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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只是牧師、傳道人的專利嗎？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曾說：「神學是為了在日常生活中讓神得到榮耀，並且讓眾人得到
好處。」有沒有可能神學是每個基督徒在這世上榮神益人的必修課呢？

權貴？政治素人？異類僑居者
作者 ▌ 毛樂祈
圖 ▌ Entry of the Lord Jesus in Jerusalem

十二月，台灣九合一的熱鬧選戰過去了。一如過
自太陽花學運後，面對焦慮的

往，幾家歡樂幾家愁。一如過往，媒體仍是議論紛紛，

未來、紛擾的社會，年輕人無

忙著追逐變天後的是是非非。

法再冷然以對。校園福音團契
最近成立公共信仰小組，與基
督徒學生一起認真思考信仰的
公共面向。這次探討的議題是
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筆者從台北市的選戰論到基督

基督徒該如何看待選戰或政治，本來就是一個困難
的課題。六十六卷聖經從未出現「投票」
、「選舉」等字
眼。上帝要用一個人，也從未經過民主程序。再加上部
分教會長期以來「去政治」的態度，使得每次政治的大
浪襲來，我們難免不知所措。但基督信仰真的無力面對

徒的身分，不同科系的學生則

政治浪潮嗎？神豈不是讓大海分開，耶穌豈不是平靜

予以回應。

風浪的主嗎？讓筆者先簡單評述之前台北市市長的選
戰，目的不在於評價個人（若讀者覺得不公允，敬請見
諒），而是要挑戰某些流行、過度簡化的選戰標籤。我
認為，這些標籤其實不利於真正認識候選人，甚至也迴
避了我們自己積極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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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權貴、政治素人？
權貴，政治素人，大致是主導這次台北市長選戰的主要身分標籤──連勝文被貼上權貴的標
籤，柯文哲則被視為能帶來改變的政治素人。從其第一支廣告，搬離帝寶的動作，連氏一直處心
積慮擺脫「權貴」的形象。
連勝文說得其實沒錯，釋迦牟尼年輕時也出身自印度的貴族，「人的價值不在出身，而在於責
任與態度。」但問題或許在於，當大部分年輕人自覺受到嚴重剝奪，連勝文卻沒有跨出舒適圈而
讓人感動（儘管當市長可以是種服務，但是更有可被解讀是為了作大官）
，讓他能擺脫這種「權
貴」的廉價標籤。出生在政治世家，卻無法證明自己並非靠父親的蔭蔽而平步青雲，擁有華房、
名車，與嬌妻。因為在槍擊案中存活的神蹟，他認為這是神要他「服務」台北市人的記號。這或
許很像年輕時的摩西，發現了自己的使命、懷著熱忱要拯救百姓，但是卻容易遭到質疑：
「誰立你
作我們的首領呢？」
（如果我是他朋友，我可能會建議他，如果真有服務的心志，應該先出來基層
選里長或是議員，甚至去長期偏鄉服務，先歷練幾年的曠野生活再說。）
很有趣的是，大家對於柯文哲毫不掩飾的「知識」驕傲，「IQ 權貴」似乎反感不大，甚至有人
覺得很霸氣 。或許，柯驕傲得有憑有據（靠自己的聰明努力從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以第一名
成績通過醫師國家考試，取得執業醫師資格）
，也或許他展現了某種知錯能改的開放性，使這樣的
霸氣在烏煙瘴氣的政治氛圍，成為加分的項目。
儘管柯文哲並非出身權貴，我認為他從來不是純粹的「政治素人」
。一位急診室的大夫之所以
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乃是因為在急診室發生了許多有「政治性」的事蹟：搶救藍營胡志強的夫人
邵曉玲、連勝文槍擊案發生時，召集外科、耳鼻科、心臟血管外科，組成急救團隊，並為他的槍
傷作證；1 後來，前總統陳水扁要求他至監獄看病，儘管柯也擔心被貼標籤避之惟恐不及，但後來
憑著「當醫生為的就是救人，不分藍不分綠」的信念，毅然去探望。這樣的故事讓不少人相信，
柯或許真的有某種跨越藍綠的白色力量，超越是非的人道精神（還有許多急診室小故事，表現出
儘管他對同仁極為嚴格，卻對一般病人一視同仁，甚至很多事都親力親為，贏得許多病人與家屬
的感激）
。2 事實上，柯文哲的祖父是因為保護了不少外省人及校長，而在二二八後遭到清算。我
猜想，過去的背景、家庭養成，使柯氏某種程度展現了「服務他人、超越藍綠」的政治性；選戰
中，柯氏又帶來一些新的政治想像，如停止捐款、公民參與、決策透明等；儘管仍有不少缺點，
柯文哲仍在這次選舉大獲全勝。
另一方面，頻遭攻擊的連勝文，不禁納悶：
「我真的有這麼爛嗎？」我個人猜想，連氏應該不
至於像網路鄉民所說的這麼不堪，儘管目前可能也算不上是將才、卓越的領導者。柯文哲曾說：
「連勝文是一個有禮貌、有教養的年輕人，不是一個高傲的人，至少蹲下去、彎腰下去都做的蠻
像的。」3 深藍的名嘴唐湘龍，儘管對連也諸多批評也說：
「人緣也不差。我知道，私下的你，不
錯。認識你，接近過你，很少不喜歡你。你富，但富而好禮。你貴，但貴而有度。面對極低俗的
選舉文化，你還能穩住情緒，算了不起。這種修養，我在你爸身上見過。4 但要當候選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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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死人。」我猜想，如果連是我們的同學、朋友，人緣大概也不會太差（相較之下，據柯母說，
柯文哲大學時只會讀書，幾乎沒有朋友，讓她很擔心）
。連其實也算選舉素人，但他所展現的政
治格局，並沒有凸顯太大的理想性，也無法讓人感覺，他有跳出天龍國人生勝利組的框架。有人
爆料：
「
（連勝文）在美國留學時，住在紐約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廈，還曾去過花花公子創辦人海夫
納豪宅，參加兔女郎派對。」不管事實是否有出入，但是此形象早已深植人心，加上後太陽花的
社會風氣，連勝文平白多了無數「反」助選志工，只要推出廣告和政策，就有人在網路上痛批、
Kuso。這也難怪，他大打悲情牌，父母親也出面激情助選；但現實是，一旦失去人民好感，社會
大眾只會更負面地解讀所有的事。
「權貴」本身不見得是問題，兩位候選人也都不能算「政治素人」
；只是碰上選舉，他們過去
如何「集權」的過程，以及生活中展現的「政治性」
，全部被攤在眾人面前；也成為檢驗人格特質
的重要指標。

黑暗中的微光：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
我們都是權貴？
基本上，這些選舉標籤的問題，在於其成為劃分敵我的工具。但重點是，對於權貴，基督信
仰是否可以提出不同詮釋，又如何看待政治？
若回到聖經的大敘事中，我們或許可以視基督徒為某種的權貴。
《創世記》說到，人有神的形
像，在古近東文化，這就意味著，人受造是君王、統治者（Vice Regent）
，要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
世界。神在曠野中呼召以色列成為「皇家」
（royal，或譯作「君尊」
）的祭司，使徒彼得也說，這
是今天教會的身分（彼前二 9）
。身為基督徒，我們必須相信，自己的確擁有宇宙萬有的富爸爸，
也出身於貴族的世家。這並非走向某種成功神學，重點在於，許多偉大的聖經人物，如亞伯拉
罕、約瑟、摩西、大衛、以斯拉、波阿斯，及至新約的保羅等人，或多或少都曾是權貴、族長、
君王、大官，或位於上流社會。出身權貴未必是問題，重點是，個人是否在自己的位置上，回應
上帝的呼召，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上述聖經人物的生命有某種超越性；他們不把神放在祭壇上
膜拜，以得到好處，而是接受那位自有永有者的挑戰，賦予個人生命一超越自我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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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被剝奪的世代──薪水不漲、房價直漲。社會上的確充滿了邪惡，
人生路也崎嶇難行。社會上也的確存在許多「吃人夠夠」的權貴，某方面確是如此。但我們不可
忘記，自己真實的身分是由另外一個敘事所定義。在聖經大故事中，有一位恩慈憐憫的神，一位
與我們一同受苦、救拔我們的神。當我們生命真正被祂觸摸過，我們的身分就有可能不再只是被
社會所界定，被苦毒、沮喪、失望所擊敗；而是儘管在沮喪和絕望之中，看到自己的最核心的身
分如此尊貴不可冒犯的──是被重價贖回、尊貴的器皿。
我認識一位傳道人，五十多歲沒有房產、薪水也不高，被癌症所擊打，卻勇敢面對死亡、珍
惜每一天，活出一種尊嚴、喜樂的生命。一位出版社創辦人，志願領 20K 的薪水，為了這個使
命—出版有益教會的書籍，充滿生命力地不斷奮鬥、精益求精。一位懷抱著理想，想去穆斯林
地區宣教的年輕人，他說住家裡 12K 就夠了，22K 不算少，「房產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權利嗎？還
是居住才是基本權利？只要租得起，不就滿足了基本權利了嗎？」他很自豪地強調：
「我生活的品
質很高，真的很高。」我也想到馬偕，頂著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歷一百多年前來到窮鄉僻壤、混
亂的台灣。我想到埋骨在「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6
如果他們真的窮，卻是窮得很大氣！他們教導我何謂真正的權貴─將生命主權交給上帝，
活出與重價恩典相稱的尊貴生命。

我們活出什麼政治？
同樣地，按照聖經的敘事，基督徒無法逃脫政治─「管理」眾人之事：神在《創世記》吩
咐我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
（創一 28）
。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也是我們基督徒
使命，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
（創十二 3）
。新約更要我們愛仇敵、也要彼此相愛。除非
離群索居，
「身為人」本身就具政治性；然而，神的子民更要活出有別於世俗的政治性。
或許，不在教會談政治，是對的，因為政治的現實透露我們的本性，世俗的政治立場、意識
型態仍然佔據我們的核心，以至於衝突一發不可收席。但理想上不該如此，比如我們不太會為了
馬刺隊或是熱火隊贏得 NBA 冠軍而爭執？不太會因為愛宴吃中式、或台式而吵架？也不至於因為
短宣隊的制服是藍色、綠色而翻臉？基督徒當然該參與政治，但我們有某種「異類」的政治性。
我們在這世上仍舊是「客旅，是寄居的」
（彼得二 11）
，我們是世上的公民，但最核心的身分是天
國的公民。
我慢慢發現，如何看待政治人物其實是「信心∕信任」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所見即所
是」
。面對意識型態與自己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我們會先由「不喜歡」
、
「不信任」
、
「懷疑」的
立場開始，而在台灣媒體零碎化、八卦化的負面報導氛圍中，加上人的慣性（只讀偏愛媒體）和
惰性，就把對方越看越差，繼而嘲笑、kuso 他人。就像是看待罷凌我孩子的同學，我基本上會越
看他越討厭，而忽視所有他可能的優點，忽略他仍舊是被神造、有尊貴形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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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主持完一個講堂，與講員對談，介紹一本書。講堂結束後，我筋疲力竭；此時，
一位同工欲言又止地告訴我，有人在問卷上表示「覺得主持得不好」
。當場，我強顏歡笑。但回家
的路上，我心裡沮喪、向上帝抱怨：我捨下陪伴家人的時間，花許多精神準備，免費為大家推介
書，為何還惹來一身腥？我反覆回想，哪裡得罪了這位聽眾？是不習慣我開玩笑的方式、誤解我
的意思，還是的確有表達不得體之處？當然，我也難過，自己為何容易受他人影響。
事後，我回想這位同工的好意，大概也反應了媒體的特性─關注負面評論而簡化真相（其
實，聽說問卷中也有很多好評）
；我發現，令自己真正不舒服的地方，是我不喜歡這種「抽離式」
的評論（他並不知道我的熱忱、使命、努力，或許不理解我幽默的方式）
。而且這樣的評論，對我
沒實質的幫助，因為我並不知道問題為何，可以如何具體地改進。
我就想到，自己是否也這樣抽離地評論別人？當我評價某個人，是否自以為站在某個道德制
高點，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我想到教宗方濟各的名言：
「如果一位同性戀者真誠地尋求上
主，我怎麼能論斷他？」我想，我也要學習更為寬大和有恩慈，如果政治人物、執政者、教會的
長執有 50％以上為人民服務的善意，我怎能論斷他們呢？畢竟，一方面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善，
另一方面，批評總比建設容易：自己不想淌的混水，至少對付出的人可以多一點體諒。
魯益師提到「驕傲永遠意味著敵對……不只在人與人之間，它也意味著與神的敵對」
。或許台
灣社會之所以充滿敵對和不信任，源頭是驕傲的問題，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生命中沒有神。魯氏也
稱驕傲是「靈魂的癌症，它啃噬人的愛，連一點根苗都不留」
。討論政治時，我們是否像無神的
人，只看到敵對，而沒有同理、憐恤之心。當我們隨興評價政治人物時，更該問自己，在團契、
教會、學校，與公司裡，表現出什麼樣的政治？憤世嫉俗？孤芳自賞？還是「異類」的政治性
─因著與上帝和好而帶來與人的和好？

異類的國度子民
讓我們來思想一段路加寫的政治史：

當那些日子，凱撒奧古斯都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
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
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
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
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二章 1∼7）
。
路加的敘事中，奧古斯都是為羅馬帶來和平的偉大君主，他自稱是「神的兒子」。居里扭也
曾統治一方、掌握了歷史的發展。但是為什麼約瑟和馬利亞插進這段歷史了，因為透過這兩個微
不足道的人，即將在馬槽裡誕生的，是這世界另類的君王──祂渺小而微弱，但是其王權直到永
遠，國度沒有窮盡（路一 33）
。神學家侯活士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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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奧古斯都在哪裡？居里扭在哪裡？他們都已經死了。當路加講述這故事的時候，他們的
屍首正在某處腐壞。但那個被舊布包著，因客店裡沒有為祂預留地方而躺在馬槽裡的小嬰孩，祂
的子民正在一步步瓦解奧古斯都和居里扭的世界。7
選戰、政治的語言常常訴諸某種盼望和恐懼，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詮釋。好像不選誰、不往
哪個潮流走，世界就會完蛋……。但是路加告訴我們另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世界歷史的真正高
潮，不是由歌舞昇平的凱撒，或兵強馬壯的居里扭所決定，而是那個成為素人、虛己成為奴僕的
君王。基督徒相信，那道成肉身、死而復活的耶穌，祂才是歷史的主、世界的君王，祂才能（而
不是選票）決定未來。我們需要自問：驅動、佔據我們生命核心的是哪一種歷史、哪一種故事？
是盼望「復興中華」還是「台灣建國」
？期待的是經濟繁榮、超韓趕日的帝國大業，還是某種以為
不需要上帝，卻大喊「人權、正義」口號的政治烏托邦？
如果路加生在今天，他或許會如此寫歷史：
當 2014 年十一月 29 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選舉。這是郝龍斌作
台北城巡撫的時候，第二次行報名選舉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選舉。
社會滿是虛假、撕裂、焦躁，眾人以各樣的複雜的情緒回到戶籍地。然而，有一些眼目常常
望天的「異類僑居者」
，願意在心裡，為那位微不足道的彌賽亞，留一間客房。當他們將客房的門
敞開，嗅到的不再是政治的骯髒騷味，而是闖進新生命誕生的喜悅─是黃金、乳香、和沒藥的
貴重禮物。
黑暗中卻發現星光照耀，我們也發現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

附註
1. 藍營評估這槍擊案差了 4∼5％支持率，綠營因為這槍擊案覺得掉了一個市長。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1126 槍擊事件。
2. 引自 http://plamc.pixnet.net/blog/post/30149517。
3. 引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924/475791/
4. 當然選戰中連爺爺也曾失控。但是看要如何解讀，實際上「混蛋」可指挑弄族群的人，而不見得是柯文哲，另外讀者也需要考
慮說話的選舉語境，而不宜直接斷章取義。
5. 他說：
「我的生活品質是看書、藝術、電影、戲劇、音樂、朋友，可以花錢，也可以不花錢。看免費或便宜的展覽。去圖書館
借電影 DVD。看小劇場 (350) 一場的。聽 youtube 的音樂。跟朋友聚餐可以吃 500 的簡餐，唱 499 的 KTV，也可以去 IKEA 坐在展
示屋裡聊五個小時，或在公園長椅上喝純喫茶。」
6. 這是范毅舜所寫關於瑞士白冷會修士在東台灣的故事。
7. 侯活士、韋利蒙，
《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
，香港：基道，2012，頁 238。

毛樂祈 有個跳 tone 的人生，在國立台灣大學學的是水利工程，去上海
工作，當資訊業業務；之後，又「不小心」去加拿大維真學院讀神學。
從小對作文沒興趣，最後竟然在文字工作中打滾，出了一本《小老百姓
神學》
，目前也是校園書房出版社編輯團隊一員。年輕時鋒芒畢露，邁入
中年則遁入家庭生活和書堆中，喜歡打籃球、想東想西，和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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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國子民的政治責任

作者 ▌ 柯冠宇（宗教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一整年的動盪不安，以及 2014 年年底九合一選舉的血雨腥風，台灣似乎盼來了
些許平靜。沒有了選舉旗幟、宣傳車全天候的放送，人民生活已似回歸正軌。在這樣的時
刻，毛樂祈的〈權貴？政治素人？異類僑居者〉再次提醒每位天國子民，該如何重回聖經
敘事的觀點，詮釋自己的「政治使命」
。毛在文中特別關注此次台北市市長選舉，並提到
主流民眾、媒體將之定調為「權貴、素人」之爭。身為學生，我得承認，此次選戰確實引
發了年輕族群前所未有的關注，原因不外乎是，2014 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開始發酵，讓
許多原本對政黨政治、公民政治無感的年輕人，開始關注政治相關的議題，這樣的熱忱也
延續至年底的選戰。不過，我仍在一些網路媒介，看到充滿「撕裂感」的言論。遇到政
治立場與自己不同的人，有些人彷彿與對方有不共戴天之仇，或者用膚淺的智力測驗，比
喻投票選擇，試圖影響他人。毛在文中並非要讀者不關心政治（無論狹義或廣義）
，而是
要指出，活出天國子民的生命本身就俱「政治性」
。但是，當基督徒也身陷政治意識形態
的牢籠，是否就如文中所言：
「我們討論政治時，是不是像無神的，只看到敵對而沒有同
理、憐恤之心」
，抑或是我們已經將信仰放置在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上面，期許他們能為
我們改變世界？」侯活士這段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亮光：
「基督徒的政治責任是要成為教會，而非改變世界……我們基督徒除了以成為教會的
方式外，並沒有正確理解和詮釋世界的途徑了。」1

✤

附註
1. 侯活士、韋利蒙，
《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
，香港：基道，2012，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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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僑居者的反思與體會

作者 ▌ 李同學（就讀工商管理學系）

樂祈哥本次分享為我帶來最大的收穫，是再次思考「教會不談政治」這件事。我以前
認為，對某些議題避而不談，其實等於為該議題的主流意見背書，尤其是，當主流意見具
有壓迫性，我會因覺得自己像是沉默的共犯，感到痛苦。關於這一點，樂祈哥表達，他之
所以較傾向同意教會不談政治，是因為政治所挑起的對立「透露了我們的本性」
。這引導
我思索，自己所屬教會的牧者，採取什麼樣的姿態論述「教會不談政治」的立場。在我的
教會，有位長輩（不是牧者）看到我的社會運動或政治 po 文，會找我「談談」他的想法
（包含階級議題、以巴衝突等）。結果我發現，我們是帶著「怒氣」談論這些議題。除了
觀點大相逕庭，使我更不舒服的是，他並非與我交換看法，而是覺得某些觀點具有「煽動
性」
，故想把他的想法加諸於我。我開始意識到，何謂「我們的本性」
。我漸能明白，牧者
並非要劃分聖、俗，而是希望避免「群體成為戰場」
。我與牧者相當熟識，也彼此信任。
我知道他較傾向的政黨立場，但他會避免在講台、或其他場合以「教導」的姿態談論。我
至今仍敬佩這位牧者。目前，我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分享個人想法時，留意自己的動機
和言說方式，倘若真有衝突，便退一步想，
「我與他同是僑居地上的客旅群體。」

回應

✤

三

異類僑居者的公共信仰

作者 ▌ 莊閎凱（就讀法律系）

聖經並非獨立於時空的讀物；所以，閱讀聖經，不能脫離其歷史脈絡。聖經是對歷史
的再詮釋，帶我們看見所有政治事件中的神國政治性。耶穌的國度對抗凱撒奧古斯都的國
度。後者透過天下人民上報戶口展現權力，耶穌的國度則透過馬槽彰顯「你們當中誰願
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兩者永存張力。若教會藉著屈服世俗的國度、加入此權力結
構，以建立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就偏離路加福音的信息：耶穌展開一個全新的政治實體、
生活規範。
（如教宗在聖誕節前夕指出天主教教廷中許多腐敗組織結構，在天龍國以外的
選舉也有聽說大教會聯合支持某位未簽署多元成家法案的候選人，卻忽略更多轉型正義以
及該政黨的不公不義）
因此，我們若嘗試用「政治的耶穌」此角度詮釋當代的政治事件，就會發現，「神國
的政治性」永遠以有病的、瘸腿的、受欺壓的、被擄的人，為建立公共性的出發點。任何
政權都不影響教會在現世中的行動，即體現天國價值。因此，我們一方面敬重統治者的權
柄，另一方面則不停地提醒掌權者，當盡其職責，行公義、好憐憫，保護軟弱的人，這才
「表明耶穌是主，且世上所有權力是他的奴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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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會也需要僑居者

作者 ▌ 賴喬郁（就讀社會系）

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小學四年級開始被拖去主日學，之後就一直在教會環境長大。高中二年
級當團契同工時，發生一件事：同工團隊討論下次獻詩要唱哪首，當時塑化劑風波造成社會上人
心惶惶，於是我提議唱一首為國家禱告的詩歌〈臺灣我愛你〉
。歌詞寫道：
「臺灣我愛你，不分族
群，我們手牽著手一起前進……」當時的氛圍，「臺灣」這個詞多少附加了政治色彩，但正因如
此，我認為這首（詩）歌更適合由我們涉世未深的中學生來唱，讓大人們明白上帝無限寬廣、不
分黨派的愛。不過，我果然涉世不夠深，天真的想法敵不過教會對政治的敏感性，最終以杯葛收
場。然而，我的疑惑和挫敗感卻沒有跟著退場，因為我始終不明白，如果一群自稱被上帝的愛充
滿且彼此相愛的基督徒，都無法談論彼此真實的想法，甚至放棄互相認識的機會，怎可能談包容
和尊重？我們又怎麼敢奢望在世界上活出一種「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
長大後，我慢慢明白「教會不談政治」的出發點：站在合一的角度，避免信徒彼此分門結黨
而衍生出來不同的教導。第二代基督徒從小即沉浸在這樣的價值觀。教會的教導和日常生活密切
融合是好事，但當我們把「教會規條」和「基督徒該有的處世方式」混為一談，反而培養一群無
法融入，也無法回應社會的基督徒。當社會把矛頭指向基督教，又製造多重改革浪潮，我們才發
現，原來我們把自己鎖在自以為安全的堡壘裡，孤立無援，直到彈盡糧絕想要保外就醫，才發現
連和外界通訊的管道都沒有，即使內外都有對講機，卻處於不同頻率，無法達成有效溝通。當
然，有人認為這是真理的絕對性所導致的溝通斷裂，所以耶穌才會說「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

鴿子 」（太十 16）。因為祂差我們走入狼群，而不是碧海藍天的長灘島。所以，我認為「教會不
談政治」是一種精神，提醒我們面對世界的不公不義，除了拳頭和憤怒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耶穌的柔和謙卑。然而，面對民主體制改革的浪潮，也許實踐這種精神的方式不再只是閉口
不言，而是要重新調整和檢討教會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度和立場。我甚至期待詢問《天下雜誌》談
及的那群「最敢嗆、最會串連、最有爆發力的九零後一代」
，1 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教會不談政治
的框架？我們可以在教會內成為另一種世界的僑居者，引入社會的需要、人民的渴望、常民的思
考邏輯，並且運用年輕一代的創意、熱情和對新思想的包容力，來拆毀教會和社會中間隔斷的
牆，重新與世界接軌，製造與外界談話的空間。我們不是只有坐在青島東路上實行審議式民主，
也不是只有在聖誕節拉人來看戲劇、聽詩歌，或是在路上發單張才能讓人認識福音。基督徒在公
共議題上的態度和參與，也是讓人認識福音的管道。
假若光譜的兩端是出世與入世，顯然基督教信仰不站在任何一端，乃是在兩極中不斷來回徘
徊、震盪。
「愛的政治、捨己的權貴」便是其中一種表現，而且耶穌已經為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
「祂原有上帝獨生子的榮光，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
（約一 14）
。✤

附註
1. 李雪莉，
〈兩岸 90 後，易爆的「炸彈世代」
〉
，
《天下雜誌》512 期，台北：天下雜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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