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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與信仰：漢語神學的角度 
—神學論題引介 

 

郭偉聯 

主題策劃 

 

 

 

二二年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為全球帶來翻天覆

地的衝擊，顛覆了現代社會習以為常的政治、經濟及社會

運作模式，也造成巨大的人命傷亡和心靈困擾。疫病不單

是一個醫療和科學問題，更影響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逼使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社會的管治體制、倫理準則、群

體生活模式、生死苦難、生態環境，以及宗教的角色等等。

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學者和牧者，不少都對這人類重大事

件展開討論。本文將首先簡介各地的討論的例子，然後討

論在漢語神學語境下，這場疫病所關涉的重要神學理念及

課題，最後是對本次主題的內容的簡介和導論。筆者盼望，

這次探討能開啟漢語神學在這重大危機中的神學研討。 

 

一、各地基督教的疫情神學反省 
當肺炎疫症迅速擴散時，筆者在二二年三月注意

到德國神學家托馬斯（Günter Thomas）發表一篇題為〈在

冠狀危機陰霾中的神學〉（Theology in the Shadow of the 

Corona Crisis）的論文。1這篇文章系統地概述今次全球疫病

                                                             
 1. Günter Thomas, “Theology in the Shadow of the Corona Crisis,” Zeitschrift für explorative 

Theologie (March 2020), https://doi.org/10.21428/fb61f6aa.7fb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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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我們思考創造、上帝的護理、基督徒的盼望，以及

這些課題將如何影響基督徒的信仰行動。托馬斯並沒有把

神學作為人類在疫病中的心靈雞湯；相反，他以疫病的苦

難挑戰現代人面對我們自己的迷思。他在討論創造與疫病

時指出，今次的疫病令現代人不得不承認，受造世界並不

是如他們想象中那般美好、和諧，受造世界中的衝突及混

沌，令過分強調生命美好的生態創造神學頓時失語。他也

指出，若以他世的理想來消解現世的造物苦難，也會令基

督教要不就逃避今天的苦困，要不就成為逃避肉身的諾斯

替（Gnostic）或柏拉圖式思想。他認為，今天的創造神學必

須正視受造世界的苦困和生命體的相互衝突。2 

托馬斯認為，創造神學的失語，很多程度是因為護理神

學（theology of providence）陷入危機之中。他認為疫情下，

護理神學很容易將上帝迷幻化成一個叫人在疫情中榮歸上

帝的「全能」主宰，或是「無能化」成純粹與受苦者同在的

弱者。他認為新冠疫情要求我們重構護理的認知，看到上帝

的護理是透過人類、各類組織及大自然來進行，他們有從上

帝主權賦予的運作的自由；但造物，特別是人類，卻因為自

由而妄自尊大，有自我膨脹變成扮演上帝的危險。他主張，

護理神學必須重整，轉向思考上帝託付、賦權受造物擁有自

由，但造物卻對上帝的盼望沒有耐性，而自以為神的教義。

護理神學同時需指出上帝在任何惡劣情況仍不止息地、耐心

地掌管引導萬物，而不是將護理約化為宿命論。3 

托馬斯由此帶入罪論的討論，他大膽地提出疫情其實

顯示罪惡在全地的影響，是那種毫無節制的生命系統（即

病毒）對人的戕害。他挑戰今天的更正教神學，要求它正視

                                                             
 2. 同上，頁 1-2。 
 3. 同上，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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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工價乃是死」的教導，正視疫病代表罪惡的深遠影

響—自然系統因為罪而戕害人類，老弱在疫病中死亡更

是這罪惡的受害者。4他這種激進的罪論，令他的人論也變

得激進。他坦言疫情打破現代人對人的自由和自主着迷的

迷思，暴露人的有限和軟弱的現實。人生命的脆弱一方面

讓人展現出無私的互助，但同時揭示人的自私自利。這也

顯示人的關係既是美善，但也是風險；人與人之間既互相

扶持，但也互相傷害。人的群體生活在疫情中更是弔詭，人

若要為別人的健康着想，便要保持社交距離。但那些染疫

被隔離治療的人，卻最需要被人緊密照顧，諷刺的是，照顧

者又要穿保護衣與病者隔離才能服侍病者。疫情下的敬拜

生活也迫使我們思考媒體化與實體之間的關係，思考在這

情況下彼此代禱的新意義。5 

對於以上的困難，托馬斯將他的答案放在基督論裏。有

一段文字是值得我們較完整引述的： 

 

真正的神蹟是，在基督裏，上帝轉向了人類實際的身體

需要。那神蹟就是那進入肉體之途—它是不潔的、並且容

易遭受痛苦的。有三個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這是施行慈愛的真實熱忱。耶穌只因拉撒路死於疾病而

哭泣，人類的需要透過疾病被顯現出來，並觸動了上帝。 

醫治記載中的愛是如此寬厚，以致不必須要求信心。在

這種激進的委身中，信心和教會的規限被越過了。 

耶穌在安息日—具體言是在上帝自己安息的那天的

醫治工作，表明上帝有創造性的不休止，將事物推向新創造

                                                             
 4. 同上，頁 4。 
 5. 同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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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發展。上帝不會休息，但會醫治。他在有限的世界範

圍內創造了新的事物。 

從很早以前，初代基督徒的盼望是依賴於復活清晨的空

墳⋯⋯空墳說明生存的身體性並沒有被奪走，而是完全被併

入在復活與更新事件中⋯⋯被釘十架者的復活也是上帝對種

種加害狀況及公義缺失的抗議。6 
 

換言之，透過基督，人類可以看到上帝無條件的慈愛、

不止息的更新，和肉體得贖的盼望。基督論能讓托馬斯找

回前面種種困惑的對應出路，並進而指向教會如何在疫病

艱難的窄路上前進。 

托馬斯認為，基督的醫治行動令教會也要成為一個醫

治及盼望的群體，關心社區中的病者，也在禱告中祈求聖

靈與病者及健康的人同在。教會更要在疫病的逆境下勇敢

地承認她也在等待盼望中，而沒有自己能實現的解決方

法。7他更指出，疫情顯示出所有群體都是有限的群體，真

正的團結互助是有限的，人類群體也不能承擔無限的道德

責任，真正被承擔的道德責任總是有限而具體的。8但教會

在基督事件的更新下，她雖然是一個有限的群體，但同時

間卻參與在上帝那超越的醫治行動中。因此教會要盡力與

眾人致力醫治和抵抗黑暗，但在好像未能好轉的劣境下持

守盼望。9 

除了托馬斯的論文，二二年五月有兩本由著名學

者撰寫，關於基督教如何回應疫病的著作出版，分別是布

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撰寫的《病毒乃信仰的召喚：

                                                             
 6. 同上，頁 6。 
 7. 同上，頁 6-7。 
 8. 同上，頁 9。 
 9. 同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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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迷失、哀傷及不確定時的聖經反省》（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Biblical Reflections in a Time of Loss, Grief, and 

Uncertainty），10及賴特（N. T. Wright）的《上帝與疫病：

一個關於冠狀病毒及其後果的基督徒反思》（God and the 

Pandemic: A Christian Reflection on the Coronavirus and its 

Aftermath）。11這兩本著作不同於托馬斯採取的系統神學架

構，而取聖經研究路向展開討論。 

布魯格曼提出在《舊約聖經》中三種對疫病災害的解釋

路向：一、立約交易模式（the transactional mode of covenant），

即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的模式；12二、上主有目的的行

使大能（YHWH’s Purposeful enactment of force），即上帝透

過施行他的大能大力（疫病）來教導人；13三、上主在自由中

行出他的神聖（YHWH’s Holiness enacted in freedom），即

疫病只關乎上帝的聖潔。上帝在其中可以毫無理由、無解

釋或無責任地自由施為，疫病似乎根本沒有任何目的。14他

認為第三種詮釋能使今天的人從科學萬能的心態驚醒過

來。因為上帝知識的奧秘，永遠比人類的科學發現更深奧，

使人不能妄稱自己為造物奧秘的宰制者，人應當在上帝的

至聖面前停下來肅敬靜默。15而第一種則叫我們反省我們的

政策和行為招惹憤怒，第二種使我們發現上帝用自己的力

量拆去我們的「高台」和依恃。16簡而言之，他要求我們從

                                                             
 10. Walter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Biblical Reflections in a Time of Loss, 

Grief, and Uncertainty (Kindle Version; Eugene: Cascade, 2020). 
 11. N. T. Wright, God and the Pandemic: A Christian Reflection on the Coronavirus and its 

Aftermath (Kindle Version; London: SPCK, 2020). 
 12.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143 of 1517. 
 13.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206 of 1517. 
 14.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320 of 1517. 
 15.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407, 484 of 1517. 
 16.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477 of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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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義論式（theodicy）的苦難問題，轉向以苦難來質問我們

的實存處境。 

布魯格曼在談禱告時，也有這種顛覆的思想在內。他認

為疫病中的祈禱並沒有改變乾坤的魔法，而重點是透過禱

告，我們能重新肯定與上帝的關係，將災難重置在另一個

處境（recontextualize）來理解，從上帝的應許和信實中找

到力量。17最後，布魯格曼提出，我們應以痛苦呻吟（groan）

來對應疫情。這說法也是將疫情的挑戰顛覆過去。他認為

聖經的教導中，呻吟不是宿命論，而是為現實苦難及被邊

緣者發聲，令他們不再被人忽略。更重要的是，這種呻吟能

戳破科學主義及進步主義的盲目樂觀。他更相信，呻吟令

我們注意到我們的缺失，令我們有更好的想象空間，迎來

新的生活。18 

賴特的書則不似布魯格曼的那般有野心，賴特表明，他

的書並不是要提供解決方法，反而是要提醒人抗拒條件反

射式的答案。他提議我們在提供答案前，我們需要向上帝

哀訴（lament），才能讓我們有新的亮光面對問題。19他認

為哀愁其實是愛的表現，一個不能哀訴的人其實是對人漠

不關心，毫無憐愛。20他建議，教會應從《新約聖經》門徒

遇見復活救主的經文，來學習在疫病中經歷眼淚、不安全和

疑惑，最後可尋着基督的同在，由哀訴變為新的行動。21他

要求基督徒： 

 

                                                             
 17.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894-905 of 1517. 
 18. Brueggemann, Virus as a Summons to Faith, loc. 1402 of 1517. 
 19. Wright, God and the Pandemic, loc. 63-68 of 1067. 
 20. Wright, God and the Pandemic, loc. 755 of 1067. 
 21. Wright, God and the Pandemic, loc. 845, 899 of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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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跟隨耶穌的人面對自己的疑惑，及通過眼淚和鎖閉的

門來面對世界後，他們便被呼召成為產生上帝國度的記號的

人（sign-producers）。我們將建立路標（signposts）—行

動、記號，而不僅僅是言詞—像耶穌的神蹟（signs）一樣

說出新造物：為病人治病，為飢餓者提供食物等。22 

 

若我們細想，賴特雖然說不給予答案，但其實他與托馬

斯及布魯格曼採取相仿的進路，認定疫病的苦難經驗，能

連上上帝的信實和更新，令苦難能被轉化。 

以上三位都屬於歐美更正教神學傳統。我們可注意到

他們的共通點是呈現着基督宗教在西方由主流社會位置而

被邊緣化的窘境。他們的主要對手，不約而同都是那個不

信的現代社會及科學主義，而不是疫病。他們都表示基督

教在疫病下的疑問，比擁有的答案更多。他們都指向以開

放式的盼望，來保持教會在疫情新時代下的服侍活力。 

歐美以外的基督宗教回應，我們可從愛丁堡大學剛出

版的《世界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期

刊第二十六卷第 3 期看到一些端倪。從他們的文章中，我

們會見到，不同的信仰場景塑造着不同的基督教疫病神學。

莫亞（Adam Mohr）以一百年前的全球流感疫病，介紹非洲

教會提倡禱告治病，並反對應用醫療科技來應對疫病的歷

史。他更指出這種做法，其實是源於美國費城（Philadelphia）

的反醫藥運動。23比安那．王（Briana Wong）則指出柬埔寨

教會在疫情中的數碼化安排，令本地的信徒與在美國的海

外柬橋教會發生連繫，舉行禮拜活動，並突破在本土家鄉

                                                             
 22. Wright, God and the Pandemic, loc. 904 of 1067. 
 23. Adam Mohr, “Faith Tabernacle Congregation,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and Classical 

Pentecostalism in Colonial West Africa”,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 (2020), pp. 21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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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佛教傳統與基督教活動所產生的張力。24以上兩篇文

章，雖然一篇是歷史研究，一篇是個案研究，但都顯示出非

西方本土基督教在疫病如何與外來基督教群體互動，並以

此來成為突破本土限制的力量。 

沈道偉（Joshua Dao Wei Sim）批評新加坡教會在疫病

中並沒有自身的應對思考，而只是以緊跟政府來顯示自己

乃盡社會責任的群體。25亞布那羅沙（Rhoderick John Suarez 

Abellanosa）的文章研究菲律賓天主教會，如何在貧窮的狀

態下，一方面以數碼技術，另一方面則以創意的做法，來應

對政府的禁止聚集及社交距離命令。26這兩篇文章都顯示

出，亞洲教會在疫病下處於政教關係中的弱勢一方，如何

在夾縫中生存既需要勇氣，也要求創意。 

該期最後一篇文章，曹榮錦（Alexander Chow）及庫爾

伯格（Jonas Kurlberg）探討亞洲及歐洲教會在疫情中，建

立數碼化聖餐禮儀的神學討論。他們指出，反對者認為數

碼化是「非教會化」，甚至「非基督教化」的舉動；但支持

者則以聖靈論及教會使命來解說他們創新的舉動。只是，

最耐人尋味的是，新科技應用下的教會活動，大多人數增

長，令人驚覺疫病並不必然令人質疑信仰，反而使信仰被

復興過來。27 

若將《世界基督教研究》的論文與先前介紹的西方著述

對比，我們可看到處境如何塑造神學。這幾篇論文的思考
                                                             
 24. Briana Wong, “Longing for Hom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ambodian Evangelical Life”,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 (2020), pp. 281-297. 
 25. Joshua Dao Wei Sim, “Compliant Singaporean Christians? State-Centred Christian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a Single-Party Dominant State”,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 (2020), pp. 
239-260. 

 26. Rhoderick John Suarez Abellanosa, “The Church as a Sacrament in a Time of Pandemic: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 (2020), pp. 261-280. 

 27. Alexander Chow and Jonas Kurlberg, “Two or Three Gathered Online: Asian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COVID-19 and the Digital Church”,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 (2020), pp. 
29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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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是思考神學和聖經在疫情下的後基督教社會的危

機，而是疫情下神學與政教、本土及西方、經濟和科技的互

動。它們不一定形成一個森嚴的神學體系，但卻顯示神學

的關懷、任務和成果，往往與處境狀況密不可分。進一步

言，我們可說托馬斯、布魯格曼及賴特都嘗試建構一個疫

病神學系統言說，讓基督徒較全面地思考疫病。《世界基督

教研究》的論文則是由具體信仰實踐（如政教、聖餐及崇拜

安排）切入，而不提供整套的神學言說。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開始轉向思考漢語神學景觀

下的疫病與信仰。 

 

二、從漢語神學的角度思考冠狀疫病 
既然處境如此重要，那麼漢語神學的基本處境又會是

甚麼？劉小楓認為：「現代語境中的漢語神學便面臨着這

樣的基本問題：如何在現代中國的民族政治意識與所謂基

督教強權國家的生存緊張之中走近基督教精神。」28換言之，

漢語神學的基本處境是，它必須解決民族政治意識的挑戰，

以及西方作為強權他者的問題。劉小楓這種對漢語神學的

斷言，當然會令人懷疑是否適合應用至疫病的神學反省，

因為它似乎將一切神學反省，配置在意識形態的互動和較

量之下。 

但若我們留意托馬斯及布魯格曼也在疫病的反省中，

提出神學與西方的社會及意識形態的張力與互動，則漢語

神學的疫病思考被設置在意識形態的場域，並不為過。更

進而言之，它甚至是漢語神學的疫病思考必須處理的問題。

劉小楓曾尖刻指出：「基督教世界觀從未對漢語世界的生

                                                             
 28. 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督敎文化硏究所，2000），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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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總體有過發言權。」29如此，任何漢語神學的疫病思考若

不想淪為教會內部在面對人類危機時的喃喃自語，而企圖

尋求神學在公共領域中的位置，它便無可避免地需要與意

識形態交鋒，批判它的疫病論述，以及為基督教可提供的

神學資源作辯護。在這樣的情景下，疫病要求漢語神學人

反省的，並不是疫病本身造成的災害，而是災害後面的社

會政治哲學，他無可避免地須注重政治神學及其帶來的社

會倫理意涵。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漢語神學亦因為處於民族政治意

識與西方強權的夾擊底下，它的神學必然會具有雙重批判

的性格—同時批判西方及民族意識形態的特點和限制。

漢語神學在這過程中，其中一種策略是將民族政治意識背

後的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暴露出來。這種神學操作一方面澄

清長期以來，非基督徒知識分子指基督教乃西方強權工具

的控訴；另一方面指出非基督徒知識分子未察覺他們自己，

才是早已將民族政治意識與西方強權的意識形態結合的推

手。 

在這期的論文中，暨南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李泉的

〈危機中的責任倫理與行動—再思巴特政治神學〉是這

種特性的漢語神學思考。他從巴特的倫理神學切入，指出

在疫病大流行的危機下，基督教倫理必須讓教會在極端個

人主義及極權主義之間，保持清醒，成為聆聽和遵行聖言

的責任倫理群體。他相信，唯有這種將對上帝忠誠放置於

首位的責任倫理，才能使教會的禱告、佈道、宣講和見證，

成為疫病下教會貢獻人類共同生活的美德實踐。 

我們值得注意，這篇文章皆與沈道偉論述的新加坡經

驗截然不同。新加坡同是一個華人主導的社會，思想及意

                                                             
 29. 同上，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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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華洋雜處，但教會卻沒有展現漢語神學的雙重批判

性格，而甘心成為緊跟政府的「模範生」，其中的神學肌理，

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但漢語神學的疫病論述若要從民族意識及西方強權的

夾擊中突圍而出，它不能只停留在總體意識形態的交鋒層

面。因為我們若只是以基督教神學與現代思潮對質，可能

最後陷入托馬斯及布魯格曼所承認的困境和神學危機。相

反，漢語神學作為漢語基督徒群體的獨特體驗，我們自身

的生存和信仰經驗，應會在中西文化互動下，再產生新的、

獨特的資源來回應疫情的危機。劉小楓也曾有類似的提醒，

建議漢語神學應留意自身的生存釋義，從而使自己能確切

回應漢語語境的挑戰： 

 

我仍然要選擇在體釋義式的基督神學，拒絕大理式基督

神學。大理式的民族性思想都是異教的桂冠……生存釋義性

的漢語基督神學的意向呈現突破民族性思想語文系統，把積

聚在其中的原初生存經驗從民族性大理中剝離出來，以表達

基督信仰的新體驗結構。30 

 

在本期黃路蘋及趙盼的文章，都是漢語神學的生存釋

義式思考。四川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黃路蘋的〈苦難與病

疾—生存危機視閾下的神義論思考〉思考西方諸種神義

論的特點後，指出整體的理構化思維難以真正承載人類真

實的苦難經驗。她進而從史鐵生及楊牧谷的苦難敘事中，

發現漢語神學可從敘事經驗中，將疫病的苦難放置在與上

帝的「我－你」關係下，讓生動的信仰經歷，成為承載生命

悲苦的力量。她的提議，比布魯格曼提倡的呻吟及賴特提

                                                             
 30. 同上，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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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的哀訴，來得更貼近生活真實。因為，苦難的確不只哀慟

的那刻，而是生命經歷的過程。唯有敘事，才能讓我們貼近

真正的苦難經驗，也讓我們被神聖逮着相遇，得蒙醫治。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特聘副研究員趙盼的〈民國時期基

督教見證中的神蹟性醫治現象研究〉，則是從歷史論述為

漢語神學，開啟超脫現代意識形態框架之門。神蹟醫治對

大多人來說，都是迷信及窮困而來的民間宗教經驗。但趙

盼的研究顯示，有知識及經濟基礎的人也會尋求神蹟醫治。

這種信仰實踐正正顯示科技及物質的無能，並且疾病作為

一種災害，弔詭地成為基督徒改進自身道德的資源。更有

趣的是，神醫實踐也將中國本土宗教和西方基督教思潮，

有機地連接起來。若我們與先前提及莫亞的非洲祈禱醫治

相比較，便可發現民國時期的基督教會與普世教會的經驗

互通的地方，並提醒漢語神學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範圍，要

比我們一貫注意的民族意識域場，更寬更廣。 

如此，在本期所呈現的漢語神學的疫情反思，不單針對

疫病為人類帶來的痛苦，更進而涉及建設漢語神學的不同

層面，讓它成為在漢語語境有生命力的公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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