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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愛，
是為對方找一個理由
—學習被人講，學習講別人

▌作者／吳鯤生（校園書房出版社資深編輯）

「批
評」向來不是好字眼。韋新博士（H.	Weisinger）說，「隨便抽樣調查100個人對

『批評』二字作何解釋，大約超過九十個人會說是『挑毛病、找錯處。』」1

「論斷」是同義字，和「批評」相比，哪個輕、哪個重很難講。

二十多年前，我去美國參觀一個大型書展，主辦者是基督教書房聯盟（Christ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Inc）。某日我在一個攤位翻看書籍，覺得內容不對勁，充滿靈異成分。

我走向櫃檯，跟駐展代表反映：「這本書好像和聖經觀點距離很遠噢？」

「哦，我們不評斷內容的（We	don’t	judge）」，在現場服務的女士接連講了兩次。

我還有別的攤位要看，也不知道怎麼把我的問題表達得更清楚，只好帶著困惑離開。而，「我

們不評斷」這幾個字，一直刻印在腦子裡。

▍可以論斷，還是不可以？

▍哪個學校開「批評」課？

▍喜歡被「講」的人，請起立

▍當你笑時，整個世界都在笑

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為對方預留一些空間，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對方的。

～M. Scott P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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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是有「不要論斷」這概念的，分別記在馬太福音（第七章）和雅各書（第四

章）：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

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可以論斷，還是不可以？

心理醫師派克（M.	Scott	 Peck）回憶，他十六歲時參加演講比

賽，題目正是：「不要論斷別人，別人就不會論斷你」。派克說他引

申耶穌的話，在演講中陳述「我們不該對別人妄下斷語。」年輕的

派克表現不錯，贏得一罐網球。

進入中年的派克，看法迥異：

「今天我已經不相信人一輩子能夠完全不論斷別人。我們對於跟誰結婚、不跟誰結婚；何時該

介入子女的生活；雇用誰、解聘誰；都必須做判斷。事實上，我們的生活品質，就決定於我們所

作判斷的品質。

「我不是反對耶穌。可是，祂的話經

常被人誤解。耶穌說的是：『不要論斷別

人，別人就不會論斷你。』祂沒有說：

『永遠不要論斷。』只是，你每次做裁

判，就要準備接受別人的裁判。」2

也許，聖經學者會覺得心理醫師對聖

經的理解，稍嫌鬆散。但派克的確把握到這段話的重點，他用同一段經文再次強調：「（耶穌）接

著又說：『偽善者！先取出你眼中的樑木，然後才能把你兄弟眼中的木屑看得更清楚。』意思也是

要你在評斷任何人以前，應該先反躬自省。」3

文化相對－別隨意評論

上個世紀，人類學研究有重大進展。學者露絲．潘乃

德夫人（Ruth	Benedict）1927年到皮馬（Pima）印第安

部落從事田野工作，發現了文化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後

來潘乃德選了三個原始民族：祖尼族（在美國新墨西哥

州）、多布族（在新幾內亞東南方），及瓜求圖族（在北

美西北海岸），借重幾位田野民族學者長期研究的資料，

及她本人好幾個夏季住在祖尼族村落的體驗，寫成《文

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書。

▌  派克醫師

〉〉	耶穌說的是：『不要論斷別人，別人
就不會論斷你。』祂沒有說：『永遠

不要論斷。』只是，你每次做裁判，

就要準備接受別人的裁判。

▌露絲．潘乃德夫人 ▌ 《文化模式》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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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乃德研究的民族中，有一族的性別角色與我們所知的完全相反：男人負責理家與養兒育

女，女人負責生計及決定重要事務。為了突顯對比，潘乃德刻意選擇一個極端講究父權的文化群

體作為研究對象。

《文化模式》得到高度的評價，一般認為此書開啟了「文化相對論」的先河，「⋯⋯主要觀

念是，在某種文化中視為良善的，在另種文化中可能被當成邪惡。換言之，文化道德是相對

的。⋯⋯我們不能對任何文化下評斷，除非身處那個文化。」4

派克舉例，他年輕時和友人去義大利旅遊，發現夜裡十一點，成年人抱著嬰幼兒在街上閒

逛，美國年輕人難以理解，認為幼兒受虐，成人剝奪孩子睡眠時間。

真相卻是義大利人午睡時間很長，有三個小時之久，晚餐大約九點啟用……。

派克說，「文化相對論⋯⋯擴展了我們狹窄的心智。⋯⋯如果同伴了解文化相對論，他們不會

犯自大的評斷⋯⋯。」5

容忍有時變成縱容

不過，文化相對論有其限度。《文化模式》中譯本裡的〈作者簡介〉寫道：

「潘乃德認為，我們對各項文化特質，必須從整個文化系絡中去做相對性的評價。但，她並非

像某些倡言『文化相對觀』的學者那樣，認為任何普遍的道德律則都不能成立。事實上，潘乃德

一生不懈的從事一項道德使命：利用人類學知識來證明種族歧見的謬誤。」6

派克也用另一次旅遊的體會，呼應潘氏：

「去印度觀光的美國人似乎可分兩類，一種回國後對印度的美麗讚不絕口，另一種感到驚恐。

我們屬於後者。⋯⋯在十一天的旅程中，時常看到可以輕易做好的事，卻草率馬虎地處理。我們

這才感覺，雖然容忍是美德，但容忍也可能成為縱容。

「⋯⋯我們（有許多）困惑，直到倒數第二天，⋯⋯正享用早餐，侍者不小心把一壺奶油打

翻；他沒有清理，反而不見人影。其他侍者和領班，還有經理，都看見地上那灘奶油⋯⋯（卻）若

無其事地踩過去；最後整個餐廳全是奶油腳印。我們看見印度骯髒習性的根源，但是為什麼如此

呢？⋯⋯我們終於明白，清理奶油不屬於在場侍者或其他人的工作，它是低階清潔工的工作，他

們下午才會上工。⋯⋯從這件事思索過去幾天的經驗，發現我們看到種種的無效率，幾乎都是階

級種姓制度造成的後果； ⋯⋯這制度已經不合法，但仍深植在印度文化中，控制所有印度人的生

〉〉	潘乃德認為，我們對各項文化特質，必須從整個文化系絡
中去做相對性的評價。但，她並非像某些倡言『文化相對

觀』的學者那樣，認為任何普遍的道德律則都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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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文化相對論會說種姓制度沒什麼不對。我不同意。我覺得這是一種嚴重的文化缺陷，⋯⋯不

合禮，⋯⋯極端缺乏效率，造成整個社會敗壞。」7

哪個學校開「批評」課？

學分一：認識人有「領域」感

神經外科研究發現，人的腦袋有陶醉中樞、沮喪中樞和憤怒中樞，各司其職。我們不能說，

「要是沒有憤怒中樞多好！」因為在複雜的世界裡行不通。

「比方說，要是切除一個小女孩的憤怒中樞，使她永遠不會發怒，這小孩可能會特別柔順。

可是你想，她讀幼稚園或小學一、二年級時，會發生什麼事？她會受盡欺侮，遭人踐踏，甚至送

命。憤怒有其存在的必要；求生絕對少不了它。

「人類憤怒中樞的運作方式，⋯⋯基本上是一種領域感的機制，當任何（人）侵入⋯⋯，就會

發揮作用。狗會跟侵入牠地盤的其他狗打架，人類也如此，只不過我們對領域的界定比較複雜。

除了地理上的領域認知，例如一見別人闖進我們的院子，攀折花木，就會勃然大怒；另外有心理

上的領域，人家的批評會使我們發怒。我們還有神學和意識形態上的領域，聽見批評⋯⋯，就不

免生氣。」8

派克年輕時曾向精神科醫師求診，每小時收費很高，但一連七次，醫師一句話沒說，都是求

診者獨白。派克心裡不滿，覺得醫師不費吹灰之力，診金就收進口袋。

終於下一次診療，醫師開了金口，結果派克馬上受不了，回敬了醫師。他藉這個例子說明，

「人的領域感⋯⋯複雜而多樣，憤怒中樞幾乎無時不在發揮作用，而且往往發作得不恰當。⋯⋯即

使是我們（主動）請人進入，也還是會發怒⋯⋯。」9

有什麼方案，可以讓憤怒中樞發揮得恰當一些？派克在《與心靈對話》

（現改名為《心靈地圖Ⅱ》）中，用了好些篇幅探討。

莊聰吉在屏東潮州開業，初期為了節省開銷，太太當掛號小姐兼開刀房

護士。有一次開白內障，太太的手晃動，醫師大聲斥責，一連兩次。

隔了一天，太太主動談起昨天手術時的風波，表示是胎兒在肚子裡拳打

腳踢所致。醫師恍然大悟，問太太為何當時不馬上講？太太表示，她忍一天

等先生心平氣和時解釋，比較會有建設性。

莊醫師說，「依據神經醫學理論，任何訊息進入大腦後，分兩個路徑進行：一個是快速直接的

情緒反應，另一個是較慢的理性反應，兩者速度差約兩秒至五秒。檢討這件事，我顯然走的是情

緒，而妻選擇理性。從此以後的任何爭執，我儘量遵行『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讓時間將浮

躁的心情自然沈澱⋯⋯。」10

吸收醫學新知之外，身旁友人、同事合宜的舉止，感染力更強勁。

▌ 《與心靈對話》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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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二：少走單行道

這裡講的不是巷弄裡的單行道。

我曾經以正義的姿態，促請前方男士不要插隊。他立刻回應，只是短暫離隊，走到前頭，想

了解隊伍為何停滯許久。

如果我先用詢問口氣，就可避開錯怪別人的尷尬。

韋新說，批評不容易帶來建設性，原因有三：

1.	批評的話斷絕了求改進的路。

2.	批評通常是單向行為，批評者把話說了，不等對方表達意見，也沒向對方提出建設性的意

見。

3.	批評者多半以偏概全，找出一點小的

不是，就抹煞其他可取之處。11

雙向道的意思是「聽」和「說」同等重

要。其實單是「聽」還不夠，要學習「傾

聽」。有位教輔導諮商的老師說，他出國六年，一共學了兩個字：「聆聽」。

「傾聽」之外，如果有紙、有筆，一面聽、一面記更好。

對方講的時候，你專注聽；該你講的時候他會專注嗎？我想，很有可能；如果你講的內容，

能回應他關注的主軸，對方專注的比例會再高一些。

學分三：評斷時用的秤子，記得維修

幾十年前，有高中學弟問我，高四這一年上補習班合宜嗎？我因轉組重考，受惠於補習班，

於是分享了個人的經驗。學弟大概本來就有此意，參考我的經驗，也到大都市報名補習了。

後來知道他適應不良，重考成績也差，我十分詫異。

許久許久之後，我才想通。當年我怎麼會只給他單一個案，我怎麼忘了同一屆友人有不同

的補習班體驗？最關鍵的是，我還忘了得先了解他的學習動力、他的聽課習慣、吸收力、自制

力……。

如果他的情況和我相近，我的經驗不妨提供；如果差距不小，保留一點比較安全。

我錯誤地把「我」的歷程塞進「他」的重考時間表。

1978年12月，美國政府宣佈和中國大陸建立邦交，卡特總統派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處

理斷交後的事宜。台灣人民承受巨大撼動，激昂的人群集結台北松山機場，向美國代表表達強烈

抗議。

當時正好有位美國華人教會牧師受邀到台灣短期授課。牧師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過

了幾年苦日子，後來獲准出境到香港，然後轉赴美國。

〉〉	其實單是「聽」還不夠，
要學習「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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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教他對於美國政府與中國大陸建交的看法。牧師說，他覺得美國作得很對。

我沒料到牧師的答案和多數台灣人民相左，一時反應不來：美國不是背叛了長期盟友嗎？怎

麼說她作對了？

慢慢的，我了解到，看一件事、判斷事情對與錯，不能只從一己站的位置出發，還要考量更

大的參考背景、更廣的處境。

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學者林毓生說，1959至1961年中國大陸沒有天災為患，卻出現「三年困

難」時期，那三年因糧食不足餓死的百姓，保守估計有2700萬人。

既沒旱災、水災，何以產生歷史上死亡人數居冠的飢荒？原因是大陸政府盲目推動「大躍進」

政策。

飢荒如此嚴重，死亡人數如此驚人，何以國際社會沒有行動？因為大陸閉門不與國際來往。

於是，原可免除的悲劇，未能挽回。12

要防止一個龐大的政體重蹈覆轍，把她納進國際社會是必要的第一步。

牧師表達的看法，可能含有這樣的意思。

																							＊　　																														＊　　																														＊　	

每個人的腦子裡，都有一把秤子，用來衡量事物。哲學上有一個德文字Weltanschaunung（英

文譯為worldview，中文譯為世界觀），用來形容這個看不見的秤子。

世界觀是個「思想架構」；不論能否察覺得到，每個人都有他對人生、對外在事物的直覺看

法，這些看法的總名稱就是世界觀。

派克認為，人的世界觀建基於家庭內成員的互動，特別是父親、母親的行為—他們如何相

處，如何對待我的兄弟姐妹，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對待我。

但是成年前的世界觀，不敷長大之後使用，所以「人必須不斷修訂與擴充自己對現實的了

解，加入新知識，推廣認知象限，才能建立與現實相符的宗教與世界觀。」13

派克舉例，說明不同世界觀造成的分歧有多大：

「專攻國際關係的心理學家魏吉（Bryant Wedge），曾針對美蘇談判作研究。他發現美國人與俄

國人對於人性、社會與世界的基本假設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大差異。這些差異在幕後操縱雙方的

談判行為，但雙方渾然不覺。無可避免的，美國人覺得俄國人在談判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心

存歹毒；俄國人對美國人也懷著類似的反感。」14

〉〉	看一件事、判斷事情對與錯，不能只從一己站的位置出
發，還要考量更大的參考背景、更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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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沒有哪個人的世界觀完美無缺，不再需要成長。通常，願承認自己需要成長的人，比

較有可能穩定成長；這樣的人評斷人和事，通常比較中肯。

人，需要隔一段時間就送廠檢修，進廠保養。人像車輛一樣，哪兒出廠的，就送那兒維修。

人是萬物之靈，其他萬物都低於人；只有高於人的「宇宙總源頭」才夠格、才有能耐調校人

的思想和判斷功能。

人，要忠於自我，同時臣服於聖靈。

聖經就是聖靈的聲音；讀聖經、默想聖經，是讓聖靈在我們的內裡修修補補。

可是單是學習真理、明白真理，只算走了半程。愛默生（Ralph	World	Emerson）說，「對真理

表示最大的崇敬，就是腳踏實地的去實踐。」

喜歡被「講」的人，請起立

從「怎樣批評」，進入「怎樣承受批評」，巨大的反差立刻浮現。

批評，事實上不需要上課學習，人似乎天生就會批評。

承受批評，正好相反，絕大部分的人

都過不了這個關，都在及格的邊緣掙扎。

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就說：「忠告很

少受人歡迎，並且最需要忠告的人，卻最

不喜歡忠告。」

原因和神經醫學發現的「領域概念」當然有關，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識強烈。但我們還得

進深一步探究。

筆名「謝恩」的作者，仔細研讀了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及哲學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另

譯帕斯卡爾）所著的《深思錄》，極受啟發，因此寫成〈人類論〉一文。文中舉了他認得的年長基

督徒為例：初識這位年屆七十的長者時，頗訝異老人樂於助人的舉動，更有多次未及開口，老人

即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經過數月，逐漸聽聞不同評語，比如老人趕走前任牧師，甚且搗毀牧師

座車玻璃等等。他自己也發現老人喜歡吹噓，期待人奉承，脾氣大，不易相

處。

對照巴斯噶觀察到的人性：「真宗教必須宣講人性的偉大與卑微，使人尊

重、輕蔑、愛護、憎惡自己。⋯⋯我們愈獲光明，也愈發現人性內的偉大與

卑微。」15謝恩寫道：「老人的雙重人性，使我對他產生兩種相反的態度；一

方面感激他，另方面敬而遠之。⋯⋯我想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有雙重人

性。我們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16

〉〉	忠告很少受人歡迎，並且最需要忠
告的人，卻最不喜歡忠告。

▌巴斯噶 ，《深思錄》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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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忍尼辛，將人的雙重性表達得更清晰：「當心靈似乎被那邪惡操

控時，良善仍佔有一小小的據點。而即使是最美善的心靈裡，亦仍存在著一個未被剷除的邪惡角

落。」17

人為什麼常常經不起「講」，因為我們裡頭的陰暗面堅硬得很。

當你笑時，整個世界都在笑

陰暗的角落的確存在，但那只是真理的部分；別忘了「良善仍佔有一小小的據點」。

雷文炳神父整編巴斯噶的《深思錄》，如此敘述：「『惡』不是人性的根本，而只是一種偶然的

產生，來自人的誤用自由。」（頁104）這裡要表達的是，人性的「本」是神的形像：「基督信仰

的答覆，尤其肯定了人性的尊嚴與價值。」（頁104）18

角落很幽暗，堡壘極堅硬，但人裡面那「上帝的形像」大於人性的墮落。（不過，巴斯噶並未

低估人的叛逆，他說，「我們只能在認識我們的罪過時，才能很好地認識上帝。」）

若是承受他人批評時，你確知自己裡面

是尊貴的，同時是卑下的；你的反應有可能

和緩許多—你不是無藥可救，但也不是全

然無辜。

只是，「批評」可能像亂箭突如其來，所以平日要有片刻寧靜，要默想偉大真理。你的世界觀

若正確—人有雙重元素，承受批評時，你不會只感到委曲。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像盾牌一樣保

護我們。

批評我們的人呢？他的內在深處一無是處，或他也是造物主宰按祂形像造的？

用公平的秤子衡量他，容不容易呢？

用正確的世界觀面對批評者，你發現你竟然可以微笑地面對他。

別小看「笑」這份禮物。有人說寵物快樂

時會笑；但愚魯如我，察覺不出。笑，這個動

作牽動的肌肉相當多，從工藝學的角度來看，

要讓生物「笑」得出來，難度很高。

不知是什麼原因，造物主只把這禮物給祂

的頂峰作品—人？

日本女士渡邊和子的書《愛從微笑開始》，和美國邁耶先生（Robert	G.	Mayer）寫的《有才華

的窮人》不約而同摘選了一首關於微笑的小詩：

一個微笑，花費很少

價值卻很高

⋯⋯

〉〉	你不是無藥可救，但也不是全
然無辜。

〉〉	用正確的世界觀面對批評
者，你發現你竟然可以微笑

地面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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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　富

富到不需它

沒有人　窮

窮到給不出

⋯⋯

如果你一直在等人微笑

不妨先對旁人微笑

真的

就連忘記微笑的人　也需要它

邁耶說：「在人生的旅途上，最好的身分證就是—微笑。」

若我是天生的撲克臉怎麼辦？勉強自己微笑好奇怪噢。

台灣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陳彰儀認為，多微笑是培養正向情緒的途徑之

一：「就算你心情不好，也要強迫自己多微笑。當你微笑時，大腦無法分辨你

是真微笑還是假微笑，從而讓大腦分泌一種『快樂化學成分』，你自然會覺得

快樂些。」19

2012年一月，我在台北捷運車上打開法蘭西絲．伯奈特（F rances	

Hodgson	Burnett）1905年出版的《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就放不下來了。

故事的主要人物莎拉，印度出生，父親是英國派駐印度的上尉軍官，法國籍的母親生下莎拉

就去世了。

莎拉七歲時，回英國上學，進了一所貴族學校，有個人房、個人起居室。但莎拉完全沒勢利

眼，她愛護學習程度差的同學，也顧念學校的小女僕。

在印度的軍人爸爸，後來從商，但意外患病去世，財產也因投資失利，全都賠光。莎拉一夕

之間，由全校焦點變成破舊閣樓的女僕。

早些時，莎拉曾跟自己說，「我想作一個公主；我不知道作公主是什麼感覺。我想我要開始假

裝我是一個公主。」

現在她的生命出現巨大變動，但那早先的想法又出現了：

「不論發生什麼事，」她說，「都無法改變一樣東西。如果我是個衣衫襤褸的公主，我可以在內

心裡保持公主的身分。如果我穿金著銀，作公主是容易的。可是如果永遠保持公主的身分，而一

個人也不知道，這豈不是更大的勝利！」

莎拉這個決心並不容易：「有一、兩次，她覺得『假裝』非但沒有減輕她的寒冷和飢餓，反而

使她更冷、更餓。可是她頑強地堅持下去⋯⋯。」20

小說中的莎拉居然熬過種種困阨，並且贏得許多人的佩服和尊敬。

每一個人，不管已歸向主，或還沒有，都是至高者的傑作。但基督徒還有一個身分，我們是

至高者的兒女：「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的後嗣，和

基督同作後嗣。」21

▌《小公主》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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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批評時，學習莎拉吧，「我想我要開始

假裝我是一個公主。」

不，你說，「我不需要假裝，我本來就是公

主，我是至高者的兒女。」

那更合聖經觀點。但記得，受批評時，微笑

也可能觸犯批評者，所以你舉止要自然、要合宜。

更重要的是，你和天父之間要常交流，你的日程表要空出默想的時刻。

尾語

批評和論斷不免帶來傷害，帶來不安；如果人世沒有批評，一定和諧許多吧？可是勉強的和

諧，卻有可能讓群體付上高昂的代價。

一群海鷗正在休憩，全部面對相同方向，只有一隻例外。隊伍中的海鷗糾察員，傳遞歸隊的

指令，這怪胎不理。大夥兒越來越不滿，海鷗長老於是出面，仍然沒效。

這時天敵出現，牠們的位置就在整隊海鷗的後方；怪胎因為堅持站在對面，立刻向大夥示

警，千鈞一髮之際，所有的海鷗倖免於害。

對立，不一定全是壞事；有人站在對立面，有時是一種祝福。

「講」別人，或遭批評時，試著為對方找個理由吧；也許，是我的眼光不周全，是我的想法有

瑕疵。「講」別人，或遭批評時，試著為對方找個理由吧；也許，是我的眼光不周全，是我的想法

有瑕疵。	 v

附註：

1.	韋新，《怎樣批評別人》；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4，頁3
2.	派克，《與心靈對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23
3.	同註2
4.	派克，《超越心靈地圖》；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188
5.	同註4，頁188-9
6.	潘乃德，《文化模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頁1
7.	同註4，頁189-90
8.	同註2，頁20
9.	同註2，頁21
10.	莊聰吉，〈妻子的智慧〉，載《聯合報》2012.1.15	D1版
11.	同註1
12.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馬列主義及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載《新史學》六卷三期，台北：中央研究
院，1995，頁135

13.	派克，《心靈地圖》；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四版，頁69
14.	同註13
15.	巴斯噶，《深思錄》；台中：光啟出版社，1968，頁101、106

〉〉	我不需要假裝，我本來
就是公主，我是至高者

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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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謝恩，〈人類論〉，載《祭壇》第六期，2011，頁5
17.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卷 II；台北：道聲出版社
18.	帕斯卡爾，《帕斯卡爾文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166
19.	陳彰儀，〈情緒的健康〉，載《今日華人教會》，2011年2月號，頁36，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中心	
20.	F.	H.	伯奈特，《小公主》；台北：國際少年村，1996，頁190
21.	聖經羅馬書八章16-17節

我怎能愛他？

主啊，這兩天，幾位牧師講員都在宣講神的慈愛，也叫我們要愛人如己，我真是很感

動，也謝謝你給我愛心。但是，主啊，我注意到一位牧師開了一輛又大又新的車來，傳道人

怎麼可以有新汽車？這個人一定是貪愛世界，我怎能愛他？

主啊，詩班第二排愁眉苦臉的那位弟兄，上個月向我借了兩百塊錢，說他兒子生病要開

刀沒有錢，到現在還沒有還給我。基督徒怎可以借錢又不還債？我怎能愛他？

主啊，詩班第一排穿紅裙子的那位姐妹，年紀也不輕，裙子穿得那麼短，又擦了口紅，

真不屬靈，女人真虛榮。我太太雖然也愛打扮，會穿名貴服裝，至少她不用化粧品，不像這

個姊妹。我怎能愛她？

主啊，剛剛走進來的那位弟兄，常常在主日學跟我作對，上禮拜又為了浸禮洗禮的問

題，跟我爭論，不順服我的意見。主啊，你知道我的見解是絕對不會錯的，這種不能同心合

意事奉主的人，我怎能愛他？

主啊，剛才站起來禱告的那位姐妹，好像很屬靈，但我知道她跟丈夫之間有很多問題，

一定是她不對，她要是像我太太那樣凡事聽丈夫的話，那裡會有什麼婚姻問題？這種女人我

怎能愛她？

主啊，坐在我右邊這個年輕人又髒又臭，衣冠不整，頭髮長長，還帶了一個耳環。剛才

我看見他只放兩塊錢在奉獻袋裡，這種不正派又小氣的人，我怎能愛他？

主啊，我前面那個白臉書生，平常走路總是扭來扭去的，說話陰陽怪氣，我想一定是同

性戀，又瘦得那麼厲害，可能已經得了愛滋病。這樣的大罪人還敢進到神的教會，我怎能愛

他？

主啊，你趕快看，左邊那個人剛才低聲阿們阿們地亂叫，現在又閉起眼睛、嘴唇不停在

動，一定是在講方言，一定是靈恩派，我怎能愛他？

主耶穌在天上嘆息，說：「父啊，可憐這個無知的人，若不是你的慈愛使我為他釘十字

架，我怎能愛他？！」

（本文錄自《海外校園》第十五期，作者為一退休的傳道人，現住美國東岸。）

▌作者／潘王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