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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能將世界形成家園，也

可形成一個煉獄或戰場。是那看不

見之事，決定你如何看待這世界，

看它為家園、或煉獄，還是戰場。

沒有人住在「客觀」的世界裡，只

有一個經想像過濾的世界。

—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ław Miłosz）

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想像力，是形成意象、知覺和概念

的能力。它將可見的、不可見的，天與

地、過去、現在、未來，拼貼成畫，創

造意義。

想像力讓我們穿越有限的知識，來

到理性到不了的地方。藉著它，我們得

以窺探「未見之事」的全貌、預嘗永恆

的滋味。

想像力（imagination）與生俱來，

因我們乃是按祂的形像（ image）所

造。邀請你，喚醒昏睡已久的想像力，

一同翱翔在信仰的故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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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拉》（Lila）是阿根廷一位結合動畫和影片的導演所拍的微電

影，其中顯示出一個很特別的創作者，莉拉。她是個年輕

女孩，有著恬靜的神情，慧詰的眼光，和專注的凝視。她

和這世界的連結是用一枝畫筆，隨見隨畫，隨時用生命來回應。她筆下所

畫出的世界，像是她片片段段的生活紀錄，卻也是她個人內裡豐富的一個

個輝煌投射。

她的世界看起來很小，一間陋室，位於畫滿塗鴉的城市角落。孤身一

人，面對著她的空白畫本。但是她的世界也可以很大，無論坐在哪，她的

裡面都有一個宇宙，這宇宙裡充滿了顏色和動感，和外界活躍地互動。

她筆下畫出的全是美麗，也全是希望。但不只是如此，她還注入生

命，可以把一朵枯萎的紫花，畫成生意漾然、昂頭朝天的紅花。為一個孤

單、羨慕別人有氣球的小女孩，用畫筆提供一串美麗的彩色氣球。為一個

獨坐咖啡廳的落寞年輕男子，獻上一個美麗少女的吻。為一對吵架的年輕

愛侶，畫一雙漸漸彼此靠近的手。為餐廳裡一個怪脾氣的老人，添加一個

顯得可愛的頭盔。

她不但用畫筆把天地間的缺憾補足，她更用想像來滋潤貧瘠的大地。

走過之處，孤獨女人的窗口變成古堡，掃地的清潔工多了一匹馬，瞬間成

為可以解救美人的武士。一道

道破敗塗鴉的牆壁，瞬間，開

始被妝點成為乾淨漂亮的商

店。灰濛濛的城市，也開始有

了色彩和大海的波動、鳥鷗的

鳴聲。所過之處，她帶來流動

的美麗和生命。

	

作者    ▌  莫非（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    
繪者    ▌  海珂．葛伯莉（Heike Goebel）

昏睡中的「想像力」
─誰來喚醒？

▌《莉拉》劇照（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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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盼望中的葉子」（《聖靈在翱翔：靈修圖畫別冊》，頁35）

進入她所居住的陋室，可以望見她用筆為自己的居處增添窗口，擴大視

野，也有貓兒而作伴，飛鳥進入。她甚至運用想像和已不在的家人，在永

恆裡飛奔，奔向彼此，親密地重逢。世界的骯髒和醜陋，一丁點沒有進入

她的心。反而，她心中的美麗卻不斷地走入世界，靠近人，成為一種救贖。							

莉拉運用想像力豐富了自己和他人的世界，然而她心中的美來自哪

裡？保羅說：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

（羅十一36）。

所有的美和生命都來自神，當一個人的筆和神連結的時候，就會對這

世界觀察入微，會在殘缺中投射理想，在灰暗中增添色彩，在裂縫中修補

希望，更用想像來滋潤大地，注入生命。

反觀基督教信仰卻不禁讓人嘆息。在教會中「想像」似一個沉睡的巨

人。無論在基督教會禮拜堂內，或福音機構舉辦的講座中，鮮少出現與

「想像力」相關的題材。

為何「想像」與「想像力」在基督教會中缺席？為何神學界、教牧人

士和長執領袖在意識裡、潛意識中，與它保持距離？

原因很可能出在：人類歷史中，想像力冒出頭、且發揚光大的時候，

也正好是人類將注意力轉向自身的時候。使人誤以為，好像至此人的存在

和價值方才出現。而這樣的「發現」被視為「啟蒙」，這一時期即被稱為

「啟蒙時期」。

在那時期裡，

人的想像力開始釋

放、起飛、四處流

竄，甚至到被帶到

極致。影響所及，

不只文學、藝術，

還有哲學、神學、

政治和社會理論，

以及科學等領域。

時間上大約是十七世紀和早期的十八世紀。

因著這啟蒙運動，以基督教前設為主導的思考開始鬆動。想像力也從

地底深處如暗流般瞬間湧出，哲學家和詩人開始研究，在推擬和建立對世

界的觀察時，想像力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這之前，所有探討都著重

在人與神、與大自然，和與他人的關係。想像力的出現和發揮，好似造成

人類離開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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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nce	Stevens）針對此曾說：「現代想像

力的動態顯而易見，就是轉離和上帝有關的觀念。」1

一旦想像力成為人類思想和意義的運作方式，可想而知，部分些基督

徒因而開始攻擊想像力是危險之物。尤其當人恣意運用想像力餵養「自我」

時，想像力便嚴重地竄改人的內在生活，然後影響其所作的各種生命決

定。

Janine	 Langan曾表示，這和人類的墮落有關。自墮落後，我們的想像

力也跟著墮落了，想像力變得腐敗、病態，甚至死亡。所有和想像力有關

的產品─文字、聲音和影像，都受科技誘惑，脫離客觀真理和個人責

任，藝術家也因和真實生活失去連結，瘋狂地劈砍經驗為斷簡殘篇，且因

此備受讚賞。網路成為引人著迷的方陣，讓人未經死亡，卻因彼此抄襲和

竄改，而失去自己的故事，至終一自我解體。2			

長久以來，想像力在教會中漸成為一沉睡的巨人，無人敢於喚醒。惟

恐想像力一旦復甦，會駕馭不了它的動向，也擔心想像力會導至信徒心智

更加墮落。

然而想像力在基督教神學裡應有其重要性，基督教思想家薛華

（Francis	Schaffer）	曾說：「基督徒的想像力應該能飛越星辰。」薛華何以如

此肯定？

想像力幫助我們進入神聖的奧秘

神學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認為，真正對上帝品格的認識，

需要透過我們的想像力來觀察，語言探討或理性觀念無能為力。3

牧者作家畢德生在《追尋呼召的探索之旅》（Under	 the	Unpredictable	

Plant）一書中也如此說：「想像力是身為人類的主要榮耀。當想像力健康有

活力時，可以引領我們進入讚嘆和驚奇，進入上帝的奧秘。當想像力神經

質或呆滯時，會把人、上百萬的人群，轉變成寄生蟲、盲目的模仿者和沙

發馬鈴薯。」4

如此看來，想像力應是來自上

帝的創造，為的是讓我們運用想像

與神聖接觸，與神聖相交。試問，

當我們閉上眼睛禱告時，若想像耶

穌就在我們的身邊聆聽，是否能讓

我們更真切地投入與祂的對話呢？

想像力是身為人類的主要榮

耀。當想像力健康有活力

時，可以引領我們進入讚嘆

和驚奇，進入上帝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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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耶穌會的聖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針對想像力發展出一種屬靈操練，是靠想像力的

點燃進入默想過程。他認為個人操練時，要運用「感官的想像」（sensible	 imagination），來想像

自己在聖經故事的場景裡是如何感受。這裡所說的「感官想像」，意在要一個人用所有的感官來

想像，比如說場景看起來是怎樣？加利利的海風聞起來感覺又如何？腳下踩過的曠野之路更是如

何？耶穌又是如何在對我們說話。然後用這些與經文相遇時所激發的想像，來檢驗自己的思想行

為。整體操練下來，常可帶出一場場驚人而生動的經驗。

用想像來進入聖經的世界，可以擴大我們的思考空間，也可以開啟我們的感覺和感官。神創

造想像力即為幫助我們更深地進入神聖的奧秘。在不同事情中拼湊，並連結彼此的關係，發掘出

一些熟悉經文中更深一層的新鮮意義。

				

想像力幫助我們認識世界

任何事物總是比表象具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們常說的一句成語：「深藏不露」。能夠看見，不

只需要虹膜和視網膜的運作而已。我們需要想像力，才能看清所有出現在我們眼前的相關事物，

才能既看見表象，同時又能滲透到表層底下。外表兼具隱藏和顯露的功能，我們需要想像力幫助

我們分辨這兩者，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5	

這裡提到在表象裡，皆需分辨隱藏和顯露兩個層面，方能看得清全貌，這得靠想像力。也可

以說想像力是一種過濾細節，又形成心靈圖像的能力。所謂的「視覺思考」，6就是所有的看見都

是建立在想像力的圖像化、簡單化、和分析的能力上。透過想像，我們可以投射一個世界的圖

畫，在其中既可以生存，又可以與之互動。

▌「遠離悲傷」（《聖靈在翱翔：靈修圖畫別冊》，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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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先祖當初是如何會想到要把生的肉類煮到熟透？那需要想像。

科學實驗，也都需要透過想像來推擬各種可能進行的方式。我們的先祖又

是如何在被壓迫的生活裡，思考要怎樣活得有尊嚴？想必也是透過想像，

推敲出一種在受苦中還能找到意義的可能。人又是如何活在此刻，卻有遠

景，會看到自己嚮往的未來？想必具有一種抽離現實的能力，去推想和現

實處境完全不同的景況。甚至，我們若要能進入他人的處境，生發同理心

來關愛，更非想像力莫辦。

想像，既是一種盼望的行為，也是對命運的挑戰。是活在世上，又不屬

於世界的努力。想像也是我們創造文化，又傳承集體記憶的憑藉。我們需

要透過健康的想像力，來過濾並衡量現實，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

想像力幫助我們擴大世界

缺了想像力和記憶力，我們會變得膚淺而短視，讓生活侷限在五官以

及當下急迫的需要這狹小的監牢裡。但是，假如想像力和記憶力處在極為

健康活躍的狀態，監牢的門就會彈開，讓我們得已走進一個多度空間的廣

闊世界，而且那個世界會快速地持續擴展。7

德國神學家、哲學家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也曾說：「想

像力的神聖力量在於，僅此一項即可釋放心靈，而且可以超越任何脅迫和

限制。若沒有想像力，人類範疇便會變得極為狹窄和危險。」8

這兩段話都提到「狹窄」和「擴大」。沒有想像力的世界是狹窄的，形

同坐監。缺乏想想力會讓我們對科學發明、對政治或痛苦的回應、對美的

欣賞、對信仰的信心⋯⋯全都變得極為狹窄和危險，因為這些全需要想像

力來進入。

有想像力的世界，尤其是健康活潑的想像，則是多度空間的廣闊世

界，且這世界還會持續地擴展，尤其對我們的心靈來說。更何況我們的上

帝本身即充滿了豐富的創造力，按照神的形像受造的我們，自然也需要運

用如此創造力來治理這個世界。

想像力幫助世人進入基督教信息   
有時基督徒也需捫心自問，誠實以對：基督徒對信仰的傳遞，到底是

讓人對生命看得更銳利，對聖經時代的生活更為投入去體會，對上帝的審

判和憐憫更感同身受？還是，讓人覺得生命變得簡化，只剩下教條和道

理？覺得聖經時代的故事遙不可及？對上帝的審判和憐憫，覺得抽象、沒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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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間的差別，在於基督徒有沒有用想像力來啟動信仰，然後幫助會

眾用想像來接收。因為在我們的信仰分享中，圖像呼喚圖像，故事呼喚故

事，生命也會對生命訴說。想像對傳遞信息者的重要，因而愈來愈被重

視。

天主教全國主教大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在審核第二屆梵諦岡會

議之後的講道，即對羅馬天主教的

祭司宣告：「當我們愈轉向詩人和

說故事者的圖像語言時，我們愈能

傳講到邀請人們用心和頭腦來回

應。」9	

雖然是天主教的論點，對基督教的牧者同樣有參考價值。克拉達（Fred	

B.	Craddock）	的著作《講道學》，常被引為經典課本，他說，這種圖像語

言的影響，可以提供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從否定舊生活「腦中」的圖

像，到肯定用新生活「心中」的圖像來取代。他且說：「這種改變需要時

間，因為一個人走過最長的旅程，就是從『頭』到『心』。」10

不可諱言，講道者的呼召不是創作，而是忠實地見證神的話語，並有

效傳遞，但近年來講道學的趨勢，卻特別強調講道中對想像力的啟發。11

其中刻意作為舉證的，就是耶穌傳道時，經常採用比喻和故事。

不只如此，講道且愈來愈被推向一門「藝術」，好像在準備過程中，講

章會有自己的生命，會自己開始展開成篇。傳道者最好不要用理智和邏輯

辯證來控制「道」的走向，而是改用故事、情節、人物和感情，來豐富理

性的訴求。					

過去，傳道者被視為師

長，是會眾的權威中心，講

道時並不給予會眾太多選擇

或參與的機會，只督責他們

用生活來回應。但是後現代

講道學的走向，則鼓勵聆聽

者更多參與、積極投入。在

神學範疇，也推向更寬廣的本色化神學，要求神學要根植在各自具體，而

又不同的文化背景經驗裡，尋找一套表述的語言。

分享信仰時，圖像呼喚圖

像，故事呼喚故事，生命

也會對生命訴說。想像對

傳遞信息者的重要，因而

愈來愈被重視。

在後現代文化脈絡下，神學範疇

也推向更寬廣的本色化神學，要

求神學要根植在各自具體，而又

不同的文化背景經驗，尋找一套

表述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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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講信息時，講道學教授建議牧師或傳道人，要自我節制，避免提供

標準答案或純說教的誘惑。此外還重視強調敏銳使用語言，解讀經文要新

鮮不陳腐，並對聽眾的思路和感受有所掌握。講道者已不再立於權威中

心，而是像耶穌講比喻故事，「邀請」聽眾參與，要他們宣講過程中投入，

最後在生活裡完成宣講。

此處，不是要用此轉變貶低神的話語，講道藝術永遠不能被高舉到與

神的話平起平坐。也不是在信仰中採用大眾傳播理論和心理學。在分享這

樣的講道趨勢和想像力抬頭時，只是一些建議，看看能否在我們傳統的講

道中加進一些新的成分，讓神的靈工作時更不受拘限。

對信仰的想像力要如何開發？

想像力可以是與生俱來，也可以靠後天開發。但我們處處發現，不論

一般教育或神學教育，不太注重開發、反倒會扼殺想像力。開發想像力的

方法也讓人無從追尋，好像寫作，都認為你或者會或者不會，沒有中間路

可循。

但也有人摸索，在想如果想要開發想像力，是否意味著要多閱讀、多

看報、多看電視？或是一個人只要多讀故事，加上多講故事，想像力自然

而然就出現？

這些都有助益，更重要的卻是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要著意轉化：從個

人心中學著開發培養圖像產生的能力，也開始嘗試操練文字；最好同時日

積月累地收集隱喻和象徵來豐富自己的想像。

要澄清的是，想像絕非藝術家或文學創作者的專利，它也是教牧傳道

或每一個信息的溝通者的必要條件。若要讓信息富有活力，一定要「想像」

或「推想」分享經文。

在此簡單介紹幾種釋放想像力的小撇步：

a.用想像來讀經

我們通常傾向把想像力和圖像連結，好似想像力是一種沒有語言的奧

秘，只牽涉圖畫或心中一些感官的圖像。其實，想像力和文字關係很大，

文字可以為我們觸發心靈圖像。因此讀經的第一手經歷，可用想像進入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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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逝美國牧者菲立普（John	Phillips）說，「我們若要對父上帝有概念，

惟一的辦法就是，將我們個人的一切推展到無限的極致。例如，將我們的

思考能力，推展到無限，藉以想像上帝的無所不知、全知、全智。再將我

們的感受和愛的能力，推展到無限，藉此想像神全備的愛。⋯⋯當然，這

方式有它的困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墮落的。因此，當我們推展個人

的一切到無限時，我們所獲得有關神的概念，也不免受到扭曲⋯⋯。」12

傳道人解經前，同樣可先運用想像力，不一定得立刻衝進解經書的天

地。想像力需要發展空間，尤其要排除先入為主的框框。有些著名的解經

詮釋，更會限制對經文第一手的領受。在我們翻找過去聽道的資料和參考

書之前，請先運用想像捕捉經文的生命。

b.對聖經的經文學會問問題

問題永遠是開發想像力的敲門磚。可以問類似新聞寫作的5W	問題

（誰Who，哪裡Where，甚麼What、為何Why、甚麼時候When）。也可

問與五官相聯繫的問題（聽、聞、看、味、摸）。此外，還有理性層面：我

們需要知道甚麼？感性層面：我們需要經驗甚麼感覺？行為層面：我們被

呼召要做甚麼？我的個人反應為何？

也許有些經文不是故事文體，但可確定的是，它一定存在於一個故事

裡面。比如說書信或者舊約律法類經文，我們可以用問題從經文中找線

索。像哥林多書信，我們可以問：哥林多教會裡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做

了甚麼？保羅又是怎麼發現的？保羅書信中的文字透露了甚麼感覺？如果

我是哥林多教會的人，我讀了這樣的信會怎麼感覺？如果我是保羅呢？又

會怎樣感受？

想像力就因此被我們對經文的感受或其他線索給滋潤了。

c.讀好文學來豐富語言字彙

克拉達強調：「讀好的文學可以擴大作為一創造人類的能力，對一個人

的字彙，語言的掌握，和想像的力量，也有累積性的效果。不是藉著意識

裡的模仿，而是間接被偉大的說故事者和詩人影響。牧者會因而變得更善

於排列講道材料，帶著節制和恰如其分的掌握主題，讓興趣、清晰和說服

力因而面面俱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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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牧者定期閱讀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詩，至少一星期一次。持

續閱讀，自然會不斷開墾和豐潤勤讀者的想像力。

想像力需要被救贖

換句話說，想像力需要救贖。富有想像力的創作，應成為人類共同的

異象，讓想像力重新回到倫理、真理和愛等層層領域。基督徒更應找回想

像力，使靈魂健康、健壯。

當代社會中，無論政治、商業廣告還是教育，皆充滿野心，想要跋扈

地綁架我們的想像力，我們因此需要教導基督徒重拾健康的想像力，操練

負責任的想像。而首先要問的是，我們所創造的各種形像，有否深刻受基

督信仰影響？我們能否向這個世代，呈現出基督完整的面容？我們的想

像，有否經過洗禮而被潔淨？

我們是否敢於喚醒這個沉睡的巨人？有無能力砍伐一些風乾的教義，

讓它如一棵老樹轟然撲地，我們才因此看得見亙古不變的北斗星？我們是

否能將想像力像一棵樹栽進土裡，然後注視、並推想它每一吋可能成長的

痕跡？

我們是否能在時間的黑暗長河中，用想像燃起一團熾烈的光亮？在乾

涸的河上，想像萬千雲朵飄過？你能否想像得出，黑森林中閃爍著各樣眼

睛？你，能否用想像通往神秘的小徑，與神相遇？

想像，是神對我們的邀請，是歲月中流露出的恩典。惟有運用想像

力，我們才有可能躍入難以探測的神聖奧秘。	 ✤

克拉達建議牧者定期閱讀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詩，

至少一星期一次。持續閱讀，自然會不斷開墾和豐潤

讀者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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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於你翅膀的蔭下」（《聖靈在翱翔：靈修圖畫別冊》，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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