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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

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

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

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上帝。……我們

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

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 腓立比書二章 5至 11 節，三章 20 至 21 節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異類僑居者
基督徒在僑居地上的生活

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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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羅在寫給腓立比教會的書信中，引用了一個深深吸

引著我們的意象，它成了一個藉以改變整卷書的氣氛的象

徵。在勸勉腓立比教會「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對一般

人來說，這絕非易事）後，保羅繼而告訴這間荒涼的、苦

苦掙扎著的教會：「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腓二 13）保羅提醒他們：「我們……是天上的國民」

（三 20）。

在簡短幾行裏，保羅呼召腓立比的基督徒要成為一趟精

彩的歷險（adventure）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像基督般生

活和死去，也要以基督為榜樣，以基督的心為心。然而，

他亦要他們「喜樂」（腓三 1），因為上帝要在他們裏面，以

他們平凡的、活在一起而為會眾的生命，使他們享受作為世

上的神聖代表的喜樂。成為教會，充滿了驚奇，是歷險的

旅程；這要求是極高的，但同時又充滿喜樂。

給

蘭格福（Thomas Langford）

和

丹尼斯．甘寶（Dennis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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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羣體

005

前言

的支配下，轉移至另一個主權，並且無論身處哪一個文化之

中，我們都成為異類僑居者。身為牧者和平信徒，我們打

算按照我們被納入那被稱為「教會」的僑居地，能夠為牧者

及其教會的職事帶來一具批判性、但存著盼望的反思。具

有批判性，是因為我們認為教會的想法和生活必須改變方

向；存著盼望，是因為在你我的教會裏，「上帝在你們心裏

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成為僑居者但卻是異類的，乃是一條孤獨的公式，只有

少數人能夠忍受箇中的孤獨。的而且確，單憑自己是無法

服事的，因為我們的孤獨可以輕易變成自義或自我憎厭。

基督徒要生存下去，就必須互相扶持，以數不盡的細微行動

來告訴對方，我們並不孤獨，上帝與我們同在。因此，友

誼並不是基督徒生命偶爾的邂逅。

一同執筆寫作此書時，我們敏銳地意識到，許多的友誼

使我們的生命成為可能—不僅是因為我們享受彼此之間

的友誼。然而，我們盼望這本書能見證著我們對眾多友人

的虧欠，無論是遠或近，他們的生命比我們的更精彩，卻藉

著與我們同行，也讓我們活得更精彩。我們尤其要感謝以

下的人，他們參與審閱、評論及潤飾原稿，包括：賓夕凡

尼亞州（Pennsylvania）阿勒格尼學院（Allegheny College）的

卡特賴德（Michael Cartwright）教授、馬里蘭州（Maryland）

羅耀拉學院（Loyola College）的格雷格．瓊斯（Greg Jones）

教授、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宗教系研究院課程的朗

（Steve Long）和肯尼森（Phil Kenneson），以及杜克大學神

喚起這趟關於我們的旅程的意象，再次在腓立比書三章

20節出現：「我們……是天上的國民」。莫法特（Moffatt；

編按：其中一個聖經譯本）生動地把這個「國民」（politeuma）

身分，翻譯為「我們是來自天上的僑居者」（“We are a 

colony of heaven”）。住在散居地的猶太人，他們深知道

以陌生人的身分在陌生地居住，以及異類者（aliens）設法

在別人的地盤上立界求存，究竟意味著甚麼。猶太基督徒

每天在自己的會堂裏生活，他們早已明白到，異類僑居者

（ resident aliens）必須在不認識錫安的上帝之地上，繼續傳

講上帝的名字、述說上帝的故事、唱頌錫安的詩歌，這是何

等的重要。

僑居地（colony）是一灘頭陣地、前哨據點，是一個被

另一個文化包圍著的文化孤島，是一處把故鄉的價值觀重複

教導和傳遞給年青一代的地方，也是親切地培育、強化異類

僑居者那獨有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的地方。

我們認為，現代美國教會不太強調要命名教會為僑居

地，以及名命基督徒為異類僑居者。然而，我們認為，成

為僑居地乃是教會的本性，在任何時間及境況中亦然。把

你所認識的真實教會形容為在異類文化裏的僑居地，或許有

點兒戲劇化。但我們認為，旅美的教會已經變質了；要對

基督忠心，我們就要改變；若非如此，基督教只會淪為向世

界妥協的宗教。

教會是一個僑居地，是一個被另一個文化包圍著的文化

孤島。藉著水禮，我們的國民身分（citizenship）從一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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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羣體

1 
  現代世界 

學習問正確的問題

在一九六○至一九八○年間，一個古老而缺乏思想的世

界結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卻漸露頭角。我們並非故作戲

劇化的描述。雖然有很多人還未聽到這個消息，但這卻是

真的：一個疲憊不堪的舊世界已經結束，一個充滿刺激的新

世界正在等待人們的接納。這本書是關於在一個明顯已經

改變的世界中，對何謂作基督徒，或更準確地說，何謂作關

心基督徒的牧者，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一個改變了的世界

我們是在甚麼時候改變了？是如何改變的？雖然這聽起

來好像無關痛癢，但我們其中一人嘗試將這轉變的一刻，

定在一九六三年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那時，在南卡羅萊納

州格林威爾市（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霍士劇院（Fox 

學院的基爾拔（Paul Gilbert）博士。我們特別把這本書獻給

兩位朋友，我們亦有幸成為他們的朋友，他們致力於培訓耶

穌基督的工人。身為杜克大學神學院的教務長，他們時常

提醒我們，愛主的心與敬虔生活乃是合而為一的。他們使

我們的生命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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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羣體

1 
  現代世界 

學習問正確的問題

在一九六○至一九八○年間，一個古老而缺乏思想的世

界結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卻漸露頭角。我們並非故作戲

劇化的描述。雖然有很多人還未聽到這個消息，但這卻是

真的：一個疲憊不堪的舊世界已經結束，一個充滿刺激的新

世界正在等待人們的接納。這本書是關於在一個明顯已經

改變的世界中，對何謂作基督徒，或更準確地說，何謂作關

心基督徒的牧者，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一個改變了的世界

我們是在甚麼時候改變了？是如何改變的？雖然這聽起

來好像無關痛癢，但我們其中一人嘗試將這轉變的一刻，

定在一九六三年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那時，在南卡羅萊納

州格林威爾市（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霍士劇院（Fox 

學院的基爾拔（Paul Gilbert）博士。我們特別把這本書獻給

兩位朋友，我們亦有幸成為他們的朋友，他們致力於培訓耶

穌基督的工人。身為杜克大學神學院的教務長，他們時常

提醒我們，愛主的心與敬虔生活乃是合而為一的。他們使

我們的生命成為可能。

於杜克大學神學院

一九八九年

異類僑居者排版  master.indd   6-7 2012/6/27   下午 03:04:01

© 2012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LP376_1
	LP376_2
	LP376_3
	LP376_4
	LP376_5
	LP376_6
	LP376_7
	LP376_8
	LP376_9
	LP376_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