神學家在某問題的出色理解，不等於他這看法可以放諸四海。 

 

第三是哲學思辯。西方神學主要是用西方哲學的思考形式和邏輯來建構其論述。以《聖經》和西

方的神學傳統（早期教會教父的思想和歷代神學）作為參考的資源，這方面我們都同意。但是在

哲學方面，西方流行的系統神學，較少試用東方人的思維來構作。以佛教為例：它是從「苦」的

現境作為論述的起點，因而有「苦、集、滅、道」之論述步驟。「集」就是因緣，談及為何會有

苦難的形成，再說「滅諦」（救恩論），後說「道諦」（修行之途）。這有別於西方先從神和啟示說

起，然後順著時序和邏輯，一直推演到末世，或從《聖經》的救恩歷史來論述神學之不同主題。 

 

第四是「處境」的思考。除了教義的論述，其實並沒有一種普遍性的神學，因神學是對應時代處

境而生的。處境就是思考本色化神學所處的特定環境，包括了文化價值、社會心理及族群特色

等。所以現在有些人要「去中國化」或否定自己族群歷史的根，那麼這些人若與戴德生等早期西

教士相比，可能連在中國土壤傳福音的資格都沒有了。身份和處境的認同是十分重要的。神學的

處境除了是在「社會」，也是在作為信徒群體的「教會」，兩者是互相牽連的。 

 

早前某神學院院慶學術講座設有「學人牧者」的專題，我在會中表示：Scholar Pastor 這個觀念

相當好，巴特就是一個範例［編按：另參本刊第 2 期徐濟時文］。「牧者」應該是追求上進、不斷

讀書的「學者」，但不是只寫專論那類，而是通過他的牧養，把他從聖經領受的神學銘刻在別人

的生命裡。而且，他也應是一位常將聖經、傳統與處境作出辯證互動的實踐形神學工作者。 

 

神學並不一定趨向大系統。當然在教義上這樣做無可厚非，但我覺得可以有很多不同類別的神

學反思。神學的基礎是信心和《聖經》。然而敘事的語言是要用我們處境中文化語言和文化心理

來對《聖經》加以詮釋，也對我們付諸實行的信仰行動作出解釋，然後把它們彼此聯繫、相互參

考，再形成對某神學主題的論述。神學是一種特殊的「想像」（Imagination / 聯想性的敘事）。

但這跟我們一般心理學所說的「想像或聯想」有所不同。意思是說：它不是那種「尋因問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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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語言，也不是「非 A 則 B」的哲學邏輯，而是一種比較文學性（感受性）及將信仰行動聯

繫起來的「補綴性」敘事。這種敍事有其「合理性」(Rationality)，而其「認知性」(Cognitivity)

是建基於「信心」的領域上。 

 

神學無可否認也要回應社會思潮，其中一項就是流行的哲學思辯。在哲學裡，有人對存在主義作

出回應，也有人用分析哲學展現神學命題。但將神學寫成像分析哲學就很有問題。哲學作為思想

工具，個人認為它在神學的理性建構和論述上，比較接近實用主義 ─ 即任何哲學的學說和理

論只是思想工具，不能以之為立論。實用主義是反形而上學的，類似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摒棄建

構形而上學（那麼形上論述和本體思考的空間便留給神學了）。哲學其實是幫我們從多方面思考

問題、卻不給予答案的一種思想工具。所以實用主義認為任何理念只是思想工具，其作用在於論

述和解釋問題而已。中世紀說哲學是神學的婢女，跟這個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同樣可以用

中國人的思維的作為一種思想工具來建構神學。這也許是今天系統神學本色化的一個方向。 

 

先前我說過自己比較喜歡東方哲理那種強調互動和變化的精神。西方現代神學太過僵化，缺乏

生命力［編者按：所以當今西方學者不少步向後現代神學］。神學應強調互動 — 情境與《聖經》

的互動，牧者與信徒的互動，教會與社會的互動—但也應強調辯證和轉化。這些都是我自己很喜

歡，而且希望神學能走進的方向。 

 

我們不要崇拜大師或系統，並以自己被歸納於某個學派，或成為某位大師之跟從者為榮。個人認

為此乃始終擺脫不了西方神學的「殖民主義」。今天有很多人去了英美或歐陸進修，便以西方某

些神學家或博士論文導師的著述，成為自己論說神學的依據。他們也許覺得西方的神學是可以

隨意移植，但其實每個系統都是當時處境的一種嘗試，並非絕對，時移勢易就會無效。譬如巴特

那一套，你只能說巴特當時抗議自由神學和納粹主義很有時代意義，但是他的神學落實不到香

港這種多元文化、多種宗教的情景。還有，香港人常引用的潘霍華，若看他的傳記（參 Eric 

Metaxas 所寫 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一書），便知道他當時是納粹近衛軍情

報組織的「叛諜」。他反納粹的勇氣固然可嘉，但很少人提問：究竟是他的「政治信仰」還是「宗

教信仰」，驅使他參與暗殺希特拉的行動呢？兩者是有區分的。若然他沒有被捕，他的神學反思

會與《獄中書簡》所寫的不同嗎？潘霍華所面對的處境和問題，與今天香港的大不相同。最後，

如果西方的神學傳統，都是對應西方歷史中的不同處境；那麼我們今天面對東方的思潮和處境，

便需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回應，而不是將西方的東西搬字過紙。 

 

第五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要瞭解福音的對象，瞭解他們的處境，瞭解他們的社會結構等，好

讓我們能夠與他們對話，把福音傳給他們。早年我曾對文化和民間信仰進行了結構性的分析，理

解它的變遷和組成。文化現象是有不同層次的，而對應不同層次也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要瞭解

某個文化現象的變遷和轉化，便要搜集它們的例子；而且要針對各種需要，將可轉化的轉化，可

保留的則用作傳福音載體而留下。堂會的牧養，需要從聖經神學以至教會歷史作為指引，但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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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處境和思潮，作仔細的分析和回應。 

 

第六是教會和牧養方面。這也是本色化神學一個很重要的範疇。FES［編按：基督徒學生福音團

契］及華福的總幹事陳喜謙牧師晚年時，我曾向他進言：「寫本書總結一下這些年自己的事奉經

驗吧！」後來他就寫了《為何教會不像樣》。今天，歷史建制和有形實體的教會，確是非常不像

話。宗派在歷史上的發展固然有它的好處，但到今時今日成了山頭主義。君士坦丁把基督教某些

分歧統合，很多人有不同的評論，但聖經中不是講到神藉著巴比倫王的手去管教以色列，也藉著

波斯王的手叫他們歸回嗎？今天神同樣可使外邦領袖成為祂的僕人，作成神子民不能完成的歷

史任務。 

 

單在香港這一彈丸之地，不但宗派林立，基督教的機構也數以百計，神學院都有幾十間。大家都

在重複做很多事工。這是建立自己的王國，還是建立神合一的國度？ 

 

堂會今時今日的牧養，不應只著重某些學者或教會專家所提的意見，反而要著重每個牧者在其

堂會的獨特處境，如何能成功地履行堂會應有的使命（啟示錄的七教會便是最好的範例）。因為

堂會的牧養經驗，正是神學反思和再思的真正起步點。神學要看它能否應用，用不了的，便要轉

換另一種神學了。以實用主義知識工具論的說法，如果用得上的，別管這個神學思考是多麼粗樸

和雛型，總之能「搞掂」便是。牧養面對的社會、情境、對象和群體，是孕育真正神學的土壤。

神學不應只在大學的圖書館或宗教系裡產生，或由神學院那些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所推動。神學

和神學教育之目的是服侍教會，並以教會群體生活開展作為基礎。今天，我們已經把在岩石邊的

救生隊變成一個遊艇俱樂部了！ 

 

國內教會有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其一就是把宗派消除。我贊成合一，反對任何宗派主義，

所以我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宗派。除了形式和體制上的合一，神學及禮儀方面的分歧同樣可以

規範化。其他如對外的宣教佈道及社會見證，都需要有合一的形象。牧養上若有規範，異端或分

歧便會較少出現。例如牧師都統一穿聖衣，在服飾和形象上便很整潔莊嚴。牧者在聖職資格的審

核和按立方面，都當有監管和規範化。在治理方面，監督制、長老制或會眾制三者均可融合在一

起。信仰的規範化，在西方很難達成，在香港也難，但在國內似達「共識」。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無論在宗教政策和社會路線上，確有很多方面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今天

14 億人都能吃得飽、有瓦遮頭，貧富懸殊問題取得初步成效。香港教會在當前的歷史處境中，

仍要對中國繼續傳揚福音和作出貢獻。美國和西方以至鄰近亞洲國家不斷在壓制我們國家時，

教會人士若落井下石，有甚麼作用呢？香港教會要承擔中國的苦難，這樣才能贏得國人的尊重，

贏得同胞的耳朵來聆聽基督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