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權頁

目錄

序言．坎特伯里大主教 � vii

致謝 � ix

導論 � xi

1. 本丟．彼拉多  1

2. 巴拉巴  31

3. 亞利馬太的約瑟  61

4. 彼拉多太太  85

5. 彼得  109

6. 抹大拉的馬利亞  135

書目和進深閱讀 � 163

註釋 � 165

Power and Passion(6).indd   4-5 2011.3.23   9:10:09 AM

©2011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序言

若是名副其實的話，基督徒的信仰反省是關乎在不大

可能的伙伴之間製造聯繫—正如耶穌自己在天堂和大

地、純潔和罪、神性和人性之間製造十分激進的聯繫一

樣。韋爾斯在這本認真徹底和直接的書中，要求我們思想

受苦／激情和政治（politics）之間的聯繫。我們主要依據

個人感受的強烈程度來思想受苦／激情；政治則是關乎管

理事物和計算可能性，因此那種個人感受的強烈程度往往

需要作出讓步。但如果它們以一種方式彼此相屬，而這方

式令受苦／激情不僅僅是徒具姿態的訣竅，政治不僅僅是

一輪頗為不講理的討價還價，那又怎樣呢？

韋爾斯提出，如果我們看看福音書中耶穌受苦的故

事，這故事怎樣理解權力和衝突，我們便會學懂一些關於

聯繫政治和受苦／激情的必要事情。我們學懂認出我們擁

有的權力—以及我們多麼頻繁地不願意承認自己擁有

的權力，並渴望將自己呈現為環境的受害人。在嘗試識別

帶來改變的力量時，我們學到自己可能犯甚麼錯，也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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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viii

耶穌怎樣更改改變的定義。我們學懂，完全承認那模塑和

推動我們的信仰，將會可能涉及甚麼；我們學懂，那些不

歸信我們立即就辨認出的信仰的人，他們那出人意表的角

色；我們學懂，基督徒領袖在個人的門徒身分和對他人盡

上應盡義務（effective responsibility）之間的張力。最後，

我們得到友誼和饒恕的異象，並以此為一套轉化了的政治

可能性的中心。

我較早時說，這是一本認真徹底的書，它的確是這

樣。它驅使讀者回去問自己一些頗為困難的問題，並在這

樣做時，帶領我們以罕有的方式與耶穌面對面。不過，每

一章結尾反省的機會，都沒有任何與那些思緒對抗之處。

它們經過小心和充滿憐憫的設計，邀請我們在信仰中成長

和成熟。

韋爾斯是個出色的思想家和出色的牧師。這本預苦期

（Lent；編按：又稱大齋期或四旬期，以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為開始）的書是真智慧以及激情的精華，那

激情充滿愛和深思，引向教會和世界的健康。我發覺，閱

讀這本書實際上是與被釘十字架和復活的耶穌相遇，我希

望所有其他讀者都有同樣的感覺。

羅雲．威廉斯博士（Dr. Rowan Williams）

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致謝

我十分感謝威廉斯大主教邀請我寫這本書。這實在是

我的榮幸和喜悅。威廉斯大主教的智慧、慷慨和仁慈，多

年以來都給我啟發。

我想感謝那些參與這個計劃並使之成形的人。我特

別想到基斯（John Kiess），他幫助我找出合適的用字；

喬．貝利．韋爾斯（Jo Bailey Wells），他幫助我找出寫作

的時間；以及我在杜克大學附屬禮拜堂（Duke University 

Chapel）和杜克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的同事，

他們幫助我找出寫作的空間。幾位朋友慷慨相助，花

時間閱讀了手稿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除去一些粗糙的地

方。他們包括：溫納（Lauren Winner）、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斯科維爾（ Janet Scovil）、蓬斯（ Ana 

Ponce）和勞森（Jennifer Lawson）。

我從英國劍橋搬到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達

勒姆（Durham）不久後寫這本書。那似乎是思想權力的合

適時刻。美國南部的教會有英國教會最哀歎自己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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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

東西：人數、金錢和社會影響力。我沒有留意到有這些特

質令基督徒信仰的生命更簡單。但我十分察覺到多給誰，

就向誰多要。因此這是一個開步的嘗試，要描述基督徒可

以怎樣結合自己的權力，從而開始滿足那些期望的其中一 

部分。

離開英國，留下紐納姆聖馬可教堂的人，是我一個

深深的遺憾。我們不能總是透過地方教會的菱鏡看上帝

統治的形象，但有時我們會有愈發澄明的感覺。因此，

我懷著複雜的心情，告別那讓我看到很多關於上帝的事

情的地方和人羣。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經驗，是上演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關於耶穌事奉的連環劇，由

十二個劇組成的《生來作王的人》（The Man Born to Be 

King）。對那一百名有時不大可能成為演員的同事，對羅

伯茨（Marguerite Roberts）和二千個參與的觀眾中的很多

人，以及沃爾福德（Rex Walford）和那些構想及製作那個

節目的人，我都欠他們很多—包括這本書第三和第四

章的看法。關於令第五章得以出現的看法，我得感謝貝格

比（Jeremy Begbie）。

離開聖馬可時，我沒有接受我要接受的一切，也沒有

付出我要付出的一切。我希望這本書會成為一個標記，象

徵我所接受的東西，並標誌了我希望以不同方式繼續付出

的東西。

導論

這本書試圖做甚麼
我相信在耶穌的復活中有著一份力量，是可以轉化

我們生命的激情[譯註 1]的。這轉化了的激情給門徒新的力

量，描述這種力量的最貼切方法，是稱之為新政見（new 

politics）；因為，對於我們視為令世界運作而又理所當然

的事情，它帶來了很多改變。

我寫這本書有四大目標。

首先是更新讀者的生命，成為謙卑、忠誠、有時需要

犧牲，但卻十分喜樂的基督門徒。這本書應該將讀者引向

悔改、加力和鼓舞。悔改，因為它探討我們的生命，怎樣

深刻地由權力觀念─與上帝的權力相反的觀念—所

模塑，並怎樣被激情所抓住，令我們從上帝在基督裏提供

的轉化激情中退卻。加力，因為讀者看到真正的權力在哪

裏，以及真正的激情包含甚麼—並因為這本書探討體

現在基督裏成為可能的權力和激情的那些實踐和姿態。以

及鼓舞，因為它明確地指向復活節作為真正權力和真正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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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ii �iii導論

情的焦點，顯示上帝怎樣在耶穌基督的復活中，給我們活

出激情的生命所需要的恩賜，超越對死亡的恐懼。

悔改、加力和鼓舞是基督教預苦期傳統的核心。特別

分出四十天，來預備學道者在復活節守夜（Easter vigil）

接受洗禮。在這四十天，新的基督徒會禱告、禁食、閱讀

聖經、分享他們的信仰、施捨和檢視自己的心。這些習慣

使學道者在悔改中受模塑、加力予他們擔當門徒身分和在

信心中鼓舞他們。對那些在今天尋求悔改、加力和鼓舞的

基督徒，我希望閱讀這本書能給他們帶來同樣的效果。

這本書的第二個目標，是延續基督徒對上帝在聖經中

賜給我們的了不起恩賜的興奮。如今有兩種聖經讀者呼喊

得最響亮。一種視聖經為一系列法律指引，由那個似乎在

文化上離我們很遠的上帝，以看似隨意的方式傳遞下來。

聖經似乎建議我們過頗為拘束、有很多禁忌的生活，但據

說這最終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並肯定與永恆救恩的考慮有

關。這個對聖經頗為局限的觀點，其問題在於，它將上帝

理解為神祕的法官，祂的期望深不可測，並且隨時都可能

抓出祂的百姓的錯處。第二種吵鬧的聖經讀者，視聖經為

一連串高貴的命令，很大程度上是關乎給人自由或肯定他

們是誰；在想要歸納上帝對人類的肯定，以及祂對豐盛生

命的渴望之下，而遺漏了細節。這樣閱讀聖經，其問題在

於會引發出「為甚麼人要閱讀聖經」的質疑；因為這樣閱

讀聖經，並不能為我們帶來歷代的詩人、說故事的人和社

會的先知所沒有說過的東西。上帝傾向隱藏於公義、和平

及愛等抽象目標的雲層背後。

我打算在這本書延續一種意識：聖經給基督徒一些在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東西，給他們力量在耶穌基督的靈裏與

世界交往。我的策略是：留意受難節故事的細節，在人們

趕忙去到十字架跟前時，這些細節總是受到忽略。藉著

將注意力集中在聖週敍事（Holy Week narrative）裏的六

個人物的身上，我提供另外一種與基督的十字架交往的方

式。我想讀者看到故事的細節，其內容多麼豐富。這故事

不只是達到一個目標的手段，不只是「為甚麼上帝的兒子

需要以死來拯救我們」這僵化邏輯的一系列歷史註腳。相

反，這故事給我們提供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方式，藉以跟從

（或不跟從）耶穌，以及與永活上帝（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相遇。聖週敍事的人物，他們面對的選擇和經歷的感受，

與我們十分相似。因此，我們閱讀這些故事時，應該期望

每個細節都對我們跟隨耶穌的腳蹤有著影響。

寫這本書背後的第三個動機，是幫助讀者發揮他們自

己的力量。回顧我事奉的年日，我想到這是我講道、輔導

和寫作的一個持續主題。我曾試圖幫助一個小鎮的人，他

們大部分都是勞動階層，他們在自己身為基督身體的合一

中，發現自己的力量；在那個長久以來以重工業為根本但

卻已經失去自己身分的社區中，他們成為有盼望的興旺羣

體。我嘗試啟發在社會中處於不利位置的住宅區居民，希

望他們明白，好像那些收到保羅的信件而正受困擾的教會

一樣，他們在基督裏有新生命的精髓，不管大部分鄰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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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四十天，來預備學道者在復活節守夜（Easter vigil）

接受洗禮。在這四十天，新的基督徒會禱告、禁食、閱讀

聖經、分享他們的信仰、施捨和檢視自己的心。這些習慣

使學道者在悔改中受模塑、加力予他們擔當門徒身分和在

信心中鼓舞他們。對那些在今天尋求悔改、加力和鼓舞的

基督徒，我希望閱讀這本書能給他們帶來同樣的效果。

這本書的第二個目標，是延續基督徒對上帝在聖經中

賜給我們的了不起恩賜的興奮。如今有兩種聖經讀者呼喊

得最響亮。一種視聖經為一系列法律指引，由那個似乎在

文化上離我們很遠的上帝，以看似隨意的方式傳遞下來。

聖經似乎建議我們過頗為拘束、有很多禁忌的生活，但據

說這最終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並肯定與永恆救恩的考慮有

關。這個對聖經頗為局限的觀點，其問題在於，它將上帝

理解為神祕的法官，祂的期望深不可測，並且隨時都可能

抓出祂的百姓的錯處。第二種吵鬧的聖經讀者，視聖經為

一連串高貴的命令，很大程度上是關乎給人自由或肯定他

們是誰；在想要歸納上帝對人類的肯定，以及祂對豐盛生

命的渴望之下，而遺漏了細節。這樣閱讀聖經，其問題在

於會引發出「為甚麼人要閱讀聖經」的質疑；因為這樣閱

讀聖經，並不能為我們帶來歷代的詩人、說故事的人和社

會的先知所沒有說過的東西。上帝傾向隱藏於公義、和平

及愛等抽象目標的雲層背後。

我打算在這本書延續一種意識：聖經給基督徒一些在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東西，給他們力量在耶穌基督的靈裏與

世界交往。我的策略是：留意受難節故事的細節，在人們

趕忙去到十字架跟前時，這些細節總是受到忽略。藉著

將注意力集中在聖週敍事（Holy Week narrative）裏的六

個人物的身上，我提供另外一種與基督的十字架交往的方

式。我想讀者看到故事的細節，其內容多麼豐富。這故事

不只是達到一個目標的手段，不只是「為甚麼上帝的兒子

需要以死來拯救我們」這僵化邏輯的一系列歷史註腳。相

反，這故事給我們提供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方式，藉以跟從

（或不跟從）耶穌，以及與永活上帝（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相遇。聖週敍事的人物，他們面對的選擇和經歷的感受，

與我們十分相似。因此，我們閱讀這些故事時，應該期望

每個細節都對我們跟隨耶穌的腳蹤有著影響。

寫這本書背後的第三個動機，是幫助讀者發揮他們自

己的力量。回顧我事奉的年日，我想到這是我講道、輔導

和寫作的一個持續主題。我曾試圖幫助一個小鎮的人，他

們大部分都是勞動階層，他們在自己身為基督身體的合一

中，發現自己的力量；在那個長久以來以重工業為根本但

卻已經失去自己身分的社區中，他們成為有盼望的興旺羣

體。我嘗試啟發在社會中處於不利位置的住宅區居民，希

望他們明白，好像那些收到保羅的信件而正受困擾的教會

一樣，他們在基督裏有新生命的精髓，不管大部分鄰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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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激情—六個追尋復活的人物�iv �v導論

嘲笑他們、對他們懷有敵意或漠不關心。我努力鼓勵比較

富有的市郊居民，希望他們在教會的實踐和操練中，看到

自己的真正身分，視生命不是個別計劃，而是聖潔生活的

集體方案。如今，我在美國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的機構裏

講道，會眾人數眾多，但我仍然感到需要從聚集在一起崇

拜的人中，驅除那股持續的無力感，幫助他們發現他們的

力量—在上帝裏面，以及在聯合一起時在教會裏面。

人們很少承認自己的權力，但卻覺得較容易明確表達

自己的激情。我寄望這本書能接觸讀者的激情，但卻是幫

助讀者看到，那激情是怎樣由關於權力的假設所模塑。我

提出福音書講述基督的死亡和復活正與此有關，我試圖顯

示，福音書給我們一種新的激情，這份激情乃建基於一個

已轉化的、對權力的理解。我希望看見讀者對自己的權

力—由上帝在基督裏所做的事賜給他們—湧現一份

堅定的理解，其強度就如他們以前對自己的激情的理解那

樣強烈。

我寫這本書的最後一種推動力，是我曾經讀過一本

書，它轉化了我對耶穌的生命和我今天怎樣活出我的生命

之間的關係的理解。那本書在一九七二年出版，名叫《耶

穌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Jesus），由已故門諾會神

學家尤達（John Howard Yoder）所著。我只想給本書的

讀者帶來我閱讀尤達的書時產生的經驗。對於傳統上假

設耶穌與我們生命中的權力和激情這些實際和深刻的事情

毫不相干，尤達檢視了這假設所持的理由，將它們一一拆

解。（有人說）耶穌假定祂自己所談及的是一段短的過渡

時期，這時期會由世界災難性的末日突然終結。或者，耶

穌只是一個鄉村人物，只關心面對面的關係。或者，耶穌

沒有任何真正的社會責任，因為祂總是打算成為少數羣體

的成員，跟今天的基督徒必須以祂沒有預期的方式應付的

權力圈子大相逕庭。或者，耶穌對屬靈事件而不是社會事

件感興趣；祂關心的不是政治改變，而是一種新的自我理

解。或者，耶穌來只是要為人類的罪獻出自己的生命，在

此之前所過的生活，只說明祂是無罪的，卻成為犧牲的受

害人。

但尤達問，如果這些對耶穌的觀點，全都是避免一個

簡單的假設：耶穌是我們生命中權力和激情的模範，那又

會怎樣呢？如果我們蒙召在一個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特

別範疇中跟隨耶穌：相對於祂可以選擇的很多政治和社會

選擇，祂願意走十字架的路，那又會怎樣呢？這本書試圖

繼承尤達的衣缽，以同一個假設開始。它試圖描述耶穌可

作出的其他六個政治選擇—廣義來說，也是我們可作

的其他選擇—在它們的亮光下，描述耶穌的權力和激

情，藉以讓我們清楚看到權力的本質和激情的方向。

這本書假設甚麼
我在這本書作了五個假設。在開始之時為此加以解

釋，對讀者可能會有所幫助。

我假設福音書是：供試圖在世界裏以門徒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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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他們、對他們懷有敵意或漠不關心。我努力鼓勵比較

富有的市郊居民，希望他們在教會的實踐和操練中，看到

自己的真正身分，視生命不是個別計劃，而是聖潔生活的

集體方案。如今，我在美國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的機構裏

講道，會眾人數眾多，但我仍然感到需要從聚集在一起崇

拜的人中，驅除那股持續的無力感，幫助他們發現他們的

力量—在上帝裏面，以及在聯合一起時在教會裏面。

人們很少承認自己的權力，但卻覺得較容易明確表達

自己的激情。我寄望這本書能接觸讀者的激情，但卻是幫

助讀者看到，那激情是怎樣由關於權力的假設所模塑。我

提出福音書講述基督的死亡和復活正與此有關，我試圖顯

示，福音書給我們一種新的激情，這份激情乃建基於一個

已轉化的、對權力的理解。我希望看見讀者對自己的權

力—由上帝在基督裏所做的事賜給他們—湧現一份

堅定的理解，其強度就如他們以前對自己的激情的理解那

樣強烈。

我寫這本書的最後一種推動力，是我曾經讀過一本

書，它轉化了我對耶穌的生命和我今天怎樣活出我的生命

之間的關係的理解。那本書在一九七二年出版，名叫《耶

穌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Jesus），由已故門諾會神

學家尤達（John Howard Yoder）所著。我只想給本書的

讀者帶來我閱讀尤達的書時產生的經驗。對於傳統上假

設耶穌與我們生命中的權力和激情這些實際和深刻的事情

毫不相干，尤達檢視了這假設所持的理由，將它們一一拆

解。（有人說）耶穌假定祂自己所談及的是一段短的過渡

時期，這時期會由世界災難性的末日突然終結。或者，耶

穌只是一個鄉村人物，只關心面對面的關係。或者，耶穌

沒有任何真正的社會責任，因為祂總是打算成為少數羣體

的成員，跟今天的基督徒必須以祂沒有預期的方式應付的

權力圈子大相逕庭。或者，耶穌對屬靈事件而不是社會事

件感興趣；祂關心的不是政治改變，而是一種新的自我理

解。或者，耶穌來只是要為人類的罪獻出自己的生命，在

此之前所過的生活，只說明祂是無罪的，卻成為犧牲的受

害人。

但尤達問，如果這些對耶穌的觀點，全都是避免一個

簡單的假設：耶穌是我們生命中權力和激情的模範，那又

會怎樣呢？如果我們蒙召在一個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特

別範疇中跟隨耶穌：相對於祂可以選擇的很多政治和社會

選擇，祂願意走十字架的路，那又會怎樣呢？這本書試圖

繼承尤達的衣缽，以同一個假設開始。它試圖描述耶穌可

作出的其他六個政治選擇—廣義來說，也是我們可作

的其他選擇—在它們的亮光下，描述耶穌的權力和激

情，藉以讓我們清楚看到權力的本質和激情的方向。

這本書假設甚麼
我在這本書作了五個假設。在開始之時為此加以解

釋，對讀者可能會有所幫助。

我假設福音書是：供試圖在世界裏以門徒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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