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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早前閱畢了一本書籍名為《現代性的後果》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給我有很多的

啟發，願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書給我較深印象的

內容，還有一些我個人的反思。盼望彼此勉勵。

給我最深的印象
本書主要論述「現代」帶來的後果，作者從幾

方面的角度探討它的影響，包括資本主義及工業主

義、監督及軍事力量；1 作者形容「現代」就像猛

獸一樣，人類需要控制它或導引它，以減少其風險，

卻使用它成為現代人的好處。2 

作者提出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社會獨特之處，

因著競爭而刺激各自的技術創新；它深深影響著經

濟和政治，因為國家需要 / 依賴著資本的累積，但

國家卻不能控制資本的累積。3 工業主義方面的影

響，包括工作場所、交通工具、通訊及家庭生活。4 

監督方面，包括對政治、對人的管轄 ( 監獄、學校

等 )、對信息控制等。5 還有是軍事力量，此乃「前

現代」文明的主要特徵，而軍事力量亦與工業發展

息息相關，甚至可能會有危害全球的核戰時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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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反思：

後現代 -> 宣教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 

Mission)

作者指出「現代」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全

球化」：世界各國的關係緊密起來，使相距遙遠發

生的事情，都能瞬息間知道；「全球化」的發展，

可能會減低國家民族之間的感情，亦可能會增強地

方民族主義的情緒，皆因自治地區文化認同的壓力

增加 ( 即一方的民族強勢於另一方，弱的一方被迫

就範於強的一方 )。7 作者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

為「全球化」的第一個向度，民族國家體系是第二

個向度，世界軍事秩序為第三個向度，工業發展 /

國際勞動的分工為第四個向度。8 

作者於本書後半部探討「信任」如何維繫「全

球化」的關連，亦同時提出了安全、風險及危險的

問題；在「全球化」之下，與陌生人或非熟悉的人

之相處，乃是信任、周旋及權力的交織過程；一般

人投放信任前，或多或少地經驗到尊重與懷疑、滿

意或擔憂的複雜心情，專業人士較易得到別人的信

任。9 就如孩子對母親的信賴，是建基於對照料者

的依靠，信任的基礎，是相信照料者會返回身邊

的。10

作者指出信任在「前現代」與「現代」起著一

些微妙的變化，「前現代」的信任是建基於血緣恩

司徒寶媚傳道



8

親、地域社區、宗教宇宙及傳統觀念，「現代」的

信任是建基於穩固的社會結構、時空穩定、連繫過

去與現在的模式。作者亦分析到風險的不同性質：

「前現代」的風險來自大自然的災禍、搶奪或戰爭

等人類暴力威脅、失去宗教的保護或受邪惡巫術影

響；風險來自現代性反思的威脅、工業化的人類暴

力等。11 

作者提出在「全球化」之下，人們對抽象體系

的信任亦有所轉變 (te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例如昔日的「旅行」充滿風險，今日有著專業的知

識，現代人可以較少裝備就能夠出發。12 作者扼要

地列出親密 (信任 )關係所需要的轉變，簡列如下：

1. 「外在」與「內在」事物之間的關係。

2. 在抽象體系中尋找身份認同。

3. 透過自己向他人「敞開心懷」建立信任。

4. 個人與不同的關係上互相開放。

5. 自我實現的理想追求，勇於面對全球化的衝擊

而積極適應生活。13 

作者也提出現代人所面對的風險，簡列如下：

1. 核戰爭構成人類生存的威脅。

2. 全球化勞動分工的改變。

3. 人類知識進入物質世界。

4. 投資市場影響人類生活。

5. 「知識鴻溝」不能被宗教知識所確定。

6. 風險平均分佈，共同面對許多風險。

7. 專業知識的限制，沒有任何一種專業系統成為

全能的。14 

本書在最後的部份指出：「現代」就像猛獸一

樣，我們需要駕馭或引導它；以減少它帶來的危險，

卻增加它給予人類的機會。為什麼「現代」的世界

像是失控一般﹖作者認為是「設計錯誤」，把設計

誤用於社會及自然體系中；另外，是「操作錯誤」，

不論設計如何完美，但操作人員會有失誤的。人類

不能掌握歷史，更不能使它成為人類的集體目標，

因此人類仍然很難去控制它。15 雖然如此，作者認

為必須要正視它，並要創造出烏托邦現實主義的模

式，按照馬克思的理想世界，就是推行無產階級，

因為它代表了人類整體利益而無特權的階級觀念；

它必須具有社會學的敏銳，對內在制度轉變保持警

惕；它也必然是富有策略的政治，必須能創造出良

好的社會模式，不受民族國家的限制，也不受現代

任何制度所規範，而它能夠將政治與生活結合一

起。16

反思 --> 宣教
本書對「現代性的後果」討論之範圍甚廣，我

在此就幾方面的論點作一些個人的反思。首先是作

者提及馬克思無產階級的理想世界 ( 烏托邦 )，雖

然馬克思本人沒有提出過「共產主義國家」，但許

多人卻視這樣的政權就是「共產主義國家」；今日

的共產政權已經無法履行到馬克思提倡的無產階級

主義，卻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目前

被廣泛認為屬於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一共有4個，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古巴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

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17 共產黨執政如何﹖

試看祖國為例：有報導指浙江官方擔憂宗教發展「過

快過熱」，以「違法建築」為由，強行拆卸教堂及

十字架。18 此外，亦有拘禁律師 ( 協助教會維護權

益 )、牧師、法輪功信徒等，又對維吾爾族的回教

徒、喇嘛教的僧侶施高壓政策，祖國的人權及宗教

自由再次受到質疑。19 我個人認為真正的烏托邦只

有在基督永恆的國度裡才找到，就是聖經所預言的

新天新地，這要等到主耶穌再次降臨才可以見到。

然而，作者說有信仰人士看事物簡單化：一切歸咎

於神的懲罰。20 這點藉得我們多些反思，信徒在別

人的眼光中是怎樣的人﹖我們有否深化信仰﹖又能

否以信仰的角度反思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情﹖又能

否以信仰的角落去回應社會不公義的事﹖

有關「現代全球化」的優劣議題，誠然，這世

界就像個地球村，不論人口、經濟、資訊等都在全

球中流動及互相影響著對方；作者認為這「現代」

是西方的工程，但這又何妨呢﹖所有事物必然有其

起點，亦會有其終點，問題是我們如何掌握歷史的

進程，善用其優勢，創造良機。於我來說，「全球

化」在某些層面是對傳福音製造契機，特別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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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比起兩百多年前宣教士千山萬水、越洋渡海，

需時半年至一年不等；現在只需一天左右時間，即

可到達目的地，確實輕省多了。還有，教會 / 差會

與宣教士的溝通模式也方便多了，宣教的策略也日

新月異，甚至使用網絡媒體，透過電腦、智能手機、

電子科技產品等，使福音無遠弗屆地傳送。

另一方面，西方的強勢，無疑對弱勢國家造成

許多的壓制；當弱勢的一方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西方國家倒頭來必招致反擊；於 2001 年 9月 11 日，

美國世貿中心被恐怖組織劫持民航飛機撞擊美國世

貿中心，大樓瞬間起火燃燒，不久便崩塌了。21 這

次襲擊共造成 2753 人死亡，雖然有人質疑此乃美國

的陰謀；22 但也反應出西方的強勢如何壓迫弱勢國

家的回響。還有是早前興起的 ISIS，他們攻擊的目

標多是西方國家，延伸至歐洲及亞洲等地區；除了

政治因素外，明顯是國與國、種族與種族、教派與

教派之間的權力衝突。

有關「全球化」產生「世界性的經濟」金融問

題，乃因著人為的貪婪，造成無數禍害，包括強勢

的投資者壟斷市場，壓制小本經營者的生意，甚至

斷絕他人的生存空間。更甚者是 2008 年的金融風暴

/ 海嘯，豈不是把全球經濟帶入低迷﹖當時，香港

亦受到國際金融海嘯問題的困擾，不少市民的資產

價值下跌、商店倒閉、經濟不景、失業率上升。23 

另一方面，作者亦提及「現代」世界中的風險

與危險，其中包括核戰爭之可能，24 幸好時至今

日仍未發生；至於他提及的：由核電站許多的事故

和核廢料引起的輻射化學物質足以摧毀地球的臭氧

層，形成溫室效應，冰雪融化，海洋水位高升，熱

帶雨林生態環境受到破壞。25 此事之嚴重事件，就

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日本宮城縣東面海發生 9 級

地震，緊接引起海嘯，繼而使福島第一核電廠造成

連串損毀、爐心熔解、福射釋放等災害；是 1986 年

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布瑞丹鮑

表示：日本這一次所遭受到的超級災難，遠超過工

程師所預期的風險。26 海水輻射碘，超標 3355 倍；

土地有輻射鈽，車諾比鈽的污染，亦是永遠無法清

除的；隨後，核電廠的輻射物，更飄到蘇格蘭；因

輻射飄海，亦衝擊著海洋生態環境。27 另外，根據

日本警視廳統計，截止 2016 年 3 月 10 日，該地震

共造成 15,894 人死亡，2,561 人失蹤，還有 3.407

人因地震及海嘯後生活困難或壓力過大而死亡。時

至今日，這是世界歷史上最高震級之記錄，28 可見

其影響之大。

結語
雖然後現代帶來的問題複雜繁多，但我們可否

以積極或正面的態度回應這些後果﹖我們能否化危

機為轉機或契機或機會呢﹖我們活在當下，應該要

常常反思神給我們的使命，如何讓人看見神是掌管

一切的主宰﹖縱然我們不一定能改變現實，但我們

可以為主作見證，將人帶到神面前，因為真正的「烏

托邦」，就是天國：是人活在神裡面，神臨在人類

的生命中。讓我們帶著宣教使命活在當下。

(作者為本會教育及拓展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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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記念「北漠」工場，求主帶領本年度的兩次

訪宣 (7 月 16-23 日、8 月 16-23 日 ) 安排、籌

備工作；並特別記念暑期有一位神學生於北漠

工場實習六個禮拜，祈望他有美好的經歷；又

求主加能賜力予當地同工王傳道，能兼顧家庭

與事工的需要。

2. 請記念緬東工場，求主帶領本年度還有的兩次

訪宣 (6 月 8-15 日、9 月 8-15 日 ) 安排、籌備

工作；並特別記念暑期有兩位神學生於緬東工

場實習六個禮拜，祈望她們與當地同工何靈生

牧師的事奉團隊有美好的配搭。

3. 請記念「南島」工場，求主帶領本年度的兩次

訪宣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 ) 安

排、籌備工作；祈望訪宣隊能夠經歷主的恩典，

並成為領蜜宣教士夫婦、當地同工及居民的祝

福！

4. 請記念德國工場，求主賜福宋牧師夫婦的事奉，

並有恩賜學習德國語言及文化。又記念本會候

任宣教士蔡錦圖傳道一家三口，記念他們籌備

前往德國服侍當地的中國學者；又求主為他們

預備足夠的經費，按著主的時間踏上宣教路！

5. 請記念本會支援差派宣教士 Rita 能夠有效地

推動學生參與宣教工作，並請記念她在港的母

親及照顧伯母的新傭工之適應。

6. 請記念本會長遠的發展方向，求主引導及帶領：

求主為浸差會預備足夠經費作長遠之發展，求

主感動眾教會、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奉獻支持浸

差會。

7. 請記念本會辦公室同工，求主加能賜力予眾同

工，又能與眾董事有美好的配搭，同心合意，

拓展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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