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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給予祂子民敬拜祂、成為祂的朋友，以及與祂同吃所需的

一切（ God gives his people everything they need to worship him, to 

be his friends, and to eat with him ）。同伴（ companion ），則是可以

與之一同分餅的人。上帝呼召祂的子民成為祂的同伴，與祂一起分

餅 —成為祂的朋友。基督徒稱與上帝一起用餅為敬拜。因此，

跟隨耶穌基督的上帝，就表示敬拜祂，成為祂的朋友，與祂同吃：

簡單來說，就是成為祂的同伴。這個導論的目的，是說明文首這句

概括性的話的每一方面的重要性，並將我的論點連繫到對基督教倫

理學的性質和目的的其他理解。

 上帝 

這個研究建基於一個「決定性的揀選」：上帝原來之揀選，甚麼

都不是，除了成為那位在基督裏為我們的上帝（Barth 1963, 62）。因

此，倫理學假設人和上帝之間是有關係的，這關係在耶穌裏體現，

導論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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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同伴

構成了人類的身分，並將人類從其餘的受造物區分出來。成為上帝

的同伴，就是人類的本質和命途（destiny；或譯「定旨」）。

在過去三百年，在倫理學中談論上帝變得那麼困難，實在是有

各種可以理解的原因的。教會的破碎，並沒有減弱那些與它互相競

爭的對手們的熱誠：自從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以來，總有一

個一直存在的假設，即認為關於上帝的信念會引起「暴力」。哲學家

康德（ Immanuel Kant）構想出一套倫理學，這套倫理學如果不是完

全除去神聖，就是將上帝化約到純粹理性的限度以內：即本體的神

明（noumenal deity；或譯「物自體的神明」、「物自身的神明」）在

現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不能夠再有任何具意義的角色（Kant 

1960）。科技的發展建立了很多期望和恐懼，那是棲居在聖經敍事中

的人不知道的，因此，人很容易假設上帝（至少是耶穌基督的上帝）

對這些問題是沒有甚麼話說的。全球帝國的擴展和繼承，加速了宗

教文化的多元化，以致在當代的民主精神中，如果有人認為「對上

帝的某一個概念的聲音，應該比其他概念的聲音更大」，這在很多人

看來都是荒謬的。西方教會的人數減少，加上假設了世俗的得勝，

這或許減弱了教會自身的信心。而懷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變得那麼有影響力，以致很多人都假設：每個涉及上帝這

詞的宣稱，不單是一種強制，也是一副體面的面具，而權力精英在

這副面具背後，維持著他們有時隱晦、但總是無情的壓迫性結構。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和很多其他原因，大家往往假設，耶穌基督

不再構成基督徒關於倫理學所想說的一切。人發明了一個新學科，

填補了上帝在基督裏給予祂子民的東西與大家感到自己仍然需要的

東西這兩者之間的空隙。這空隙的名稱是基督教倫理學。這本書

想顯示：這種空隙是一個幻象。我寫這本書，是要將神學和倫理學

的分離重新連繫起來，以強調神學和倫理學是一體的兩面。那一體

就是上帝，祂在基督裏的旨意，是令所有人成為祂的同伴。這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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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神學倫理學的中心。 

 給予 

在使用「給予」（ gives ）這個詞時，我是說：這本書不單是關

乎上帝，也關乎上帝的作為（ God’s action；或譯「行動」）。這是

一個重大的宣稱，因為大家通常將倫理學理解為對人的行動的研

究。我主張：支持人類生活的，是一種踐行的模式（ a pattern of 

practices ）—那就是與別人交往的好方法，那是在羣體中磨練出

來，並經由傳統建立，由學徒工作方式習得，並在習慣中體現的。

這些踐行基本上是上帝的恩賜／禮物（ gifts ）。這些踐行是讓「祂對

同伴關係的旨意」在人類生活中表達出來的方式。它們不單令人更

親近祂，也帶來人類的興盛（ flourishing ）。

我的論證並不是慣常的那一種—我在這裏指的是論證的形式  

而不單是指內容。這本書使用的主要修辭策略，是「列舉」（ list）。

我只想給讀者大量例子。我不願意輕視其他人的論證：我寧願展示

我自己的取向的全部含義，希望說服讀者繼續發展他們業已從事的

踐行，並體現其他踐行。這不是紙上的辯論，而是號召教會更新。

我認為關於倫理學的寫作，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描述

（ description ）。它的目的主要是令主題變得更有意義。它希望以十

分富啟發性、十分美麗的詞彙勾畫基督徒的生命，並以它本身的描

繪那全然的敏銳吸引大家委身。好像菜譜，它令人想親自下厨；好

像旅遊指南，它令人想到訪那個國家；它好像福音，令人想跟隨基

督：不是因為它告訴人要這樣做，而是因為大家渴望將它所描述的

奇妙變成一種活出來的經驗。簡單來說，它令人神往。

第二種是比較（ comparison ）。這是批判風格的倫理學。它細

心評價不同取向、不同論點、不同理論，藉以確定何者才是可信服

shangdidetongban(6).indd   3 2011.5.23   5:27:24 PM

©2011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 上帝的同伴

的勝利者。它是以論辯的方式提出證據，指出某論點有缺點；追溯

另一個論點的譜系，找出它出人意表和令人困擾的根源；並有意識

地探討，如果第三個論點被推到極端的地步，會有甚麼含義；並將

主題由一個脈絡轉到另一個脈絡，讓那些主題從十分不同的角度給

反映出來。這是學術倫理學的實質：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種「學科」

（ the discipline ）。

第三種是勸說（ persuasion ）。這是富普及形態的倫理學。大家

總是否認、但卻經常假設這種倫理學包含著毋庸置疑的假設，尋找

草率的認可；包含著不可靠的偏見，尋求確定的證據；包含著強烈

的信念，渴望簡練的口號。當然，護教學有更榮耀的傳統：希望可

以藉非神學語言表達真理，並令真理在基督教以外得到接受。但在

護教學背後總潛藏著一個危險：基督教的獨特性可能被轉換為一種

當代抱負的陳腔濫調。

這本書是以第一種倫理學為取向的著作。但「出色的教義學，

就是最好的護教學」這個著名的宣稱，引導我的整個取向。可是，

與很多我十分欣賞的作者不同，我主要的任務是「描述」。因此，

我引述作者時（無論是古老的傳統或當代的辯論），很大程度上，

都只限於援引其描述似乎是那麼吸引、以致令我神往的作者。我很

大程度上將「比較」的工作，留給那些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的人（例

如，Hauerwas 2001 ）。

以下，我希望於論述上帝的福音當包括甚麼時，展示出上帝的

恩賜／禮物。我盼望這些踐行 —而不是理論的論點 —會被視

為基督教倫理學的實質。

 祂的子民 

我說「祂的子民」（his people）時，關乎上帝的「代名詞」〔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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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指男性代名姓“ his ”〕，我採用了傳統的用法。這主要不是因為我

相信這種語言的男性特徵，而是因為未能找到其他令人滿意的選擇

（討論可參 Ford 2002, 181 ～ 184 ）。

對我的論證更為重要的是，當我說「上帝給予祂的子民」，這

表示我對教會的地位作出一特別的宣稱。（關於猶太人仍然是上帝

子民的討論，參 Yoder 2003。）同樣，我們可以對基督教倫理學的

定位之想像，作出一個三重區分（參 Wells 2004, 33 ～ 41 ）。

最常見的定位可以稱為「普遍的」（ universal ）倫理學，或「給

所有人的倫理學」。論證是這樣的：上帝是整個創造的上帝，祂對

某些人的旨意，與祂對另一些人的旨意，是沒有分別的。因此，倫

理學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尋求共同原則或指引，並認為這些指引是能

夠引導和模塑（ shape ）公共生活的。大家都深深察覺到，多元式的

民主和有爭議的公共領域，令我們難以闡述信仰的宣稱 —除了

以籠統和抽象的字眼來加以闡述。因此，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變

成了康德要將它變成的樣子，即成了一種行為守則，不需要怎麼參

照其來源或目的，特定的傳承或終極命途。

一個相反的取向可以稱為「顛覆的」（ subversive ）倫理學。它

將普遍的版本置於上文提到的懷疑的詮釋學之下，並發覺那是有缺

欠的。「普遍」差不多只是一種掩飾，掩飾當權者怎樣炮製配合他

們利益的東西：重寫歷史和神話，以配合他們的目的。作為反對的

聲音，顛覆性倫理學是「受壓迫者的倫理學」。它認同的人，是那

些社會地位令他們幾乎無可避免地要處於權力精英之外的人，而且

顛覆性倫理學也往往源自這些人。藉著闡明被壓抑著的聲音，顛覆

性倫理學挑戰那些當權者，迫使他們顯示出：除了「暴力」這不明

言的脅迫外，他們究竟還有沒有任何「權力」？

第三種理解是「教會的」（ ecclesial ）倫理學，這也可以稱為

「為了教會的倫理學」（ ethics for the Church ）。它和顛覆性的取向

shangdidetongban(6).indd   5 2011.5.23   5:27:26 PM

©2011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 上帝的同伴

一樣，批判普遍的倫理學取消了特殊性（ particularity ）；它也認同

教會必須總是窮人的教會。但它質疑真正的快樂是否在於自主性

（ autonomy ）和自我表達（ self-expression ），它尋求在教會的傳統

和踐行、敍事和盼望中，有比「顛覆性」的倫理學所能夠闡述的更

具顛覆性的福音。

我這個研究是教會倫理學的著作。它相信上帝的呼召是給所有

人的，但它沒有因而視所有人為理所當然地完全相同的；它將所有

人的相同性（ sameness ），置於他們與基督共享的人性之中，而不

是置於他們彼此分享的一些重要的東西之上。它相信上帝的呼召

令世界翻天覆地，但這顛覆的力量不在於數目或手段，而在於順應

「宇宙之道」（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也就是沿著十字架和復活

的模樣（ shape ）走去，記著上帝的驚訝（ God’s surprise ），並預期

上帝那轉化的將來。

或許，最獨特的，是本書的研究將倫理學的核心直截了當地置

於地方教會的踐行之中。在所有對踐行的描述中，以及宣稱這些踐

行構成了上帝賜給教會的恩賜／禮物，以模塑它的生命之時，我會

提出例子，以說明平凡的基督徒怎樣由這些了不起的恩賜／禮物模

塑了他們的品格。這些故事不單是一種「喻例」，因為，很多時，

除了以敍事的形式來推進論證外，這些論證是不能被看出來的。在

似乎更合適時，我有時會引用地方教會以外的故事。但這些情況只

是少有的例外。而且，每一個例外都有頗為明顯的原因。總括而

言，堅持使用故事，是為了可以歡慶教會的凡塵生活。有時，我會

改變人物或事件的細節，以保護主角的身分。但所有故事都源自真

實事件。我不單在撰寫這本書期間是教區牧者 —正努力踐行我

在這裏所傳講的，我也相信這本書講述的那些故事中的人物，真的

是上帝的同伴、基督教倫理學的核心和福音的體現，而倫理學可以

有的最好形式，正是歡慶「上帝透過他們所實行出來的踐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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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因著上帝此舉而令他們成為怎樣的子民」。

 他們所需的一切 

這本書所展示出來的倫理學，是關乎上帝在教會的踐行中怎

樣給體現出來。但或許它最具爭議性的宣稱是：「上帝的作為」構

成了祂子民跟隨祂所需的一切。他們所需的一切（ everything they 

need ），並不等同他們想得到的一切。在他們跟隨祂的過程中，他

們所需的一切，並不表示長壽、健康，沒有痛苦、失望、挫折或孤

獨，且能滿有成就、榮譽和滿足的生活，就是所需的一切。這些事

情可以取代福音，這也可能是很多基督徒所渴望的，而對任何人的

生活而言，這也可能是十分受歡迎的祝福 —但我們不能誤將它

們看成是對耶穌基督的上帝之跟隨。基督徒蒙召走上跟隨的道路，

並得到他們跟隨祂所需的一切。跟隨耶穌是順應宇宙之道過活。

基督教倫理學讚賞那些順應宇宙之道的事情，推廣那些令那生活變

得豐富和成為可能的踐行；它明確或隱晦地批評那些與道相違的事

情。跟隨耶穌，正表示學習要一心得到上帝在耶穌裏給我們的無限

事物（ limitless things ）。

在整個論證中，我都有意識地在兩個相關的觀念之間往來：足

夠（ sufficiency ）和豐富（ abundance；或譯「豐盛」）。一方面，我

論證說，上帝給予我們「足夠的」；另一方面，我認為上帝給予了

「太多」（ too much ）。我之所以認為上帝給予我們足夠的，是要對

基督教倫理學一貫的主流意見提出批評。這一主流意見假設我們

擁有的並不足夠，因此，倫理學是「以草造磚」似的一種十分艱難

的事業。不足夠，假設我們沒有足夠的資訊 —我們對人類的身

體、對氣候、對甚麼令戰爭發生、對怎樣使人脫貧、對甚麼引導著

經濟，都知道得太少；沒有足夠的智慧 —即沒有足夠的論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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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同伴

我們交換意見、從過去學習、使不同學科的人聚首一堂，也沒有足

夠的智性解決持續的困難；沒有足夠的資源 —即世界人口正在

增加，接受教育的機會、清潔的食水、食物、健康護理和影響政

治的途徑，都不足夠。沒有足夠的啟示 —即聖經是陰鬱的文件

（lugubrious），而且往往晦暗不明（ambiguous），受制於它的時代，

不能夠以足夠的清晰度來處理今天的問題。我認為這整個「不足夠」

的假設，基本上是建基於「上帝的不足夠」這一假設之上。不知怎

的，在創造、以色列、耶穌和教會，以及在終末的應許中，上帝仍

然做得不足夠，給予的也不足夠，祂本身也不足夠，以致基督教倫

理學所想像到的目的是（而且總會是）痛苦地可望而不可即。

與這不足夠的假設相反，我認為上帝所給予的，是足夠的 —

即祂的子民所需的一切，是足夠的。祂給予他們「過去」所需的一

切，這便是「遺產」；祂給予他們「將來」可以想像到的一切，這便

是「命途」；祂給予他們聖靈，令過去和將來，能呈現（ present）於

教會的生活中。祂給予他們很多踐行：這是模塑基督徒的方法，使

他們能在基督裏體現他們自身，使他們接受上帝、彼此和世界要給

予他們的，而在事情出錯時得以和好（ reconciled；或譯「復和」）

和恢復（ restored；或譯「復原」），並以分享食物作為他們的明確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行動。祂給予的，供應並不短絀。這些東西包

括愛、喜樂、和平。這些恩賜／禮物透過教會的踐行體現出來。這

些踐行包括見證、教義問答、水禮、禱告、友誼、殷勤、勸誡、悔

罪、認罪、頌讚、讀經、講道、分享平安、分享食物、彼此洗腳。

這都是上帝的無限恩賜／禮物。我對傳統基督教倫理學的抱怨，是

它忽略、不理會或忽視上帝豐富地（ in plenty）賜下了這些東西，

並把焦點集中在那些供應短絀的東西上；而在上述種種豐富之缺席

下，讓生命被經驗為缺乏（ scarcity；或譯「稀少」）。我的論證，是

希望大家留意上帝給予祂子民的東西，並抗拒四周那種要攫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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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的試探。

另一方面，我論證說，上帝給祂的子民的，不單足夠，而且實

在太多了。我所做的是嘗試解釋一件事，即倫理學存在著超過一種

困難。倫理學的第一種困難是「不想得到」或者「故意忽視」上帝

的恩賜／禮物，並開始製造自己的恩賜／禮物。但它還有另一種困

難，那主要關乎想像力（ imagination ）—「困難」是，上帝實在太

豐富了。於第一種困難而言，其困難是認為上帝給予我們錯誤的恩

賜／禮物，或者不足夠的恩賜／禮物；而對第二種困難來說，其困

難是人類的想像力不夠豐富，不能夠接受上帝之所是及要給予的一

切。我們被懾服（ overwhelmed ）。上帝取之不盡的創造、無限的

恩典、不間斷的憐憫、持久的目的（ purposes ）、不能測透的愛，實

在多得不能思想、吸收、明白。這是豐富的語言（ the language of 

abundance）。如果人類轉離這種豐富的語言，有時應該是出於被誤

導的、但同時是可諒解的自我保護感 —即在面對上帝榮耀之浪

潮時，要保存自我。但基督教倫理學卻應該希望處於浪峯之上，乘

風破浪。它不應該是努力奮鬥的一種操練，而應該是充滿喜樂的；

它不應該研究上帝行事的邊緣部分，而應該探討恩典的核心。我在

這本書描繪的踐行，是一種活動模式（ pattern of activity ），而上帝

透過這些活動模式，使祂令人懾服的憐憫成了每天都能夠被消化的

操練。它們是體現祂恩典的方式，讓各種社會地位、各種能力、各

種年紀的人，都可以被轉化而不致被淹沒。

這兩個宣稱 —足夠和豐富 —引來反覆出現的焦慮。「但

世界肯定充滿缺乏！談及足夠不是魯莾、故意視而不見或不道德

嗎？更不要說談及豐富了？」對此，我會提出兩個回應。一個回應

來自個人經驗。有幾年時間，我在英國東部一個貧困的住宅區擔任

一間教會的教區牧師。因為個人的原因，我在經濟、文化、社會和

情感上都比較貧乏的環境中，會感到頗為自在。突然間，住宅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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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帝的同伴

到政府一大筆錢，要促成一個由社區帶領的革新。我發覺在這個過

程中，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我都十分有影響力。當中，我學到的

是：貧困主要不是關乎金錢，而是關乎不知道該怎樣運用金錢，以

及（或者）沒有運用金錢的人。前者我稱為想像力（ imagination ），

後者我稱為羣體（ community）。只要我們的社區有想像力和羣體，

我們便不是貧窮的。但沒有想像力和羣體，便沒有金錢能夠幫助我

們。我認為地方教會的角色，是成為富想像力的羣體（ community 

of imagination ）：而令那羣體豐富和體現那羣體的，正是我在這本

書所描述的踐行。活在那個貧困的羣體中，我發現了上帝的豐富。

第二個答案會更具分析性。它會反過來問：「甚麼令飢餓成為

錯誤？甚麼令非洲好像貝理雅（ Tony Blair ）所說的『成了世界的良

心上的一道疤痕』？」飢餓之所以是錯誤的，不單是它使人類受苦，

以及它是由別人的貪婪和衝突帶來；而是因為它荒唐地公然冒犯上

帝的性情和目的，而上帝的性情和目的，正是讓人在與祂為伴的豐

富生命中興盛。因此，豐富是「順應宇宙之道」，飢餓則是嚴重違

反宇宙之道而生出的病徵。但事實是世界並不缺乏糧食，而解決飢

餓的方法，不是去製造更多糧食（克服不足），而是分享世界已經

有的糧食，令引致毀滅性衝突的分裂得以復和。這些正是我所描述

的踐行 —上帝豐富的恩賜／禮物 —所關注的。

因此，上帝的豐富和人類的財富或快樂之間並不是相等的。這

不是「要快樂」或「明白你多幸運」這一類宣告。相反，它是見證

著：上帝的恩賜／禮物是更充分地刻在人類的貧窮上，而且這往往

在人類的苦難中，最容易給辨認出來。甚麼才是財富的累積？—

除了「與仰仗上帝恩賜／禮物」隔離以累積財富外。因此，積累財

富不是宣告上帝的不足嗎？缺乏財富，不就是仰仗上帝的恩賜／禮

物 —友誼、接待、分享食物？因此，自願不擁有財富，不是宣

告上帝在教會的踐行中給予的恩賜／禮物，是足夠的嗎？這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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