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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會的失序

為甚麼談教會的失序？答案很簡單，我們身為教會的一

分子，卻不一定很知道、很清楚教會是甚麼。很多時，我

們身為教會的一分子，可以逐漸迷失在日復一日的眾多教會

事工之中而對教會的本性茫然不知。當然，這種茫然不知

不一定使得教會落入失序的境況，從而偏離其本性而成為異

化之羣體。但是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對自己毫無認

識，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要向著甚麼方向邁進，是

極為危險的，就好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樣子。

這裏之所以掉以輕心，是因為長久以來教會都有種重踐行輕

思考的二元論思維。不很知道、不很清楚教會是甚麼，就

很容易落入教會失序的境況，使得教會不成教會。

然而，我在這裏無意倡議一種重思考輕踐行的二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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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成教會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信仰有兩個向度，其一是正確的看見，

另一是正確的踐行，兩者分別簡稱為正見與正行。只是過

去好一段日子，教會的傳統都強調正見的優先性，要到二十

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興起，才倒轉過來以正行

為首要。簡單地說，信仰之正見與正行是不可以互相分離

的。沒有正行，正見就成了抽象的；沒有正見，正行就變

成了盲目的。我們可以這樣說，正行體現正見，使正見成

為可見的；正見則規範正行，使正行沒有偏離正道。信仰

的這兩個向度，是互相要求對方的，從而使得信仰既不偏

於正見也不偏於正行。可是，當兩者分割開來，教會就會

陷入失序的危機了。這是因為教會把她的踐行跟她所相信

的，分割開來，那就再沒有甚麼可以保障她的踐行是「正 

行」了。

1. 教會如何失序？

如上所言，教會失序的危機是因著重踐行輕思考的二元

論思維，從而使得教會忽略思考教會所相信的是甚麼，也使

得教會忽略從教會所相信的思考教會是甚麼，最後使得教會

忽略依據教會所相信的來反省教會的踐行、忽略依據信仰

對教會本性的規定來反省教會的踐行。這樣的情況就會引

致教會失序。教會作為信仰顯現／體現（包括宣講及見證等

教會聚集及散開的活動）的羣體，若她的踐行脫離了她所相

信的，那麼跟著的問題就是：教會所顯現／體現、讓人看見

的，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信仰呢？我所謂的教會失序，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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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失序？！——從三一上帝的拯救活動思考教會的本性

首先指的是：教會的踐行脫離了教會所相信的。脫離了教

會所相信的，教會的踐行就失去了踐行的內容及踐行的規

範；或者更準確地說，教會的踐行所應該體現的信仰內容以

及所應該遵守的信仰規範，就完全會跟教會的踐行分別、脫

離開來，沒有任何關係。

由此而言，教會失序涉及的是「不思」教會的信仰與踐

行的關係，在這裏我們需要進深探討這種由「不思」而來的

「抽離」，就是把教會的踐行從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作為

抽離出來。這是第一步的教會失序：教會從三一上帝的神

聖拯救秩序中脫離出來，不再把自己置於三一上帝的神聖拯

救秩序之中來了解自己的本性和規範自己的踐行。第二步

的教會失序是以第一步的失序為條件和前提的。任何的踐

行都是依據某些原則和規範來進行的。因此，當教會的踐

行脫離了其所相信的三一上帝的神聖拯救秩序，那麼教會就

無可避免地、有意無意地依循某些信仰之外的原則和規範

來生活。這些並非出自信仰的原則和規範，更進一步強化

教會的踐行脫離其所相信的三一上帝的神聖拯救秩序。此

外，還有第三步的教會失序。第三步的教會失序承接之前

的失序，不單以信仰之外的原則和規範作為教會踐行的依

據，不單以信仰以外的原則和規範取代三一上帝其神聖拯救

秩序對教會踐行的指導和規範，更進一步以信仰之外的原則

和規範來解讀聖經中所見證的三一上帝的神聖拯救秩序。

自從啟蒙運動以來，社會科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

學及集合上述學科的研究成果而產生的管理學，均以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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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成教會

學為楷模，追求客觀性和普遍性。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

為的，其吸引人之處在於它所達致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社

會科學的客觀性使得教會可以毫無顧忌地援引它的研究方法

和成果，因為客觀就是中立，沒有任何價值立場或偏見，所

以不會跟教會的特殊信仰有任何矛盾和衝突。此外，社會

科學的普遍性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可以應用在教會這個

人類羣體之中，因為教會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羣體都一樣，

都是人類羣體，都是依據某些共同普遍的法則和原理來運作

的。更為重要的是，對於著重踐行輕視思考的教會來說，

社會科學對教會發展非常有幫助。這種幫助不單來自社會

科學對人類羣體所作出的通則性解釋，更在於社會科學經

長年累月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管治人類的技能／技術。通則性

解釋即具預測性，但管治技能／技術卻可依據人類活動之通

則，而施行某些管治措施和步驟，以得出某些意欲的行為後

果。簡單來說，社會科學不單是解說性的，並且是操作性

的。社會科學的通則所具有的預測解說特性，提供了誘因

好發展出管治技能／技術；以某種管治方式產生某些管治效

果。這無疑是把解釋、預測性的人類行為的因果法則，進

一步推進至可以操作的實用層面，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

對於那些為上帝國度大發熱心的教會，又或是純粹出於建立

自己個人王國的教會領袖，又或是混雜上述兩種動機的人，

社會科學所提供的這種管治技能／技術，不免是手到拿來的

好工具。

如上所言，教會失序的過程，是一次因著高抬踐行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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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失序？！——從三一上帝的拯救活動思考教會的本性

步引至的過程。在此我無意否定教會踐行的重要性，剛剛

相反，其實教會沒有踐行也不成教會。問題是，認為教會

的踐行跟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活動沒有甚麼密切的關係，

或者三一上帝頂多只是起初教會建立的起動者，此後就是教

會自身的努力了，這是否恰當？當教會逐漸忽略教會的踐行

需要置之於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活動之中來被指導和規

範，那麼教會就會容讓其他達致「客觀」「普遍」的社會科

學提供指導和規範。特別在高抬踐行、重視轉化的氛圍底

下，教會自身所相信的並沒有任何資源可供使用，以產生

立竿見影的果效，於是社會科學的管治技能／技術就可以大

派用場了。簡單來說，教會的失序，是指教會把其自身的

踐行脫離或抽離三一上帝拯救性的恩慈活動來進行。這種

脫離或抽離三一上帝的神聖介入，不免會引致教會視其自己

乃是主要為人類所組成的羣體，因而合法地援引研究人類行

為的社會科學。在這裏，社會科學取代了教義學，教會這

個羣體變成是一個社會科學的概念而不再是教義學（特別是

三一上帝經世拯救活動底下）的概念。這就是教會的失序。

2. 失序的後果

教會失序的後果，自然是教會不成教會了。教會一旦

脫離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活動，而按照人類羣體自身之

運作規律生活，那麼這種教會就成了自然神論式／理神論式

（deistic）的教會了。所謂自然神論／理神論（deism），是指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之後，祂就抽身而退，從此不再介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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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成教會

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則是按照上帝起初創造時所賦予的規律

來運作，不再需要這位創造它的上帝了。自然神論式／理神

論式的教會，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意思。起初，父上帝在基

督裏透過聖靈所創造的教會，既然已經誕生了，三一上帝就

應該功成身退，好讓教會自行運作。彷彿教會在出現的那

一刻，她就已經一次過被賦予教會的本性，從此以後教會的

本性永遠不會失落。這種對教會本性的看法，是靜態的而

非動態的存有論，是非位格的而不是位格的存有論。

不理會三一上帝的神聖介入，教會怎樣回答「教會之踐

行如何可能」這個問題？教會只有回到她自己本身這個由人

類所組成的羣體來回答這個問題。教會在這裏立即落入自

己塑造自己的境況之中，而不是在基督裏藉著聖靈塑造其自

己。教會一旦脫離了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作為，她的本

性就出了問題；教會的本性不再由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

作為所決定，而由其自己的踐行所決定。教會的本性與踐

行原是不可分割、一體兩面的。教會的本性和踐行都是由

三一上帝拯救性的恩慈作為所決定的，有怎樣的本性就有怎

樣的踐行，有怎樣的踐行就有怎樣的本性。教會的本性是

在踐行中展現並塑造的，教會的踐行是生發自其本性並由其

本性所指導；而最終，教會的本性和踐行都不能離開其所相

信的三一上帝祂那拯救性的恩慈作為，否則教會不成教會。

教會失序，不單把教會的本性和踐行從三一上帝的經世

拯救活動抽離出來，並且更進一步把教會的本性跟其踐行彼

此分割開來；在高抬踐行的優先性底下，教會不再反思其自

教會不成教會排版.indd   10 2012/9/28   下午 03:32:54

©2012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011

教會失序？！——從三一上帝的拯救活動思考教會的本性

身的本性、其自身的本性跟其踐行的關係。但是教會的踐

行仍然會起著塑造教會的本性的作用，問題只是，脫離了

三一上帝的神聖介入，教會會被其自身的踐行塑造成甚麼樣

子。這就涉及教會這個時候的踐行，是怎麼樣的踐行了。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這樣的踐行會把教會帶往甚麼方向、

她的目的（telos）是甚麼？一個透過自己的踐行而生的教會，

她展現出來的模樣會是怎樣的？她朝向怎樣的目的來進發？

如果教會的本性和目的最終是由教會的踐行所決定，那麼教

會就是自己的創造主了，她在僭越三一上帝的主權，剝奪了

三一上帝創造教會的主權地位。雖然教會仍然可以宣告耶

穌基督是教會的主，但這宣告卻是空洞的，因為沒有以相應

的踐行來實質化這宣告。再具體一點來說，就是教會沒有

對三一上帝的經世拯救活動作出回應，沒有恆常不斷地活在

父上帝在基督裏藉著聖靈的拯救之中，沒有恆常不斷地在其

聚集一起時操練其對上帝話語—聖經—的聆聽、閱讀

與踐行，沒有恆常不斷地在其散去時在生活的每一層面操練

跟隨主耶穌作門徒……

當教會的踐行並不是因著三一上帝的拯救性話語而生

起，就會出現異化的情況，讓教會更為遠離三一上帝的拯

救。教會異化的面貌，是跟其異化的踐行相應的。教會失

序時所引進、採取的踐行，很多時是來自社會科學的管治技

能／技術。這種管治技能／技術，預設了社會科學對人類行

為因果法則的掌握。那麼，這種踐行就是操控性的，教會

這種操控性的踐行，是以自己為目的的。換句話說，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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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成教會

的異化踐行，在脫離三一上帝的神聖介入之下，結果只會以

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為目的來進發。教會以自己為目的可

以是隱藏的，但卻是主導的。教會原是三一上帝所招聚的

朝聖羣體，當教會不再朝著三一上帝來進發的時候，她的眼

目就轉向了自己，而以自己為目的來建立和發展自己。這

個時候，她將一切倒轉過來，原來教會是為三一上帝所用

的，好見證三一上帝的拯救性恩慈作為，現在卻變成三一上

帝為教會所用，好使教會壯大，為世人所識。因此，教會

仍然會宣講三一上帝的作為，但已經另有目的。教會為了

達到榮耀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扭曲上帝的話語、淡化耶穌

基督對作門徒的要求，重新解釋和演繹一套世人樂意接受的

福音。這就是操控性的踐行。教會按照世人的需要，供應

所需的信息和服事，讓其精神和心靈在無須悔改的情況底下

也可以得到安慰和釋放。教會以無痛的福音來招聚會眾、

籠絡世人，其實是一種操控性的管治技能／技術的運用。

然而，從福音信仰的內容來檢視教會這種踐行，就會看

出其「異化」的地方。福音就是「好消息」，講的是道取了肉

身的形式，來到世界，住在人羣中間，以「非暴力」「非強

制」「非操控」的方式傳講及活出三一上帝想要這個世界活

出的和好生命。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只在內容上是一個和好

的好消息，同時在其表達形式上也是展示出這和好的信息，

而為名副其實的「好」消息。如果在內容上其為好消息，但

在傳遞手法上則是操控的，那麼後者就會否定前者，使得好

消息不再是好消息，福音不再是福音。因此，教會傳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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