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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A貨教會」與「A貨信徒」

「A貨」是指假貨或冒牌貨，目的是以假亂真。當然「A貨」

的質素也有高低之分，有些「A貨」無論外形或用料的仿真度都

很高，令消費者真假難辨；有些則一眼便認出是假貨。無論如

何，一般「A貨」通常只會冒充名牌，以低廉價格出售，讓消費

者不用付太多錢，就能夠滿足到消費名牌的慾望。

那麼，顧名思義，「A貨教會」就是仿真度很高的教會，或

是「疑似」教會的教會，或是不成教會的教會。這類教會可能擁

有宗教敬虔的外表，卻欠缺信仰的真正內涵和實質，表裏並不

一致，是有名（形）無實的教會。而「A貨信徒」就是假冒為善、

表裏不一、有名無實的信徒，他們是「疑似」信徒的信徒，甚至

可能是口裏聲稱有上帝而心裏卻沒有上帝的「無神論者」（無神

論者的英文 Atheist，第一個字母恰巧亦是 A）。 1 

宗教世俗化下的「A貨教會」與
「A貨信徒」

1

趙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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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消費市場內固然有「A貨」的 LV 手提袋，毫無疑問它整個

都是假貨。「A貨教會」卻不同，這並不是指整間教會就是充斥

著虛假信仰的假教會，內裏全部都是假冒為善的「A貨信徒」；

同樣地，「A貨信徒」也並不等於完全是一個冒牌的假信徒。上

述兩者乃指教會和信徒的生命，浮現了一些「A貨」的文化現象

或表徵而已。換言之，可能不少教會及信徒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A貨」的表徵。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指出這些「A貨教會」和「A

貨信徒」的現象或表徵，並嘗試闡釋這些現象的出現跟宗教世俗

化的關係，或者說，「A貨教會」和「A貨信徒」正是宗教世俗化

的產物。

二 宗教世俗化

西方社會隨著科學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人類從對上

帝的崇拜轉移至對科技和商品的膜拜，科學的理性化世界觀，

逐步取代了傳統基督宗教富神祕色彩的世界觀，消費商品亦日

漸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重心，成為消費者膜拜的對象。社會逐

漸出現上帝被取代（ the displacement of God）和傳統宗教（基督

教）被邊緣化的迹象。

韋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正是

分析基督教世俗化（ secularization）跟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他首先指出，加爾文（ John Calvin）

神學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及成果，就是要為宗教「解魅 」

（ disenchantment；或譯「解除世界魔咒」），意即要消除傳統基

督教中的迷信和神祕成分，使基督教經歷理性化的過程，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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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3

變成一個入世的理性宗教。韋伯更指出，這也是基督新教（即更

正教）與仍保留若干程度神祕色彩的天主教的差別。他如此描

述「解魅」的過程：「這個過程從古希伯來預言家們開始，而後

與希臘人的科學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來追求拯救

的做法都當作迷信和罪惡加以摒棄。」2 當新教經歷「解魅」的過

程而變得理性化之後，就很能夠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在

韋伯的心目中，理性化就是世俗資本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特徵。

因此，基督教理性化的過程，也就是世俗化和資本主義化的過

程。韋伯進一步指出，這種經過理性化的基督新教，尤其是建基

於加爾文神學中「預定揀選論」（predestination）其禁慾主義之上的

那套新教倫理，更是構成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他如此說：

現在每一個基督徒必須終生成為僧侶。他就是在這個

事實中看到了宗教改革的意義⋯⋯於是那些虔誠的超

塵脫俗的人只好被迫在世俗的事務中追尋自己的禁慾理

想，而他們以前是能成為最出色的僧侶的。但加爾文宗

在其發展過程中為這一傾向添加了某種肯定性的東西，

亦即增加了這樣一種觀念：必須在世俗活動中證明一個

人的信仰⋯⋯通過將其倫理建立在預定論的基礎上，

加爾文宗得以用今生今世就已預定為上帝的聖徒的精神

貴族來代替僧侶們那種出世、超世的精神貴族。 3 

不過諷刺的是，當基督教倫理所促成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旦成

為社會所崇拜的核心價值的時候，也就是宗教愈趨世俗化的時

候，結果卻適得其反，基督教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卻逐漸沒

落，愈來愈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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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關於世俗化的討論，美國學者席納爾（Larry Shiner）的理

解大概較為全面細緻。席納爾在題為〈經驗研究中的世俗化概

念〉（“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一文中，4 特別提到宗教團體的價值取向，有從彼世轉向此世

的變化，即宗教從內容到形式，都變得適合現代社會的市場

經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鼓勵在多元環境自由競爭的社

會。因此，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的宗教，的確難免受到影響。正

如另一個同樣研究宗教世俗化的著名宗教社會學家柏格（ Peter 

Berger），他在其名著《神聖的帷幕 》（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中也曾寫道：「先

前以權威使人服從的宗教傳統，現在必須市場化……總之，多

元環境是個市場的環境。在其中，宗教組織成為交易場所，而

宗教傳統變成消費商品。無論如何，宗教活動的交易逐漸由市

場經濟的邏輯來主導。」5

深入研究宗教世俗化問題的柏格，在《神聖的帷幕》一書中

對「世俗化」下了這樣的定義：

我們所謂的世俗化，指的是社會與文化的活動領域脫離

宗教制度和象徵之支配的過程⋯⋯然而，當我們談到

文化和象徵時，這蘊含著世俗化不僅是社會結構的過

程，更影響到全體文化生活和觀念⋯⋯簡單的說，這

意味著現代西方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必借助於宗教的詮釋

去看待他們的世界和自己的生命。 6

傳統是借助基督教文化的價值觀去觀看和詮釋世界和在世的生

活，不過主導現代人的，卻是已「世俗化」了的世界觀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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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5

觀，甚至乎現代的基督徒，他們的生命和生活，同樣已經被這

些「世俗化」的世界觀所影響和支配，即他們表面聲稱是基督

徒，但思想和行為跟俗世的非信徒差別不大，也許他們就是上

述所講的「A貨信徒」。

此外，柏格亦有提及基督教自由主義神學本身的世俗化問

題，他對新教自由主義有如此的描述：

他們不再強調基督教傳統裏所有的「超自然」元素，而

選擇「自然」宗教，在其中，理性和情緒都能滿足⋯⋯

神學體系現在都必須遷就世俗知識分子的相關團體，即

施萊馬赫於一七九九年發生的著名演講裏提到對於宗教

的「文化蔑視者」⋯⋯的確，這個神學被形容為與世俗

思想的龐大協商過程⋯⋯也就是資本主義在經濟和技

術獲勝的時期，西方世界擴張的時期，以及中產階級文

化強勢的時期，總之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這是

西方文明對於文化、政治和經濟價值最具信心的時期，

這種信心充分反映在新教自由主義樂觀的世界觀裏。 7

表面上，基督教神學的世俗化是現代主義（modernism）的產物。

不過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和克拉普（Rodney Clapp）卻

認為，基督教或教會世俗化其實一早已經發生，他們認為教會

的「君士坦丁化」（Constantinization）根本就是跟「教會世俗化」

同義。教會不僅在君士坦丁的時代充當帝國的「贊助人」，在日

後絕大部分的日子裏，它繼續樂於充當西方文明的「贊助者」，

長久覬覦著跟西方文明結盟的關係，不少基督徒太容易將教會

的工作，等同於對世界現狀提供宗教贊助。 8不過，當教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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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於成為西方文明的贊助者的同時，卻要付上教會世俗化的沉重

代價。危險之處在於：為了跟世俗文化結盟，為了要令人覺得

基督教在公共空間被認同，於是就設法令到基督信仰的價值觀

與世俗文化兩者本應保持的差異和界線變得模糊，甚至將基督

的主權拱手讓人，讓文化賦予自己的自主性。侯活士已提醒我

們，教會的基督徒本應是隨道者（ followers of the Way），卻一

窩蜂變成世俗文化的贊助人和代理商。世俗化的教會，令它不

知不覺地傳揚一套只具有調適性（ adapted）和善於妥協的福音！

隨著世俗化的發展，即是當西方文明發展到一個地步，現

代文化的資本主義和理性主義已經成為普世認同和追求的價值

時，西方文化的自主性愈來愈強。又或者當這樣的現代文化已

經統治了全世界，而倡導這些現代文化的歐美國家，亦已經成

為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超級大國之後，俗世社會便開始覺得西

方文明不再需要教會了。教會就在這種被西方文明邊緣化而產

生極大的失落感之際，很容易產生一種策略性的反應—「感

傷的投降」（ sentimental capitulation）。 9 

「感傷的投降」即是「放棄」（ relinquishment）。 10 克拉普

指出，這是自由派新教常用的策略，他們因被邊緣化而傷感之

餘，便「相信『與新興世界交往』的惟一真正方法，就是向它大

大的讓步。這包括變得『模糊』和『吸引力較少』。換句話說，

如要取得誠實的讚譽，便要承認自己『沒有真正的信息』。」11自

由派深受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和客觀中立的理性主義的影響，

聲稱基督教同樣具備客觀中立和自由開放的性格，於是承認世

俗文化有其優越性和自主性，並且同意在公共空間中要用符合

公共理性的共通語言來互相對話，不應隨便將基督教的價值觀

加諸在別人身上。然而，這可說是一種棄守投降的做法。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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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7

尤達（John H. Yoder）寫道：「道德教導的內容不是耶穌的教訓，

而是某些『崗位』、『職位』或『召命』所擔負的責任。」12 克拉普

引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例，解釋尤達的意思：

律師會根據律師公會的行規行事，醫生會根據醫學會的

行規，銀行家會根據銀行公會的行規，諸如此類⋯⋯

但他們卻都承認，為他們的行業給予界定和約束的，基

本上不是基督教故事之中那強大的陶塑力量。 13

可惜這種反應其實只是進一步的調適和妥協的策略而已。又或

者說，教會運用這種策略的目的，無非是要在這個「要將教會踢

出局」的世界中，試圖延續充當西方文明的「贊助者」這角色的

一種生存方式而已。於是，當教會愈要扮演西方文明「贊助者」

的角色，教會就愈來愈世俗化，愈來愈甘於演活「A貨教會」的

角色。

三   「 A貨教會 」和「 A貨信徒 」的現象分析及
反省

接下來，本文將嘗試描述一些宗教世俗化下的「A貨教會」

和「A貨信徒」的各種現象或表徵，從而反映他們如何受世俗價

值觀的影響。

1. 用過有效，跟風照抄

如果「A貨」的特徵是抄襲名牌，則「用過有效，跟風照抄」

就是「A貨教會」的生存原則。不少香港教會頗懂得這種生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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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道，當發現其他教會沿用的教會牧養或增長模式有效，便一窩

蜂有樣學樣。眼見別人行小組化教會模式、G12、敬拜讚美或啟

發課程成功，便貿貿然跟風照抄。又例如近年愈來愈多香港教

會的牧者及領袖，紛紛以華里克（Rick Warren）的馬鞍峯社區

教會（ Saddleback Valley Community Church）的增長模式作為

借鏡。不少人都同意，華里克的教會增長模式跟尋道者模式有

關，這種以尋道者為本的教會增長策略，基本上是以用家至上

的敬拜模式，吸引尋道者留在教會。因此，教會增長最終成為

最重要的目標，甚至可能成為敬拜的目的。14

華里克在《直奔標竿》（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裏強

調，傳福音是教會增長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必須計劃好教會

的福音策略。不過，他卻從一種效益主義的角度，思考傳福音

的策略和資源的運用，他說：「絕不容許我們浪費時間、金錢、

及精力在沒有結果的方式和泥土上。我們必須策略性地接觸這

個世界，把我們的努力集中到能產生最大衝擊的地方。」15他的

意思是要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在那些對福音接受程度最高（即最易

信耶穌）的羣體上面，當有人反問教會在未接觸新人之前，為何

不努力去把流失的會友帶回來，華里克竟回應說：「這個策略絕

對會帶來教會衰退，是行不通的。把一個不滿意或屬世的老成員

弄回來所要花的精力，是帶領一個願意接受的非信徒的五倍。」16 

因此，他斷言：「增長的教會專注在帶領可能接受的人身上，不

增長的教會專注在贏回冷淡不來的人身上。」17 華里克又指出：

「幫助人們委身的另一個要訣是確認出其利益……人們的確有一

種內在的慾望，想要去學習、成長、改進；但是，有時候你必

須以他們的價值觀與利益來講述學習的目標和成長的目的，以

喚醒那個慾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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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9

不難發現，在我們的信仰和教會生活裏，愈來愈多人喜

歡只從效益主義和目標導向的進路，思想教會增長的方法和策

略，並似乎愈來愈倚重一些可以量化地計算業績的事工導向

的牧養模式。上述這種「用過有效、跟風照抄」的效益主義現

象，其實可算是資本主義引致教會世俗化的結果。借用社會

學家里茨爾 （George Ritzer）提出的「社會的麥當勞化」（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的觀念，「麥當勞化」所體現的那

種強調目標導向的效益主義，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

然結果。而且這種以目標為本、以效益為核心的麥當勞化的

長臂，業已伸展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可謂無孔不

入，務實的效益主義現實地已處於強勢的局面。不但社會出現

「麥當勞化」的現象，其實教會也已經「麥當勞化」，「用過有

效，跟風照抄」，就是其中一種教會「麥當勞化」的表徵。

2. 不甘平凡，好大喜功

教會領袖委實不容易擺脫來自數字和空間佔有率的試探，

他們亦深受「大就是好」的誘惑。只要環顧香港教會發展的生態

便不容否認。事實告訴我們，大家心目中認為有增長的教會，

絕對不會是一些只得三、四十人聚會的小型教會，而是那幾間

聚會人數由幾十增長到幾千、由每週一至兩堂崇拜增加至十多

堂崇拜、由細小空間擴展到擁有一整座巨型建築物的超級教會

（megachurch）。崇尚「成就導向」的香港人，已經習慣了講數

字、講業績，因為這是能夠量度成敗的客觀及可見的標準。這

些教會的牧者，甚至會著書立說，跟別人「分享」或「傳授」教

會增長成功的祕訣，成為香港眾教會學習的模範，彷彿大型教

會就是教會中的名牌，就是成功教會的象徵。然而，為何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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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會增長，必然以大型教會作為學習和效法的對象？為何總是以

量化方式論教會增長？為何「大就是好」？這是否正好反映了教

會的「好大喜功」？只懂追求業績成就、「好大喜功」的大型教

會，會否反而正是典型的「變了質」的「A貨教會」呢？

3. 消費享受，生命照舊

也許不少自以為講求理性的現代人否認有宗教信仰，但馬

克思（Karl Marx）認為現代人已經選擇用另一種宗教取代傳統

宗教，他稱這種宗教為「商品拜物教」；人在消費行為上對物質

的膜拜，就好像在傳統宗教裏面人對神的崇拜一樣。事實上，

不少研究消費文化的學者告訴我們，現今影響我們最大的不是

教會而是購物商場，商場是「商品拜物教」的聖殿，人每逢週末

或週日就上去朝聖並作出奉獻。而這些大型購物商場所提供的，

就是滿足消費者各種類型需要的「一站式」、「混合消費」的服務。

現代一些大型教會也愈來愈傾向提供這類「混合消費」，信

徒進到這類教會，猶如進入一個大型超級市場，各式各樣的服

務應有盡有。「返教會」不再單純是敬拜主、學習聖經、祈禱、

傳福音，還可享有不同的配套服務，如舞蹈、攝影、話劇、插

花、飼養寵物、烹飪、健美、管教子女、夫婦關係、NLP（身心

語言程式學）、九型人格、正向心理學等不同類型的興趣小組、

講座或課程。這種帶有「混合消費」傾向的教會發展模式，無疑

有助於教會增長，不過亦容易使教會變成消閒及交誼俱樂部。在

消費主義的潛移默化底下，教會生活愈來愈變得消閒化和娛樂

化；香港一間大型教會的教堂外，就曾掛上兩幅很大的宣傳橫

額，上面這樣寫著：「與其百無聊賴，不如青年敬拜！」19

在資本主義的強勢影響下，教會不知不覺也會將福音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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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11

化。或者說，教會首先要把福音包裝成一件商品，讓它走進市

場來迎合消費者的需求，例如要藉著福音電影、方舟的驚人考

古發現、聖地旅遊節目等形式來將福音傳開（或銷售）。其實可

能教會一直慣用「銷售」的心態來看待傳福音這事情，只不過如

今較喜歡用消費性的「軟銷」策略，代替傳統一直沿用的「硬銷」

方法而已。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曾經有一間教會籌備舉辦

一個佈道暨擴堂籌款晚宴，特意邀請某位名人來港負責福音聚

會。不過，整件事卻鬧得滿城風雨，那間教會被批評過於商業

化，從教會宣傳海報上的字句，已反映出這種情況：「一個天生

沒有四肢的人在今天競爭激烈的社會能成就甚麼？靠著耶穌，

今天的他擁有財務策劃及會計學位，幸福的家庭，活得一無所

缺。」短短的宣傳字句，強調的是商業社會的「激烈競爭」，以

及擁有學位、幸福家庭、一無所缺的生活「成就」，在在反映了

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高舉的「中環價值」。至於另一個遭人

詬病之處，在於擴堂籌款晚宴的安排。該教會將筵席按奉獻金

額的多寡分類，奉獻一萬元者可被安排坐上「恩典位」，得著與

名人同枱吃飯的「回報」，真不知這算是「重價」還是「廉價」的

恩典！ 

今天不少信徒經常抱怨「教會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或「我得

不到教會的供應和餵養」。然而，倘若僅以消費者的心態回到教

會，就會認為教會所有的事工和服務都是為「我」而設的，並只

問教會可以為我做甚麼，而不問我可以為教會做甚麼。只講求

消費享受，過著依然故我的生活，沒有改變，不肯委身。在強

調利己和自我中心的消費主義底下，本來重價的福音，頓然變

成廉價的福音和廉價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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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然而，耶穌留下的大使命，卻是要使人作祂的門徒，而門

徒的生命特徵就是強調委身捨己、背負十字架跟從主（參太四

17～ 22，二十八 19）。

4. 一流偶像，二手信仰

近年香港教會愈來愈喜歡邀請名氣大的講員、政界人物、

明星歌星，在崇拜或其他福音聚會中站台講道或分享生命經

歷。例如二○一二年籃球明星林書豪訪港，於亞洲博覽館主領

福音聚會，坐無虛席。名人力克．胡哲（Nick Vujicic）來港開

佈道大會，也是如此。鄭秀文於二○○九年出版的《值得》，曾

經成為全城熱賣的暢銷屬靈書。這種現象背後的思維似乎已有

一個前設：名牌偶像的信仰經歷總是非同凡響，他們的生命見

證好像比平凡人更具屬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彷彿單單聆聽偶

像的屬靈見證，已經足以餵養和滿足粉絲們（fans）的屬靈需要。

一些自認比較理性和求知慾較強的信徒其實亦不外如是，

他們也一樣「追星」，也一樣會有各自追捧的偶像。還記得上

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曾經被稱為香港基督教界「四大天王」

的楊牧谷、余達心、梁燕城和溫偉耀，他們所開辦的課程或講

座總是爆滿。今天教會內信徒一般的學歷都比以前為高，不

少人的求知慾也相當強，再加上神學教育日趨普及，愈來愈多

平信徒修讀不同類型的神學課程，他們對各大神學家或著名學

者的神學觀點也能略知一二，有些甚至常把他們的觀點掛在口

邊，說巴特（Karl Barth）如此說、田立克（ Paul Tillich）那樣

說等，當然還有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尤達、侯活士、鄧雅各（ James Dunn）、包衡

（Richard Bauckham）、賴特（N. T. Wright）等……然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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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13

卻可能愈來愈少提到「上帝對我如此說，我如此地聆聽和回應」。

崇拜名牌偶像的「A貨信徒」，似乎只懂訴諸品牌的權威，

只會轉述或套用其他名人信徒的權威言論或模範答案（model 

answer），卻總是提不出對個人信仰經歷的神學反省。信徒只

樂於參加名講員的課程或講座，單向地聆聽接收，卻沒有興趣

自己主動閱讀書籍和研究神學。信徒只樂於聆聽別人的信仰見

證，以別人的二手信仰代替自己第一身的信仰經歷。「A貨教會」

內的「A貨信徒」，絕對能夠把從別人口中學會的宗教術語和模

範答案，複述得頭頭是道，他們最擅長複製二手信仰，亦往往

只能如此向上帝禱告：「我從前只在別人身上風聞有祢，直到現

在還沒有親眼看見祢。」

5. 膜拜專業，只信知識

香港大部分中產教會都有不少具專業背景的信徒，他們

特別信賴專業知識，甚至逐漸將教會的不同職事也看為一種專

業。教會內各種宣講、教導和牧養的事工，愈來愈要求專業

化，兒童事工如是，青少年事工如是，家庭或夫婦事工亦如

是。他們更期望教會的傳道人和牧者能接受各式各樣的專業訓

練，以致能提供具專業水準的優質服務。

其中一種典型的教會事工專業化的現象，就是對心理輔導

的過度膜拜。信徒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心理需要，教會成為

個別信徒的心理輔導室，最重要的事工，就是為信仰消費者提

供優質的個人心理輔導服務。正如克拉普說：「牧者和其他教會

領袖都面對極大的壓力，他們要專心一意的將事奉當作營銷和

心理治療─這兩種傾向都將信仰實踐集中在個人身上。而神

學院的學生也全都認真表示，學習神學是『不切實際的』，他們

當耶穌遇上生病的教會內文排版.indd   13 2014/4/8   下午 04:07:54

©2014 by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4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要求開設更多輔導課程。」20由此可見，教會普遍瀰漫著專業主

義（ professionalism）的文化。

深受專業主義影響的香港中產教會，可能愈來愈相信世俗

專業的知識過於聖經真理的知識，崇拜專業的權威過於聖靈的

權能。當然，崇拜專業主義的教會，總不會承認自己只信奉專

業知識，不信奉上帝和聖經，這些教會一般擅長以信仰或屬靈

的外衣作包裝，但骨子裏卻徹頭徹尾是世俗專業主義的內涵。

那麼，這不是「A貨教會」還會是甚麼？

在專業主義的主導底下，傳道人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牧職視

為一份專業工作。盧雲（Henri Nouwen）在其《建立生命的職事》

（Creative Ministry）一書中，對牧養職事和專業主義的關係有

如下反省：「凌駕於專業訓練之上的，究竟還有甚麼？牧職事奉

是否只是眾多助人解困的行業之一而已？」21 盧雲想指出，我們

正處於一個專業主義與屬靈操練失衡和割裂的年代。面對這種

危機，他提醒我們，傳道人的事奉，其實是一種既建立自己生

命，也建立別人生命的職事，牧養職事不能跟牧者的屬靈生命

脫節，本質上它不是一份專業工作，而是一種生命的見證，是

一種從內在生命流露出來的生活方式。當專業主義愈來愈含有

精英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味道的時候，牧養職事卻提醒牧者，他

們只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被主呼召的忠心僕人和

門徒而已。耶穌並非呼召門徒做好一份專業工作，牧職事奉也

不應只是眾多助人解困的專業之一。

一個致力於社區工作的美國學者麥克奈（ John McKnight）

曾對專業主義作出尖銳的批判，他指各種專業其實是刻意製造

一班顧客，令他們以為惟有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才能解決他們

的問題。 22換言之，專業人士可能是故意製造一班需要依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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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15

崇拜）他們專業權威的顧客。巴默爾（ Parker Palmer；或譯帕

爾默）似乎認同麥克奈的分析，他指出以前的年代，一直都是

由所屬羣體（巴默爾可能是指教會）的非專業人士，關顧有心

靈或精神困擾的人，而並非交由專業治療師來輔導。可惜，今

天或者我們已經不再相信羣體牧養的能力，亦已拋棄了羣體關

顧的責任，於是才會依賴那些按時收費的專業輔導的權威人士

來提供服務。 23 巴默爾甚至透過說明「專業」一詞的原意，指

出「專業至上」是一種病態，他說：「諷刺之處在於『專業者』

（ professional）這個詞，原本的意思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究其

根源，所謂的專業者，是公開宣稱自己有信仰的人—信仰某

個比自己能力更大、智慧更高的存在。真正的專業者絕不會製

造別人對自己的依賴。」24

6. 識時務者，跟紅頂白

梁款在一篇名為〈慶祝回歸要跟紅頂白〉的文章裏，諷刺香

港出現一種政治變色龍的現象：「六七開始，港人抗紅拒白，

九七開始，港人跟紅頂白。」25香港六七年暴動時期，由於殖民

地警察以催淚彈抗暴，弄到街頭白色的烽煙四起。固然六七暴

動亦跟文革有關。因此，如果白色代表殖民鎮壓的白色恐怖，

紅色則代表共產黨和文革的紅色暴亂，這就是當年香港人「抗紅

拒白」的原因。不過，不少政治變色龍發覺這種「抗紅拒白」的

處世策略，在九七回歸後不再適用，識時務者反而要懂得「數臭

英朝遺恨，省亮祖國招牌。變色龍要繼續玩香港傳奇，選擇只

有一個：大翻筋斗、跟紅頂白」。26

香港社會不但出現「識時務者」的政治轉軚現象，同樣也有

「跟紅頂白」的「A貨教會」和「A貨信徒」的現象。還記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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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七十年代的香港福音派教會，一般對國內的家庭教會抱持正面

和支持的態度，尤其對文革期間被害及為主受苦的信徒和教會

領袖，表示極大的欣賞和景仰，反而刻意要跟三自教會和無神

論的共產黨保持距離，甚至懷有抗拒、恐懼、甚至敵意的態

度。回歸之後，一般香港教會已經逐漸放下了「恐共」和「拒共」

的情意結，這本來是好事。不過，近年某些香港教會和信徒，

也許跟其他行業一樣要進軍中國謀「商機」，開拓中國這個龐

大的福音市場。由於在國內開展愈來愈多宗教事工，於是教會

便要跟三自教會和中央政府保持友好關係，甚至在不知不覺之

間，可能已變得非常「親建制」或所謂「被河蟹」。

教會實在需要時刻保持醒覺，需要慎防教會被「君士坦丁

化」，不要輕易被世俗文化或世俗政權「同化」。教會永遠是被

「分別出來」、只向上帝效忠、只歸耶和華為聖、只會實踐天國

倫理的另類社羣。

7. 善於空談，行動遲緩

曾有一句嘲諷基督徒「講一套，做一套」的話：「回到教會

像隻羊，離開教會像隻狼。」在教會內滿口屬靈和敬虔的口吻，

表現出來是一個溫柔良善、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可惜當回到

日常生活的處境（例如家庭或辦公室）就原形畢露，惡劣的言行

表露無遺。甚至有人形容，這是一種近乎人格分裂的偽善，這

真是名副其實表裏不一的「A貨信徒」。耶穌卻明顯反對這種「假

冒為善」的偽君子行為（參太六 1～ 6、16～ 18）。

也許基督徒經常有一種「講咗等於做咗」的心態，或經常被

人批評為「講就天下無敵，做就軟弱無力」。我們只懂「講」耶

穌，卻不願「作」主的門徒；佈道只重「口傳」，不願以生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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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17

證福音；只喜歡消費性地聽人「講」道，卻無心無力去「行」道；

「開口埋口」只會批評教會、論斷別人，卻不會委身服事，建立

肢體；只醉心於用理性「講」神學、「解」聖經，卻沒有興趣默

觀真理、與上帝同「行」。只會「講」不會「幹」的信徒，豈不是

典型的有名無實的「A貨信徒」麼！

對莫特曼來說，神學最首要的就是一種「轉化及更新」的功

能，他曾經如此說：「神學家並不汲汲於解釋世界、歷史和人

性，而是在盼望神聖的更新中轉化世界。」27 「轉化」這詞，具有

很強的實踐性味道，神學和聖經詮釋，實在不應該只是一種知

性的活動，克拉普也有類似的見解：「所謂聖經詮釋，本質上就

是信仰羣體的生命、活動和政治。也即是說，教會不是要應用

（ apply）聖經，而是要演活（ perform）聖經。」28

事實上，基督教的上帝並非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存有

（Being），祂更加不是一個抽象、靜態的觀念和原理。上帝創造

了世界之後，並沒有從人間退隱，祂總會在場（ presence），繼

續不停地介入人類歷史和參與護佑世界（ providence）的工作，

祂是一位行動的上帝。

上帝既然是一位行動的上帝，祂也要求按照祂的形像樣式

被造的人，同樣是一個行動的存有。巴默爾在其《行動靈修學》

（The Active Life）中如此強調「行動」的意義和重要性：「要全

然充滿生命地活著，就要行動……『行動』不只是有動作而已，

還涉及了表達、發現、重塑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我所理解的『行

動』，就是任何一種足以同其他生命和聖靈共創現實的方式。」29

只喜歡空談，只懂大吹大擂，只講理論，卻欠缺實踐和行

動，應該並非上帝的心意。因此，聖經教導我們「行公義，好憐

憫」（彌六 8）。「公義」並非只是抽象地拿來思考、批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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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和空談，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地實踐出來。「憐憫」也不是

因「旁觀他人的痛苦」而煽動情緒，以致「心被感動」；我與他人

的困苦的關係不應僅是視覺性的，不應只有遠望而沒有近距離

的觸及，因為英文 compassion（憐憫）一字，原意含有「陪同他

者受苦」的意思，乃是進入他者受苦之中與他同在。 30 事實上，

耶穌實踐了為門徒洗腳的行動後，隨即便如此教導：「我給你們

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約十三 15）

8. 口裏承認，心裏不信

今日的香港是一個崇尚理性的知識型社會，一般人的學歷

和知識水平亦愈來愈高，教會內的信徒也不例外，於是影響到

我們的信仰也愈來愈理性化。「理性化」既是宗教（或教會）世俗

化的重要成因，也是明顯的徵狀。「理性化」就是一個將本來是

超越人類理性和超自然的信仰進行「去神祕性」的「解魅」過程。

在這種高舉理性主義的文化氛圍底下，不少信徒（靈恩派信徒例

外）儘管口裏仍會承認聖經內所記載的超自然神蹟，但究竟有多

少人是真心相信，可謂心中有數。格羅舍爾（Craig Groeschel）

在《A貨信徒》（ The Christian Atheist）中描述了下面一個相當諷

刺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牧師要求教會向神祈禱，祈求神使隔鄰的

酒吧結業。全體教友聚在一起，舉行一次晚間祈禱會，

懇求神把鄰近社區從酒吧的凶惡中解救出來。幾個星期

後，酒吧被閃電擊中，付諸一炬。酒吧東主聽到教會祈

禱軍團的事，很快入稟法院控告教會。法院審訊此案當

日，酒吧東主激烈地爭辯，說神用閃電擊打他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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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世俗化下的「 A貨教會 」與「 A貨信徒 」19

是因為教會會友的祈禱所致。那位牧師退縮了。否認指

控。他承認教會的確有祈禱，不過他也肯定，他的會眾

中沒有人真的以為會發生任何事。主審法官⋯⋯臉上

一副既有興致又困惑不解的樣子。最後他說：「真是難

以置信。在我前面，有一位相信祈禱能力的酒吧東主，

和一位不相信祈禱能力的牧師。」31 

也許，今天已經愈來愈多教會及信徒，只會口裏承認，心裏卻

不相信祈禱的能力。又或者作出祈禱的行為，卻未必真心相信

祈禱是重要的，祈禱已逐漸成為例行公事或慣性的動作。也

許，那些超自然的宗教經驗或神祕的屬靈經歷，已經逐漸在我

們的信仰中隱沒。

9. 虛有其表，無關緊要

不少人從教會的前門進入，可惜亦有不少信徒從教會的

後門流失，香港教會信徒流失的現象也愈趨普遍。雷納父子

（Thom Rainer and Sam Rainer III）在他們合著的《不可或缺的

教會 —重獲流失的一代 》（Essential Church?: Reclaiming 

a Generation of Dropouts）中，正是探討信徒離開教會的真正

原因。書的開頭引述了一個做律師的中產信徒從教會流失的

故事，雖然這信徒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最終卻離開了教會

十五年，他如此分享離開教會的真正原因：「沒有任何重大或

負面的事情令我不再上教會，我只是在某個時候感到教會對我

的生命並非不可或缺。我想，超過十五年來，情況一直都是這

樣。」32 當教會對一個信徒來說已顯得可有可無、並非不可或缺

的時候，恐怕甚麼事情都已經無關緊要了。「無關緊要」（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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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else matters），表面上說來輕鬆，其實是一個多麼嚴肅和沉重的

警號！沉重之處，在於教會表面依然存在，教會好像依舊照常

運作，可是它的存在，對某些人來說已顯得無關痛癢、意義不

大。「無關緊要」所揭示的，也許正是愈來愈多教會已然淪為「A

貨」，只是虛有其表，喪失了真正的內涵，有名無實，教會不成

真正的教會！

四 總結：教會生病，與我何干？

教會世俗化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當然也可以批評世俗化

下的「A貨教會」與「A貨信徒」的各種問題。誠然，有些教會

真的問題多多，甚至已經到了千瘡百孔、病入膏肓、教會不成

教會的最壞情況。不過，教會始終是由罪人組成的羣體，有人

存在的地方，就自然存在種種問題，這樣說來，哪間教會沒有

問題？若真的想教會復興或起死回生，固然實在需要為教會的

病情把脈，要敢於對教會的問題作出批判，找出問題的根源所

在，然後對症下藥，希望藥到病除。不過，批評是最容易做的

事情，而且可以令人感到痛快，但提出改善的良策並且身體力

行，才是更積極和急切要做的事。

當我們批評（或投訴）教會生病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自我

反省：「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太七 3） 當教會生病，甚至病重垂危的時候，我們會抱

著何種態度問此問題：「與我何干？」保羅再三提醒我們，教會

是基督的身體，身體若有病，屬於身體的眾肢體豈能免疫？「若

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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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遺失了十字架

2

鄧瑞強

每間教會都有十字架的標誌，但有時見得愈多的東西，其

意義愈容易被忘記。

十字架是甚麼？

那首《古舊十架》的歌詞寫得好，這十架乃「羞辱痛苦記

號」。但有誰返教會，是為了「羞辱與痛苦」？有哪間教會的建

立，是為了叫會眾能承受「羞辱與痛苦」？我們多講「平安與喜

樂」，少講「羞辱與痛苦」。「平安與喜樂」固然也是福音的重要

元素，但較容易與消費主義合流，將之變成消費行為追求的個

人感覺。「羞辱與痛苦」與消費主義追求的目標距離大一點，教

會也遠離它多一點。教會還是要「講十字架」的，但很多時會將

這古舊十架包裝一下，將其「羞辱痛苦」的性質隱藏起來，多講

一點這十架能帶給人的「正能量」。有一次，我參與一間教會的

崇拜。崇拜裏，會眾唱著〈古舊十架〉這首歌。鼓聲多麼激昂，

電子琴的琴音多麼美妙，他們拍著手，跳著舞，忘我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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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唱。這是一幅甚麼樣的圖畫？那古老山頭，耶穌在十架上流

血，下面卻圍著一羣高歌慶祝的人。十字架還是十字架，但不

再是「羞辱痛苦記號」的十架，而是鑲著寶石閃閃生光的飾物十

架。噢，人見人愛，多漂亮的十架。

一 又愚蠢又無用的十架

十字架是甚麼？

保羅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

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

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

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

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林前一 18、22～ 24）

「神蹟」是甚麼？神蹟與「能力」的展示有關。求「神蹟」，

就是求靈驗、求即時的果效、求顯出「實力」、求展示「榮耀」。

簡言之，就是求「顯赫的成功表現」。

「智慧」是甚麼？智慧與純理性化的思考有關。在現代社

會，這可看為是那種經濟化的、賺與蝕的純理性的計量思維。

求「智慧」，就是求「著數的經濟效益」。

世人求神蹟，也求智慧，在這種思維下，十架的福音便

變成講求「成功」與「發達」的福音。十架不再是「羞辱痛苦記

號」，而是和消費社會和商業社會所追求的目標一致的東西。

保羅傳的十架，卻是「無能」的、「愚拙」的。在這個追求

「顯赫的成功表現」的世界，保羅的十架卻是沉默的、低下的。

這十架不在崇高的教堂的頂部，而在貧民區幽暗的後巷那裏。

這十架不在教會的財雄勢大中展現出來，而在遞給露宿者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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