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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自序

自序

這本書的出現，我想起很多人、很多往事。

大概十年前某天，我讀到一段畢德生牧師（Eugene 

Peterson）用美國地道英語意譯的〈羅馬書〉經文，被他

那抵死到肉的翻譯深深打動，於是抄出來轉貼上網。網友

看見，大呼過癮之餘，也留言追問：有沒有中譯啊？

中譯？若純粹翻譯成白話書面語，畢德生最觸動人心的翻

譯豈不失諸交臂？那天晚上，我反復咀嚼譯文的意思，然

後直接用最常接觸的香港口語，翻譯了十多節經文，網友

反應熱烈，更有語文底子比我好的朋友加入一起創作，修

訂了好些句子。有些網友事後跟我說，他們有段時間也曾

返過教會，雖然覺得信仰是好，但教會實在好惡頂，把道

德八股捧到上天，也就漸漸疏遠了，而這段新譯的經文，

彷彿上帝親自向他們說話，明白他們的委屈，很親切很直

接也很安慰。

把信仰的語言，以日常語言重述，讓人感受到信仰的溫

度，是我用廣東話意譯《聖經》的起點。

但譯經始終是大事。我不是學者，原文什麼我一概不懂，

翻譯也非我的本業，心想，總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件事

吧。於是自那段譯文後，我也沉寂了好一段日子，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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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讀到有趣好玩的段落，就隨手翻譯兩段，貼在網上公諸

同好。

後來有天晚上，幾位我在神學院教書時認識的學生，因為

某科課業的要求，要做一本基督教雜誌出來，於是留言

求救。一番討論後，我給他們轉載了一篇放在部落格的

譯文；後來功課完成，我把這份雜誌捧在手上，翻了又

翻，然後跟他們建議：「不如真的出版吧，我每期給你們

供稿。」

如是者，我第一個定期用廣東話意譯《聖經》的欄位，就

在《耶教能人》刊登了。

期間香港正經歷爭取雙普選的佔領運動，本土意識高漲，

廣東話備受注視，不少網友更有意識地以粵文出帖，為粵

語文化正名，追蹤粵語起源，爭論粵文正字，給我這個半

桶水增進了不少知識和思考。

有些人以保育廣東話為旗號，但我常常覺得，人總要向前

踏步才抵得住洪流滔滔，神氣充盈才有不動如山的安靜寧

謐。如果真的擔心一種語言會「被消失」，就別以保育、

捍衞的角度來思考，這是捱打的防守；倒要反過來，保持

語言的創新活力，生生不息，什麼外來語也用自己的方式

收為己用，用自己的風格去演繹地道用法，好東西自然受

歡迎，有人中意就有市場，多人用就人強馬壯，那就不怕

風邪入體，百毒不侵。所以每次見到阿塗的《圖解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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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自序

話》上榜大賣的消息，總是笑逐顏開，既為朋友受歡迎而

高興，也為更多人喜歡廣東話而開心。

是這樣的思考，支持我繼續譯經，也鼓勵人自己動手譯，

寫出自己的譯文，四處廣傳，催生出更多廣東話的創作。

正如生命是被賜予的，本書的誕生也是一樣，要感謝很

多人。

感謝《耶教能人》的編輯，不嫌我一頭花白，想到好玩的

事就想起我，感謝你們的「長者事工」。感謝《時代論壇》

的編輯，特別是邀稿的羅民威和追稿的胡文傑，感謝你們

大膽邀請，不怕我事忙脫稿，而本書大部分的譯文初稿就

是這樣儲回來的。感謝多年來在網上讀我文章的網友、鼓

勵我結集成書的編輯同業，是你們的回應，讓我聽到的不

止於自己的回聲，知道有人共鳴。感謝在神學院所遇見的

每一位老師，是你們的言教身教，讓我知道在上帝、在

《聖經》、在生命面前，要學懂謙卑。

感謝為本書賜序的孫寶玲牧師、Edwin Lo和周力榮牧師。

跟孫牧相識，是在他寫 Xanga 的年代，後來在某些場合

相認，漸漸相熟起來。他和我們幾個男人，是火鍋排檔的

飯友，教會現象、人情世事，飯桌之上無所不談，感謝

他與我們為友。Edwin 是新相識，他和史兄、擇言、林非

曾一起出版過以粵文撰寫的《香港語文——聽陳蕾士嘅秘

密》，感謝他們在推動粵文上的努力。周牧則是我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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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牧者，同行三十年，接納我的少年輕狂，包容我的狂妄自

大，和我一起面對人生的高低起跌，真誠面對塵世間的種

種限制。

寫稿筆耕，是一個相當孤獨的過程，尤其在忙碌的日子，

朋友都去放輕鬆的時候，自己卻要對着鍵盤，與文句搏

鬥。感謝用各種方法鼓勵我堅持下去的朋友，用食物用娛

樂用說話用歌單給我打氣，分擔我的壓力，也督促我不要

分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牟路思怡圖書館、

Paper & Co�ee 餐廳，給我這個校友一個可以專心寫作的

地方。最後最後，感謝本書編輯史曉晴和設計師西奈，感

謝你們投身出版行業，感謝你們相信閱讀，感謝你們為這

本書所作的一切。

願我們手所作的工，為上主所使用。

梁柏堅

201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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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時勢好惡

1-1

識時務者偽俊傑

講真話嘅人，成日畀人話搞串個 party，

神憎鬼厭。但佢哋有講錯咩？

你班友成日踩住窮人個頭食住上，

就連嘴角粒飯你都搶埋。

靚屋？有得起無得住；

靚酒？釀得出都無得飲。

你哋做過嘅嘢有幾衰，我全部都知！

抹黑老屈有大紫荊，睇唔過眼就拉上法庭；

醒目精英？一早投晒降啦。

唉，係嘅，人哋形勢比你強，

識時務者為俊傑吖嘛，搞乜鬼都嘥鬼氣。

不過個考驗正正係噉── 

形勢咁兇險，你都依然求善唔求惡，

最終，上帝就真係會同你喺埋一齊，

而呢條先至係你真正嘅生路。

〈阿摩司書〉 5章 10至 14節

到底，基督徒和一般人，有什麼分別？道德高尚一些？更

大公無私？我們其實無謂自己欺騙自己。這個世界，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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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多熱心公益的人，其實沒有返教會；而教會信徒，卻又不

時因為各種壞事惡行，登上報章新聞。這不是說上教會的

不是好人，而是基督徒和道德情操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我

們想像中那麼理所當然。

如果真有那麼一點點分別，我想應和耶穌給我們打開的視

野有關─天國近了。那位良善之主要來了，祂的國度要

降臨了，你還倚賴國家權力的蔭庇嗎？你以為花碌碌的銀

紙，不會一朝變成廢紙嗎？羣眾的掌聲和授權，難道不會

一夜之間調轉槍頭嗎？施洗約翰、耶穌基督、《聖經》上

的眾先知，邀請你向哪裏回轉呢？生命的根基要建立在什

麼地方？

一直覺得，宣告「耶穌是主」，是一件很顛覆的事。

世界的權勢，無論是政治權力還是經濟財力，都要你承認

它們才是世界的王者，要你相信你所得的溫飽和平安，都

是出於當權者的祝福護佑，要你跪地臣服，要你不敢反抗

哼聲，要你為奴為婢。

面對羅馬帝國奧古斯都（Augustus）的強勢，面對那被稱

為終結戰亂動蕩的救主、那被稱為上帝兒子的地上君王、

那舉國仰望的恩庇者，使徒保羅用同樣的稱謂，宣告耶穌

才是配得被稱為主的那一位，這是何等的自信、膽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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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時勢好惡

不單保羅，歷世歷代的聖徒，都鼓勵我們不要屈服，要挺

起胸膛，抬頭做人，把生命連於天國，與十字架上的耶穌

同死，與復活的基督同活，跳出塵世的時間線，從永恆的

視點回看今天的高牆。

而打開天國大門的鑰匙，全在於耶穌基督所展現的良善。

當阿摩司說，「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

存活」，我們看見一個天秤擺在面前，天秤的兩端，分別

有來自天國的善和地上的惡，陳明生死與禍福，上承〈申

命記〉的傳統，呼喚我們揀選生命。

揀選生命，不意味當下我們就能成為道德完美的聖人，或

一生衣食無憂。我們仍然要面對凡塵俗世的跌跌碰碰、軟

弱朽壞、死別生離；但我們從此有了不一樣的視點，相信

世間有另一套真實，擺在眼前的艱難不是永恆，世上的權

力不是絕對，黑暗絕望會有盡時。

當人能擺脫權力的枷鎖，不隨波逐流，不以世界行惡的方

式積聚財富、加官晉爵，而能跟隨天國的良善，俯就卑微

的人，行事公正無私，為無權無勢的人抵擋貪婪者的獠

牙，拭乾傷心者的眼淚，天國就離我們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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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時勢好惡

1-3

羣魔亂舞嘅時候，你自己咪入埋魔道

天使繼續噉講：「呢本書記載嘅預言，唔好封口唔同

人講，唔好收埋喺櫃桶底。就快夠鐘大結局，畀心

機，忍多陣。做衰嘢嘅就由得佢衰收尾，成個腦污糟

邋遢嘅就由得佢繼續食屎；啱嘅嘢就堅持繼續做，

keep住企喺上帝嗰邊，唔好衰埋一份走錯隔籬。」

〈啟示錄〉22章 10至 11節

面對世界的紛亂和黑暗，有時實在無語問蒼天。失去盼

望，到底是失去了什麼？除了失去活下去的動力、失去對

明天的期待，也是指失去等待上主再來的耐性。 

基督何時再臨？天國哪一天才會實現？耶穌會不會不再回

來？你看，義人受苦，惡人當道，囂張跋扈的人橫行無

忌，有恃無恐，藐嘴藐舌妖言惑眾；溫純善良的人，常經

憂患，被人藐視，有冤無路訴，瑟縮一角，這個世界仍是

天父世界嗎？ 

心懷盼望，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着，深信努力守着良善

正道就好，期盼天國降臨，等候上主有一天為我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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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世間做事的方法，回報快，功效大，為什麼我不學效他

們？惡有惡報很爽，大快人心之事何樂而不為？對付惡

人，為何不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打我一拳，

我打斷你手腳；你恐嚇我，我恐嚇你全家，要他們吃吃教

訓不好嗎？魔鬼交易的詭詐，就在於我們在對抗邪惡的時

候，自己也成了邪惡，成了上帝要懲治的仇敵。不是說正

在對抗的邪惡，忽然不再邪惡，正義和邪惡的角色互換

了。不是這樣。真正的困難在我們變成五十步笑百步，變

成周處除三害。

《世說新語》記載的周處除三害，取材自《晉書．周處傳》。

故事講述周處年少時，自恃「好打得」，意氣風發，街坊

鄰里左右迴避，個個都敢怒不敢言。為顯威風，周處拍心

口說要為民除害，上山打虎，下水屠龍，與水中蛟龍搏鬥

三日三夜，不見影蹤。當大家以為周處與蛟龍同歸於盡，

正自慶祝之際，周處忽然現身，村民嚇得目瞪口呆。疲憊

不堪、傷痕纍纍的身軀，與村民歡慶的原因，中間的落差

成了最大的諷刺。

人皆有盲點。自我感覺若從沒有良好過，我們很難面對生

活中的每一天；但如果每天只懂陶醉於自我感覺良好，以

為自己的看法必對，行事一往無前，我們就是太過輕看惡

念的詭詐。

上主是我們的照妖鏡。善惡交戰，不單看眼前的報應，不

會為求獲勝而不擇手段；上主在乎良善光明的彰顯，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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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時勢好惡

生命的相連，在乎界線秩序的重設，在乎眾生大地的復

甦，一如創世故事的藍圖。 

創世藍圖是整個世界的原意初衷，那不是一個物理學說的

科學描述，而是上主藉着說明天地的來歷，表明對世界、

人類、眾生的心意。大凡工程，因為各種現實的限制，施

工時總會出現偏差，工程師在現場會因時制宜，想出解決

的方法。但隨着工程繼續推進，起初的差異會變得愈來愈

大，設計藍圖就能幫我們作出修訂，按着原初設計使工程

重回正軌。

當社會經歷千百萬年的演變，制度和文化疊牀架屋，上主

對世界原初的心意，在我們手中同樣會慢慢偏離。造物主

已向我們交託治理全地的責任，期待我們以祂的心腸，善

待萬物眾生，那裏沒有繑起雙手的事不關己，並應許、提

醒我們，到了天國降臨之日，祂要報應那扭曲善惡、苦待

眾生的惡者。

而問題是，我們這班受託的管家，到底有沒有按上主的心

意而行？我們跟隨的，到底是天國之道，還是惡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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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時勢好惡

1-14

神係我唯一嘅靠山

你哋日日夾計剷除異己，破壞社會根基都唔理，

就好似剪斷晒石屎牆嘅鋼筋噉，你哋究竟要害人害物

到幾時呢？

你哋表面上就話大和解，實質就笑裏藏刀，一個二個

DQ晒。

神係我唯一嘅靠山，我就唔出聲，放長雙眼，等佢幫

我主持公道。

呢個世上，係佢至可以保得住我、救到我。

佢畀我有瓦遮頭，等我唔使有得震無得瞓。

佢唔單止救我，仲一直撐我；

我能夠抬番起頭重新做人，完完全全係因為佢，無第

二個。

〈詩篇〉62篇 3至 7節

有段日子，人人都把「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掛在嘴邊，

穿在身上。雖知道這句說話的意思，是鼓勵人要多作承

擔，不要脫隊偏安，但有時心裏也不禁想，「好攰呀，好

多責任呀，可唔可以唔好咁亂呀？」Al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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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當國家級宣傳機器全力發動，歪理連場，而你日日都要返

工返學，身心俱疲，那些混亂的價值就一天一天入侵。外

在的亂，逐漸變成內在的亂，對於是非曲直，開始變得麻

木模糊，開始認同識人好過識字，開始覺得議會最重要是

按鍵而並非議事，覺得夠票通過就不用花時間再作討論。

亂世的亂，其實是真理之亂；權勢一轉，風向一變，「真

理」就飄移，要你相信什麼也由權勢說了算，定義我們在

世界中的位置、存在的價值。

用磐石來形容上帝永不動搖，是很有意思。在中東沙漠地

帶，風沙一起，地勢視野就會隨之改變；而磐石，就是在

這些變動中不變的定位。除了方向定位，當遇到大風沙，

什麼也被掩埋的時候，只要你見到前面有巨大的磐石，就

一定會衝過去避風避難，靜待風暴消散。

上帝的永恆，把我們從一時一地的權勢中抽離，給我們一

個時局以外的支撐點。有時，基督徒把「信耶穌得永生」

說得太過離奇，在難以解釋的地方添加許多想像，在關鍵

之處卻含糊過去。得永生的重點，不是我們立時變成永遠

不死，刀槍不入；而在於我們因為與永恆上主相連，理解

塵世事物的眼光不同了，知道權勢的氣焰不會永遠長存，

我們的成就和財富也有終結的一天。

因着上帝的介入，我們對得失的考慮，超過了人一生的長

短；我們認識到，在上帝的永恆裏，公平公正、尊嚴慈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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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時勢好惡

才是祂所看重。

當這個世界跟你說，做人要現實一點，什麼夢想，什麼公

義，賺不到錢的不要做；無樓無學位，你的存在就是零，

上帝的天國卻展示了另一幅圖畫，叫我們看看天上的飛

鳥、野地的花朵，上帝尚且善待看顧，更何況是按上主形

象被造、由祂來賦予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我們？

跟隨耶穌、相信上帝的人，所要見證的，是天國的永恆才

值得我們追求，讓那些一生追隨天國美善而被世俗現實嘲

笑的人，因為這一份看得見的堅持，知道永恆的上主同樣

欣賞他的堅持，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信耶穌，是要向全世界宣告，最後埋單結帳的，是上帝。

上帝所重視的，才會永遠長存。那些在世上花掉我們一生

所建立的事情——那些財富，那些成就，那些掌聲，那些

勳章，那些功業，若不反映上主的性情，一切終歸無有，

如同沙土上建房；那些為了上主而作的善行——那些犧

牲，那些濟助，那些接待，那些公道說話，那些聆聽，那

些同在，即使沒有得到世界的關注，都結結實實地在天國

的聖山上累積，在上主的磐石上直指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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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2-7

做人唔好咁自大

你要睇下上帝係點做嘢。

佢整孿嘅，邊個可以拗番直呢？

順境當然開心；但做人嘅嘢，有順有逆，有開心有唔

開心，將來嘅嘢你點知啫？

好人無好報，仲要無端端死鬼埋；壞人做衰嘢就做到

風生水起，有車有樓長命百歲，個世界就係咁估佢唔

到。就算你覺得啱嘅嘢，都唔好做得太盡，唔好懶醒

衝出蒞威，你估你真係叻晒咩？做咗衰嘢亦要知衰，

做人唔好太過分，你想死唔通阻到你咩？你又唔係

神，邊有十全十美呢？總係有好有唔好。知道自己嘅

限制，企啱位，自然就會事事順利㗎喇。

〈傳道書〉7章 13至 18節

命途多舛，撞得板多，自然就學乖，學懂走位，學會自

處。但人生不是預先規劃好的課程，當你以為自己已經學

得夠多，新的難題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要你學習更多，提

醒你學海無涯，要你正視自己的渺小。

有些人常常以為自己什麼也懂，什麼也評論一番，在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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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做人好難

網的時代尤其如此。我以前也是這樣，寫過許多指指點點

的文章，今天回看，不少也看得令人汗顏，羞愧得無地

自容。

我那時，以為自己對人情世事好明白，很能聽見別人內心

的掙扎，甚至真能夠做點什麼去幫人離開困境，現在看來

是什麼都不明白。那些豪氣，那些基督徒口中最常出現的

口號壯語，之所以豪得起，大概也是因為不知天之高、地

之厚，自以為得天獨厚。

或許因為於心不忍，或許因為信念受到衝擊，或許因為觸

及我們自己的痛處，或許純粹因為無以名狀的不安，旁觀

他人的苦難時，我們會急於說些什麼，以安慰、幫助受苦

者之名來否定對方的狀況。

經歷過力不能勝的困境，被許多人的善意勸勉淹沒過，才

開始稍稍明白，那些自信滿滿的「幫你」，有時仿如擾人

的牛虻。有時，緘默與守候，不用做什麼，那份安靜的陪

伴，反倒更顯出溫柔和適切。在言語過盛的年代，要學習

說僅僅足夠的話。

傅士德（Richard Foster）在《返璞歸自由：複雜世代中

的 和 諧》(Freedom of Simplicity: Finding Harmony in a 

Complex World) 曾說過：「許多時我們懸河瀉水似的說出

許多話，目的都是要糾正別人。我們太想別人附和自己的

想法，太想別人從我們的角度看事物。我們評價別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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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斷別人，譴責別人，用言語吞噬別人。」

有時，我們不單想別人肯定自己，甚至會出口術，要上帝

也認同我們的觀點，把我們一時一地的一孔之見，說成是

永恆上主的天國真理。人，有時自大到真的難以想像。

基督教信仰強調人要敬畏上主。敬畏是什麼呢？一方面說

上帝是愛，愛裏沒有懼怕；但又說人要驚要敬畏，豈不矛

盾？所謂敬畏，我想，主要是在說人神有別，要把上帝當

作上帝，不要以為自己好醒，自以為明白一切，以為自己

有能力操控一切。

承認造物主與萬物之間有界線，是承認我們沒有擁有真

理，知道我們能力和視野上皆有限制，看見我們不過是塵

土，不曉得自己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到底為遠在天邊

的蒼生萬物、近在咫尺的右里左鄰，帶來何等大的傷害，

也不知道上帝是怎樣用祂的大能大力，把我們微小的奉

獻，轉化成何等樣的祝福和盼望。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祈求上主幫助我們，在祂與祂

的創造面前學懂謙卑，放下自恃，仰賴祂為我們的有限包

底，成就祂惠澤萬民的旨意。

All R
igh

ts 
Res

erv
ed



一一一

2-14

人比人，比死人

對我蒞講，你哋點睇我，其實唔重要；出面嘅人點睇

我，就更加唔重要，連我自己都唔會同人比。雖然如

果真係比，我都算係幾 OK，但重要嘅唔係同人比，

而係主點樣睇我哋。所以，既然耶穌都未返蒞，佢都

未開聲，我哋今日就唔好咁表面，唔好咁快睇死人，

又話呢個衰，又話嗰個廢。到時，耶穌會逐一同我哋

解畫，將好多我哋諗都未諗過嘅事實，特別係嗰啲動

機呀、諗法呀、祈禱呀，講返畀我哋知，然後逐個派

like。

〈哥林多前書〉4章 3至 5節

做人，很難不和別人比較，尤其在崇尚競爭的香港。汰弱

留強，是我們自小就從學校認識到的真理。由嬰兒誰先懂

得站立、誰先懂得開口講話，到爭入幼稚園興趣班，小學

中學一條龍，大學聯招入八大，初職人工，升職速度，誰

先結婚，誰先買樓，誰受歡迎，誰最多 like，這場人與人

之間的競逐，彷彿從呱呱墜地進入世界開始，一張開眼

睛，就無法抽身逃離。Al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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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做人好難

不幸的是，就連教會羣體，所謂分別為聖的羣體，似乎也

無法倖免。誰教會人多，誰的教會有座堂，誰講道的笑話

好笑，誰的樂器玩得勁，誰夠格在鎂光燈前講見證，誰在

羣體中最受歡迎，雖然未必宣之於口，卻也是信徒心中的

評分標準。

當我們看重世界從人而來的評價，視之為好見證的基礎，

我們就被世人的目光綑綁，失去從耶穌基督而來的自由。

當基督徒宣告耶穌是主的時候，我們是在說，因為主只有

一位，所以世間一切權勢，於我們都沒有絕對的主權，不

能主宰我們如何評價自己和他人的價值，主宰我們的行為

抉擇。因為耶穌是主，任何政權都不是我們的主，所以我

們守法不是由於法律是由政權頒布，而是由於所守的法能

使人的惡念惡行受限，保護人的良善。因為耶穌是主，任

何老闆也不是我們的主，所以如果老闆為了自己的利益，

傷害上主所創造的大地眾生，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是員工而

啞忍，即使因為開聲頂撞而失去工作崗位，我們所服膺所

守護的，仍是上主的天國價值。

而在講求人際關係的教會羣體，這種人與人的比較，背後

有更複雜的內心交戰、心理互動。精神分析學中，有所謂

移情作用（transference），用以描述在診治過程中，患者

把童年時對某人的感情（通常是對父母），轉移向另一個

人身上（通常是患者的心理分析師）的現象。Al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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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這種情感的轉移，有時也會轉向其他諸如上司下屬這類關

係，把童年時從父母身上得不到的肯定，轉為向上司索

求，為上司口中的一句讚賞而忐忑；把兄弟姊妹之間的爭

寵，轉為同事之間的爭競。

人心的弱點，往往就在這些不滿足之中不斷擴大，同時互

相激發對方的弱點。從下而上的移情，固然反映童年的缺

乏；從上而下的苛索，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欠缺？把團友組

員當成自己仔女一般照料，正面看當然可以是「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無私奉獻，但如果組長在自己的家庭中備受

冷落，結果就可能變成組長向組員索求，用受助者的反應

來填補心靈的空虛、親密的慾求。

奧古斯丁曾說過，人心有一個空洞，唯有找到上帝方能填

滿。反過來說，當人沒有把上帝看成是真正的滿足，我們

就會用盡各種方法，競逐爭奪世上各種東西，嘗試填滿這

個缺口。

宣告耶穌是主，不僅是宣告生命的主權誰屬，更是學習認

定，唯有耶穌才是我們的真正滿足，藉以分辨抵擋世間的

誘惑，釋放自己的生命，也鬆開對人的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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