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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或預先的警告）

 

數星期之前，上千個教牧和基督徒教師熱切期待著從

他們的首席講員聽到充滿希望的振奮人心之言。然而，

韋利蒙（William Willimon）教授給他們的，卻是一劑強力

的現實處方—最終來說，那當然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希

望。我身為大會的講員之一，也滿懷感恩地聆聽著。

韋利蒙教授是北阿拉巴馬州衞理公會聯合大會（North 

Alabama United Methodist Conference）的監督，也是杜克

大學（Duke University）附屬禮拜堂的前主任牧師，又是

該校神學系的教牧學教授。他善於幫助我們更認真地察看

人生的現實。更重要的是，他善於把有關神的真理指教我

們，好讓我們能夠以一種帶給我們希望的現實主義來面對

人生的種種掙扎。

在這本書裏，他沒有叫我們失望。他嚴肅而迫切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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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星期五感謝神—於現今世代再思十架七言viii ix前言（或預先的警告）

視耶穌十架七言的重要性，從中向我們揭示，三一神的心

是何等的深廣。

一路上有許多驚喜。也許我們太熟悉十架七言了，以

致它們不再為我們帶來震撼。我們需要像韋利蒙教授的人

來提醒我們，耶穌喊出十架七言時叫人驚訝之處。假如我

們不是那麼麻木的話，總可以聽見慰藉和懇求的聲音。

韋利蒙教授承認自己有困惑和錯誤，這有助我們正視

自己的誤解，並了解這些誤解對我們對神的認知所造成的

損害。當他向教會提出艱深的教訓時，他是以風趣和坦誠

提出的，藉此邀請我們進入彼此共有的羞愧和憂愁、悔改

和復興。他向我們展示，我們的錯誤觀念是那麼的可笑，

我們對神的約化，是那麼的具諷刺意味—就在他向我

們展示，基督為我們所受的苦是那麼的可怕，使我們驚異

之時；也就在他向我們展示，耶穌不但以強烈的忠誠來與

天父和聖靈維繫關係，也以強烈的忠誠來與我們這些罪人

建立關係，使我們變得有生氣之時。

小心！韋利蒙教授不肯讓我們把神變得平庸—不

論是藉著我們的生活或是藉著我們的崇拜。如果我們誠懇

地聆聽這十架七言，我們必會被耶穌這個被神倒空的人肉

身的質樸，被充滿權能的、慈愛天父的極大謙虛，被聖靈

持續不斷的攪動之風所震動，使我們只得讓神作神。我們

必不會把三一神簡化為快樂的短歌或不斷誦唸的教義。我

們必會發現，這位三一神愛我們是愛得那麼艱苦和痛苦，

到最後超過了我們最天馬行空的想像；我們必定希望以謙

卑恭謹之情、深深的熱情和堅定不移的決心來回應，來真

誠地尊崇這位真神。

有好幾個宗派的教會，他們所採用的每日經課是按照

一個次序的，就是每七個星期把整卷詩篇禱告一遍。按著

這個規律，星期五的詩篇總是聚焦在悔改和悔憾上，其中

也包括了詩篇二十二篇。我在過去幾年養成了這個習慣，

使我能（特別在星期五）更深入地思想那個我們經常為之

感謝神的、重大的受苦節（Good Friday）。

同樣，韋利蒙教授寫的這本書也會使我們重新並更深

刻地察看，耶穌為我們所作成的事是何等巨大。這本書無

論幾時看都會讓讀者受益，不過它特別要求我們放慢些，

以新的感激之情來細想受難週的重要性，以新的渴想來追

隨耶穌的道路，即樂於為世界的緣故而受苦。

唐慕華（Marva J. Dawn）

The Sense of the Call: A Sabbath Way

 of Life for Those Who Serve God,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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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言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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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我們深深吸一口氣，預備用三個小時來凝視祢流血的

身軀。這故事—至少，由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說出的故

事—看來是那麼的暴力和令人嘔心。我們來到教會，不是要感受

極大的不愉快，而是要慶賀我們的健全。教會是傳遞振奮人心的思

想，和給人屬靈激勵的地方。

甚麼樣的神才會促使我們回到教會來，在星期五也回到教會

來，凝視一幕流血的景象？很可能是那種愛美國人—居於有史以

來最暴力的文化之一—的病態的神。好了，我們承認：我們是在

血中出生的，儘管歷史書沒有為此大做文章。我們這羣人民，正是

站在一堆由遭殺害的美國同胞、以私刑處死的奴隸和多得無法逐一

提名的敵人的屍體所組成的高山上，擦淨我們的手，搖旗喊道「自

由萬歲」的一羣人。說起來真可怕。

美國職業欖球聯盟、布魯斯．威利斯（Bruce Willis）的上一部

戲、在這年謀殺本城市民的紐約人、我們樂意使之成為更多外交政

策的犧牲品的孩子，我們在嘲弄誰？我們還嫌不夠血腥。在流血贖

罪是必須的這一點上，也許你說服法國人遇到困難，但身為阿拉巴

馬州人的我們則相信血的力量。不用血寫成的故事，就無法講說有

關我們的真理。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裏提醒你：那敢於愛我們的神最好肯

讓祂的手變得骯髒。那藉著祂的獨生子拯救我們的天父最好肯犧牲

祂的兒子。我們預先提醒你：我們說不出敵人和拯救者的分別。

來吧，主耶穌。來，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和我們的政府對質，

混在普羅大眾中間，在禮拜天坐在驢背上巡行，在星期四與我們一

起盡情歡樂，跟我們的法律制度混作一團，看祢到星期五會得著甚

麼。來看看當我們蔑視祢的愛、嘲笑祢的統治，並以血腥來領受祢

沾滿鮮血的榮耀之時，我們會向祢所做的一切。

來吧，主耶穌，讓我們看看祢會怎樣待我們。阿們。

父啊，求祢赦免。耶穌說的第一言，不是對我們，而

是對神說的。三年之久，祂對我們說話、講道、教導我

們、勉勵我們、指導我們。此刻，我們把祂掛在十字架上

讓祂受死；耶穌轉離我們，對祂的父說話。

「父啊，求祢赦免。」

我們一度是耶穌講話的對象，現在，我們成了旁觀

者，聽見在三一神心靈深處的對話。現在，到了最後，一

度擁戴耶穌的羣眾已經散去；沒有一個剩下來聆聽耶穌的

話，除了父神之外。祂所說的話，只有神才敢對神說的，

因為只有神能赦罪。我們無權代替耶穌向神作這樣的禱

告。聖子對父神說的是甚麼？祂本可以為其他事情禱告，

但祂沒有；祂禱告說：「父啊，求祢赦免；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第一言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32至 3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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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星期五感謝神—於現今世代再思十架七言� 第一言 �

我花了大部分的人生，去理解自己在幹甚麼。那豈不

就是人們在兒童發展的課堂上，給「個人成長」所下的定

義嗎？「個人成長就是增進自我意識的過程」？我們開始

時只有直率的本能、機械化的反應、由荷爾蒙調節的回

應，但是逐漸地，經歷青春期的改變和大學的教育，我們

逐漸得知自己身在何處，以及我們在幹甚麼。我們學會追

求快樂，逃避痛苦。我們學會規避某些沒有結果、不正常

的行為，而從事一些較有果效、有益的行為。現在既然擁

有一種「自我意識」的敏銳感，我們也就在世界帶著反省

性和豐富知識活動；這世界也就是「我們的」世界，是藉

著我們的知識建立起來的。

對，就是這樣。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上了一科基督教倫理學。基督

教倫理是權衡各個倫理抉擇的利弊，然後，經過周詳理

性的考慮，分辨哪個是正確的行動，並以慎重的態度作

出抉擇。

對，就是這樣。

我在該科取得甲等成績，但是，當我嘗試在生活中實

踐的時候，竟是不及格呢。

我們試圖作一個深思熟慮、小心謹慎的人，這樣做的

一個小問題是：我們也在那於星期五—剛理性地按著

最優秀的西方法律哲學行事—把神的兒子折磨至死的

人羣之中。

為甚麼？哦，我們所做的，我們不曉得。我們當時不

曉得，現在不曉得，也永遠不會曉得我們在作甚麼。我們

都是在黑暗中絆倒的人。我認識一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一個幽暗的晚上，他在法國放哨值班，意外地射

中了一個沿著鄉間小路走來的德國士兵。當他上前細看那

屍體的時候，竟發現那是他一個最好的朋友，屬於另一個

部門。我對他說：「可是你當時不曉得自己在幹甚麼」，

他似乎並沒有從我這話得到多少安慰。

有一次，我為退休金的安排跟證券經紀會面。我見

他從手提包裏拿出一些圖表來，便問道：「這是不是指你

現在把證券買賣提升到超過進賭場博彩的層次？」他答

道：「不。這是指我要給你一個印象：我真的曉得自己在

幹甚麼。」

然而，我們不曉得我們所作的！這是事實，不是藉

口。我們對人的惡意攻擊，大部分都是沒經過事先考慮就

行出來的。

羅馬兵、猶太人的議會、狂暴的羣眾：你們每一個是

怎麼決定要殺害神的兒子的？啊，我們以為我們是在維護

法律和秩序。我們認為我們是忠於聖經美好的價值觀。我

們只是奉命行事的兵丁。我們有這個直覺。我們沒有實際

主管訴訟程序；那是政府做的事。一切都是按著最好的法

律意見進行。

事實上，那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那豈不是那試探者在美好的園子裏所應許我們的

事嗎？在那裏有知識樹。吃了那棵樹的果子，我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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