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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章　 

逃避孤獨的陷阱

人們渴望重新發現真正的羣體。

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孤單、

獨立和競爭了。

范尼雲（ Jean Vanier）

安娜（Anna）從沒有感到這麼孤單。她的丈夫赫曼（Herman）

需要接受一個小手術修補疝脫（ hernia）的毛病，但他也患了阿

爾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這情況令這樁小手術變

得非同小可。醫生剛來過赫曼的病房知會安娜，手術後他們要

束縛赫曼的手腳。他們擔心他手術後醒來時會感到迷惘，拉開

靜脈注射器或者以某種方式傷害自己。他們沒有足夠的職員，

不能安排人手一整個康復過程都待在他牀邊。

安娜嘗試想像那令丈夫不能活動的束縛衣。她知道所購的

保險並不包括聘請私家看護的費用，以赫曼的情況，他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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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守候在病牀邊。當家人聽到赫曼和安娜的朋友這樣做時，

他們也主動加入值班。其後三天，所有時間都有人陪伴赫曼。

而這事的附帶好處，是安娜在醫院的漫長時間也不斷有人相伴。

幾星期後，安娜想要為著小組表露了極度的仁慈而多謝他

們。每次她開始說話時，心裏都再次充滿感激。雖然房間中每

個人都明白她多麼深受感動，但沒有人覺得那樣做是很大的犧

牲。他們只是想幫助朋友渡過一段困難的時期。

那小組發現了「互為彼此」的簡單力量。

資訊時代的孤立
我們這個時代，交通那麼便利，手提電話和傳呼機那麼普

遍，又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互聯網，我們比以前有更多方法與

別人聯絡。因此，人們今天感到更孤立，豈不是十分諷刺嗎？

我們與自己不喜歡的人一起工作，居住在我們不認識的人

隔鄰，甚至聚集一起崇拜時，其中很多人對我們來說都只是人

羣中另一張臉孔。甚至與好朋友一起時，我們很多人的談話也

只是圍繞著孩子、工作、天氣或運動，而不能分享我們屬靈生

命的深度。我們受到最深的傷害時，似乎每個人都四散去應付

自己的忙碌生活。

安娜的故事，在我見過的基督徒友誼中，可算是其中一個

最好的例子。不幸的是，這故事之所以美妙，部分原因在於它

是那麼獨一無二。我可以說出更多關於人們經歷艱苦的時刻但

卻沒有人給予他們最需要的愛和關心的故事。有時候，找到人

幫自己捱過星期六已經夠困難，更不要說找人在醫院通宵陪伴

會記得這件事，但這想像仍然令她飽受煎熬。她可以怎樣做？

不久，安娜聽到有人敲丈夫病房的門，她轉過身來。原來

是邁克（Mike）和卡羅爾（Carol）。雖然他們比安娜和赫曼年輕

三十年，但在過去幾年，他們因為參加同一個家庭團契小組而

成了好朋友。卡羅爾從安娜眼中看到她的緊張，終於找出她那

麼擔心的原因。「我知道那很可能是愚蠢的，但我不想他經歷那

種事情。」

邁克和卡羅爾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做，但他們正要與團友會

面，答應安娜會將她的擔心告訴團友，並為此祈禱。

差不多一小時後，電話響起。安娜在電話將丈夫吵醒前拿

起電話筒。

「真好，你還在那裏。」是卡羅爾。

「我們今晚為你們祈禱後，有人問為甚麼不能派護士看守赫

曼。我們解釋說醫院沒有足夠人手這樣做，這人又問，若我們

去看守赫曼又如何。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人們開始主

動提出在某些時段值班。安娜，如果在赫曼康復期間，任何時

間都有人在病房陪伴他，他們還需要束縛他嗎？」

「我不能要求你們這樣做，」安娜說，這提議令她深受感動。

「你沒有要求—是我們提出的。你能不能問一問醫院？」

安娜放下電話筒，走到護士站。她回來告訴卡羅爾，只要

有清醒和警覺的人和赫曼一起，他們便毋須束縛他。在她能夠

補充說：「但我不想麻煩到你們」前，她聽到卡羅爾將消息告訴

小組成員。背後的歡呼正是她需要聽到的。

那天晚上，超過十二個人自願在赫曼康復期間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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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會認得你或記得你做過甚麼的人。

無論有意或無意，我們很多人都保護自己，不讓自己去接

觸那種令我們與別人深深聯繫起來的友誼。我們在小學時已經

學到，關係可以多麼多變。同學這一刻會假裝成我們的朋友，

下一刻卻會在有助自己加入某個「羣體」或爬得更高時攻擊我

們。任何弱點或不相似之處都會成為嘲笑的材料。

閒言閒語和出賣的痛苦，雖然在成年後變得更隱晦，但其

破壞力是同樣的—如果不是更嚴重的話。你可能以為，我們

的會眾能提供脫離這種痛苦的安全避難所，但太多時候，事實

正好相反。「從來沒有人好像基督徒對待我那麼差」是我聽得太

多的哀歎。

令人驚訝的是，主日崇拜可以是世上其中一個最孤單的地

方。誰沒有嘗試建立新友誼，卻因為無力找到方法進入現存的

小圈子而感到挫敗？我們在別人有需要時主動提出給予幫助，

後來在他們不能抽身幫助我們時感到是被利用了。再加上我們

錯放的期望，難怪很多人視關係為負債而不是珍寶。

結果我們感到矛盾。雖然我們想有親密的關係，但我們與

別人保持距離，藉以顛覆這種渴望。為了保護自己避免傷害和

失望，我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法是留心守護自己。沒有比這更

好的策略，令我們以孤獨和孤立告終，並在過程中安心地責備

別人。

不過，健康的關係不是由坐在同一座建築物內或參與相同

的活動而產生的，而是由捕捉耶穌對「改變生命的關係」的心腸

而生的。在耶穌整個事奉生涯中，祂都顯示出，愛和友誼的最

簡單行動可以觸及最剛硬的靈魂，並轉化它們。

搖動撒該的世界的午餐
撒該希望可以看一眼耶穌，但原來不單他想這樣。到達市

鎮的中心時，他可以看到街上擠滿人，放眼盡是人。似乎每個

人都想看一看這個來自加利利的人，祂的傳聞已在各處傳開。

祂真的醫治了病人，令死人復活嗎？祂會是彌賽亞嗎？

撒該終於爬到一棵樹上，找到一個有利位置。經過一段時

間後，這個行神蹟的人走近了。想像一下當耶穌走到那棵樹附

近時，撒該感到自己多麼幸運；再想像耶穌在樹下停下來，叫

撒該下來，表示要到他家裏吃午飯時，他感到多麼震驚。

這個提議本身令羣眾不滿。人們面面相覷，不明白為甚

麼耶穌選擇花時間與這麼可鄙的人一起。撒該不是與羅馬人勾

結，從他的猶太兄弟姊妹那裏收稅嗎？羣眾中任何其他人都肯

定更配花時間與這位來自加利利的教師一起。

撒該知道他們是對的。耶穌與他結交，冒破壞自己名聲的

危險。但奇怪的是，耶穌似乎不認為這是問題。撒該遇到真正

以別人為焦點的人—一個對他感興趣，不是為了自己的目的

而想要操縱他的人。

撒該以前從未見過有人這樣行動。羅馬人利用他來替他們

做骯髒的事情，他自己的同胞因此而討厭他。他很早以前已經

知道，要成功便必須為自己著想，即使要因而損害別人。但這

種對生命的取向，令他成為孤獨的人。耶穌以吃午餐的簡單邀

請打動他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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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撒該惟一需要的奇蹟。就我們所知，他那天沒有看見

瞎子重見光明或痲瘋病人得醫治。「互為彼此」的簡單行動—

提議一起吃午餐，新友誼的機會，幾小時的談話—動搖了他

整個世界。

在眼光只專注在別人的那一位面前，撒該的自私看來是多

麼膚淺。在耶穌繼續說下去之前，撒該承諾將一半財產分給窮

人，並以四倍償還被他欺騙過的人。

耶穌的每次相遇都是這樣。祂與人交往不是為了從他們那

裏得到利益，而是為了祂可以怎樣將上帝的生命分給他們。由

於祂不是專注於自己，祂能夠以上帝的愛裏最深的財寶來觸及

別人。而這帶來很大的分別。

以耶穌為中心的友誼
可惜，我們大部分人都好像撒該那樣，更熟悉另外一種關

係—人們說自己愛你，但只是在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由

於他們與你的關係是建基於他們的需要，他們可以在這一刻充

滿溫情，下一刻又冷冰冰。

我的一位朋友將關係界定為「自我需要的互相遷就」。他不

是以此討人喜愛。他的意思是：人們的友誼只在人們可以滿足

彼此對保障、接納或地位的深層需要時，才會維持下去。正因

為這樣，與其他信徒的大部分友誼都是以任務為導向，只在我

們一起實行同一個任務時才會存在。只要你同意計劃，別人便

會接納你。不過，如果你問錯誤的問題，有幾次缺席會議，或

甚至（但願不會這樣！）離開去參加另一個團契，友誼便會突然

終結或變成敵對。

雖然有這些痛苦的經驗，我仍然為我們始終渴望真正的友

誼而感到驚訝。我們往往以自己的忙碌埋藏它，但當我們的生

命腳步放慢成爬行時，對友誼的渴望便浮現。即使曾經被最親

密的人出賣，因而渴望逃避痛苦而隱退的人，也會發覺自己再

次渴求深刻的友誼。

對於自己對友誼的渴望，我們所經驗到的可能只是懾人的

孤單感；但我們有這感覺，是因為我們直覺知道自己是為了關

係而受造。彷彿上帝在我們的本性中安放了與祂的家庭聯繫的

渴望，因此我們不斷尋求滿足，即使我們有極大的失望。我們

希望可以與人分享我們旅程的喜樂和傷害，匯集我們的智慧和

資源。我們真的不想獨自行事。

無論我去到哪裏，我都在基督的身體中看到這種渴望，而

且往往是不能止息的。人們有很多同伴，但很少真正的友誼。

我們不知道怎樣建立友誼、培養友誼或享受友誼，結果往往自

行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只能夠透過活出耶穌的路—

不是為自己取得愛，而是學習與別人分享愛—才能夠逃避這

個陷阱。

互為彼此
每當我讀福音書時，我都因耶穌關於教會的言論是那麼稀

少而感到驚訝。只有馬太記錄了祂曾用教會這個詞，而且只是

用了兩次。為甚麼祂不跟追隨者說更多關於怎樣組織教會、實

踐它的事工和計劃它的服事的事情？

真誠的關係排版.indd   6-7 2010/9/15   上午 10:42:39

2010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真誠的關係
006

第 1 章　逃避孤獨的陷阱 
007

那是撒該惟一需要的奇蹟。就我們所知，他那天沒有看見

瞎子重見光明或痲瘋病人得醫治。「互為彼此」的簡單行動—

提議一起吃午餐，新友誼的機會，幾小時的談話—動搖了他

整個世界。

在眼光只專注在別人的那一位面前，撒該的自私看來是多

麼膚淺。在耶穌繼續說下去之前，撒該承諾將一半財產分給窮

人，並以四倍償還被他欺騙過的人。

耶穌的每次相遇都是這樣。祂與人交往不是為了從他們那

裏得到利益，而是為了祂可以怎樣將上帝的生命分給他們。由

於祂不是專注於自己，祂能夠以上帝的愛裏最深的財寶來觸及

別人。而這帶來很大的分別。

以耶穌為中心的友誼
可惜，我們大部分人都好像撒該那樣，更熟悉另外一種關

係—人們說自己愛你，但只是在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由

於他們與你的關係是建基於他們的需要，他們可以在這一刻充

滿溫情，下一刻又冷冰冰。

我的一位朋友將關係界定為「自我需要的互相遷就」。他不

是以此討人喜愛。他的意思是：人們的友誼只在人們可以滿足

彼此對保障、接納或地位的深層需要時，才會維持下去。正因

為這樣，與其他信徒的大部分友誼都是以任務為導向，只在我

們一起實行同一個任務時才會存在。只要你同意計劃，別人便

會接納你。不過，如果你問錯誤的問題，有幾次缺席會議，或

甚至（但願不會這樣！）離開去參加另一個團契，友誼便會突然

終結或變成敵對。

雖然有這些痛苦的經驗，我仍然為我們始終渴望真正的友

誼而感到驚訝。我們往往以自己的忙碌埋藏它，但當我們的生

命腳步放慢成爬行時，對友誼的渴望便浮現。即使曾經被最親

密的人出賣，因而渴望逃避痛苦而隱退的人，也會發覺自己再

次渴求深刻的友誼。

對於自己對友誼的渴望，我們所經驗到的可能只是懾人的

孤單感；但我們有這感覺，是因為我們直覺知道自己是為了關

係而受造。彷彿上帝在我們的本性中安放了與祂的家庭聯繫的

渴望，因此我們不斷尋求滿足，即使我們有極大的失望。我們

希望可以與人分享我們旅程的喜樂和傷害，匯集我們的智慧和

資源。我們真的不想獨自行事。

無論我去到哪裏，我都在基督的身體中看到這種渴望，而

且往往是不能止息的。人們有很多同伴，但很少真正的友誼。

我們不知道怎樣建立友誼、培養友誼或享受友誼，結果往往自

行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只能夠透過活出耶穌的路—

不是為自己取得愛，而是學習與別人分享愛—才能夠逃避這

個陷阱。

互為彼此
每當我讀福音書時，我都因耶穌關於教會的言論是那麼稀

少而感到驚訝。只有馬太記錄了祂曾用教會這個詞，而且只是

用了兩次。為甚麼祂不跟追隨者說更多關於怎樣組織教會、實

踐它的事工和計劃它的服事的事情？

真誠的關係排版.indd   6-7 2010/9/15   上午 10:42:39

2010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真誠的關係
008

第 1 章　逃避孤獨的陷阱 
009

我認為我知道為甚麼。祂不談及教會，因為祂太忙於活

出教會。祂成為撒該、雅各、約翰、彼得、馬利亞、馬大、拉

撒路、尼哥德慕、井旁被拒絕的無名婦人和無數走近祂的人的

朋友。看祂怎樣與他們交往，以上帝的愛為中心與他們建立友

誼，不顧己身地服事他們。那就是祂國度的力量，和在祂家庭

的喜樂中生活的祕訣。以「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乃稱你

們為朋友」（約十五 15）這個簡單的宣告，耶穌指出上帝一直渴

望與祂的創造物有的關係—親密的友誼—的本質。

因此，當耶穌這惟一能真正無私待人的人在人們中間行走

時，整個世界都翻天覆地。在祂事奉結束時，祂需要做的是吩

咐祂的追隨者，好像祂對待他們那樣對待別人。他們完全知道

祂在說甚麼，因為他們看見祂怎樣做。我們在教會最初期的生

命中看到那神奇的果子。耶穌的追隨者不是專注於禮儀、傳統

或增長策略，而是專注於簡單地以上帝為中心的友誼的力量，

無論是對信徒或仍然被困於世界的人。

初期的信徒不視自己為機構；他們視自己為一個家庭。教

會並不是一個他們去的地方；它是一種與天父和祂其他孩子建

立關係的生活方式。事實上，學習彼此相愛，使他們不得不限

制自己以同一種愛對待世界上其他的人。這令他們好像耶穌所

說那樣—在敵對的世界中成為上帝的兒女。

世界驚歎初期教會竟能無私地生活。他們好像耶穌那樣以

別人為焦點，世界因此而轉化。使徒在他們的書信中總結初期

信徒的生活方式時，沒有怎樣提到他們的組織或聚會。相反，

他們寫到他們的關係，以及好像上帝對待他們那樣彼此相待的

喜樂。

互為彼此的經文遍佈整本新約，給他們一起的生命下定

義。這些經文很多都重複了很多次，但有二十二句獨特的經

文，是用了「彼此」或「互相」來提到他們那分享的生命的。在

這本書中，我們會檢視這二十二句經文，探討恢復「互為彼此」

這失落的藝術，結果會帶來的巨大喜樂和自由。

專注於別人的生命
如果你曾與以別人為焦點的人分享過友誼，你便知道那些

朋友是多麼寶貴。他們對你感興趣，只是因為他們關心。他們

的關心，並不帶著他們自己對這段關係的需要和渴望。他們關

心你，並不要求回報，看見你蒙福便感到高興。他們將自己的

生命好像一本書那樣打開，讓你自由地閱讀。你甚至毋須猜測

他們在想甚麼，因為他們會直接告訴你，令你感到安全，在他

們面前毋須偽裝。他們大方地提出建議，但從不要求你跟從。

他們給你自由，你可以不認同他們；也給你彈性，用與他們不

同的方式行事—並且不會減少他們對你的愛。

如果他們知道你需要，他們幾乎不用猶豫便會將衣服脫下

來給你，但他們不會總是將你想要的東西給你。他們不看你的

錯處，為你有機會成功而歡慶，給你幫助以達到你的目標。你

可能多個月或多年都見不到他們，但下次你們見面時，你會感

到你們好像從沒有分開過。他們說會為你祈禱時，你知道他們

會守諾言。你經歷最黑暗的時刻時，他們會留在你身邊。他們

會讓他們的同在安慰你，即使他們不懂得說出正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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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朋友來自上帝的心。若沒有先被上帝這樣深刻地愛的

話，沒有人可以這樣無拘無束地愛。發現祂愛的力量，你便永

遠不會再孤單。

討論問題
1. 除了家人以外，想一想你生命中一段最重要的關係。簡單

地分享關於那人的事，並講述甚麼令那關係那麼特別。

2. 想一想在那段關係中的一件能顯示出你最珍惜那人的哪些

特質的事故。你從那事件中學到甚麼關於友誼的事情？

3. 從這些故事中事故，列出一些界定你的小組對友誼的性質

已經學懂的事情。

4. 這清單怎樣反映上帝向你表達的愛？你希望你與其他信徒

的關係中，會有這清單上的哪些特質？

關於怎樣促進小組研究的指引，參頁 127 的附錄。

第一部分

從裏面開始

你不能期望自己能將你自己也沒有從上帝本身得到的東西

給予別人。「互為彼此」始於內裏。

真誠的關係排版.indd   10-11 2010/9/15   上午 10:42:39

2010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LP374_1
	LP374_2
	LP374_3
	LP374_4
	LP374_5
	LP374_6
	LP374_7
	LP374_8
	LP374_9
	LP374_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