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關瑞文檢視1999年的香港教會普查報告時，指出人際衝突是教

牧同工離職的原因之一。
1 蔡志強回應1999及2004等兩屆的普查中

的同一課題時，也認為人際關係的矛盾張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2

呂焯安認為教牧離職的背後，有相當複雜的因素，不宜一概而論。

不過，他指出教牧的自我形象影響關係的建立。
3 曾立華也認同人

際關係的重要性，認為牧者的高尚品格有助增強關係的信任度，為

持久的牧養打下穩健的根基。
4 離職教牧多少與其自我形象或人際

關係有關連。

1 關瑞文：〈再思牧職：檢視本地受薪教牧同工轉職之現況〉，胡志偉、廖美虹

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及回應》（香港：香港教

會更新運動，2002），頁71。

2 蔡志強：〈牧職發展〉，胡志偉、霍安琪編：《轉變中的成長：香港教會研究

2006》（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6），頁189。

3 呂焯安：〈教牧生命成長：生涯與事奉·健康與安健〉《教牧期刊》第19期 
（2005年11月），頁1∼6、10∼12。

4 曾立華：〈教牧在人際關係上的成長〉《教牧期刊》第19期（2005年11月），

頁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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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追求人際的和諧，
5 這和諧是透過「禮」而達成。

6
《禮

記·禮運》指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故禮也者，義

之實也。」因此，國人以「仁」作為指導思想，並依據「義」的原

則而制定「禮」的系統。「禮」的內在精神是以人的仁愛之心的感

情出發，克制自己過多的慾求而使之合乎規範。《孟子·離婁下》

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7 朱瑞玲發現中國人的面子

是「禮」的通俗化說法。面子不僅反映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也從

中流露個人如何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8 翟學偉指出中國人在儒家

倫理的影響下，傾向重情抑理；並在差序格局的人倫關係下，時常

注意自己與每位交往者的特定關係，以決定其情面的施與受之範

圍。
9

本文嘗試從三位華人學者對面子的研究，初步探討中國人的面

子觀念。然後從面子觀念檢視三位華人牧者對教會人際衝突的處理

模式。最後，從兩個模擬的同工衝突個案，探索如何建立合乎面子

觀念的教會人際衝突處理模式。

5 徐儒宗：《人和論：儒家人倫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515∼526。

6 Ambrose Y. C. King and Micheal H. Bond, "The Confucian Paradigm of Man: A 
Sociological View,"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ed. Wen-Shing Tseng and David 
Y. H. Wu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30-37.

7 徐儒宗：《人和論：儒家人倫思想研究》，頁47∼53。

8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心

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189∼195、200∼205。

9 翟學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New Jersey：八方文化，2000），頁7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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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人的面子觀念

史密斯 (Arthur H. Smith) 從外國人的角度看中國人，指出中國

人有很強的演戲本能，甚至是用戲劇化的語言進行思考。在一切的

生活��，依劇本行事便有面子；反之，便是失面子。
10 易中天認為

中國人無論做人處事都帶有表演性質。中國人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戴上面具給別人看。
11 莊慧秋說每個人都在透過自己的打扮及言

行，來向別人宣告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她套用榮格 (Carl Jung) 的

理論，指出每個人都有三個原型：內我、暗影，以及假面。內我和

暗影是一個人的真實自我部分，而假面則是表現在外的社會人格。

假若人生是舞台，假面便是演員所戴上的面具。
12

胡先縉嘗試界定面子與臉的涵義，認為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概

念。沒有面子表示一個人無法獲得期望的地位名聲；但沒有臉是嚴

重的侮辱，表示一個人的道德品格的破產。保存面子及臉是維護道

德標準的一種社會約束力，也是一種內化的自我制約力量。
13 

金耀

基接受胡先縉的分析，認為面子指社會性成就，臉指個人道德的人

格。他指出面子與恥感是一物的兩面，恥感是面子的內核。
14 

當一

10 亞瑟．亨．史密斯著，樂愛國、張華玉譯：《中國人的性格》（香港：三聯

書店，2000），頁7∼8。

11 易中天：《閑話中國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101∼113。

12 莊慧秋：〈中國人的面具性格：自我形象的整飾〉，張老師月刊編輯部：

《中國人的面具性格：人情與面子》（台北：張老師出版社，1987），頁174∼

175。

13 胡先縉：〈中國人的面子觀〉，黃國光編：《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40∼62。

14 金耀基：〈「面」、「恥」與中國人行為之分析〉，楊國樞編：《中國人的

心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24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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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現真實的自己，與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對其期望有差距時，

便產生恥感。
15 這恥感有助個人認知何為社會所接受或抗拒的言

行，
16 從而把這價值觀內化。

17

朱岑樓發現儒家的《四書》或通俗的《三字經》均充滿恥感的

教導。他指出恥感包含罪感，是由家庭教育所產生。在恥感取向的

動力下，為他人贏取光榮，以作為自己的成就。
18

面子是中國人在社交中非常重要的原則，中外對此有不少的

研究。下文嘗試透過中國學者的角度看面子觀念。而在眾中國學者

中，朱瑞玲、陳之昭及黃光國等的研究較為有完整的系統。朱瑞玲

探討面子如何在中國人社會中產生互動關係。
19 陳之昭以量化來研

究面子的議題。
20 黃光國嘗試為面子建立其運作模式。

21

15 June Price Tangney and Ronda L. Dearing, Shame and Guilt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2), 69-72. 帕蒂森 (Pattison) 認為甚難以一個定義涵蓋不同學科對

恥感的現象與涵義，參Stephen Pattison, Shame: Theory, Therapy,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 40-43.

16 Robert Karen, "Shame,"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92): 62.
17 Jill L. McNish, Transforming Shame: A Pastoral Response (New York: The Haworth 

Pastoral Press,  2004), 176. "spiritually, shame is related to the deepest places of truth in our 
souls...shame provides a primary foundation for conscience and for the instinctive sense of 
what is worthy or unworthy, right or wrong..."

18 朱岑樓：〈從社會、個人與文化的關係論中國人的恥感取向〉，李亦園、

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83∼98。頁84
列出《論語》中有五十八章與恥感有關。頁85指出與恥感有關的中文字包括：慚、

悔、愧、羞、辱、怍、恧、憤、悱、厭、惡、怨、責、患、疾、病等。

19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89∼225。

20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心

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121∼188。

21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黃光國編：《面子：中國人

的權力遊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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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瑞玲的理解      

首先，朱瑞玲界定面子代表個人行為如何符合特定社會的規

範，及因而所獲得的社會支持。面子反映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及

個人如何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
22 儒家的「禮」包含一套外在的禮

儀規範，及個人內在的自我評價。在「禮」的文化下，發展出來

的面子觀念包括社會要求的面子及自我要求的面子。
23 她認為一個

人獲得面子可以有三個不同的因素：與生俱來（性別、年齡、出生

次序等），繼承而來（家世、財富），或努力得來（教育、職業成

就）。

這些因素隨社會價值而改變，所以個人必須隨時調整追求面子

的方式。
24

面子是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面子的主要特徵是具有依賴

性，要由互動對方或所屬社��賦予成立。在互動關係中，沒有絕對

的面子。越是階級鮮明的社會，越是重視面子。社會中的成員須要

為維護三方面的面子而努力：自己、互動對方及所屬的社��。作為

一種心理的現象，面子是一個經社會認可的自我，也是個人社會影

響力的代稱。
25

朱瑞玲套用社會交換論的觀點，指出若社會讚許是酬賞，在

互動關係令彼此都感到酬賞大於代價的情況下，個人會願意付出代

價，如滿足互動對方的期望之言行，來換取社會讚許。
26 她認為面

22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89。

23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1∼192。

24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0∼191。

25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0∼195。

26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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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為的動機可能是期望對方喜歡自己、懼怕自己或同情自己，以

達到一個目的：獲取更多權力，以便影響其他人。
27 她借用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演劇理論，闡釋人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保護面

子。互動雙方在觀眾的監視下，演繹出社會賦予的角色。演出的成

敗威脅到個人或團體的顏面。由於每個人不只扮演一個角色，因此

可擁有的面子來源也是多樣的。不過，其中最主要的角色，往往與

個人形成固定的標記有關。在互動關係中，關心面子可算是必然的

現象。因為每個人會根據情境提供的線索，以妥善表達符合自己形

象的行為反應；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每個人所屬社��的價值取向，預

測其言行。
28

朱瑞玲認為儒家哲學重視「禮」，一方面是「仁」的落實，

另方面是人際和諧的指標。孔子希望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知

所行止，社會便秩序井然。「禮」原是內外兼修的孔孟思想，但孔

子由於太過重視外在形式的禮儀，使得「禮」演變成繁文縟節。個

人在社會的地位越高，擁有的面子越大，越發需要居其下位者以順

服的言行，顯示其尊貴的面子。因此在盡到保護在上位者面子的義

務後，居下位者才有獲取面子的可能。儒家視和諧關係為社會安定

的基礎，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社��的和諧與名聲。當社��得到光榮

時，個人可因而得面子。在差序格局的人倫關係��，每個人可透過

獲得面子或給他人面子而拉近彼此關係，再借特殊關係而享用特殊

待遇。
29 在一個重視面子的社會，意味有相當活躍的人情與關係的

運作。在運作的過程，每個人對別人給自己的評價與意見相當敏

感；也敏感所屬社��的面子狀況。

27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6。

28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196∼198。

29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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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玲在歸納面子的運作過程時，認為影響面子知覺的先決變

項包括情境（公開性、熟悉程度和觀眾的評價能力等）、個人（身

分背景、角色期望和交際經驗等）及行為（行為的性質、引發者和

自由度等）三方面，而以歸因為中介歷程。面子威脅是一種主觀的

知覺體驗，我們通常以情緒感受加以描述，如窘迫、羞愧、害羞、

焦慮等。面子需求會驅使個人作出相應的言行反應，如事先避免失

面子的預防措施或事後挽回面子的補救措施。她指出面子整飾行為

反映個人受到面子威脅的程度和其人際交往的技巧。
30

（二）陳之昭的理解    

陳之昭指出面子是一個相當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概念，非常廣

泛且深入地存在於中國社會，具體地影響中國人社會生活的每一個

層面。國人甚至在社交往來也莫不以面子為其核心。
31 他從現象心

理學的角度，把面子界定為：

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對象所具有且為自我所重視的屬性上，

當事人認知到重要他人對該屬性的評價後，所形成之具有社

會意義或人際意義的自我心像。
32

「自我涉入的對象」指與自我有關的人或��體。「重要他人」

可以是個人或��體，其對當事人的自我評價會產生心理上的賞罰作

用，因而影響到當事人的自尊及自我之發展。當事人若是他人取向

的性格，較重視重要他人的評價；若是自我取向的性格，較不重視

30 朱瑞玲：〈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頁206∼215。

31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1∼122。

32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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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評價。「自我心像」可指個別面子事件，或累積面子事件所

構成的心理經驗。雖然沒有原有的感官刺激，仍可於腦海模擬部分

先前的知覺內涵。

當個人知覺受到別人的重視、讚賞、推崇、在別人眼中有重

要地位及良好印象，內心因而產生榮耀、光彩、神氣、得意等愉快

的感覺，便是「有面子」。當個人知覺不受到別人的尊重、在競爭

中失敗、暴露自己的缺失、窘態、被拒絕等，內心因而產生難堪、

困惑、尷尬、羞恥等不快的感覺，便是「丟面子」。為了防止「丟

面子」，而作出表��不一的言行，企圖操弄別人對其印象，便稱為

「��面子」。若是相似言行，而為了爭取「有面子」，便稱為「充

面子」。
33

陳之昭嘗試了解面子的社會交換過程。社會交換論認為一切社

會活動目的都是追求能夠滿足個人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源。面子行為

是社會行為的一種，而面子本身是社會交換的產物。陳之昭引用俗

語：「面子是別人給予，架子是自己拆掉。」他指出「架子」是個

體的言行表現所呈現出的外表形象，而印證「面子」與「架子」具

有社會交換的取與予的特質。
34 他借用人際知覺觀念，

35 指出個人

只能從他人表現於外的有限觀察來推論其為人。最容易被人觀察到

的是其外貌、儀表、成就、地位、名聲、財富等，這些都是人際交

往時的「架子」。「架子」的重要性在於其影響力，左右了他人的

聯想或推論，從而改變了別人對其評價。別人透過這「架子」來判

33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6∼127。

34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7∼129。

35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9。人際知覺指個人對於

他人的特性形成判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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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子」，即個人的人格、德行、信用、知識、能力等。
36 

陳

之昭也借用戈夫曼的演劇理論，認為任何角色的演出必然涉及行為

或一整套的行為模式。人生舞台的角色是由實際生活的社會習俗及

文化規範制約。「架子」與角色扮演有密切的關係。
37

架子有兩個重要的向度：真實性和方向性。真實性指架子與��

子是否完全一致，兩者差距越短越真實。方向性指表現某一架子的

目的是積極地獲取好面子，還是消極地保護面子。
38

陳之昭假定越有價值的行動，人便越有動機來作。他列出三

種類別的價值系統：目的價值體系，規範價值體系和副文化價值體

系。社會上多數人所追求的價值，如名利權力等，屬於目的價值體

系。個人道德的規範價值，如禮義廉恥等，屬於規範價值體系。至

於副文化價值體系的種類眾多。不同副文化之間有許多交集之處，

交集面越多越相似。
39

社會對個人言行的評價，往往是與背景相似的人作比較。比

較的結果產生了等級次序，面子的大小便是依此相對等級次序而決

定。
40 據供需定律，個人所獲得的面子量，應與其言行能夠獎賞別

人的程度成正比。這是一種公平法則，是中國民間流行的人情法

規。面子是別人給予的，所以平常為別人保留面子，在自己處困境

時，才可期盼別人的回報。人情法規是一種相互規範，其目的在於

施、受與報的平衡。人情法規只適用於差序格局所構成的關係網

36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29∼131。

37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1。

38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51∼153。

39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1∼133。

40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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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網絡內的為「自己人」，網絡外為「外人」。對「自己人」會

盡所能保障其面子，對「外人」就較無情面可言，公事公辦。假

如「自己人」破壞這人情法規，令網絡的人損失面子，便要作出

各種補償行動，修復對方的面子。否則，網絡的人便視其為「外

人」。
41 陳之昭認為面子可以滿足個人自我肯定與社會控制的功

能。他指出道德是約束少數的真君子，法律是約束少數的真小人，

而面子約束了絕大多數的偽君子。
42

陳之昭仿照人工智慧方式來建構面子的消息處理程序。個人

經過認知系統的第一道過濾，先把環境中的物理刺激或社會刺激，

轉化為主觀的符號，再傳送到系統內部作進一步的資料處理，這是

系統的前處理階段。這階段最重要的部分，是個人所賦予符號的意

義。符號涉及詮釋的問題。若符號本身意義明確，詮釋的爭議性較

小；若符號本身意義含混，詮釋的爭議性便甚大。

許多面子的爭執，可能源於誤解；而誤解可能源於詮釋意義含

混的符號。
43

傳統上，我們從質的角度來探討面子，如有面子、丟面子、丟

臉等。而陳之昭嘗試以得失面子的強弱度，以量的角度來思考面子

問題。首先，他建立計量系統，把經過詮釋後的面子事件，放進計

量系統加以計算其面子量。

41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4∼136。

42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6∼139。

43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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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面子量的自變項與干涉變項。自變項包括所涉及的面子事

件本身的主觀重要性。雖然面子事件必然涉及某些社會價值，但是

個人對這些社會價值可能有不同的重視程度。若個人重視此面子事

件，其主觀的比重較大，因而面子得失感及敏感度便較大。自變項

也包括其他人對此事件的評價方向與強度。

以上這兩個因素的乘積便為面子事件的淨面子量。
44

淨面子量純粹以當事人從事件本身所得面子的大小而言。然而

有些干涉變項可以擴大或縮小淨面子量。這干涉變項關乎給予評價

者本身和面子事件的其他項目。如果評價者在被評價者的心中佔重

要地位，則其評價對面子得失的影響力較大。如果評價者熟悉受評

價者，其評價對面子的敏感度較強。如果評價者的人數增多，這種

面子感及得失程度會加強。面子事件與自我的關涉越深，其面子感

越大。面子事件在正式或非正式場合發生，也影響到淨面子量。通

常越正式的場合，其面子得失感越大。面子事件可有不同的歸因，

不同的歸因形成不同的責任所在。如把事件作內在歸因，相對於外

在歸因，其面子得失感較大。面子事件的淨面子量經過干涉變項，

構成加權面子量。
45

計算出加權面子量後，因是一種純量，必須與判斷標準比

較，才能對其作質的判斷。面子判斷標準分上閾區、下閾區、臉閾

區。
46 面子量超過上閾值，個人便有面子，超過越多越有面子，上

閾區以上為正值。面子量落在下閾值，個人便失面子，落於其下越

多越失面子，下閾區以下為負值。面子量落在臉閾區以下為丟臉。

44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42∼143。

45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43∼145。

46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45。所謂「閾」是劃分兩

種不同性質的界限，代表由量變進入質變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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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閾區之間的面子量為合面子。上下閾的高度因人而異。上閾的

高低與個人面子大小成正比；而下閾的高低與個人面子的厚薄成反

比。閾值的高低因素與個人自尊需要有關，受回饋系統所調節。
47

個人第一次受稱讚時，他會感到有面子。但是如果他常常聽

到同樣或相似的讚許時，可能他感到沒有意思，甚至厭煩。這是邊

際效用遞減現象，即同類酬賞的不斷使用，將減低其價值效果。假

如一個人甚少獲得面子，其面子需要會增加，受讚許的價值增添，

他以行動去獲取面子的動力也加強。面子是一種學習得來的讚譽需

求，是社會互動的產物。一個社會對其成員的要求若是很強，則生

活在其中的成員較容易作面子的言行。面子的內在需要強弱，是個

人是否作面子或��面子的主要決定因素。個人為了獲取面子而表現

出的言行為架子。自尊心強及權威意識高的人，其架子是為了保障

失面子的威脅。實用主義者視架子為獲取面子的手段。兩者可能以

偽善言行贏取內在的讚譽需求。
48

（三）黃光國的理解

黃光國以社會交易理論為基礎研究人情與面子的關係。在集體

主義的社��中，人經常根據三種法則來分配社會資源或進行社會交

易，這包括公平法則、均等法則及需求法則。公平法則認為每個人

都應該依其貢獻比例的大小，獲取相當的報酬。均等法則不理會每

個人的貢獻大小，要求��眾一律平均分擔損失或分享成果。需求法

則不管接受者的貢獻大小，認為利潤、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應該

滿足其合理需求。
49

47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析與實際研究〉，頁145∼147。

48 陳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頁147∼184。

49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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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人十分講究社會關係中的差序格局，他們常常用不同

的標準來對待和自己關係不同的人。個人以權力影響他人的過程，

是一種社會交易的過程。所謂權力，是社會交往過程中，一方以社

會道德的說服或��體的壓力加諸另一方，使其改變態度、動機或行

為而表現順服的力量。個人之所以運用權力來影響他人，目的是讓

他獲取對方所能支配的某種社會資源，來滿足其需要。同樣地，對

方之所以願意受影響，是因為他預期這樣作能帶給他某種報酬。
50

在中國社會，黃光國認為個人可能擁有三大類人際關係：情

感性、混合性和工具性。情感性通常是一種長久穩定的社會關係，

如家庭、密友。這種關係可以滿足個人在關愛、溫情、安全感、歸

屬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中國式家庭的主要社會交易或資源分配方

式，是以需求法則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工具性指為了獲取個人

所希冀的某些社會資源或物質目標。這種關係是短暫及不穩定的，

是達成目標的一種工具或手段。就此，個人以童叟無欺的公平法則

彼此交往，雙方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考慮。混合性指個人最可能以人

情和面子來影響他人的人際關係範疇。交往雙方彼此認識，並有一

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不深厚到可以隨意表現出真誠的行為。交往

雙方通常會共同認識一位或一位以上的第三者。這關係必須借助彼

此間互動的禮尚往來行為來維繫。此外，雙方對彼此間的交往是有

期望的，以人情法則加強彼此間的關係。人情法則看維持關係圈內

的和諧團結，比強調公平分配更重要。所以在人情法則運作的社��

中，通常是以均等法則分配資源，避免關係圈內的人際衝突。
51

50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4∼6。

51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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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情法則交往的混合性關係，十分講究禮尚往來、投桃報李

的交往模式。中國人對別人給予人情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對別人

回報的期望。雖然傳統有「施恩莫望報」的教導，但對於一般中國

人而言，非常肯定受恩者回報施恩者的義務。在此觀念下，施恩者

能夠放心地期盼，受恩者因欠了自己的人情，將來若自己向對方有

幫忙的要求，對方必然難以拒絕。通常施恩者的地位越高，權力越

大，掌握的資源越多，平常又廣施恩惠著稱，他可能獲得回報的層

面越廣，回報的方式也越豐厚。基於這回報的預期，資源支配者才

願意給予別人人情。在給予人情之先，資源支配者在衡量自己要付

出的代價和對方回報的可能性外，往往還會考慮對方的關係網絡中

尚有那些對自己有影響力的人。假如對方權力地位有限，也沒有甚

麼的社會關係；無論拒絕或接受對方的要求，也預期回報不大，則

拒絕對方的要求的可能性會增加。通常中國式交往甚少直接拒絕對

方，而是用不置可否的拖延戰術，令對方知難而退。
52

由於在中國式的社會交往模式，面子不僅涉及個人在其關係

網絡的地位高低，且關乎受別人接受的程度，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

權，因此，顧全面子便自然地成為與個人自尊密切關聯的重要事

情。中國人經常用以保障別人面子的策略包括：避免在公眾場合批

評他人，特別是長輩；必須評論別人時，會盡量使用溫婉或模稜兩

可的言詞；對善於保全別人面子的人，給予較多的社會報酬。
53

52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16∼19。

53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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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指出面子是中國人常常玩弄的一種權力遊戲，目的是

令對方依自己的意思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
54 在有限資源的分配過

程��，可能產生人際的衝突。若衝突的雙方為在縱向的上下人際關

係時，在下者要顧全在上者的面子，最可能的表達是忍讓。他可採

用迂迴溝通的方式和對方進行協調，或陽奉陰違的策略來達成自己

的目的。若衝突的雙方為在橫向的平輩人際關係時，要先界定對方

是圈內人或圈外人。假如是圈內人，為了保持關係和諧，給對方面

子，通常可以透過直接溝通而達成妥協。不過，若雙方堅持自己的

利益而不退讓，可能會由明爭暗鬥演變為公開抗爭。雙方視對方為

圈外人，不顧關係的和諧而爭面子，此時便需要由第三者進行調

解。
55 衝突事件的雙方很容易陷入意氣之爭。這時，一位雙方認可

的德高望重的調解人，以其面子要求各執一詞的雙方停止衝突。讓

調解人帶領他們尋求雙方接納的解決方案，便可為衝突雙方及調解

人獲取面子。
56

（四）小結          

面子觀念確實是解釋中國人諸多社交行為的關鍵，因為這觀

念深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社交層面，也規範了中國人的社交言行。

「臉」、「面」、「架子」都含有道德和聲譽的涵義。「臉」指個

人道德形象，「架子」指「臉」的表現方式，而個人道德形象和表

54  黃光國：〈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頁21。

55 黃光國：〈多元典範的研究取向：論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收氏編：《面

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229∼230。

56 黃光國：〈華人社會中的臉面與溝通行動〉，收氏編：《面子：中國人的權

力遊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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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是由其所處身的社��所界定。界定的結果若是正向便為有面

子、若是負向便為沒面子的話，那麼「臉」影響到「架子」，「架

子」影響到「面子」。「面子」又有分為個人的「面子」，和所屬

社��的「面子」。一般情況下，個人以社��的「面子」為優先。

另外，面子觀念與人情法則有密切的關聯，目的是維繫關係的

和諧。人情是指人與人的相處之道，或人與人的關係。其實，這可

追索到儒家的社會理論。其理論主要是要在人間建立和諧的社會秩

序，秩序的基礎是倫理。儒家學說假設人是生存於各種關係網絡，

此種種的關係就是種種的倫理。所謂「人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網絡。「人倫」是一種倫理關係，同時也是一種情誼關係。把種

種情誼重疊連鎖起來，便構成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

朱瑞玲指出面子觀念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源於儒家的

「禮」，「禮」成為維持社會和諧的工具。陳之昭嘗試量化面子的

價值，以其衡量面子的質。他借用了經濟學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和

供需定律，來闡釋面子的需求關係。主觀的面子量是否有客觀的數

據支持嗎？以個人的主觀判斷而獲得的數據，按其計算的面子量來

看，可能只是較為客觀的主觀感受而矣。黃光國從權力的角度看面

子與人情，是大部分中國人社會的寫照。另外，從面子的角度看縱

橫人際關係的衝突處理，可作為下文探討華人牧者如何處理同工衝

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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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華人牧者對人際衝突的處理模式

衝突指兩個或以上相關的人，因為互動行為所導致的不和諧的

狀態。發生衝突的原因可能是彼此對若干議題的認知、看法不同，

需要、利益不同，或是基本價值、信念不同。
57 中國人認為，出現

任何種類的爭端，都引起混亂，因而盡可能避免直接的對抗。
58 假

如要表達不同的意見，也要在上級的許可後才表達。若上級不許可

表達不同意見，下級可能委託第三者作說客，私下與上級約談。這

是合乎面子觀念的表達形式。
59 中國人這種不主張堅持自己對上級

的意見或權利，是基於長幼尊卑的縱向差序，也是強調以對方為重

的義務原則。
60

中國人的行事理路鑲嵌在人際網絡中，即是先判斷互相關係

的特性，再決定行動的準則或方案。中國人化解衝突所採方式，最

理想是協調的方式。若無法協調，其中一方便作忍讓。最不理想的

情況是抗爭或退避。
61 昔日藺相如完璧歸趙，廉頗不滿其地位名聲

超越他而苦苦相迫。及後他知道藺相如為了顧全國家安危而處處忍

讓，使廉頗負荊請罪，化干戈為玉帛，團結抗敵，為後人所樂道。

後人所樂道的正是藺相如處理同工衝突的化解方式。

57 汪明生等：《衝突管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頁4∼5。

58 威克斯 (Dudley Weeks) 指出避免衝突並不是正確的衝突處理方式。參Dudley 
Weeks, The Eight Essential Step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Preserving Relationships at Work, 
at Home, and in the Community (Los Angeles: Jeremy P. Tarcher, 1992), 11-31.

59 彭邁克著，楊德譯：《難以捉摸的中國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頁75∼76，94∼97。

60 黃麗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揚智文化，

2006），頁141∼143。

61 黃麗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頁14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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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商業社會相當重視處理人際衝突，因為衝突直接影響商業

團隊的工作效率及公司利益。
62 當教會教牧同工間發生衝突，必然

影響教會的健康及教牧同工的事奉生命。下文從三位華人牧者的著

作探討人際衝突的處理模式。蘇文隆從教會行政的角度看衝突的處

理，
63 陳校慈��重靈命塑造層面，

64 游宏湘和邱清萍從牧養的角度

探討。
65

（一）蘇文隆的模式          

蘇文隆借用利斯 (Speed Leas) 的定義，認為兩個人或團體在同

一時間要佔據同一空間便為衝突。
66

「空間」指雙方的目標及意願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關連。
67 究竟「空間」實質指涉甚麼的涵義？似

62 Kenneth Kaye, Workplace Wars and How to End Them: Turning Personal Conflicts 
into Productive Teamwork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94), 4-6. 成
中英建構的易經管理學，也強調工作關係的「和」。不過這「和」並非和稀泥，是

一個經過競爭、衝突、緊張、矛盾所成就的和諧。若要達至「和」，便要以「禮」

處之，以「火」治理。因為「火」主人事、協調、溝通、和諧的功用。惜成中英沒

有舉出實際的案例，以闡明其理念。參成中英著，李翔海、劉克武編：《成中英文

集》卷三，《倫理與管理》（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136，146∼150。

有華人牧者嘗試整合《易經》的智慧於牧養職事，參陳浩昌：〈《易經》對教牧職

事的啟迪〉，《教牧期刊》第11期 （2001年5月），頁81∼101。（其中頁113∼118
載述有關人際衝突的處理。）

63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台北：華神出版社，1985），頁129∼144。

64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香港：基道，1999），頁9∼121。

65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Petaluma, CA: 美國中信出版

社，2004），頁3∼264。

66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30。參Speed Leas and Paul Kittlaus, Church 
Fights: Managing Conflict in the Local Church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3), 29. "For conflict to exist, each side (and there may be many sides) must see that the 
work of the other interferes with his own work: the ideas or the values or the actions must 
be attempting to occupy the sam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67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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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蘇文隆沒有清楚交代，其定義的含混性頗高。即使兩個人或團體

在同一時間要佔據同一空間，也不一定出現衝突。

那麼，蘇文隆對衝突的定義，似乎欠缺了其必然性。

對於衝突的種類，蘇文隆認為大致上可分為個人內在、人際之

間和實質的衝突。內在衝突指個人的內心掙扎，尋求在人生不同的

處境下有內心的平衡、有適當的行為、解決困難的睿智。實質的衝

突指事實、意義、目的、方式及價值觀等層面的衝突。人際之間的

衝突指面對面的個人關係衝突，其起因可能涉及多方面，如爭奪資

源、信任危機、代溝等。至於教會��的衝突，蘇文隆認為主要是某

些人沒有真正重生或對真理或行政上的不同見解引起。
68 這看法與

倪柝聲在《工作的再思》的思想近似。倪柝聲按屬靈知識程度的高

低，把批評他的人分類。程度高的因知道多而批評他對真理的詮釋

或行政方面，程度低的因沒有真知識而批評他本人。
69 筆者認為蘇

文隆或倪柝聲把教會��的人際衝突的原因二分化，過於簡化問題。

教會��的人際衝突又豈是只得兩種原因？另外，蘇文隆指其中一種

原因是某些沒有重生的人在教會爭權位。難道重生了的人就不會在

教會爭權位？

在處理牧者與長執的人際衝突關係時，蘇文隆認為有兩個關鍵

的因素：

權柄的觀念及期望的修訂。
70 牧者誤用權柄，便以個人意願操

控整家教會，違反了彼得前書五章三節的提醒：「也不是轄制所託

付你們的，乃是作��羊的榜樣。」同樣，長執也可犯同樣錯誤，甚

68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30∼132。

69 倪柝聲：《工作的再思》（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96），頁17∼20。

70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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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僱主與僱員的關係對待牧者，或以商業營運的模式全盤取代教

會的行政方法。另外，牧者與長執之間可能彼此要求過高，欠缺忍

耐的態度及客觀合理的要求。假如我們看牧者與長執為重生的屬靈

人，那麼屬靈的人也免不了在教會內陷入人際衝突。
71

蘇文隆引用耶穌對待不同的門徒使用不同的方式，來勸勉牧

者當學習如何按各種不同類型的長執或同工的背景、個性，作個別

的帶領。他認為牧者須謹慎選擇長執或同工，因這是聖經的教導及

眾多教會產生紛爭的起因。
72 他指出愛和合一是解決衝突的最高原

則。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八章15至20節的處理步驟是，讓被得罪的弟

兄找得罪他的弟兄尋求私下和解。如果和解不成，其中一位尋求一

至兩位在屬靈上較成熟的弟兄協助。若仍是和解不成，便要告知牧

師或長執處理。雙方在處理的過程中，保守祕密，彼此尊重，共同

尋求在主��復和關係。
73

「愛和合一」的遠景與「仁」與「和」的

理想接近。私下處理、處理過程保密等，是顧全顏面的處理方式。

71 唐納德．C．帕爾默著，何敏旋、石彩燕譯：《創意處理衝突》（香港：基

道，2001），頁4。帕爾默指出即使是宣教士也不能在人際衝突中免疫。James Kwok 
Wong於2002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訪問了二十位華人牧者有關牧者與教會衝突的課

題，其中十八位牧者的事奉年資超過十年。他們都曾經歷人際衝突，其中四人甚至

因衝突而離開事奉的教會。他們認為牧者不能避免教會的人際衝突。參James Kwok 
Wong, "Developing a Strategy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Houston, Texas" (D.Min.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0), 1-15. 在
2004年春季，Leadership雜誌訪問了506位牧者，其中95%曾遇上人際衝突，而20%
正在處理人際衝突。參Eric Reed, "Leadership Surveys Church Conflict," 2004, <http://
Ctlibrary.com/11127> (accessed 18 April 2007). 

72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40∼141。

73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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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教會衝突的過程十分重要，蘇文隆建議以下的步驟。首

先，領導者對衝突要有健全的態度，衝突雙方要彼此信任對方具誠

意處理分歧。然後領導者幫助雙方找出並澄清衝突的所在。接��要

促進有效的溝通，使雙方彼此了解。了解化解誤會，促成彼此饒

恕。之後，雙方進行協商，尋找雙方共同接納的立場。蘇文隆認

為，若要避免與別人發生衝突，便必須要對付血氣衝動的老我和培

養甘心吃虧的態度。
74 這「甘心吃虧」的態度，正是上文曾提及的

中國人對縱向關係衝突的取向。不過，蘇文隆在這��所指出的是先

把責任內推，而無論縱向或橫向的衝突關係，都以「甘心吃虧」的

態度處之。蘇文隆以教會行政的角度處理人際衝突的建議，
75 反映

了傳統華人牧者對人際衝突的看法。他對牧者與其他人的人際衝突

方面的提議是：先作自我反省、檢視自己的動機是否被權力慾左

右，及修正自己的期望等。

（二）陳校慈的模式       

陳校慈認為處理人際衝突的第一步是認識自己的衝突模式。他

運用托馬斯 (Kenneth W. Thomas) 和基爾曼 (Ralph H. Kilman) 共同

研究的《發現自己》衝突問卷，來了解自己的衝突模式。
76 大致上

可分為五種衝突性格和形態：鬥爭型、屈就型、逃避型、妥協型、

74 蘇文隆：《教會行政管理學》，頁136∼139。

75 西方教會對於從教會行政的角度處理人際衝突有不少好的著作，其中

Gangel和Canine的著作對這課題有整全及扼要的論述。參Kenneth O. Gangel and 
Samuel L. Canine,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92).

76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20∼30。另參S p e e d B.  L e a s, 
Discovering Your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 (Bethesda: The Alban Institute, 1997), 2-6, 
35-44。又參Kenneth W. Thomas and Ralph H. Kilman, Thomas Kilman Conflict Mock 
Instrument (New York: XICDM, 199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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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型等。鬥爭型以攻擊性的鯊魚為表徵，堅持自己的利益和優

勢，處理衝突缺乏彈性。屈就型以可愛的玩具熊為表徵，看重彼此

的關係，甚至犧牲自己的權益。逃避型以退縮的龜為表徵，為求脫

離衝突，可犧牲個人目標或人際關係，對於衝突持絕望的心境。妥

協型以圓滑的狐狸為表徵，把握機會，追求實際，願意放棄一點以

換取實用的另一點。夥伴型以高瞻遠矚的鷹為表徵，既堅持立場，

也重視關係，尋求雙贏的方案。
77

如衝突涉及一些事實、價值觀、目標和信念的爭執，便歸屬

於「實質的衝突」。如衝突與事情無關，問題是當事人如何處理事

情，便歸屬於「人際的衝突」。如衝突是在當事人心中，有時出現

不同的拉力、衝擊和鬥爭，便歸屬於「內心的衝突」。陳校慈指出

衝突是對自己自尊的威脅，一種受創傷的感受，引致當事人用激烈

的手段來恢復他的自尊。
78 自尊就是「所見的我」與「理想的我」

的差距。「所見的我」是別人對你的評估，加上你對自己的評估。

「理想的我」是你想成為怎樣的人，加上你認為自己應該成為怎樣

的人。「理想的我」與「所見的我」差別越小，自尊越強；反之則

自尊越低。
79

陳校慈指出一般人常以解決問題的方式處理人際衝突。這可能

源於一種誤解，以為用理性的分析、討論和爭辯就可以解決人際衝

突。可是人際衝突屬於感性層面，衝突和問題屬於不同的範疇。問

題屬於客觀、理性的層面；而衝突屬於主觀、感受的層面。當我們

與人衝突時，癥結並非誰更合理，也非我們與人有不同的看法，因

為合理與正確屬問題範圍，是解決衝突後才要處理的。我們最關注

77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12∼17。

78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71∼72。

79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76。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以和為貴–從中國人的面子觀念探討
華人牧者如何處理同工間的人際衝突

   
219

的是自己和對方的自我價值有否得到尊重或傷害，面子有否得到挽

回和恢復。
80 他認為中國人文化把面子與自尊二合為一，因此中國

人希望維護社��的表面和諧，而各人作了太多虛偽的門面工夫。我

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種強烈的要求，要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要演

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何大衛也指出中國人顧全別人的面子，除了關

心別人外，更是避免衝突的白熱化。
81 陳校慈指出對自我的認知是

處理人際衝突的第一步，個人的態度影響到人際衝突的處理。
82 

他

認為柔和謙卑，願意聆聽和勇於改善的態度是預防人際衝突，或解

決人際衝突的潤滑劑。
83

對於處理人際衝突的實際步驟，陳校慈建議首要處理自己的情

緒，因為衝突產生心靈受創的問題，所以處理衝突的竅門並非立即

找��對方商討，而是先讓自己內心休息和鬆弛。內心鬆弛有助我們

不再傷害自己或別人，並且使自己獲得調適而回復最佳狀態。
84 

在

80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72∼73。

81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73∼75。所謂白熱化是指對質和公

開衝突場面。喬伊 (Virstan Choy) 的研究認為北美背景的華人��重面子，所以他們

也避免對質與公開衝突場面。奧斯伯格 (David Augsburger) 與曼 (Alice Mann) 在回

應喬伊的文章時，也認同處理衝突時須注意文化因素。參Virstan B. Y. Choy, "From 
Surgery to Acupunctur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Managing Church Conflict from an 
Asi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ngregations, ed. David B. Lott 
(Bethesda: The Alban Institute, 2001), 141-48. David W. Augsburger, "Teach Us to Needle, 
Needle Us to Learn: A Response to Virstan Choy's 'From Surgery to Acupuncture,'" i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ngregations, ed. David B. Lott (Bethesda: The Alban Institute, 
2001), 149-51. Alice Mann, "Making My World View Visible: A Response to Virstan Choy's 
'From Surgery to Acupunture,'" i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ngregations, ed. David B. 
Lott (Bethesda: The Alban Institute, 2001), 152-54.

82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11∼43。

83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78。

84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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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鬆弛之際，當事人可以反思：自己和對方有甚麼不同意見？在

衝突中雙方有何過激的言行？彼此的尊嚴有否受傷害？當事人有否

把自己過往的傷痕帶進這衝突��？然後，當事人可以透過回想自己

及對方在神心目中的身分，重新肯定自己及對方在神眼中的尊嚴不

會被衝突中的言行所破壞。另外，當事人要回想自己在衝突中的態

度與言行，如何傷害了對方的尊嚴，並積極思考如何為自己過激的

言行負責。
85

當處理好自己的內心，便可以與對方復和。衝突的發生，源於

彼此傷害了對方的自尊，因此若有一方願意先恢復對方的自尊，這

衝突便露出化解的曙光，破裂的關係也有復和的機會。
86 可是，這

一步對一般中國人而言並不容易，因為是失面子的行為。陳校慈認

為，如果我們願意放下面子的尊嚴，忍受別人的踐踏，我們將可避

免許多爭論和不和諧的漩渦。如何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呢？對於陳

校慈而言，是基於復和是神的心意。因為教會在世上主要的使命與

功能，是幫助人在重重傷痕和失望割裂的關係��得到復和。作為復

和的使者要操練靈��的貧窮，不再為自己的名聲打算，不再計較別

人對自己的冒犯。當我們學習把對別人的執��轉化為饒恕，從不安

學習放手，那麼我們便能夠從「自己控制一切」的牢獄，進入「主

掌管一切」的新天地。
87

85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85∼89。

86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93。

87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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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雙方挽回了自尊，彼此冰釋前嫌後，分歧點往往可以獲致妥

協。衝突期間，彼此的爭鬥心態有強烈的危機意識，甚至猜測對方

的動機不良。
88 和解之後，合作心態促進彼此信任與妥協，

89 處事

事半功倍。
90 假如雙方無法彼此復和，可能要由一位靈命成熟的第

三者充當調解人。調解人須生命柔和，接納別人，這將促使衝突雙

方更容易化解前嫌，彼此接納及增進溝通。
91

（三）游宏湘及邱清萍的模式   

游宏湘與邱清萍認為衝突有不同的層面。起初可能只是偶發

事件引起的刺激，或落空的期望，或某些無關痛癢的瑣事，導致嫌

隙。只要當事人不追究或包容了事，便化解了這張力。可是嫌隙累

積下來，雙方便容易藉故產生小磨擦。小磨擦發生後，當事人會感

88 有些書籍把引起人際衝突的一方標籤為「antagonist」或「clergy kil ler」
似乎無助處理衝突，反而容易攔阻彼此復和，甚至把衝突升級。參K e n n e t h C. 
Haugk, Antagonists in the Church: How to Identify and Deal with Destructive Conflict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8). G. Lloyd Rediger, Clergy Killers: Guidance for Pastors and 
Congregations under Attack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另有些書籍

建議從另一角度看這些人，尋找並醫治他們心��的需要。參Robert D. Dale, Surviving 
Difficult Church Member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4). Arthur Paul Boers, Never 
Call Them Jerks: Healthy Responses to Difficult Behavior (Bethesda: The Alban Institute, 
1999).

89 Keith Huttenlocker, Conflict and Car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8), 54-64. 
Huttenlocker指出雙方的肯定、接納、支持、誠信與尊重，有助建立彼此的互信。

衝突後的互信有助關係提升。 "Trust that has survived conflict is based on a much more 
stable foundation than mere pleasant acquaintance. When we have demonstrated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refusing to allow the mentality of conflict (the drive to survive) to come 
between us, our relationship is fortified by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each is trustworthy. 
Our relationship rises to a new level of authenticity (p. 62)."

90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99∼109。

91 陳校慈：《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頁113∼120。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222   教牧期刊

到不安與不悅，察覺關係有問題。若此時雙方嘗試找出癥結，並積

極對話，張力便容易瓦解。可惜，雖然雙方知道問題所在，而不積

極尋找解決方案；反而對人不對事，便把張力升級，導致爭辯。

在爭辯的時刻雙方人事不分、情緒激動、辭鋒尖銳、怒氣凝

聚，要證明錯在對方；因而難以對話、協商，令衝突升級。當戰鼓

齊鳴，對峙形成，便自然與對方劃清界線。敵我壁壘分明，便開始

對人不對事的爭鬥。但求勝利，而不惜傷害對方尊嚴或終止雙方關

係。當溝通完全停頓或扭曲時，雙方可能視對方為邪惡、冷酷無情

的人，因而盡所能打擊對方。當心��充滿惱恨，便可能採取暴力傷

害對方或陰謀除掉對方。
92

其實，化解衝突可從自己作起。雖然我們無法控制別人怎樣

對我們，但仍然可以控制我們的情緒反應。情緒活動好像是本能反

應，實質是受思想解讀所引導，因此也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情緒有

如洪水，我們可以選擇讓其一發不可收拾，成為水災；也可以選擇

面對問題，了解成因，進行疏導，化危為機。如果我們否認衝突的

存在，衝突可能轉向地下發展，成為計時炸彈，遲早爆發，傷人害

己。如果我們正面處理自己的內心，再處理與對方的關係，可能化

敵為友，有機會協商，處理分歧。結果可能雙方達成共識，或是接

受差異，或是某方放棄權益，或是雙方暫時擱置討論。
93

預防勝於治療，
94 游宏湘與邱清萍相當��重預防張力或衝突

的出現。例如他們對牧者的聘請相當嚴謹，期望有健康的牧者作教

92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194∼196。

93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147∼169。

94 蘇塞克 (Ron Susek) 把自己的親身經歷的衝突風暴寫下，為的是叫讀者從

中學習如何面對及預防教會的人際衝突。參Ron Susek, Firestorm:  Preven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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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領導。
95 另外，他們對同工關係分為主任牧師與其他傳道同工

和傳道同工與長執。健康的同工關係從清楚界定同工的角色開始，

建立合理的工作權責，以致彼此能在此基礎上有互信及合作的關

係。
96 誰人作領導與權柄有關，也是不少教會張力的源頭。因此健

康的領導團隊必須明白權柄的聖經運用原則，及誤用權柄的惡果。

教會的會議場合是最容易產生張力或衝突；所以他們指出一些需要

注意的地方：利益衝突、保密事件、溝通技巧、意見分歧、促進關

係等。
97 他們也指出教會處於不同的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張力，間接

導致人際的衝突。
98

對於衝突發生後，游宏湘與邱清萍��重化解衝突帶來的傷害。

首先，他們指出如何防止衝突升級，然後提出化解衝突的復和原

則。接��，他們從輔導的角度展示如何為個人或社��療傷及重建，

以致當事人清除心中苦毒，重獲健康，繼續在主的恩典下成長。
99

Overcoming Church Conflict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9). 科斯格羅夫 (Charles 
H. Cosgrove) 和哈特菲爾德 (Dennis D. Hatfield) 嘗試從家庭系統了解教會的隱藏規

則、權力所在、溝通模式、如何在此系統中建立界線、如何為系統作出修正等，為

的是預防教會出現人際衝突。參Charles H. Cosgrove and Dennis D. Hatfield, Church 
Conflict: The Hidden Systems Behind the Fight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

95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37∼68。對於牧者的聘

任、任期內辭退等，均有十分詳盡的討論及經驗分享。

96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69∼95。

97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97∼117。

98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119∼143。利斯 (Speed 
Leas) 指出牧者知道教會衝突隨時都可能發生。然而知道衝突何時發生是一回事，牧

者是否有智慧處理是另一回事。他列出十個最容易衝突的時期，其實任何時期都可

能有衝突發生。參愛德華．道伯生等著，吳劍秋譯：《如何處理衝突》（台北：中

國主日學協會，1993），頁149∼163。

99 游宏湘、邱清萍：《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頁17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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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教會發生人際衝突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現象，可是怎樣才能使教

會的人際衝突合乎聖徒的體統呢？
100 蘇文隆的模式指出權責的界

定與合理的期望，是教會產生人際衝突的源頭；而愛與合一是處理

人際衝突的指導思想。可惜，蘇文隆只提出聖經的處理人際衝突的

原則，而沒有具體處理衝突受傷者的感受，及忽略了如何重建受傷

的社��。陳校慈��重從心靈輔導及屬靈指引的向度，治療及重建個

人在衝突時的創傷，以致個人重新得力面對衝突，甚至達成復和的

理想。可惜，陳校慈沒有討論社��的衝突後處理及如何預防衝突。

游宏湘與邱清萍的模式實在補充了蘇文隆及陳校慈的遺漏，以

行政及輔導的向度，提出如何預防及化解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

「平安」(shalom) 是人際衝突的北斗星，是處理衝突的最合適

目標。
101

「以和為貴」是中國人社��對人際衝突的遠景。陳校慈正

確指出衝突傷害了個人尊嚴，丟面子；所以復和之先，要恢復對方

對尊嚴，得面子。游宏湘與邱清萍正確提出界定權責與期望，如同

中國人的正名，為社��界定各人的角色。

100 Hugh F. Halverstadt, Managing Church Conflict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1), 1-15.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Christians fight or even whether 
Christians fight dir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church conflicts can ever be Christian...What 
can make church fights Christian?...a constructive process is vital. What can start differing 
Christians on a path of Christian conflict is a way of interacting that elicits and utilizes more 
godly traits and gifts in them and in the larger faith community around them (pp. 2-3)."

101 Halverstadt, Managing Church Conflict , 5. "a Christian vision of shalom is the 
most fitting goal for an ethical process of conflict management...Shalom is a 'north star' 
for making conflicts Christian- a transcending orientation toward which to steer an ethical 
process of confli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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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擬案例                    

筆者甚少於書籍或刊物中找到有關華人教牧同工間的實際衝突

案例。
102 即使華人教牧同工間的衝突是常見的現象，基於「家醜

不出外傳」的觀念，確實難以蒐集真人真事的案例。所以，筆者從

有限的牧養經驗，以及過往與受人際衝突的同工傾談的片段，作出

以下兩個模擬案例。
103 模擬案例的事件是真實的部分，而角色與

教會背景等是虛擬的部分。這兩個模擬案例指出同工衝突與面子觀

念的關係，及思想如何處理有關的衝突。

（一）資深的女傳道與剛畢業的堂主任  

愛主堂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是一所傳統的家族教會。教會十多

年來，由一位資深的女傳道負責牧養。她有講道、佈道、行政與關

顧的恩賜，教會興旺發展，人數培增。眾長執因為牧養的需要，及

「由弟兄作帶領」的觀念，聘請了一位剛畢業的年輕男傳道作堂主

任。那男傳道沒有講道、佈道、行政與關顧的恩賜，但深受會眾愛

護。某日，堂主任要求女傳道按他的意思推動新一年度每周一次的

街頭佈道工作，但女傳道並不認同他的做法而起衝突。

女傳道：「我並不是反對佈道，而是街頭佈道的方式並不適合

我們愛主堂的會眾，而且每周一次太多。我認為福音聚餐或福音性

查經較合適。」

102 偶爾於李耀全在《時代論壇》的〈全心信箱〉或麥希真於《教牧分享》的

〈鐵磨鐵信箱〉中看到某些教會人際衝突的個案。不過，這些個案都是片面及單方

面的論述。參李耀全：《全心信箱》（香港：基道，2003），頁6∼11，15∼38。

103 這些模擬案例有真實的內容部分，而角色、教會背景等是虛構的部分。模擬

的形式是參考了吳庭樑的《2樓B座》。參吳庭樑：《牧養職事案例彙編：2樓B座》

（香港：福音證主，2002），頁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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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有點氣上心頭：「可是，我認為街頭佈道是訓練佈道心

志的最佳場所，也配合我所定的教會主題。而且，這也是接觸未得

之民最直接的方式。他們要有持續的訓練，最少每周一次才成。」

女傳道聽了這話，冷笑說：「訓練佈道心志與技巧要按部就

班。對於愛主堂的會眾而言，要給予他們成功的經驗。累積每次的

成功佈道經驗，可增強他們的佈道心志。每周一次街頭佈道實在太

多，你有周詳考慮教會其他事工的需要嗎？你期望會眾的參與程度

是怎麼樣？一直以來堂會的佈道聖工由我策動。即使你來了之後，

佈道部仍然由我負責。」

堂主任指出這是他禱告得來之異象，深信這模式有助堂會發

展。可惜他們沒有共識，甚至由意見分歧發展至冷嘲熱諷對方。幹

事把同工的不和告知長執會主席。主席私下勸導女傳道按堂主任的

意思行。女傳道感十分不滿，抱頭痛哭。她明白長執與會眾期望由

男傳道作主導的事實，也明白順服是美德；但她清楚自己難以順服

這堂主任。

正當她反覆思量之際，堂主任問她：「你為甚麼不按我的指

示，以四律作街頭佈道的訓練工具，而改用其他福音單張呢？」

過了數周，那女傳道主動請辭。

究竟那位女傳道為何不能順服那位堂主任呢？要求一個人順

服另一個人是有一定困難的。在中國人的圈子並不因你在某一位置

上，便自然得到下屬的順服。要贏取下屬的順服，要有作為領導者

的品格與才幹，以德服人，最重要是建立個人的關係。對有牧養能

力與經驗的那位女傳道而言，怎能順服能力與經驗明顯比自己差的

那位堂主任呢？況且，那女傳道在愛主堂忠心牧養十年，長期委身

於佈道聖工，她對會眾的認識及聖工拓展的模式，按理比那位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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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清楚。現在那位堂主任介入她的工作範疇，甚至可能是她引以自

豪或身分象徵的領域，教她怎會不反對呢？

另外，愛主堂聘請一位剛畢業的神學生作其上司，是令她顏

面受損，引發張力的遠因。那位堂主任要闖入她的界線，是引起衝

突的近因。長執會主席示意她按堂主任意思而行，會令她心灰意

冷，有被人捨棄的感受。那打小報告的幹事令她有被出賣的感受。

這些是令她丟面子的事情。而那位堂主任的言行態度令她感到不被

重視。作為神的僕人，為何要看人面色而事奉。所以，她便引退療

傷。

那位堂主任可能感受到那女傳道對他不尊重的態度與言行，也

可能他感受到那女傳道的能力與經驗比自己強。男同工需要女同工

的支持，女同工需要男同工的肯定。可惜，那位堂主任得不到女傳

道的支持，而她也得不到他的肯定。他們不是在「同工」，而是在

「同攻」的戰爭狀態，互相爭面子。

按理，聖工的拓展是需要與同工商討而後行。不過，他沒有

咨詢對方，可能不信任對方，或是其他原因。他對女傳道最後的說

話，反映了他對她的憤怒。

如果當初長執會聘請一位資深牧師作堂主任或顧問，聘請的過

程讓那女傳道參與意見，也清楚界定各人的權責，可能預防了不少

張力的發生。在衝突發生後，長執會主席充當調解者，個別與兩位

牧者傾談，了解雙方感受，嘗試恢復雙方的尊嚴，把衝突降溫。並

且，在禱告中尋求關係復和。即使最終那女傳道依然引退，也可保

持良好關係，再見亦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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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流的堂主任與年資深的男傳道 

福音堂有十年歷史，是一家由北美回流的弟兄姊妹所成立的教

會。成立初期至今，堂會由執事會主導。遇上牧養的疑難，便向其

他牧師請教。堂會的同工有一位男傳道及三位女傳道。那位男傳道

善於待人，處事謹慎，有輔導及行政的恩賜。所以執事會安排他作

教會行政的工作。當堂會十週年時，執事會把是否按立那男傳道為

牧師列入會議議程，那男傳道也知悉其事。不過，某些執事認為那

男傳道因為欠缺講道及領導的恩賜，而福音堂的理念是堂會只有一

位牧師，因此不贊成他作福音堂的牧師。

某次，有會友介紹執事會認識一位北美回流的牧師。那位牧師

有豐富的牧養經驗，及北美的牧養背景，並有講道及領導的恩賜，

而正在等候下一個事奉的工場。執事會立即邀請那位牧師考慮作福

音堂的堂主任。那位牧師表示願意禱告等候。兩星期後，那位牧師

承諾作這教會的堂主任，不過他要兩個月後才能上任，因為他要把

北美的房屋出售。這事以後，執事會主席找那男傳道，商討有關主

任牧師辦公室的問題。因為要重新安排辦公室的位置，才有足夠空

間給主任牧師。

主席興奮地說：「你是否很開心？天父為我們安排了一位合

適的牧師。牧師為人謙和，才德兼備，你可以從他身上學習牧養之

道。」

男傳道低頭說：「這確是神的恩典。」

主席開心地回應：「這是我們多年禱告的結果。你佩服牧師

嗎？」

男傳道尷尬地說：「我會順服主任牧師，因為這是神的安

排。」

主席追問：「你不佩服牧師的為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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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傳道快快回應：「我會順服牧師的，因為他是神安排給我們

的牧師。」

主席再問：「你不佩服他嗎？」

男傳道問：「剛才我已回答我會順服牧師，為甚麼你還再次問

我呢？」

主席說：「你不佩服牧師的為人嗎？」

男傳道：「我對牧師認識不深，初步印象是相當有經驗的牧

者，我感受到他的關懷。他確實有講道的恩賜。我也表示我會順服

神所安排的主任牧師。我會尊重牧師，盡力配合牧師的安排。」

主席：「我們執事會與他傾談後，都佩服他的為人。但你似乎

不佩服他。」

男傳道默然不語，主席再說：「難怪某些執事認為你不適合作

本堂的牧師，因為你尚未有牧師的胸襟。」

男傳道紅��臉說：「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呢？」

主席冷冷的說：「你應該心知肚明。」

然後主席轉身離開，男傳道緊握拳頭，雙眼怒視主席的背影。

究竟那男傳道為何不直接回答主席問題，說他佩服牧師呢？

若要一個人公開承認佩服另外一個人，是需要佩服的人認同受人佩

服者有過人之處，並且需要公開表揚對方。明顯地，那男傳道並不

認同要佩服牧師，但他承諾會順服牧師的帶領。他說尊重牧師，也

描述了牧師留給他的好印象，可是現在的自己談不上佩服牧師，可

能只是對牧師有些好感，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感受。不過他對聘

請了牧師的開心程度一定低於主席，甚至是不開心、無奈的感受。

因為他知道福音堂有了主任牧師，而堂會的理念是只有一位駐堂牧

師，所以他獲得按立的機會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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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大部分華人教會對按立牧師持謹慎態度。通常同工

經過長期委身和表現理想的評估考核，有會眾的認受性及執事會的

同意，便可獲得按立。

可是那男傳道被某些執事認為能力有所不逮，特別是講道及

領導方面。而講道及領導正是作為主任牧師的重要條件。換言之，

那男傳道在福音堂的執事會眼中，不是當堂主任的人選。對於一位

長期在福音堂事奉的唯一男同工而言，是極沈重的打擊，是對其能

力的否定。一般來說，按立牧師並非升職，而是對一位資深同工多

年忠心事奉的肯定。所以，不排除那男傳道對福音堂充滿失望、惱

怒、自憐等複雜情緒。剛巧，主席找他商討如何裝修主任牧師辦公

室，是對他破碎的心靈再放一支無心的冷箭。裝修之先，需要重新

規劃辦公室各人的位置。那麼，各人的工作空間可能縮小，而位置

可能改變。對於一位沒有按牧希望的男傳道而言，即時要面對改變

工作空間的張力。

其實，那男傳道的自尊嚴重受損，不只丟面子，甚至主席的話

令他丟臉。

如果要恢復那男傳道的尊嚴，可能需要主席主動向他道歉。或

執事會公然肯定他的事奉。對於那位男傳道而言，在安靜思考後，

要思想自己若仍在此事奉，當如何面對執事會及新的人事與工作環

境，如何去愛與服侍一��曾傷害，或可能繼續傷害自己的會眾。

（三）小結               

以上的模擬個案發現衝突容易傷害別人的自尊。別人失去自

尊的同時，也失去面子。衝突中的情緒容易高漲、失控，作出難以

修復的言行，令衝突升級，關係破裂。所以，若衝突中的一方暫時

引退，為自己創造一個安靜的空間，也可能是化解衝突的良策。另

外，在衝突後復和是困難但必須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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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有學者提供自己處理教會衝突的網上資源，參Ingrid Buch-Wagler, "A Listing 
of Conflict Management Websites," 2006, <http://www.trinitysem.edu/Student/Library/
ConflictManagement.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7).

復和的第一步與陳校慈的提議一樣，須要先恢復自尊。始終，

處理人際衝突須要勞心勞力。處理衝突的知識越多，
104 越敏感衝

突帶來的傷害，及處理衝突的方向。單方面停止衝突，可把衝突降

溫；雙方面努力復和，才能修補關係。現實場景未必事事盡如人

意，所以筆者把重點放在保守事奉者的健康。

當事奉者在衝突中受傷後，最重要的是盡快療傷，脫離自憐、

幽暗等負面情緒。靠��神的恩典，重建自我，盡力復和，繼續事

奉。

五 總結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面子觀念深入中國人的各個社會交

流層面，影響到中國人日常的言行。中國人十分重視自己的尊嚴，

愛面子。在中國人的社����相當重視彼此和諧的關係。當發生人際

衝突時，不只影響到衝突雙方的關係，甚至他們所屬的社��，也出

現關係張力。人際衝突中最大的傷害，就是令對方的尊嚴受損，丟

面子。即使一位中國人信主後，多麼愛主，別人眼中多麼屬靈，也

不代表他有人際衝突的免疫力。在教會衝突中，愛與合一是復和的

基礎，實際的行動是按部就班地恢復雙方的面子，恢復建設性的對

話，恢復健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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