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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鳴動的信仰》要說甚麼？

有沒有留意，教會有一件令許多信徒都要尷尬的事，它叫做「福

音」？對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羅 1:16），但為甚麼大能的福

音，卻沒有大能的福音聚會？果真大能，為何只是用來「領人赴

會」呢？而我們要搞大能聚會，就是談復興、培靈、醫治、敬拜讚

美也好，就是避談福音？「福音」已是那「好男人」：「嗯，他不錯，

只是我找激情不會找他啊……」

我記得，在一次某保守教會的主日學裏，我應邀分享信仰的「使命

實踐」。出席的朋友都是很有心的，愛動腦袋，他們大概都是教會

裏比較願意發問的信徒。所以討論很愉快，發言此起彼落。但當

我提到，使命實踐跟宣講脫節，最終還是「甚麼是福音」的問題，

這時候，有人都苦笑了，覺得事情太大，不能談下去了。情形就

像「鐵達尼號」碰上冰山一樣，一碰就沉了。大家都知道冰山要去

克服，但都感到是不可能的任務。

：也許，只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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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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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跟本書的前篇《信仰臨界 》不同。這些文章的起點，

是想發生確切的改變。或者說，這是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

生產信仰的「新想像 」，一項想像工程。生產隱喻，生產扣連

（articulation）。讓我們找到字詞，去形容當前的狀況，也去想像

不同狀況的可能性。這是《信仰臨界》，它要做的是重現「鑽石的

光芒」。

福音壞了

這是第二階段，路線圖。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這留待大家去

判斷。我要做的，是立題，而不僅是破題（雖然前作已經隱藏著立

題）。這也反映筆者的閱讀路線：不再是「後現代式」的游走、耍

樂（雖然每篇的起點還是挺輕鬆的），而是法國當紅哲人巴丟（Alain 

Badiou）所講的「軍事性」進發，是有一個要擁抱的未來。

筆者深知道，福音面對著很多挑戰，它至少從三方面來：一是消

費福音主義 （Consumer Evangelicalism）的繼續蔓延。教會要傳

福音，目前只能把自己變得更像一件商品，它愈來愈受制於某種

神學反思成分很少的巿場和媒體思維。這情況也因為我們缺乏敢

於唱反調的教會領袖而陷於困局。去年因著關注不道德佈道而發

動的反對以「方舟考古」為名做佈道的教牧聯署（註 1），不過反

映教內「第二梯隊」的不滿，而教內名牧卻一直只寬容這類佈道消

費，不是沉默就是充當宣傳代言人；這令人惋惜的是：我們見證

著教內前輩是怎樣作為這個「消費福音主義」的構成部分。

這一點，引到第二方面的挑戰，就是面對這種「消費福音」的反

動，完全取消福音、放棄佈道的立場。在這個立場下，我們不過

重蹈自由主義的困境，它面向世界，卻失去教會。這樣的力量即

使組織起來，例如反「宗教右派」的論述陣營，它們可以在九龍佑

寧堂找到一個凝聚點，成立眾樂教會。他們當中有筆者的友好，

也有跟筆者吵過架的。——無論如何，這條路線放棄對福音的想

像生產，取代詞主要是「公義」。這條路線可挽留不滿教會的信徒

們，但不打算爭取保守福音派主流者的認同。

同時間，筆者又目睹在保守派生產了另一個詞（也就是第三個挑

戰），就是「讓教會成為教會」，或可稱為港式「尤達—侯活士路線」

（Yoder-Hauerwasian），即把信仰主體從個體移向羣體。（註 2）

或者，它也呼應著「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的羅馬書釋經，

把上帝國的生產連於那名字叫「教會」的羣體。這條路線，同樣對

福音再生產不感興趣，因為福音有一個先天的個體向度；若他們

要談「福音」，主要是談神子民的故事，而不是過去三百年來福音

主義的情感維度。

只是，筆者還是獨愛福音，獨愛那由個體覺醒為起點的福音。筆

鳴動的信仰排版.indd   2-3 2012/6/29   下午 05:01:09

© 2012 基道文字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2

引言

3

這一次，跟本書的前篇《信仰臨界 》不同。這些文章的起點，

是想發生確切的改變。或者說，這是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

生產信仰的「新想像 」，一項想像工程。生產隱喻，生產扣連

（articulation）。讓我們找到字詞，去形容當前的狀況，也去想像

不同狀況的可能性。這是《信仰臨界》，它要做的是重現「鑽石的

光芒」。

福音壞了

這是第二階段，路線圖。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這留待大家去

判斷。我要做的，是立題，而不僅是破題（雖然前作已經隱藏著立

題）。這也反映筆者的閱讀路線：不再是「後現代式」的游走、耍

樂（雖然每篇的起點還是挺輕鬆的），而是法國當紅哲人巴丟（Alain 

Badiou）所講的「軍事性」進發，是有一個要擁抱的未來。

筆者深知道，福音面對著很多挑戰，它至少從三方面來：一是消

費福音主義 （Consumer Evangelicalism）的繼續蔓延。教會要傳

福音，目前只能把自己變得更像一件商品，它愈來愈受制於某種

神學反思成分很少的巿場和媒體思維。這情況也因為我們缺乏敢

於唱反調的教會領袖而陷於困局。去年因著關注不道德佈道而發

動的反對以「方舟考古」為名做佈道的教牧聯署（註 1），不過反

映教內「第二梯隊」的不滿，而教內名牧卻一直只寬容這類佈道消

費，不是沉默就是充當宣傳代言人；這令人惋惜的是：我們見證

著教內前輩是怎樣作為這個「消費福音主義」的構成部分。

這一點，引到第二方面的挑戰，就是面對這種「消費福音」的反

動，完全取消福音、放棄佈道的立場。在這個立場下，我們不過

重蹈自由主義的困境，它面向世界，卻失去教會。這樣的力量即

使組織起來，例如反「宗教右派」的論述陣營，它們可以在九龍佑

寧堂找到一個凝聚點，成立眾樂教會。他們當中有筆者的友好，

也有跟筆者吵過架的。——無論如何，這條路線放棄對福音的想

像生產，取代詞主要是「公義」。這條路線可挽留不滿教會的信徒

們，但不打算爭取保守福音派主流者的認同。

同時間，筆者又目睹在保守派生產了另一個詞（也就是第三個挑

戰），就是「讓教會成為教會」，或可稱為港式「尤達—侯活士路線」

（Yoder-Hauerwasian），即把信仰主體從個體移向羣體。（註 2）

或者，它也呼應著「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的羅馬書釋經，

把上帝國的生產連於那名字叫「教會」的羣體。這條路線，同樣對

福音再生產不感興趣，因為福音有一個先天的個體向度；若他們

要談「福音」，主要是談神子民的故事，而不是過去三百年來福音

主義的情感維度。

只是，筆者還是獨愛福音，獨愛那由個體覺醒為起點的福音。筆

鳴動的信仰排版.indd   2-3 2012/6/29   下午 05:01:09

© 2012 基道文字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4

引言

5

者相信：我們需要一個「他」去作「我」使命，同時需要一個「我」

去為「他」捨命。這十年流行的「他者」語言，實源於猶太哲人列

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他者哲學」。他一

開始就要跟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分道揚鑣，不要「此在」

（Dasein ），而選擇「他者」。只是我們當注意，後來「後現代」的

遊玩路線，已經大大偏離了這種他者哲學的旨趣。他者，是要叫

喚「我」，作為「我」的無限承擔，列維納斯經典的話是，在他者

的面孔上，是一句命令：「汝勿殺人！」（見其《總體與無限》）

誰承擔他者？

當我們說要承擔「他人」，尊重「差異」時，我們要問的是：那個承

擔他者的「我」跑了去哪裏？消費主義邏輯入侵「他者」，轉化成

為「另類」，另類生活，另類風格；就這樣，大家都在做「他者」，

沒有了傾聽他者的「我」，「他者」塌陷成為「消費選擇」。

簡略之，我相信「傾聽他者」是聖經裏很普遍的主題。亞伯拉罕傾

聽上帝，摩西傾聽上帝。但這沒新奇。我想的是，這個「他者」要

召喚的「我」，並非一直存在，這個「我」是在被召喚的時候一同

生產（produce）的。這麼一條命，這麼一生活過，是不用生產「我」

的。「我」（即主體性〔subjectivity〕，一個當代政治學的關鍵詞）

是呼召要生產的，並只有這個「我」被生產出來，才能承受召命。

我相信，福音，就是一個「主體生產」的過程，也正是這個「我」

的誕生，才說出自由，說出無限的喜悅，甚至，巨大的勇氣，連

死都不怕。

筆者在本書的問題意識起點，就是如此一個「消費教會」，如此一

個「技術教會」。這個教會形態在《信仰臨界》裏已呈現夠多了。

我要問的是：「這個教會可以怎樣回到它的拯救？」「悔改、信福

音！」已經沒效了，因為「悔改、信福音！」不正是這教會在佈道

會裏用來跟別人說的「佈道信息」嗎？本書要尋找的，是福音信仰

的種種操作邏輯，由罪、唯信、門徒、信心、聖靈到愛、經濟、

傳播、文化戰、語言、權能、使命，一一考察。有時為了更精確

的表達一個想法，用上一些方程式（或稱作數元〔matheme〕，見

註 3），例如「A 不夠，但要 A」、「A 中有 x」（第 6 章）、X≡X’（第

8 章）、A≡x（第 10 章）。

我期望的，之所以那麼努力要把論述條理化，是想作為「福音生

產」的新路線。正如那個被批為私人化的福音一樣，它不是由單

一的面向來發展的，它從來不是幾條方程式，是由大量不同的經

驗、釋經、傳統與講論交織而成，同樣，今日也需要福音生產，

但我們需要不同的原則，弄清楚這些條線，才能有一個一個「我」

來承擔世界，生產真正的福音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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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章）、A≡x（第 10 章）。

我期望的，之所以那麼努力要把論述條理化，是想作為「福音生

產」的新路線。正如那個被批為私人化的福音一樣，它不是由單

一的面向來發展的，它從來不是幾條方程式，是由大量不同的經

驗、釋經、傳統與講論交織而成，同樣，今日也需要福音生產，

但我們需要不同的原則，弄清楚這些條線，才能有一個一個「我」

來承擔世界，生產真正的福音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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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言

說了那麼多，所關心的，也不過只是福音。

註 1：聯署針對的是基督教媒體機構「影音使團」，以「發現方舟」為噱頭的佈道活動，

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發出，邀請聯署人有 66 位，包括來自美／加／澳／台／新加坡

及香港的教牧和神學院教授等，總聯署人數為 1073 人。聯署呼籲：「敦請大家採取

審慎的態度，不必急於對木結構作出最終判斷，在影音使團公開所有證據、公開方舟

遺址地點讓考古學界進行鑑別、以及尊重理性對話之前，鄭重考慮應否繼續支持該使

團方舟相關的活動和籌款，和應否協助在堂會內發放其刊物和宣傳相關消息」，有關

內文可見「慎思明辨」網站，網址：http://arkwhy.org/。

註 2：請見鄧紹光、劉振鵬及禤智偉。〈基督徒應否參與小圈子選舉？——神學反省

與教會實踐〉（上）、（下），分兩期刊於《時代論壇》第 1255 期及第 1256 期。筆者

就其對教會公共性的理解（理解為「活出另類社羣」），曾撰文回應，題為：〈教會的

政治性，在抵抗和另類以外——回應〈基督徒應否參與小圈子選舉？——神學反省

與教會實踐〉〉，見《時代論壇》第 1257 期。

註 3：數元（matheme）的運用，源於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由斯洛文尼亞的精神分析學盧布爾雅那學派所發揚（包括哲學紅人齊

澤克〔Slavoj Žižek〕），廣泛應用到非心理治療的文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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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開動！

9

01 成為罪人

讓「我」再度進場，

成為罪人，像保羅那樣

炫耀自己是「罪人中的第一人」。

看見自己欠得夠多，就會看見世界，

並其中的天堂地獄。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電影《賭俠》（1990）裏有這個經典的一幕：周星馳跑到「賭俠」

劉德華的別墅，想拜他為師，被趕走以後，晚上和吳孟達又再回

來。劉感應到窗外有人，把百頁簾拉開，觀眾見到周就在玻璃後

面。周馬上發功，舉起十指，喃喃自語：「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

到！……你硬係就睇我唔到！」（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你就是看不到我！）——結果？結果劉德華真的看不到他。後

來，吳孟達在天台，同樣被向華強發現，他也馬上發功：「你睇我

唔到！……」看著對方一臉木訥，吳以為湊效，得意忘形，胡亂的

唸。忽然，向華強給了他一大個巴掌。

這裏有兩個笑點。一個是周星馳，他近乎自我催眠的「你睇我唔

到！」，看來滑稽，但竟然湊效。第二個笑位是吳孟達，他以為別

人真的「睇我唔到」，得意忘形，換來一巴掌。

有時候，我們以為別人「睇我唔到」，就是因為別人沒反應，跟真

的「睇我唔到」沒有兩樣。這時候，我們得意忘形。終於別人有反

應了，而且，是一巴掌。有時候，別人就在我們面前舞來舞去，

但我們就是看不到。第一種情況，我們看到自己，但以為別人看

不到。第二種情況，我們看不到別人，所以把別人忽略。以下兩

個情況更糟糕：

一、我們看不到自己，但別人卻看到。

二、別人在面前舞動，我們也看到，不過無動於衷。

不妨這樣想：這兩個情況會不會是同一回事？就正是我們看不到

自己，所以我們對別人無動於衷。——就這樣，形成了那個被無

數人批評過的現象：中產家庭的無動於衷。一個人數龐大，擁有

社會極多資源（包括金錢、網絡、知識等）的階層，卻對整個社會

無動於衷。

大概七十年代，流行文化談的是「尋找自我」，相對於「我」的是沒

有「我」的大伙兒，一個集體化的社會。到了八十年代，談靈性，

談承擔，就流行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的關係哲學，

福音，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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