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門

第十七課…

單元四：宣教與文化

世界觀（二）羞辱與榮耀

要講到三種很重要的世界觀，
會影響聽者對我們所傳信息的靈敏度–
會影響聽者對我們所傳信息的靈敏度
能不能接受、所傳的福音是不是有用、
是不是跟他們有關係、
是不是真的是好消息？
這三種世界觀的由來，有人叫做「伊甸效應」。
1954 年美國聖經公會顧問 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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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到宗教所帶來「罪」的感覺、影響時，
應當要想到三件事 三種罪的彰顯：
應當要想到三件事–三種罪的彰顯：
1. 罪咎感，良心不安、做了不該做的事
2 羞辱感，丟面子、沒面子的感覺
2.
羞辱感 丟面子 沒面子的感覺
3. 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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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一位在中東宣教的宣教士，發現用西方講的福音信息：

「上帝愛你、為你有一個奇妙的計劃，
人因為有罪跟上帝隔絕，罪的代價是要受刑罰的，
罪的刑罰我們擔負不起，耶穌基督愛我們，
就到世上來替我們的罪受刑罰。
法的概念
最後我們需要接受他做我們的救主，
我們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並且得到永生。」
當宣教士去到中東、中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時，
發現很多時候這樣的概念，對聽的人並不是福音，
他們開始反省為什麼這樣？
所以寫了《Honor and Shame 榮耀與羞辱》
書裡就提到「伊甸效應」創三 當人犯罪墮落的時候，心裡真的產生出
這三種的反應：罪咎感、羞辱感、恐懼。

當亞當、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他們不可吃的禁果，
 第一個反應–上帝園中行走在呼喚亞當，
第 個反應 上帝園中行走在呼喚亞當
亞當回答：「我們赤身露體、聽到你的聲音很害怕！
就藏起來了。」這個「藏」就是羞恥感，
「
一個人受到羞辱、覺得羞恥，想要隱藏、遮蓋
 另外，當神人當中失去信任，
他的情緒裡就產生了恐懼–不知道外面那些世界
會不會有人、有什麼靈會傷害他，所以就產生恐懼
 上帝問他：「你是不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東西？」
原來上帝造他們，他們的身上是有榮光的，
可是這時候他們卻開始覺得羞恥

創三

罪進入人的世界，造成罪咎感、羞辱感、恐懼感，
Roland Muller 把這三種現象叫做「伊甸效應」，
把這三種現象叫做 伊甸效應」

以後文化的發展，都是為了解決這三種問題。

當福音往歐洲傳了以後，加上很長一段基督教的文明，
就用羅馬法來約束人外在的行為
就用羅馬法來約束人外在的行為–不管王公貴人、
管
貴
平民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西方文化就產生一種「法治」的文化，
「
把人的規範用法訂的很清楚，違反了法律就要受刑罰
 反映在做生意、教育、教養小孩，都是這樣的方式
在這樣的世界觀裡，上帝就好像是一個
頒佈律法的、同時也是審判官。

這孩子一次、兩次以後，就學到這個規則了，
 因為爸爸、媽媽訂下這個規則，是不會改的，
為爸爸
訂 這
是 會
違犯了這個規則就要去承擔後果
 所以他們管教小孩很少會大吼大叫，
就是讓小孩知道那個規定、以後要遵守
整個社會就內化成為他們一種內在的行事準則，
不管有人看或是沒人看，他們就照著那個準則。
人難免都會犯錯，但因為塑造的概念
「做錯事就要受刑罰」，
所以當傳福音的時候用「法」的觀念–
 我們做錯事、犯罪要受刑罰
我
事
罪
罰
 但是罪的代價是死、罪的工價乃是死，
承擔不起 所 需要耶穌來代贖
人承擔不起，所以需要耶穌來代贖
這就非常的合理，他們一聽就會有反應。

比方孩子很小時，就告訴他「吃飯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我就看過美國父母管教小孩，小孩拿很多，
問
」
我 餓 」
媽媽問「你吃的完嗎？」小孩說「吃的完、我很餓、」
開始吃以後，發現眼睛吃的完、肚子吃不完，
媽媽也不生氣 說 現在是晚上 點
媽媽也不生氣，說：現在是晚上七點，
你繼續吃、吃完才可以下桌…

但是去到東方的世界，卻沒有這種文化的土壤。
比方說在中國 說到罪的時候列舉
比方說在中國，說到罪的時候列舉了一些罪，
些罪
一般人可能會反應：我又不殺人、不放火…，
雖然不是最好的人，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他們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2012 中國出了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山東人，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獎晚宴時，發表演講：
我小時候唸書唸的不多，有一次跟媽媽
去菜市場賣菜，媽媽有事離開叫我看攤子，
把所有賣的東西一斤多少錢、都交待的很清楚。
一位老先生來買菜，莫言有意無意多算了老先生一毛錢，
來買菜 莫 有
多算
錢
後來不曉得怎麼有人就告訴他的母親，
媽媽 道這件事情 也沒有說這樣做是錯的
媽媽知道這件事情、也沒有說這樣做是錯的，
只說了一句話：「兒阿，你今天讓你娘丟臉了！」

「丟臉」這個字在中國是非常常用的，
有很多跟「臉 光榮 有關的
有很多跟「臉、光榮」有關的，
人會丟臉、沒面子，
我們會說–看在我的面子上、怎麼樣…
 如果有一個中國人、或是華人在世界上
得了諾貝爾獎、或是得了很優秀的表現，
全部的中國人都會與有榮焉


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的觀光客去巴黎的羅浮宮
有不恰當的行為、不文明的表現，
泰國有中國的觀光團竟然容許
小女生在王宮面前蹲下來尿尿，
在
前蹲 來
泰國報紙就對這種行為非常的不恥，
中國的網民也說
中國的網民也說：
丟臉丟到羅浮宮、丟臉丟到曼谷去了！

不只是中國人有這種感覺，
在波士頓前幾年發生 個爆炸案
在波士頓前幾年發生一個爆炸案，
放炸彈的人是一個車臣共和國的年輕人，
在那放炸彈炸死很多人。
 對西方人來講就是把他繩之以法、抓起來就是了
 當新聞記者訪問兇手的叔叔時，
叔叔說：「我這個侄子使我們車臣的人都丟臉了，
不但丟我們家族的臉、還丟全部車臣所有人的臉，
我們現在怎麼在這裡立足！」
在這種「羞辱與榮耀」的文化裡，一個人的行為
 不只是你一個人、會關係整個族群
不
會關
群
 在看對、錯的時候，不是用法的標準，
是看這樣的行為是給我所屬的團體
帶來光榮、或是帶來羞辱

這樣的文化其實更接近聖經古代舊約、近東巴勒斯坦、
地中海沿岸的文化 非常看重榮耀與羞辱的
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非常看重榮耀與羞辱的，
聖經多次上帝說：「我把我的名字給以色列人，
可是你使我的名在萬國當中成為笑談、譏刺、
成為別人褻瀆的對象。」上帝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聲。
 他派耶穌來，是從來沒有羞辱過他父親的神的兒子，
神將他升為至高、賜他最大的尊榮，超過萬民之上的名
 我們因著耶穌基督的原故，罪咎、羞辱被除去，
所以可以不在這世上去尋找榮譽、面子，反倒在
上帝那裡尋找面子、在他的身上尋求永遠的榮耀
林後四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信了主的人也很看重榮譽 不要羞辱主名
信了主的人也很看重榮譽、不要羞辱主名，
藉著我們行為、所做、所說，希望我們的父可以得榮耀！

所以當在傳福音時，如果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可能講「罪」、或耶穌在替我們的罪受刑罰，
講「罪
或
在替我
罪受 罰
可是聽的人沒有很大的感覺。
特別在封建時代的中國，法律常常改，是按照
統治者的喜好會更改的，所以叫「王法」，
改朝換代以後又產生另外一種法律。
所以法律在中國、在東方
很少建立像西方這麼高的權威，
社會上通常以「關係」來決定我要怎麼樣行事為人，
在菲律賓他們也這樣說：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本事好不好、知道什麼不是很重要，
你認識誰、誰認識你，這在社會更加重要。
這種文化我們稱為「羞辱與榮耀」的文化。

舊約、新約統計，榮耀、羞辱這類的用詞，
差不多是法律 審判 定罪 稱義這種詞彙的三倍
差不多是法律、審判、定罪、稱義這種詞彙的三倍，
可是這方面的神學比較沒有建立，
是現在很多宣教學者努力在探討的主題。
聖經當中多次提到「凡信靠主的必不至羞愧」
 耶穌在開始傳道時就引用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可以說是耶穌基督的就職演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差遣我
報告好消息、傳福音給謙卑人、醫好傷心人…
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相當程度說明了耶穌來的 作
相當程度說明了耶穌來的工作
是要拯救人類從羞辱的狀態能夠得到榮耀。
他對長大麻瘋的伸手去觸摸他們 潔淨了 後 他說
他對長大麻瘋的伸手去觸摸他們，潔淨了以後，他說
你去給祭司查看，查看後就可以回到立約的群體。


浪子回頭的故事，
父親雖然被小兒子給羞辱 小兒子回頭
父親雖然被小兒子給羞辱，小兒子回頭，
之後父親用很多
正面的行為讓整個村子可以重新
把這小兒子接回到這個族群當中。
有中東那邊的人告訴我：
 如果父親不主動出去 拿袍子給浪子穿上、
戒指戴上、鞋子穿在他的腳上等等，
這個小兒子根本就回不了他的家
 村民會拒絕他、家中的長工都會輕視他，
所 這
所以這個小兒子基本上是回不了家的
基
不 家
但是因著耶穌、因著這個父親主動的接納，
恢復了這個兒子的尊榮
恢復了這個兒子的尊榮，
其他人就沒有話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