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國、敎會與社會——香港敎會 
在二十一世紀定位的再思 

襲立人 

教會有時怕被批評為避難所(ghetto)，而變得對社會事務很投入和 

關注。不論大小的社會議題，教會都會參與，都有意見。但她所說的， 

可能只是重述別人的觀點。1她以為這樣做就是在履行使命。然而，以 

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程度來量度教會是否實踐其使命，可能是錯誤的， 

因為教會的議程不應由社會決定。否則，教會就被社會牽著鼻子走，而 

漸漸對自身的使命變得模糊。以上說法沒有否定教會對社會的責任，但 

她不應以協助社會運作得更好為己任。 

論到教會的使命，筆者認為離不開三角關係的討論，就是教會、天 

國和社會。意思是：第一，教會是天國的記號；第二，天國要降臨在人 

間；第三，教會服事的對象是社會。以下，筆者試從這關係反省、回 

顧、檢視和建構香港教會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使命與挑戰。 

一、三角關係 

近代聖經研究學者一致指出，天國是耶穌基督宣講和實踐的中 

心。2耶穌基督沒有為自己宣講，而只是宣講天國。不錯，耶穌基督呼 

召人跟從祂，而跟隨祂就是跟隨祂對天國的堅持、肯定和宣講。從耶穌 

H.M.Kuitert, Everything is Politics but Politics is not Everything (SCM, 1986), 165ff. 

‘Jon Sobrino. Jesus the Liberator (Orbis, 1993), 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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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實踐中，天國從來不是指著上主在屬靈世界的主權，而是指向對 

上主在地上那部分已實現的主權.，和由此而出的期望。3天國代表著上 

主藉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拯救已覆蓋全地。天國是上主的拯救，同時也是 

上主對人類發出拯救的邀請。這拯救不單是心靈的轉化，更是全宇宙的 

更新。所以，任何將天國限制於個人更新，社會改革或超歷史傾向都是 

局限了天國。 

除了與天國有密切關係外，耶穌基督更建立教會，使她繼續實踐祂 

的使命。但孔漢思提醒我們： 

敎會不是上主國度 起初的階段’而是一個期望的記號。上主國度 

的記號早已在耶鉢基督裡實現了。這樣’上主國度就是敎會所見 

證’期望和宣講的對象。敎會不是將上主國度帶來人間，因為它將 

要來’並已經到了。教會是那聲音，宣告者。唯有上主自己帶來拖 

的國度’而敎會就是完全服侍它。
4 

這樣，教會不等於天國，也不可能是天國的代表，卻是那些跟隨耶穌基 

督的人決意以服事天國走在一起的群體。縱使教會是不完整的期望，但 

她依然是那將來真實的記號，並將這末世彰顯在現今。 

天國是那彰顯還未完全實現的實體，故必然帶來與人類社會的接 

觸。然而，天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是為要成全某種政治理想，或實現某個 

政治實體。否則，天國就失去其末世性。耶穌基督在世時，亦曾因此否 

定奮銳黨將以色列復國與天國等同，但這不等於天國就是上主超越今世 

的統治，因為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天國要臨到人間。此外，有人將 

天國局限在內心，盼望藉著個人悔改和成聖加速天國的實現，但他們忽 

視了天國是上主的行動，而不是人類努力的成果。 

我們可比較耶穌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22至30節和路加福音七章22節兩 

段話。就發現上主國度的今世性與末世性。 

4 Hans Kung, The Church (Search, 19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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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敎會與社會——番港敎會在二十一世紀定位的再思185 

當然，我們知道天國不應被化為一幅政治藍圖，但天國已經臨到地 

上，進入了人類社會，並帶來世界的更新，它要改造我們的世界，使其 

邁向成全。天國是上主的主動，我們只是被邀請參與建立天國。參與就 

是承認上主在世上的主權。 

然而，教會不是天國與世界的中間人，因為惟有耶穌基督才是中 

保，沒有人能取代祂的地位。這樣，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就在於她是否認 

識自己是天國的子民，並見證天國。教會見證天國在於她是否活出天國 

子民的生活價值，教會只要履行其子民身分就能見證天國。這正是為何 

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提出教會的首要責任不是要確定民主，而是 

要成為另類的政治選擇，見證那由耶穌故事所塑造的社會生活之可行 

性。 

因 為 沒 有 敎 會 指 向 天 國 的 真 實 ’ 這 個 世 界 就 沒 有 辦 法 知 道 它 的 身 

分 。 惟 有 敎 會 活 出 合 一 的 另 類 生 活 ’ 這 個 世 界 才 能 了 解 分 裂 的 錯 

疾。 5 

天國要向教會說明’她不是任何群體，而是決意跟隨耶穌基督的群 

體。這群體的特徵不在於她所持的教義’而在於她活現的彌賽亞式生活 

(messianic lifestyle) ’從而讓世界看見天國。對教會來說’世界不單是她 

要作見證的地方’更是她生活的地方。這樣’ 一切教會論的討論就離不 

開她與社會的關係了。 

二、今日的敎會 

筆者相信香港教會對以上有關天國、教會和社會關係的論述並不陌 

生。究竟香港的教會如何實踐這關係呢？筆者發現香港教會主要以宣 

講、服事和團契表達這關係。6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Notre Dame, 1981), 9-12. 

‘參考 Avery Dulles, The Models of the Church, (Doubleda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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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就是將所見所聞宣講出來。宣講者就是將他所領受的傳開去。 

明顯地，教會是那宣講者，信息就是耶穌基督所指向的天國，對象就是 

我們社會各階層人士。對香港教會來說，宣講的具體表達就是佈道和差 

傳事工。我們可以從堂會的發展和佈道會的次數中得到證明。縱使我們 

可能對教會的佈道事工有不滿意的地方（例如：缺乏栽培），但無可否 

認，教會乃以此為她的存在目的。又不論我們的差傳事工發展是如何緩 

慢’香港教會的佈道熱誠是可以肯定的。筆者相信對宣講的強調仍是我 

們曰後要繼續持守的方向。 

雖然我們肯定宣講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宣講的理解正面對很大的-

機：第一’我們一邊宣講天國的信息，一邊卻有意無意地將耶穌基督等 

同天國。當然’耶穌基督是上主與人的中保，藉著祂，我們認識上主， 

並與祂復和。但這沒有必然將基督這中保變為唯獨基督論（christo-

monism)。我們知道在沒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會，強調耶穌基督的獨 

特性是可理解的’因為這對確立基督徒身分很重要。但唯獨基督論卻帶 

領教會走向排他主義論(exclusivism) °結果，教會對其他宗教顯得自我、 

自大、敵視和鄙視。或許’宗教間彼此的關係應該是教會慎重檢視的課 

題。7第二，香港的教會選擇了中產階層或學生為其宣講的主要對象。 

在這近二十年間，香港教會已開拓基層福音工作’這實在值得讚揚。然 

而，我們卻發現，大部分香港教會都並未接上。一方面’大部分教會依 

舊以服事中產階層為主。另方面，縱使我們願意嘗試服事基層人士(例 

如：新來港人士），但果效比我們想象中差， 後，我們便放棄了。筆 

者認為，問題不單在於技巧，而在於生命。因為我們只成為「為」貧窮 

7事實上’香港教會不覺得有需要進行宗教對話。這不是基於沒有這樣的需要，而是 

基於華人神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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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敎會與社會——番港敎會在二十一世紀定位的再思 1 8 7 

人的教會（the church for the poor) ’而不是「成為」貧窮人的教會（the 

church of the poor) °後者要求我們生活有徹底的改變。《 

除了宣講外’香港教會亦透過服事說明天國、教會和社會的關係。 

從香港社會服務發展史來看，香港教會的角色與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從 

辦學到醫療，社區發展到新服務的提供，香港教會功不可沒。尤其是在 

五、六十年代，教會所扮演的角色是肯定的。9或許會有人批評，香港 

教會只不過是個「承包商」，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但我們不要忘記，教 

會不一定這樣被動，她的確有為香港社會帶來新挑戰和新動力。例如， 

善終服務，未婚懷孕婦女的輔導服務（例如：母親的抉擇）等。此外， 

近這十多年來，香港教會不但關注本地的服事，更服事內地(例如：房 

角石協會）。這些都是值得讚揚的。 

然而，當我們正對教會的成就和貢獻沾沾自喜時，筆者卻發現危機 

重重。第一，當教會對社會服務有一定貢獻時，教會漸漸趨向附和現有 

的建制。同時，教會亦變為權力核心，為了鞏固現有的權力和保障其支 

持者，教會對政府的政策變得沈默。⑴例如，當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 

時，教會學校並沒有主動追隨。究竟是他們認為政府政策錯了，還是維 

護某些人的意識形態呢？又例如，對於香港教育制度百孔千瘡，教會作' 

為辦學團體，又有前線經驗，我們做過甚麼呢？還只不過是附和者罷 

了！擁有社會資源令教會變得呆滯，而成為維護社會現況的支持者。第 

二，因著時代的轉變，教會斷不能只停留在提供或執行社會服務的角色 

上，她也需要關注社會民生，政治和經濟。這樣，教會就不可能只滿足 

8參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1999)。 

9 Kwok Nai Wang, A Church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1997), 3-11. 

Wang, A Church in Transition,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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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供服務，更要以批判的立場面對社會。處理教會與政治的關係此課 

題實在刻不容緩。然而，教會面對這方面的討論’還是選擇沈默° “ 

後，香港教會以神祕團契(mystical communion)的模式呈現天國、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提起神祕團契’我們會想起靈恩教會或與世無關的 

屬靈生活。當然’這可能是其中一種傾向，但神祕團契所強調的是教會 

成員彼此間的關係。事實上，當我們留意教會講壇的信息時’就會發現 

彼此相愛、彼此服事和寬恕是經常宣講和強調的信息。當然’這樣宣講 

不單是對宗教的關注，對個體道德的形成也很重要。教會相信藉著這生 

活的特質可以見證天國的價值，從而吸引其他人。事實上，在這人與义 

之間關係疏離的社會，神祕團契的生活的確令人籍往。 

當我們正為此歡欣時，筆者卻有點兒擔心。第一，我們可能將教會 

生活美化了，而忘記教會是一個罪人的群體。這對信徒來說，不一定是 

件好事，假若有一天’這幻想破滅時，他們可能會對信仰反感。另一方 

面，因教會要保持這種公眾形象（例如：合一），以致對教內違法的事 

都不敢正面回應。面對教內的衝突時，只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第二， 

若團契是我們所著重的話，究竟其內容是甚麼呢？傳統來說，就是信、 

望、愛。信徒要將信、望、愛帶到社會；然而，筆者不敢想象只有信而 

沒有民主的美德是怎樣的美德。同樣’筆者亦不相信有愛而沒有公義的 

美德。或許，在強調神祕團契時，我們應考慮個人美德與公眾美德的關 

係，使教會不會因神祕團契而成為「小派」（sect)。 

以上三種模式不是香港教會現況的全部，但從某程度來說，這三種 

模式是現今香港教會對天國和社會關係的表達。這三種模式不是只可擇 

其一，而是可以重疊的。面對二十一世紀，我們肯定以上對天國、教會 

與社會關係的設釋繼續會是我們的參考和方向。當我們重整以上各模式 

“參考香港基督徒學會編：《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1994)，頁95〜147。從這些統計數字看，我們不能不承認香港教會對政治事件的逃避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天國、敎會與社會——番港敎會在二十一世紀定位的再思 1 8 9 

的強弱時’不要忘記我們的社會正急劇轉變，教會不可能只停留在改善 

舊有的模式，卻不尋找新的身分，回應當下的新挑戰。 

三、時代的挑戰 

二十一世紀是新時代的記號，但同時’它只不過是舊有的延續。這 

樣，對新時代的認識就在於我們對現在的掌握。然而，當要描述我們的 

社會時’我們就不能避免有選擇性和帶偏見的描述。這偏見代表著我的 

立場’我的關注’但這有偏見的描述無意以偏概全；相反，這偏見是一 

個窗戶，讓我們能藉著它看見更大的現實。 

第一，我們正面臨知識的危機。往日我們相信理性的討論可以助我 

們找出真理和原則，但如今我們不再相信了。不但如此，我們基本上不 

相信有普遍真理的存在。更甚者，我們的社會認為個人的觀點、興趣和 

處境才是所謂真理的本相。相對主義，沒有所謂對與錯就是今日香港社 

會的文化。結婚、同居、同性戀等等都屬於個人的喜好和意願，與道德 

無關。對於這情況，筆者有點擔心，不是因依戀著往日一言堂的曰子， 

而是相對主義只會將我們的社會帶至進一步解體。因為我們已失去共同 

的言語。I2 

第二，香港的貧富懸殊將會進一步惡化。自1997年後期開始，香港 

社會經歷金融風暴所帶來的衝擊。失業數字高達百分之六，經濟竟進入 

負增長至負百分之三；裁員和減薪更是每一個僱員所恐懼的。然而，政 

府還不斷說，這只是調整期，我們已走出經濟低谷，踏上復穌之路。筆 

者無意在此評價政府的看法，但縱使香港經濟復穌，是否就等於貧窮人 

的生活有所改善呢？香港的貧富懸殊會被改善嗎？事實上，只要我們留 

意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發現香港經濟繁榮並不能改善貧富差距；相 

I2後現代主義特色之一就是對權威解釋的批判，而又不建立新的意義。 後，相對主 

義就是其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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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卻加深了貧富的距離。餅不錯比以往大了，但貧窮者依然是吃不 

飽。因為富者已佔據這個餅的大部分。I3 

第三，香港的環境將會受到嚴峻的破壞。對筆者來說，環境污染跟 

消費主義有莫大的關連。消費主義帶來的，就是將事物價格化，對物質 

無止境的渴求和缺乏為他人著想的精神。事物商品化的結果使每件事物 

都有其價格，可供選購。事物的價值就從其價格反映出來。「是否負擔 

得起」就是商品價格化的 核心問題。一方面，我們的價值在乎我們 

「是否負擔得起」，消費就決定人的價值；另方面，因每事都有價格，所 

以，身體亦不例外，可買可賣。 後，我們就將色情文化變為供應和^ 

求的問題，而減低其道德性。此外，物質主義正鼓吹對物質無止境的追 

求。這樣的追求使人誤信物質能滿足人類真實的需要，驅使人類不斷追 

求和製造物質。結果令人對心靈世界變得陌生，對自我亦變得含糊。因 

為沒有心靈世界的建立，單方面對物質的追求只會使我們成為它的奴 

隸。更甚者，人對物質的追求造成環境生態無止境的破壞。因為消費主 

義只強調使用權，而不理會責任。沒有對消費主義徹底的批判，環保教 

育只會停留在少用膠袋的層面。並且，因消費主義帶著強烈的個人主義 

和享樂主義色彩，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漠視別人的需要。I4 

第四，特區政府沒有勇氣為港人說話。自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 

就成為我們彼此相交的原則。某程度來說，中央似乎很尊重這原則，以 

致香港市民可以放下恐懼中央干預的心頭大石。然而，究竟特區政府又 

是否尊重一個兩制呢？坦白說，我們有點失望，因為特區政府缺乏維護 

港人利益的勇氣；相反，它只是不斷附和中央並執行其意向。例如，面 

對終審庭對居港權的判決’特區政府主動尋找人大解釋，放棄自治權。 

又當天主教教宗計劃訪港，特區政府亦沒有盡力向中央表達港人對天主 

I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貧窮》，頁 2 1 � M � 

'參襲立人：〈攜手建造一個健康的文化〉，《基督教週報>(1999年9月1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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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理解，而立即以外交角度理解天主教會的申請。特區政府代表港 

人’卻不維護港人的利益。事實上，特區政府近期的舉動亦漸趨向中央 

集權化。例如，建議成立報業評議會，廢除市政局，增加區議會委任議 

席等等。 

第五’宗教的競爭。1997年後，基督教和天主教失去了以往的優越 

地位。相對來說，其他宗教團體亦相繼活躍起來。志蓮靜苑的落成將為 

佛教團體的發展帶來新里程。事實上，我們發現香港的旅遊點亦以佛教 

建設為主。當然，西方的新興宗教還未掌握香港的市場，以致在發展上 

較緩慢。在這個超級市場的世界，基督教需要與其他宗教「競爭」。另 

一方面，有競爭就必然有被淘汰的可能。基督教會否因此被淘汰？或為 

要生存而變得更世俗呢？ 

面對這樣的社會，香港教會應如何為自己定位，以致能為我們的社 

會帶來更新力量？強調教會作宣講、服事和神祕團契的模式是否能適切 

地回應現代處境的轉變呢？對此，筆者有點保留，這不是說要教會放棄 

此等模式，而是因為這些模式未能就教會本質作出徹底的反省，只從其 

功能上作討論。當然，本質與功能不一定要分開，但功能不一定讓我們 

看見事物的本身，因為功能是受制於處境而發展出來的理解。基於此， 

筆者認為教會應看自己為少數群體(minority)，回應以上的挑戰。 

四、身分的尋找 

面對以上的挑戰，教會需要為自己尋找角色，以致不會高估或輕看 

自己的能力。在此，筆者特別想起兩段經文。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廳。廳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喊呢？以後 

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太五13) 

耶穌又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田°這原是百種  

少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菜都大，且成了樹。」（太十三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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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段經文指出，天國、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有四方面：第一 ’教會對 

社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影響，甚至更新社會(否則，她就要被丟 

在外面）；第二，這影響在於教會能否融入社會，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因為驢不溶解就不能發揮其功用）；第三，然而，若果天國是一粒芥菜 

種，教會要看自己為芥菜種。換句話說，教會是個少數群體，而不是有 

權有勢的；第四，縱使天國是微不足道，但到了時候，它會成長。這成 

長是上主的工作，忍耐與盼望是教會不能缺少的美德。總結來說，教會 

對世界的角色在於其本質（_和光），而這本質又跟其芥菜種分不開。 

因此筆者以少數群體來看教會的本質。 . 

要接受教會是少數群體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教會所相信的增長學， 

正是要擺脫少數群體的身分。那些人數不足一百人的教會就往往要擺脫 

弱小堂會的稱呼。此外，縱使信徒的人數只有不足香港人口一成，但香 

港教會提供社會服務的百分比卻接近四成。這樣，要香港教會接受自己 

是少數群體並不容易。對信徒人數增長的期望和對社會資源的控制，使 

教會忘記自己由始至終都是少數群體。未進一步反省少數群體的神學意 

義前，讓筆者先解明少數群體與小派的分別。簡單來說，小派對社會採 

取敵視，對立和漠不關心的態度。此外，他們較內向和內聚，甚至認為 

自己的群體是 完美，是天國的具體臨在。對他們來說，世界是邪惡 

的，而他們就是善的代表。I5這不是筆者所指的少數群體，因為少數群 

體的存在不在於對世界的失望，更不在於對自己的滿足，而在於對天國 

的跟隨。 

教會是少數群體’不在於她人數多少，而是要提醒教會不要倚賴和 

依戀權力以維持她的生存。教會要知道權力或特權不一定能幫助教會更 

有效的傳道。事實上，自第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時，教會 

腐敗亦隨之開始。結果是，教會漸漸淡忘如何在不利的條件下作見證。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urch (Allen & Unwin’ 1922), 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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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為何每當教會的權利被削去時，便即顯得不安，甚至抗議。因她 

已不相信其生存不在於權力。自九七問題湧現’香港教會 關心和擔心 

的是宗教自由°當然’這關注沒有錯，因為教會是宗教團體。但若這關 

注只是為保護其活動空間’而忽略對當中所牽涉的集會自由、言論自 

由、結社自由等等的維護，便顯示教會始終相信對外在權力倚賴的重要 

性。 

教會是少數群體，是要提醒教會不要高估自己的影響力。從社會學 

來看’教會已漸失其社會地位，而變得邊緣化。若教會要與社會說話， 

她不可以再以為自己擁有真理而看不起其他人。相反，她需要虛心學 

習，與各類人士合作。然而，被邊緣化的群體往往為要保持自己的身 

分，結果變得更自我封閉，與社會隔離。然而，亦有教會為求不被邊緣 

化’與社區徹底融合，而使自己的身分變得含糊。這兩種情況反映出教 

會對自己作為少數群體並不認識和接受。少數群體要面對一個不能改變 

的事實，就是教會的聲音很多時都不會被龄聽和尊重，但這不代表她對 

社會沒有影響力。教會的影響力不應採用實用主義或效益主義的量度方 

法，而在於她對真理的堅持。到了時候，它就會成長起來。 

教會是少數群體，是因耶穌基督說：「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 

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七14)除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考慮外， 

少數群體更有其神學基礎。意思是，少數群體是那些願意跟隨耶穌，並 

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再者，他們以耶穌的故事證釋自己生命的故事。 

然而，選擇這條路的人並不多。不是因為這條路艱辛，而是因為這路不 

屬世界。公義、寬恕、憐潤是這窄路的特色，而不是繁榮與穩定。這窄 

路不會為跟隨者帶來任何名譽和地位，只會讓他們懂得付出和犧牲。那 

麼，少數群體某程度上就是實現天國價值的群體。 

教會是少數群體，因她認同社會上被邊緣化和弱勢的群體。選擇邊 

緣的人為教會服事的對象，不單是基於一點愛心，而是因為教會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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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此外，認同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不是為尋找同病相憐的感受，而是 

因為上主也在那裡。所以，教會可以成為無聲音者的聲音，因她分享著 

一切的壓迫。從第一天起’教會就與人民共同掙扎。她明白受壓迫者的 

眼淚，因這亦是她的眼淚；她明白受壓迫者的忿怒，因這也是她的忿 

怒。然而，教會卻經歷上主為她抹乾眼淚，以致她有能力服事那些弱勢 

群體。但教會似乎忘記了自己少數群體的身分，因而對成為貧窮人的教 

會有所不認同，只想成為「為」窮人和與貧窮人一起的教會。少數群體 

就是要提醒教會不要忘記自己都是這樣貧窮。 

強調教會的少數性是要為教會衰落找個動聽的理由嗎？不是，因 

這不是人數的問題，而是神學問題。就是我們如何看自己的身分和使 

命。所以，少數群體沒有排除信徒人數增長的可能，卻提醒教會，人數 

的增加不會改變她的少數性。就是對上主的倚靠而不是靠權力，對社會 

邊緣群體的認同而不是對有權勢者的認同。或許，以少數群體來看教會 

能讓教會放下歷史的包袱，不介意社會上一切的得失，學習做回教會為 

使命。 

五、使命的重建 

在二十一世紀，香港教會仍舊是少數群體。要實踐其使命和回應時 

代的轉變’筆者認為香港教會應注意三個方向。第一，教會作為少數群 

體的特色就是生命力。所以，生命的培育將會是香港教會不能推卸的任 

務。事實上，香港教會在這方面亦有不錯的表現。然而，教會的生命培 

育不應只停留在個人屬靈生命操練上’而應將屬靈生命推向公眾領域。 

一方面’與社會公義結合。社會公義提醒教會不要因自己的少數而變為 

小派；社會公義需要屬靈生命的支撐，使行動者不致灰心膽怯。I6另一 

I參龔立人：《願你國降臨：對社會靈修學的神學反省》，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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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們要將基督教信仰對屬靈生命的理解和實踐化作社會可理解和 

實踐的概念’以致我們能一起建立合乎上主心意的社會。筆者認為對美 

德和公眾品格的塑造和討論應該是教會投入資源的地方。17 

第二 ’香港教會要成為少數群體的教會，因為上主在那裡（例如， 

太二十六31〜46)。教會首要讓社會的少數群體向她說話，但很多時， 

教會卻選擇不聘聽他們的聲音。他們寧願聽那些有權勢的人，或那些可 

以為教會增添人數之人的聲音。 後，教會就脫離群眾，而成為服事有 

權勢者的工具。IS惟有當教會肯仔細验聽少數群體的聲音，才會發現自 

己真正的身分。因為少數群體有著福音的能力’與他們一起，不是教會 

為他們做了甚麼，而是教會被他們福音化了。I9成為少數群體的教會就 

是要求教會在自身定位和模式上有徹底的改變。 

第三，社會所需要的，不單是個體的更新或制度的改革，更是「講 

述」（discourse)的改變°按福柯（M. Foucault)理解，「講述」本身已具 

傳遞意義。統治者藉此建立一致性和可接納的行為等等，以控制和主導 

其他人的思想。換句話說，「講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已定的「講述」 

之可以改變和受挑戰，就在乎是否有另一個更真實的「講述」抗衡。當 

然，不能排除這與之抗衡的「講述」或會成為另一個控制別人的「講 

述」，但這不代表我們不需要任何「講述」。反而，我們提出任何的「講 

述」都要保持著批判性和開放性。事實上，教會就是彌賽亞的群體。一 

方面，她所彰顯的是新的「講述」。另方面，因她是末世性的，所以， 

本身應存在開放性。教會要對社會淨化，不單在於對社會結構的批判， 

17 參考 Alasdair Macl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Open court, 1999)� 

IS參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 

19 Jon Sobrino, The Church of the Poor (SCM, 1985), 255ff. 

參 Micha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avistock,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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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挑戰社會現有的「講述」（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並提供更真實 

的「講述」為參考° 21當然，這不是容易的事，但教會作為少數群體不 

應怕因不追隨現有「講述」而被邊緣化的命運。因為她對天國的忠誠已 

將她邊緣化了。 

面對著新時代的來臨’教會不一定需要有新的方案。相反，她要做 

的，就是重新認識她的本質與傳統——跟隨耶穌基督的少數群體。這群 

體不介意它的少數性°相反’這使它有堅持認同邊緣社群的使命感，有 

勇氣挑戰社會既定的「講述」，並有生命力地彰顯另類生活的可行性。 

“參龔立人：《建立一個人際的社會：基督教社會倫理》（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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