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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論政—《酒神的抗爭》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 
 

 不多看論政的書，看這本書完全是被「哲學出路」所吸引，作者黃國鉅乃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副教授，畢業於著名的德國杜賓根大學，書名是取自古希臘神話眾神為權力鬥爭群魔亂舞的故事。 

 既然是從哲學入手，作者就先從一系列的定義開始：香港為什麼絕望？因為香港已死—在制度

層面、文化層面、群族層面皆已面目全非，傳統「核心價值」快被蠶食至蕩然無存。不過作者鼓勵

香港人不要因希望失落而絕望，這是最沒建設性的，也不應為保護自己不再受傷害而絕望，更不要

徹底絕望，走入永不能翻身的境地。作者特別指出要與怪物搏鬥，自己卻不要成為怪物。 
  

那麼哲學在政治中可以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哲學的功用是化繁為簡，把森羅萬象、難於掌握的

世界，化成容易令人明白的理論，但卻要小心走向另一個極端，為化繁為簡而排斥其他觀念，否則

就會成為極權主義，我們必須容許價值、感情、道德思考多元並存。 

 極權主義不但限制自由，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的破壞。極權不同於獨裁，獨裁是把權力集中在少數

人手中，而極權是一切事物都在國家手中，沒有事物可跟國家作對，它相信某種最高價值，而否定

其他的價值觀，最終變成一種虛無主義，因為始終沒法達成所信奉的那種最高價值，只有永無窮盡

的權力鬥爭，甚至就如古希臘神話眾神權鬥中，把可能會威脅自己的兒女都吃掉，這就是現實社會

中年青的一代，遭極權的抑壓。  
 要面對極權主義的邪惡，就要明白幾類的邪惡：平庸的人在極權系統下可作出驚人的暴行，是為

「邪惡的平庸」，最可怕的是這些平庸者並不會因自己的暴行而良心受責。這些施虐者另一樣邪惡

就是麻木，只會聽命令沒有同理心，因為同情心等一類情緒，在極權下會被視為軟弱。官方宣傳的

意識，當進入平庸者的耳中，往往把理性扭曲，甚至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私行為也打下去，

連自我也沒有了，只有極權的系統。  
 那麼要怎麼才邪不能勝正？這裡指的是價值觀的取代，就如前述一個有道德的社會，需要讓不

同的價值同時存在，這些價值可以是愛、家庭、教育、朋友、知識、正義、平等，道德實踐建立在

民間社會不同的群體。那麼民間社會還是國家為重呢？中國人說：沒有國，哪有家，就是極權的表

現，原則是國家只是工具，人民的幸福才是目的，國家若不能使人民得幸福，那就不要也罷，別以

為國家強大，人民就可得幸福，國家強大如果是要犧牲人民個體，例如：家庭、愛，那麼強大只會

帶來個體死亡。  
 極權社會最大的幫兇是犬儒主義，就是那些「人權不可以當飯吃」、「民主不是萬能」等矇騙言

論，他們以懷疑眼光來看所有人的動機，香港人獨特的犬儒主義乃出自傳統崇拜所謂權威、百多年

來受非政治化、實效主義所薰陶和對近代政治局勢失望而來，於是以責怪攪事者—其實是受害者來

掩飾自己懦弱，自己強迫自己服從強權，還指責人有甚麼資格批評別人。  
 當然還有不少無知者，卻自以為看透世事，在電視新聞節目前「食花生」，說到尾都是想回到過

去的「非政治化」年代，專心於發展—賺錢的機會上，要克服這些犬儒主義，就要對社會政治認知，

然後發出義憤填膺的批判，也不要忘記一些社會的小眾如藝術家、小數族裔、甚至是嘻皮、龐克族，

極權會利用重整道德，來控制社會，這些小眾就成為被打壓的戰線，而他們卻是聚眾結集的力量，

而作者就特別推崇藝術的力量。  
 全書沒有長篇大論，但卻引人思考，不論你對政局看法如何，激情以外，坐下來看一下哲學論述，

也是亂世中的清泉吧。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28 篇 6-7 節 (舊約 782 頁) ........................... 眾  立 

啓：6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 

應：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我心中歡樂，我要用詩歌稱謝他。 

3. 讚美 ................................聖靈澆灌 (普天頌讚 300 首) ............................. 眾  立 

1 喜樂歡欣年復一年，蒙福良辰今又再現， 

耶穌恩主聖潔的靈注傾澆灌教會眾民。 

2 巨大震響，天來異象，發出響聲彷如風浪， 

 聖眾禱告和應共融，顯彰上主臨在此中。 

3 聖靈臨格通遍萬邦，如舌震動火焰光芒； 

 舌，讓天下聽祂呼召；火，讓主愛心壇燃燒。 

4 上主奇妙偉大作為，各方廣宣，不斷傳遞； 

 得知先見話語應驗，蒙神賜恩，依主意念。    (間奏) 

5 信眾虔禱冉冉上升，萬恩上主必定垂聽； 

 基督，懇把靈恩澆灌，常在眾身福蔭不斷。阿們。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聖靈作工 (普天頌讚 310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6 篇 (舊約 768 頁) ................................ 眾  坐 

           哥林多後書 4 章 13-18 節 (新約 274 頁) 

7. 獻詩 .......................... 看，衪駕雲降臨 (恩頌聖歌 202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6 章 36-42 節 (新約 98 頁) ....................... 眾  坐 

10.信息 ............................................. 慈愛與公義 ........................................... 眾  坐 

11.回應 ...................... 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青年新歌 4 首) ................... 眾  立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破損佩劍與矛槍。** 

默想：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已將犠牲的愛顯。  **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要使眾世人， 

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臣服主的真理中。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2.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計劃本周為尼希米記 9 至 13 章、以斯 

  帖記 1-2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 

  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7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4) 已報名參加 7 月 15 日至 20 日暑期聖經班之兒童，請於 7 月 15 日上午

8:45 準時到達教會出席課堂。（煩請各兒童必須穿著運動服飾、自備飲用

水一枝及餐具）。 

5) 暑期聖經班家長講座於 7 月 20 日(上午 9:00-10:00)舉行，講題：張力關係

中的「操控」與「放手」，邀請韓桂芬姑娘主講(中國基督教播道總會 ─ 

基督教教育總主任)，歡迎各位家長出席參加，可留意海報有關詳情。 

6) 藍田堂將舉辦「急救證書課程」，日期：27/7、3/8、10/8、17/8，上午

9:00 至 5:30。課程時數為三十小時，考試日期及時間：31/8-14:00-

17:00。課程除介紹急救原則外，學員可認識及練習急救處理方法，包

括心肺復甦法、不省人事、出血、休克、骨折及燒傷的處理等。完成

課程後，學員會被安排由聖約翰救傷隊進行考試。經考試及格後，可

獲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急救證書，有效期為 3 年。歡迎年

滿 13 歲弟兄姊妹參加，費用 420 元。請聯絡 Kammy 報名，只餘少量

名額，7 月 14 日截止報名。 

7) 歡迎楊婉芳姊妹(行政主任)於 7 月 1 日到職。 

8) 傳道人陳麗樟姑娘於 7 月 3 日至 5 日放假。 

9) 傳道人江慕慈姑娘於 7 月 3 日至 7 日放假。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O praise the Lord with one consent ........................ 眾  坐 

 

 

 

 

 

 

 

 

默禱、散會



 

 

 
 

 
 

 

 

 

 

 

 

 

講道應用： 
 
評論，在日常生活不可避免，有甚麼因素阻礙自己作出「公平公正」的評論？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林逸孜弟兄 林逸孜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連卓欣弟兄 柯綽瑤姊妹 張金生弟兄 周鈺貽姊妹 林湛基弟兄 周鈺貽姊妹 繆迺頌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張潔綾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區惠娟姊妹 鄭　琦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顧建德弟兄 張滿嬌姊妹 李麗梅姊妹 文玉玲姊妹 譚富霖弟兄 鮑慧賢姊妹 周家揚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黃翠屏姊妹 林景輝弟兄 古海劍弟兄 劉柏堅弟兄 王炳生弟兄 呂幹雄弟兄 鄧民亮弟兄 曾詠琪姊妹

影音: 陳貽添執事 夏振傑弟兄 陳國榮弟兄 陳希婷姊妹 曾偉珩弟兄 周　溢弟兄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禮標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明麗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曾樂兒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譚恩翹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葉栢揚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綠）(7月7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三主日（綠）(6月30日) 

本月累積奉獻: $504,279  (包括發展及購堂: $56,915) 上週奉獻總數: $89,138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吳玉萍姊妹、何偉霆弟兄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