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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吳仲誠
圖  ▌  Raphael,	St	Paul	Preaching	in	Athens

故事、佈局，與教會敘事

當亨利．愛德華．羅伯茨（Henry Edward Roberts）

發明了世界第一部個人電腦，他的創舉成了 Popular 

Electronics 1975 年一月號的封面故事。 當時，有位名

叫比爾．蓋茲的年輕人看到了這則報導，便加入羅伯茨

的公司。爾後，蓋茲創辦了現在眾所皆知的微軟公司。

而蓋茲本身的故事如何啟發社會大眾，便不在話下。這

兩個故事說明一件事：故事並不只是用來哄小孩睡覺。

對真實世界中的讀者而言，敘事世界有一定程度的效

應。聖經敘事更是如此。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聖經

的敘事都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然而，敘事為何有如

此大的影響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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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真實生活的模仿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在《詩學》（Poetics）寫道，敘事文是一種現實經驗的藝術性表現或

模仿（mimesis）。1德國小說家Erich	Auerbach	指出，聖經敘事的藝術性模仿產生「生動的感官效

應」，給人真實感，使聖經作者能呈現故事的歷史性。2	這種真實感也能把現實世界中的讀者帶進

敘事世界，使兩個世界融合在一起。在這融合的世界裡，讀者會相信，自己也能經歷敘事世界中

人物所經歷的。這種信念驅動讀者效法敘事世界中的人物和他們的人生。	有鑒於此，作者描述現

實的功夫是關鍵因素。聖經作者描述現實生活的手法非常到家，所以才會產生極大的影響。3其影

響力來自敘事文裡的一些元素，其中包括佈局。	4

佈局

亞里斯多德將佈局定義為「事件的排列」。5聖經學者指出，這是為了要顯示一連串事件所反

映的意義。在談到舊約敘事時，就如D.	M.	Gunn	和	D.	N.	Fewell	寫道，「佈局是敘事文傳達意義

的組織動力或原則。」6

值得注意的是，佈局是經過挑選的事件之排列。	現實生活中，事件的先後次序往往出於隨

機，似乎並未傳達任何意義（至少從人的角度來看是如此）。但我們若根據因果關係，將經挑選後

的事件加以排列，便能賦予它們特殊意義。例如，「阿福在玩電腦遊戲」	和「阿珍一人做家務」看

似不相關的兩件事，可是，我們如果按照因果先後的關係將之排列，這些事件便能表達意義：阿

福在玩電腦遊戲，沒空做家務，只有太太阿珍一人做家務。

《約翰福音》或能解釋聖經敘事佈局的運作和功能。使徒約翰坦誠說明，本福音書並未匯集耶

穌所有神蹟，而是編修經挑選的事件（約二十30）；其要傳達的信息即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

督 ， 是神的兒子 ， 並且叫你們信了祂 ，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	二十31）。

佈局和教會敘事

目前，一般學者主要把敘述文學分析應用在聖經敘述文。7然而，如果敘事是現實生活的藝術

性表現，敘述教會生活也算是一種敘事，並涉及佈局。因此，我們也可以把敘事分析應用於講述

教會生活（至少有兩件事與佈局有關）：見證與講道。

見證與講道的敘事性質

基本上，按照所認為的因果關係，我們挑選一些事件或經歷，將之串連，目的是向聽者分享

信息或屬靈功課。從某個角度看，講道是另一種見證，只是比較考究內容、深度，及形式。美國

一位講道學教授	E.	 L.	 Lowry	視講道為「說故事（storytelling）」，是一種「敘事性的藝術形式」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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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8其安排將影響講道的效果。好的講道通常包含有條理的重點和例證排列，使聽者曉得講

員要傳播的信息。

希伯來書十一章是個好例子。為了帶出有關「信心」的信息，作者挑選、鋪陳亞伯、以諾、

挪亞、亞伯拉罕、約瑟、摩西等事件（來十一3-31），為要帶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之信息（來十一1）。

	

單次元佈局的見證

我們常常聽到單次元佈局（one	dimensional	plot）組成的見證。其中所挑選的事件，往往是

完全正面、喜劇收場。只是，我常好奇，那些傷感和失意的故事到哪裡去了？有個故事是這麼說

的：一位旅客談到當地食品的衛生安全問題。接待他的朋友提出保證，甚至誇口：「這陋巷裡的野

貓毫無顧忌的吃，還不是存活下來了！」	旅客回答說：「是啊！它們的確存活下來，那些沒存活的

又如何？	」	

我也有類似的提問，不過與貓無關。每次聽到弟兄姐妹蒙神眷顧的見證，我都很受激勵。但

是，那些沒有如此經歷的信徒會有什麼反應？我相信他們對神有信心，也的確需要神的介入。可

是他們所經歷的與前者不同。有些眼睜睜看著所親愛的人被病魔纏身，且奪走了性命；有些懇切

禱告，卻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有教會發現，他們以禱告差遣出去的宣教士，一家三口在惡劣

氣候中墜機身亡。	

去年（2014）有部具爭議的電影，Heaven	 is	 for	Real 	，在美國票房大賣。這一部改編自紐

約時報暢銷書的電影，講述一位牧師之子Colton	Burpo	的瀕死經歷。Colton	四歲時因盲腸炎接受

手術。他的父母及許多會友為他懇切禱告。手術成功，他活了下來。事後常宣稱，當時靈魂出

竅、被帶到天堂的經驗。這故事在美國許多基督教圈子造成轟動。電影裡有一幕，一位會友正與

Colton的父親談到她為何不接受Colton的故事；並非因為不相信天堂存在，而是不滿神偏心—

神為何救	Colton	，卻不救她的兒子？

▌  所有人隨意想像，這個世界只能是這個模樣，而
不是其他模樣。說故事的人靈巧，冒太大風險，

靜待不惜一切公開的機會。然後真相說出來，成

為公眾神學，堅稱在這祕密之外的人也應該注意

這隱藏良久，但如今見得到的可能性。布魯格

曼，《約櫃流浪記：讓布魯格曼教你劇場讀經

法》，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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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對話指出基督教界的問題。大多數基督徒會對類似	Colton	的故事有興趣；從相關書籍

和電影在一些福音派圈中大受歡迎的現象，便看得出來。可是，另外一位會友的故事，卻無人問

津，乏人談論。無論有意或無意，這些基督徒只喜歡選擇、並排列正面和成功的事件，將那些不

符合這模式的事件邊緣化。同樣的，許多講員不想潑人冷水、掃人興致，只講勵志的信息。久而

久之，這些信息所排列成的佈局，形成了排除其他不同經驗的教會大敘事（metanarrative）。

巨型教會和單次元佈局

許多巨型教會和他們的名望，都建立在單次元佈局及敘事上；也因崇拜人數劇增，其敘事模

式成為其他教會模仿的對象。龐大的人數足以說服人們，該教會已經找到正確的事工理念，許多

人亦將會眾人數增加解讀為神的讚許。	

對小型教會的牧者和教會領袖來說，數字上的成功是喜、也是憂，是鼓勵、也是壓力。對熟

悉商場運作的人士，這不足為奇。業績成了一個人、一個組織或機構的自我價值判斷準繩。因

此，許多牧者和教會領袖參加一些巨型教會所提供的講座、工作坊、甚至訓練課程。不知不覺

中，他們開始尋求跟這些巨型教會相似的佈局，類似的敘事和成就。

美國基督教期刊Leadership	 Journal近期的一篇訪談中，牧師Karl	Vaters談及自己的教牧生涯。

Vaters最初牧養那間教會的時候，只有	七十五名會友。完成華理克（Rick	Warren）的《直奔標竿》

（Purpose	Driven	Church）後，教會改變了服事的方法，聚會人數增長到約兩百人。後來，又上了

一些課程，教會人數升至四百人。可是一年後，人數急速下滑到約一百人。	 9經過一番苦惱和反

省，他領悟到，不是每間教會都適合成為大教會。Vaters也發現，大教會之夢實際上超越了自己

的恩賜，也不是神要該教會走的路。10	

據	Vaters所說：「世界上80%	的教會低於100	人，	90%	的教會低過	200人。」11遺憾的是，

大多數人只敘述那10%的故事，卻冷藏其餘的90%	。然而，神的大敘事豈不應該包括所有的教會

敘事？

凱旋主義與成功神學的佈局

不可否認，一個基督徒或一間教會的成功故事，是神祝福的結果。可惜，我們往往用成功的

故事建立一套不完整、但卻被認為是絕對「正確」的神學理論。凱旋主義（triumphalism）和成功

神學（prosperity	gospel）就是單次元佈局與敘事的例子，兩者都把教義建立在一些經驗上，用

它們證明那套教義的合法性。其問題在於，所謂的經驗，是經篩選後、同質性高的事件：神的醫

治、保護，神在事業和物質上的祝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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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事件的佈局 : 聖經提供的教會敘事模式

《路得記》或許能提供一個多元的敘事模式。在第一章，我們讀到苦難中的兩個見證：拿俄米

和路得。拿俄米的見證是真實但消極的：「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

地回來。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得一20-21）。	相反地，路得的見證肯定了對神的

盼望：「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一16）。12《路得記》作者並沒有褒此

貶彼，而是透過兩者的對話，並列兩個見證。美國當代聖經神學家布魯格曼（W.	Brueggemann）

認為，舊約神學是對話式的多元見證，13似乎言之有理。	

聖經佈局的多元性質在《詩篇》裡更為顯著。在詩篇二十三篇，我們可看到詩人頌揚神信實

的護理：「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	二十三1）。可是，二十二篇似乎述說另一種經

驗：「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二十二1）

諸如此類的多元經驗常出現在其餘的詩篇裡。14它們不但描述神的權能和信實，也敘述人的掙扎

和脆弱。詩人向我們呈現的故事，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非常具人性的一面。	

其它舊約智慧書（《箴言》、《約伯記》和《傳道書》）也說明了這種多元性。嚴格說來，這些

書卷不完全是一般人所認為的敘事文。可是，就如現今聖經學者所公認的，其中的智慧觀念源自

日常生活和經驗，且常有敘事片段（例如：傳九13-15，約1-2章等）。《箴言》講述正面和鼓勵人

心的經驗：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箴	十27）

義人得脫離患難，有惡人來代替他。（箴	十一8）

奸惡人的房屋必傾倒，正直人的帳棚必興盛。（箴	十四11）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箴十四26）

可是《傳道書》道出不同的經驗：「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

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過的」（傳	七15，	對照箴十27）。

	約伯記以敘事開始，佈局裡有一系列不同的事件：有約伯敬虔生活和得祝福的鏡頭，也有一

連串災難的鏡頭。災難不攻擊惡人，卻攻擊義人約伯，也沒有惡人代替他（伯一13-19，對照箴

十一8）。	有一天，某間房屋被風摧毀了，但不是惡人的房屋，而是約伯兒女的房屋（伯一18-19，	

對照箴十四11）。房屋倒塌時，約伯的兒女沒有避難所，死於廢墟中（伯一19，對照箴十四

26）。	使我常感奇妙的是，神賜給我們的不是一本而是三本智慧書。而且三本合起來的佈局不是

千篇一律，而是由多種經驗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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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在這方面也具有學習意義。每一本福音書呈現由不同經驗組成的佈局。其中有耶穌神

蹟奇事和成功的事工，也有猶太人的拒絕、辱罵、甚至把祂釘十字架。這佈局帶出來的敘事是那

位有能力醫治病人、趕鬼和吸引上萬群眾跟隨的耶穌，也是毫無反抗、被釘在十架上的耶穌。簡

言之，福音書呈現的基督敘事（也是基督論）是個同時強調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敘事。

前面所提到希伯來書的見證集也顯示類似的多元性。	在這見證集裡不但列入以諾因有信心而

免死亡的經驗（來十一5），也有亞伯因為信心而導致殺身之禍（來十一4）。在佈局中有一些婦女

因信心而得回從死裡復活的親人（來十一35），不過也有其他為堅持信心而捨命的信徒（來十一

37）。顯然地，該書作者並不用單次元的佈局、而是採用多次元的佈局來呈現信心敘事。	他所分

享的故事同時包括了神的掌權和作門徒的代價。

如何佈局教會敘事

身為真誠的基督徒，我們不會扭曲事實、做假見證，不過我們可能會做單次元佈局的見證。

這不但把基督身體裡其他類型的經驗邊緣化，也陳述一個扭曲聖經敘事的真相。同樣地，身為真

誠忠心的講道者，我們不會以錯誤的解經歪曲神的話語，但可能只挑選某類經文、只講討人喜歡

的道。若然，我們向世界所宣講的只有神的權能，忽略了人性的脆弱。

或者我們只挑有關亞伯拉罕信心的事件來講（如創	十二1-4和二十二1-19）。	這些事件的排列

把亞伯拉罕描述為一位完美楷模。實際上，創世記的佈局也包括他軟弱和失敗的事件，例如，他

為自己的安危而說謊，聲稱撒拉是自己的妹妹（創十二10-22、二十1-17）；以及，他因求子心切

而娶了夏甲（創世記	十六章）。	這佈局給我們呈現一幅完整的圖畫：亞伯拉罕只是個像以色列人

或你我的人，他有時剛強，有時脆弱，他之所以被稱為信心之父，是因為神的恩典。	

同樣地，傳講《約伯記》時 ,	我們習慣只講第一、二章和第四十二章的最後部分，結果導致我

們只傳講與信心和耐心有關的事件，排除了約伯催逼神還他公道（伯六28-30）、指責神為壓迫者

（伯十六12-13），	並且要求與神對簿公堂（伯三十一35）等事件。	這種單一佈局的講臺敘事不但

是片面的，也與神在聖經中的大敘事不符。

關於宣講合乎神大敘事的教會敘事，布魯格曼向我們建議一個又恰當、又實惠的例子。受難

節的時候，我們傳講基督身為人子的軟弱和掙扎，在復活節宣告神的權能和信實。15如此一來，

我們向世界宣講的，是有關基督的完整敘事。

結語

故事的確不是單單用來哄小孩睡覺的；教會故事的效應尤其如此。不過，效應有好也有壞。

神給教會的呼召是宣講榮神益人的敘事；不但要資料真實，其佈局的最終效果也要合乎神的大敘

事。教會敘事不但是一門藝術，也是對神、對人的道德責任。身為對神忠心的大家庭，教會有責

任向世界傳講一個與聖經大敘事一致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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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S.H. Butcher, trans.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4th ed.; New York: Dover）, 195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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