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會報 052
2020年2月｜季刊｜非賣品

1

信息

分享 總幹事歲首前瞻

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2398-1699｜ i n fo@hkc i .o rg .hk  /  www.hkc i .o rg .hk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督印人：龔立人｜編輯：麥明儀｜設計：hung@deepworkshop

過去一年，學會經歷了兩件大事。第一，學會舊址已於1

月初成功售出，並於2月遷入新址（租用）。新址距離舊

址只有三分鐘步行路程，像以往一樣，學會分別與「香

港公民」、「婦女動力基金」、「哪達香膏教會」等共用

地方。也一如以往，學會讓不同民間組織借用場地。因

新址是租用的，學會不像昔日可以很自由地籌辦活動；

事實上，已試過某些活動受到業主某程度「關心」。雖

是如此，但學會學習在這些張力中做當做的事。

另一件大事就是有關《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抗爭運

動。因著人力資源有限（二位事工幹事，分別為鄧穎暉

和黎偉賢，每位是4/5工作時間），學會未能全方位參

與。雖是如此，學會仍與不同民間組織，並與不同個別

和非組織的前線者配合，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若會員想

多了解和支援學會的參與，可聯絡個別同事和我。

我們於今年4月開始招募新同工，何嘉衡姊妹於9月上

任。其工作主要研究和出版有關基督教價值與社會政策

的課題，為教會同工對當下社會提供第一手資料外，並

為他們提供神學反思的資源。預計第一期於2020年初出

版。至於出版事工，這主要由半職的麥明儀負責。除了

《思》和《學會報》外，學會計劃於2020年初出版由邵

家臻、趙維生等社工編著的《囚錮的社工——15封給社

工的信》。2020年上半年還會出版陳廣培博士著作的

《加爾文神學》和龔立人的《政治神學》。這三本書分

別得到經費贊助出版。

學會喜見更多基督徒和教會比以往更參與社會。此外，

市民和民間團體也比以往更有公民意識。學會角色也會

因此而有所調整。歡迎會員提供意見和以不同形式更多

參與學會工作。面對當下香港局勢發展，學會努力發揮

其平台角色，連結不同組織，共同建設一個尊重人權和

維護人性尊嚴的社會。 

最後，願我們要守住盼望。盼望的重點不必然是明天會

更好，盼望是相信真理不會因謊言和利益而被扭曲。盼

望的重點不必然是打敗對手，盼望是相信正義不會因時

間和權力而被扭曲。所以，在區議會選舉結果的大好形

勢下，我們仍以盼望對抗盼望，不滿足於不同形式選舉

的勝利，仍堅持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盼望的來源不是

一種正向思維，而是從上主聆聽我們的禱告和哀求，並

祂承諾拯救被欺壓者和審判欺壓者而來。這份從上主而

來的盼望沒有令我們只仰望另一世界，反而令我們在這

謊言和濫權的世界不放棄對真理和正義的相信。雖然長

龔立人博士
本會義務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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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經驗，為我活在香港四十三年的平安、喜樂信仰

觀，注入了新的視野去理解信仰的本質。特別當我於

2019年再讀入過去的耶穌降生的經文，因著天時、地

利、人和，才看清平安夜的意義，這種角度是陌生的也

是當下實在的。

2019年4月底月至5月底，我放了整整一個多月的大假，

去了南美洲一趟，走過智利、玻利維亞、秘魯、阿根庭

及巴西。當中信仰的體會，彷彿成為自己反思這次逃犯

條例下的信仰素材。

夜載回家
6月回來，參與第一個活動就是六四晚會，接著就是6.9

的一百零三萬人遊行，似有回到8964的感覺。接著就是

6.16的二百萬人，7.21、8.31、10.1⋯⋯連數字盲的我

也深深印在腦海。我開始明白，為何聖經要有一向被喻

為「沉悶」的《民數記》，其實只是那些數字於我們沒

有貼身的關係；當一連繫，感受完全不一樣。

這半年來，不論是自己，或是與教友，也會去參與當中的

集會和遊行。大部分會是「和理非」，有些是「守護孩

子」，有些跑得更前。出去一方面是參與，有些時候更不

想只被狹窄的畫面限制了，到後期更不想因習以為常的日

程或對警暴而麻目。故此，有時即使沒有按既定時間參與

其中，也會在較晚的時段駕車走一趟，看看市民，嗅嗅這

城市的味道。好幾趟就是這樣接載了一些人回家，有些是

參與者，有些只是收工的，有次是探訪完妻子的孟加拉籍

陌生的香港，陌生的信仰
姚志豪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葵涌全完堂

本會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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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抗爭可能令我們疲倦，

受傷和受檢控的面容可能令

我們沮喪，個人際遇可能令

我們退出，但從上主而來的

盼望仍會燃點我們的盼望，

使我們從疲倦、沮喪和內疚

得釋放。若說我們要警醒，

更準確說，上主的承諾使我

們沒有放棄。

第二，我們要守住初心。基督徒的初心是愛與良知。

愛，因為上主是愛。良知，因為這是作為人對他者的責

任。面對不受監察的暴力，我們憤怒了；面對不合乎比

例被打傷的人，我們憤怒了；面對厚顏無恥和推卸責任

的政府官員，我們憤怒了。憤怒，因為我們還有良知；

憤怒，因為良知不容許我們成為路人甲。但也因著愛，

憤怒沒有成為仇恨。憤怒的良知要求我們保護受傷的

人，也要求我們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憤怒的良知是以

父女⋯⋯最初我也主動問候他們，後來才發覺，原來有可

能會被懷疑「套料」，故不便再多問了。我開始發現人與

人之間變得陌生、猜疑；故此有段時間，我會刻意穿上牧

師衫，戴上COLLAR，希望能減低一點疑慮。有朋友反問

我：「你不怕有喬裝警嗎？」我沒有想過，而且，我去的

目的是接載有需要的人，不是揀有顏色的人。我有憤怒，

心底卻想彼此放下猜疑及仇恨。

以往參與遊行集會，我不會叫我的教友同去。不過，這次

運動，我感受到他們的關心，因此，有好幾次我們也一起

同行；我想信仰就是當有行動，不是停留於口舌吧！亦因

著事件一直的持續，我們教會有三次為這件事舉辦祈禱

會，開放給公眾。事實亦都因為這樣有「陌生人」前來，

有別的教會信徒坦言，她無法於自己教會表達，在這裡感

到釋放了一點。10月1日，有過百防暴進入我們教會身處

的葵涌邨，之後該區的區議員舉辦居民大會，要求房署交

代。這晚我就坐了

三個小時，聆聽邨

民的心聲，感到他

們的憤怒、恐懼；

於是決定於屋邨的

平台舉行祈禱會，

目的也是讓街坊感

受到上主同在的平

安。

良知規範憤怒，以致我們不接受警察對示威者的「私

了」、白衣人有規模地「私了」回家者、示威者之間的

「私了」。我不會天真地勸說曾無理被打傷的人會自覺

地用愛化解恨，但回應「五大訴求」絕對是一個締造寬

恕環境的契機。宣講愛的教會不會只滿足於呼籲人放下

仇恨，更會積極參與締造一個不需要製造仇人的社會制

度和社會關係。警

醒是讓愛和良知帶

領我們，不被惡所

勝。

新同事何嘉衡：研究及出版幹事

新書出版

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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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眾祈禱會
我自己的母會位於荃灣，就是發生衝突的主要據點之

一，他們在掙扎下開放了兩次教會。10月4日當晚，收

到消息會於荃灣再爆發衝突，於是我再向教會跪求開

門，並願意整夜留守，但可惜⋯⋯只好自己駕車在那裡

遊走，想著兜得幾多得幾多。有朋友更提供了一晚酒

店，我在路上不斷問人有沒有需要，基於懷疑，我所得

的回應也是白眼居多。我又在街上遇到一個人，他指著

我母會就問：「這間教堂不開放嗎？」我感到很慚愧、

很傷心，為何教會不在場呢？

作為牧師，我知道所作的很有限，只好在自己的崗位上

盡力。我當然知道在教會表達這些言論會被批評，甚至

指罵；但我仍然相信，於黑暗的時刻，不應再求自保，

更當喚醒兄姊對事件的關注，特別是受傷的、失蹤的，

甚至是死去的。於是，我不斷就發生的事件寫文章：

〈葵涌邨的日與夜：防暴入邨〉，〈從傷到亡：周梓樂

與何君堯〉，〈知善惡，是人道：讀拉比的書有感〉，

〈夢魘：中大校長段崇智與學生對話〉，〈心碎了：

蒙面法10月5日實施當日向全校祈禱〉，〈經濟圈的背

後〉⋯⋯至於講道，教會是選用三代經課，而這幾個月

很多時也是先知書的經文，因此根本不到你揀，但沒有

刻意迴避。

平安夜向街坊宣講真平安
又因著晚上很多時也有行動，故此，今年的平安夜也是

一大挑戰。由於我們的教會是在學校內，因此學校也擔

心，不願借出場地，以致我們的委員起初也覺得「不如

作罷！」但亦因著我們眾同工極力堅持，而且覺得「平

安夜，本來就是不平安的，不平安豈不是就更應與民眾

一起」，我們最終也決定如期在邨內舉行報佳音，向邨

民講返真正的平安夜是怎樣的。令我氣難下的，反而是

自己的「牧師群組」，有些當然也不會支持，有些甚至

有過度的政治潔癖，叫我這相對年青的身分不是味兒。

然而，我也是本著自己對信仰的理解及良知的呼喚跟這

些牧長討論一番，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只落得不好的

下場，大抵只留下抗爭的形象吧！然而，自覺對得起自

己，對得起上主就是了。

回想運動之前的南美洲之旅，因著很多國家也受西班

牙、葡萄牙入侵，故他們的信仰正正是在受壓迫下成

長。解放神學是源自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

神學運動，以窮人的經歷，和他們爭取解放的努力，為

關注的焦點。從1960年代的中後半段到1971年建構出

「解放神學」，其歷史背景是面對著一個極不公義的社

會，政府沒計劃改善民生。相反，政府往往維護有錢人

的利益，以致貧窮人成為犧牲者。如果要解決貧窮問

題，必須放棄富有者的權利和政府對人民的壓迫。基於

上述的歷史背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工作者就以「看見

神在貧窮人的掙扎和苦難中的解放行動」為他們作神學

反省的核心。他們所關心的神學，就是那可以實踐，並

投入在解放過程中的神學。這次經驗，為我活在香港

四十三年的平安、喜樂信仰觀，注入了新的視野去理解

信仰的本質。特別當我於2019年再讀入過去的耶穌降

生的經文，因著天時、地利、人和，才看清平安夜的意

義，這種角度是陌生的也是當下實在的。

圍爐取暖不該是信徒的願景
半年過後，回望教會的現象，感到是一種族群的再分

配，甚至是篩選（馬太福音十三章24-30節稗子麥子的

比喻）。我說的「族群的再分配」，即不同政見的信徒

於教會間遊走，找適合自己的同溫層聚在一起。然而從

我的信仰觀，我不覺得要集合同一類人是終極的，因為

同一類人壯大以後同樣可以後患無窮。巴別塔的故事就

是警惕，《創世記》十一章6節如是說：「他們是同一

個民族，講同一種話；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他們可

以為所欲為了。」我深信上主國度的價值是要讓不同的

一起共融、共存，活於張力，或許比一切順境會使我們

作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刺激，不會養成好逸惡勞的信

仰。當自以為完全正確、開放之時，或許也是變得狹

窄、走歪之時。

姚志豪牧師遇上葉德嫻女士

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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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徒學會參與
「反送中」運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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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參 與 「 反 送 中 」 運 動 行 事 曆

2019.6.12 參與一群社福及宗教團體聯署，響應 6.12全面罷工一天。

2019.6.12 籌辦於公民廣場外舉辦「公民學堂」，因有群眾湧入龍和道及夏慤道聚集，最後為公眾安全取消。

2019.6.12 聲明：《向香港警察及有基督宗教信仰的警察姊妹弟兄的良知呼籲》。

2019.6.15 《因應政府欲強行修訂「逃犯條例」，基督宗教團體就罷工、罷課、罷市的聯合聲明及呼籲》之發起

團體之一。

2019.6.16 響應「民間人權陣線」6.16 大遊行，組隊參與。訴求是：「612 不是暴動！不撤不散，撤銷檢控。譴

責暴警，追究責任！」

2019.6.19 發起《「譴責警方暴力鎮壓及追究責任」嚴正聲明》及聯署。

2019.7.1 合辦七一祈禱會「黑暗於祢，無異光明」。

2019.7.1 籌辦【一群基督徒「譴責警方暴力鎮壓及追究責任」聯署記者招待會】，於警總外舉行。

2019.7.15 與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合辦「通識大補課 反送中運動與香港的時局---- 香港人何去何從？政治學和神學

的反省」講座，講員為本會義務總幹事龔立人博士及成名博士。 

2019.7.19 與好鄰舍北區教會合辦「在衝突中做好撒瑪利亞人——教牧同工分享研討會」，因主要講者未能出席

而取消。

2019. 7.23 聲明：「嚴正譴責7.21血洗元朗西鐵」。

2019.8.2 開放會址讓有需要休息的市民來休息。

2019.8.5 響應全城三罷，支持不合作運動。

2019.8.29 Winter on Fire 遍地開花放映會，本會為其中一個放映地點。

2019.9.24 響應由網民發起的「9.24 《逆權公民》遍地開花放映會」，借用信義會頌恩堂舉行，並邀請了研究

韓國政治與社會文化學者鍾樂偉與觀眾分享。

2019.10.22 義務總幹事龔立人博士應邀於美國達拉斯南方衛理會大學分享， 

講題：「香港近日的抗爭運動是彌賽亞運動嗎？」

若會員和友好想多了解和支援學會的參與，可聯絡個別同事和義務總幹事。

7.1 「譴責警方暴力鎮壓及追究責任」聯署記者招待會 8.29 遍地開花放映會 民間人權陣線 6.16 大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