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上帝與自由的危機

我寫這篇文章時，正值恐怖分子在二○○一年九月十一
日「襲擊美國」後五個星期。就此襲擊，美國總統喬治．布殊
（George W. Bush）最早說的話之一，就是把它稱為「對自由的
襲擊」（attack on freedom）。當然，規模大得這樣可怕的恐怖
主義行動，在簡單的和最起碼的意義上，確實是對自由的襲擊：
它襲擊人們以合理的保障過日常生活的自由。但布殊的意思無疑
不是這麼簡單的。他繼續說：「恐怖分子以美國為目標，因為
我們是世上代表自由和機會最光亮的明燈。」受到襲擊的自由，
是美國和她的西方盟友在整個冷戰時期都支持的自由。九一一
那次大災難之後，我們再次聽到「自由世界」這個在「共產主義
倒台」後很大程度上已經變得多餘的名稱。而在阿富汗的軍事行
動，最終被稱為「持久的自由」（Enduring Freedom；編按：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是美國為對付恐怖主義—特
別是對付庇護塔利班〔Taliban〕的阿富汗政權—所發動的軍事
行動的稱謂，簡稱“OEF＂）。美國在二○○一年九月以愛國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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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context of meaning）而改變。自由的意義與其他大的和

由市場經濟。但從襲擊者的觀點來看，他們選擇這些目標，純粹

具展延性的術語有關，包括良善、公義、平等、權利、真理、進

是因為這些目標所象徵的，是壓迫而不是自由。五角大樓（The

步、權威和上帝。如果我們要超越修辭，並觸及在西方政治、

Pentagon）和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代表了，美國在

社會、文化和宗教歷史在目前這個關鍵時刻真正重要的問題，當

軍事和經濟上宰制著世界其他地方。在恐怖分子眼中，美國的

代的自由修辭（rhetoric of freedom）便需要進行一些解神話化

「自由」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是自由，但對他們想像自己為之而戰

（demythologizing）或解構（deconstruction）。

鬥的人來說卻不是自由。世界上肯定有很多人認為，在九一一事

我這本書的題目所指的「自由的危機」（crisis of

件中屠殺數以千計的人是令人憎惡的；但他們經驗到的美國的權

freedom），不是由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引起的危機，而是西方

力，也並非全然是祝福。

社會內部的危機。對這個社會來說，自由幾乎成了惟一的共同價

自由這個詞，明顯滿載著意識形態。它是現代賴以存活的

值。對很多人來說，我們的文化強調個人自由，似乎引致羣體和

神話的其中一個關鍵詞。這絕對不是說這個詞對生命—人們經

家庭結構解體，令很多人過著愈來愈疏離的生活，也令傳統價值

驗和珍惜的—沒有任何真實的指涉。但這個詞也有神話般的力

觀崩潰，並以競爭性的貪婪和由消費推動的享樂主義取而代之。

量。其超越的色彩，將它抬舉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和保衞的

問題的主要病徵，可以從自由怎樣變得似乎與其他價值觀—那

東西。根據戰爭的修辭（rhetoric of war），自由不單是受襲擊的

些它以前似乎更能夠與之和平共處的價值觀—相違中看到。這

西方文明的界定性特點；對西方文化下典型的個體（individual）

些價值觀包括忠誠、委身、睦鄰、自律、責任。最重要的是，在

來說，它也是最必要和最誘人的個人需要和追求。它的力量部

當代西方社會，自由威脅著羣體，並包含對權威的拒絕。

分在於它廣泛和含糊的性質。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和很多

要充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好像某些人那樣，單單尋

其他人指出，自由的意義「是那麼寬鬆，以致似乎只有很少解釋

求在一些必須維持張力的價值觀之間取得平衡。很可能，所有社

1

是它能夠抗拒的。」 只要看一看本書的「跋」收集的引語，便

會在人類需要獨立和有所歸屬之間，以及需要自主和由權威引

會明白這點。自由擁有完全不確定的觀念所擁有的一切力量和危

導之間，都經歷著某種張力。但在我們的社會，這些張力有變

險。如果容讓它在慣性聯想和未經檢視的假設這層面發揮功用，

成完全互相衝突的危險。自由似乎無可避免地引致社會原子化

它便會成為理解的嚴重障礙，可以被各種政治和商業利益操控，

（atomization）。而在自由成了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概念之際，

掩飾一些本來是遠遠比較不值得讚賞的慾望，引誘而不是說服我

權威卻成了其中一個最不受歡迎的概念，幾乎被界定為自由的敵

們，並就一些實際上只能夠以相當代價才能夠得到的東西提供廉

人，與專制主義（authoritarianism）和威權（coercion）同義。

價的版本。而且，自由的意義並不穩定，因為自由的意義，必然

如果這有問題，那問題便在於那種自由，即主導文化那種對自由

隨著它在任何情況下所屬的、並用來解釋世界或指導生命的意義

的特定理解：視自由為使個人脫離所有限制，以及有無限的自由

導論：上帝與自由的危機

聖經中的自由

誠支持的自由，是代議民主的自由、言論和崇拜的自由，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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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這種方式，以思想和談論上帝的權威嗎？有沒有基督教對自由

建構為絕對的事物。在我們愈來愈後現代的文化中，所有其他價

和權威的理解，是可以避免當代文化的困境，同時又指向兩者的良

值觀，都成了只是關乎個人喜好（individual preference）的事

性互動？我們可不可以發現上帝才是人類真正自由的基礎，而且是

情。在這樣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中，自由怎能夠存

使人脫離壓迫的，而那些壓迫更是比當代人關注著要掙脫的限制更

活，實在令人費解。

深刻的？這本書提出肯定地回答這些問題的理由。

這本書的一個論證是：我們需要恢復對自由更豐富的理解，

如果自由的危機，是當代西方的基督徒必須再次思索考慮人

而這種理解只能夠藉著使自由回復到以其他價值觀和信念為背景

類自由和上帝的權威的意義的背景的話，它也將基督教關於權威

才是可能的。這種自由不受到倚靠、歸屬、關係、羣體和—

一些十分古老和持久的辯論，置於一個新的背景之中。基督徒給

十分重要和最具爭議性的— 權威威脅，而是受它們所模塑

予聖經權威，作為真正信仰和實踐的規範，也在比較不一致的情

（formed）和培養（nurtured）。當然，如果這些其他因素，要

況下，以聖經作為教會傳統的規範。過去很多基督教的思想，都

以一種自由的恰當形式以正面的協同力量（positive synergy）

建立在這些權威之間的關係，以及教會和人類理性的權威之間的

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將這些其他因素理解為對自由有利，並且能

關係上。這些辯論沒有喪失其適切性，但它們現在需要置於文化

夠產生自由。這種對自由的理解，主要來自聖經和基督教傳統的

對權威的質疑這個更廣闊的背景中，而文化這種影響，是教會難

資源，並會在本書的第一、二和八章建立。但由於這種對自由的

以逃避的。正如我們會在第三章和第五章看到，我們可以以積極

理解，是來自聖經和基督教傳統的資源，它也需要指向上帝。在

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肯定權威作為解放、而不是壓迫來面對新處

這本書，我們都會隱含地論證說：只有在人類生命連繫到上帝的

境的挑戰。

生命的價值觀和實踐這個背景下，這種自由才可以得到充分的支

我們現在已經頗為過分漠不關心地熟悉世界的生態危機

持。而第八章會明確提出這個論證。在這個背景以外，如果將自

（ecological crisis），但可能較不明顯的是，世界的生態危機和

由化約為個人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絕對權利，自由便

當代的自由危機是緊密相連的。生態危機是現代透過以科技主宰

會退化為對自我滿足的陳腐追求，或者對權力犬儒式（cynical）

和剝削大自然、從而實現和促進人類自由這個偉大規劃的直接後

的追求。

果。現代人將自己理解為脫離大自然，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

上帝無疑捲入了當代自由的危機中。在現時的文化氣候中，

手中，好像上帝那樣掌管大自然，以及為了自己的目的，好像上

信仰上帝—或者至少是信仰一個在任何程度上與基督教的上帝相

帝那樣以創意重塑大自然。這是自由和宰制之間的一種相互關

似的神—對很多人來說，都似乎與人類的自主（autonomy）不

係。這種相互關係，也可以在帝國主義的歷史中看到。現代科技

相容。將生命從傳統的權威解放出來這個現代的過程，也是脫離上

規劃的第一階段正是大帝國的時代，並不是出於偶然的。但基督

帝的過程。我們能夠以肯定人類的自由、並視之為由上帝賜下和培

徒對上帝、人類和自然世界的理解，在態度和實踐上不是串通一

導論：上帝與自由的危機

聖經中的自由

作出選擇。這種自由，也是在極端相對主義式的文化中，惟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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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上帝與自由的危機

聖經中的自由

作出選擇。這種自由，也是在極端相對主義式的文化中，惟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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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的。第七章「於創造中的人類的權威」正視一個指控：創

督教直接負責，他們特別提到，根據創世記的創造記述，人類受

世記中人類管轄大自然這個觀念，是生態危機的意識形態根源。

造時，上帝讓人「主宰」（dominion）其他受造物。這種人類的

研究這個觀念的歷史與現代科技規劃的開始之間的關係，顯示它

主宰性，作為在創造中由上帝賜下的權威，能否從現代科技主宰

怎樣被收編到外來的目的（alien ends），並藉著回復這個觀念的

的剝削性宰制中區分出來？這是對基督徒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

聖經背景，作為其合符基督教意義的關鍵為總結。最後，第八章

本書第七章會處理這個問題。

「現代性的危機中的自由」討論近期思想家的觀念，他們在當代

這本書每一章都是自足的文章，但讀者會很容易看到論證

西方識別出價值觀的危機，這一章也承認現代追求自由的正面成

的主題和形式貫穿著這些文章，令它們成為探討這個主題的不同

就，但也指出現代時代對自由的追求有致命的弱點，我們現在正

方面一個互補的整體。第一章「聖經中的自由：出埃及和服事」

面對那弱點帶來的後果。本書的論據在這一章的最後一節達到頂

列出聖經對自由的描述的各方面，強調自由的多面性特點，並顯

點：真正的自由是建基於基督教信仰的三一上帝、也是在與祂的

示聖經怎樣提供對人類自由的豐富理解，我們不應該將它們化約

關係中被模塑的。

導論：上帝與自由的危機

聖經中的自由

氣而引致生態危機的嗎？綠色和新紀元運動的很多人，都要求基

成只是這些眾多方面的其中一個。第二章「當代處境中的自由」
藉著批判地分析當代西方社會對自由於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觀
念，建構出一個基督教對自由的理解的大綱，那是適切於今天自

註釋：

由的迷陣（aporias）的。第三章「權威與聖經」探討現代和後

1.

現代處境中對權威的拒絕，並提供一個對聖經權威的理解，是能

引自 J. Webster, Barth's Moral The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8),
100。

夠迎向這些對權威的挑戰的。在第四章「權威與道德」，我藉著
批評霍洛韋（Richard Holloway）近期宣稱基督徒應該將上帝排
除在道德以外這一講法—因為宗教道德（religious morality）
是無望地專制和威權— 從而討論基督教倫理學（Christian
ethics）的權威。第五章「權威與傳統」根據聖經和西方思想自從
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以來對傳統的貶低，討論基督教
傳統的性質和權威這個問題。第六章「聖經中的平等主義和等級
制度」，則討論聖經為父權結構（structures of patriarchal）和壓

本書各章原出版資料
第一章是 The Bible in Politics: 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 (London: SPCK,
1989 /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90) 第七章的修訂和擴充版本。
第二章是 Freedom to Choose , Grove Spirituality Series 39 (Bramcote,
Nottingham: Grove Books, 1991) 的修訂版本。
第三章是將出現在“Scripture and Authority,＂Transformation 15/2 (1998)
5～11，以及 Scripture and Authority Today , Grove Biblical Studies Series
12 (Cambridge: Grove Books, 1999) 的材料的一個大為擴充的版本。
第四章是“Richard Holloway in the Moral Maze: The Lost Leading the Lost,＂

Scottish Episcopal Church Review 8/2 (2001): 26～36 的修訂版本。

迫性的等級制度（oppressive hierarchy）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

第五章是“Tradition in Relation to Scripture and Reason,＂in R. Bauckham

這個宣稱，並論證聖經思想的方向，實是朝向人類社會全面平等

and B. Drewery, eds., Scripture, Tradition and Reason: A Stud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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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burgh: T. & T. Clark, 1988), 117～145 的修訂版本。
第六章最初以“Egalitarianism and Hierarchy in the Biblical Traditions＂出版，
收錄在 A. N. S. Lane,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in Honour of David F. Wright (Leicester: Apollos,
1997), 259～273。
第七章從未發表過。

聖經中的自由：
出埃及和服事

聖經中的自由

Criteria of Christian Doctrine: Essays in Honour of Richard P. C. Hanson

1

第八章是出現在福里斯特的紀念文集的一章，這是一個較長的版本。那文集是

Public Th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ed. W. F. Storrar and A. R.
Morton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3)。

聖經是一本收集了不同種類、經過很長時間、由很多作者和
編輯寫成的著作。因此，根據它的性質，我們不能期望聖經在所
有組成部分中，就它本身的教導為我們提供一些現成的總結。在
很大程度上，辨別聖經處理某一個主題的一般要旨和主要部分，
是一種創意詮釋的艱難任務。需要的遠遠不單是從聖經各部分收
集相關的資料。聖經本身可能沒有將綜合的恰當類別整理好交給
詮釋者；他們可能需要尋找最恰當的類別，或者發明新的類別。
詮釋者需要在不貶損聖經見證的任何部分下，判斷甚麼是中心性
的（central），甚麼是邊緣性的（peripheral）；甚麼是相對的
（relative），甚麼是絕對的（absolute）；或者甚麼是臨時的
（provisional），甚麼是持久的（enduring）。有時，重要的不
單是報告特定聖經著作的實際立場，而是要進一步辨別聖經的思
想朝甚麼方向發展。因為聖經包含動態、發展中的思想傳統，詮
釋的目的，應該是讓聖經讀者參與它的思想過程，讓讀者自己的
思想，可以繼續朝聖經定下的方向發展。在這一章，我們會嘗試

2010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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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章

綜合聖經中自由這個主題。

使用這個詞，新約也不常用它，即使更常見的相關詞語，也沒有
顯示這個主題的範圍。2 自由這個觀念在聖經信息中的重要性，比

引言

單單這個詞提示的要大得多。例如：出埃及在兩約都經常被回憶

布洛赫（Ernst Bloch）指出：「詞語愈大，外來的成分愈
1

起，它用作較後事件和經驗的原型或比喻，這事件總有力地帶有

容易隱藏在其中。自由尤其是這樣。」 由於自由是這樣「大」

脫離壓迫得自由的含義。3 舊約不斷將這件事件中的上帝稱為「耶

（big）的詞語，訴諸那麼基本的人類願望，在政治上那麼有說服

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為奴之家領出來」（出二十 2 等）。

力，它很容易被濫用。為某種形式的自由辯護或宣揚，往往被用

「這是舊約對上帝—解放者上帝—的定義」。4 在路加福音，

作政治藉口，壓抑其他形式的自由。這個詞語，往往似乎為那些

在開始時，耶穌的使命被綱領性地描述為解放的使命，這有類似

追求自由的人，開展人類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的無限視

的意義：「報告被擄的得釋放……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四

域，它的真實意義，也往往被那些用它來取得或維持政治權力的

18）。我們可以預期，自由這個主題，包含聖經頗大範圍的關注。

人減到最低。由於人們往往選擇性地運用聖經，藉以支持對自由
的限制—宣稱聖經只認可這種而不是那種自由—我們必須嘗

聖經中的自由：出埃及和服事

聖經中的自由

1

上帝釋放的奴隸

試向聖經中的自由的實際面向（actual dimension）開放。而由於

舊約沒有抽象地定義自由，而是以頗為具體的方式看自由。

自由這個觀念的含混性，令我們太容易以聖經的修辭披在我們自

很明顯，作奴隸表示順從別人的旨意，自由則是脫離束縛或威

己的觀念上，我們需要努力辨別聖經對自由的理解的中心要旨。

權。但在以色列在埃及為奴這個範例中，不是抽象的隸屬身分、

我們不是在聖經裏尋找某種給今天的自由社會而設的藍圖。

而是壓迫的具體邪惡—不能忍受的苦役、被逼殺嬰（出一 11～

正如自從聖經時代開始，人類社會的形式，必然經過改變和發

16）—令百姓痛苦，激起上帝的關注和救贖行動（出二 23～

展—特別是在複雜性上—政治自由也發展起來，而且還不斷

25，三 7～10，六 5～7）。這並不是說，舊約的人並不珍惜自由

地發展。需要在政治上體現和保護的特定自由，是歷史性的—

本身，而只是說，正如對大部分人來說那樣，它的價值是透過具

無論它們多大程度上植根於基本的人類本性。我們不能期望在聖經

體的好處而感受到的：有供應個人基本需要的自由，以及享受生

中找到這些現成的自由，它們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任何關於新聞自由

命平凡的快樂而不受別人剝削的自由。

或甚至宗教崇拜自由的事情。我們找尋的是聖經指出的方向，上帝

當然，出埃及記不單解放以色列脫離任何一種主權，而是釋

對人類自由的旨意的基本性質。我們跟隨那指示，進入當代世界

放以色列脫離壓迫她的埃及人，讓她可以事奉上帝。上帝堅持給

所需要的解放的面向時，需要的正是這基本性質。

法老的挑戰不單是：「容我的百姓去」，而是「容我的百姓去，

聖經有很多相關的材料，但我們只尋找自由這個詞，或主

好事奉我」（出七 16，八 1、20，九 1、13，十 3；編按：原書

要尋找自由這個詞，都不會找到這些材料，因為舊約幾乎從來不

引用《修訂標準譯本》〔RSV〕）。利文森（Jon Levenson）指

2010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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