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 與 亂 (1) 

 

 2019年在台灣大選前, 台灣人選上了「亂」這

個字來形容今日世界局勢。  事實上, 我們看看

過去一年來發生的大事, 無論是中美貿易戰, 香

港反送中運動及Covid.19肺炎肆虐全球, 真的把

我們整個世界打到「亂七八糟」。 我們所謂「亂」, 

是指我們現有的常規, 無論在政制上, 經濟上, 

醫療上, 國際關係上, 都有被打破了。  或許我

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慣用的常規似乎未能有效地

應付這些突變。  我記得還未發生這塲疫症前, 

我的女兒對我說: 作為一個醫生, 在美國行醫, 

她認為美國現時的醫療體制完全没有能力和預

備面對一個疫症。  她這話不幸而言中, 美國人

以為她是全球醫療體系至先進的國家, 面對這塲

「疫症」, 但其實美國人實在太高估自己的實力

了。 

 

 這種亂局, 並不只限於現今疫症, 仍然嚴峻這

一刻, 我相信始終有一日它還是會終止的, 我覺

得真正的亂局是在疫症之後。 今日的世界秩序

(world order)似乎己經受到極大的衝擊; 在某一

程度上是崩潰了, 就算不是完全崩潰, 也是使我

們醍覺。  現在應該是驚醒的時候了, 我用「治」

這個字來形容更新或更改舊日的世界秩序, 創立

一套更有效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我



這篇文章並不從政治, 經濟或國際關係上去描繪

這個亂與治, 而是從神學上去反省和探討。 聖經, 

特別是創世記一至十一章, 正是討論「亂」與「治」

這個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幾章聖經中找到一

些實際的治亂之方。 

 

(一) 今日一個怎麼樣的世界秩序? 

 

  1989年和 1990年, 柏林圍牆倒塌, 東西德

往來邊界重開, 東歐的共產國家像骨牌般一個一

個倒下來。1991年老大哥蘇聯解體, 不少地區脫

離這個紅色糸統, 紛紛獨立, 成為共和體制的國

家, 鐵幕突然間消失了, 冷戰也告結束; 是來得

這麼快和這麼突然!  而中國呢?  1989 年天安

門事件, 不少西方國家估計中國遲早都會步蘇聯

之後塵, 只要把中國引進以西方為主導的新世界

秩序, 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西方主導的新世界

秩序, 應該是「治」之良方!  究竟這是一個怎麼

樣的世界秩序呢? 

 

 美國著名記者 Thomas L. Friedman 寫了一本

非常有趣的書, 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他強調世

界共同體 globalization 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趨勢,

由於互聯網, 通訊, 高科技發展等等, 把整個地

球也聯在一起, 成為一個地球村, 所以我們在美

國買了一個電腦, 需要技術支援, 便打電話查詢

及求助, 聽電話的人原來是身處印度的技術員工。 



一個蘋果電腦的製造, 是由十多個國家分別製造

不同的零件 , 最後在某一地方滙合而成 , 

Wal-Mart的採購是世界性的, 在全球搜購至便宜

的產品 , 運至美國的中心 , 然後分派出去 , 

Amazon 更是利用高科技, 資訊進行網上採購, 

無論在搜購上及供應上都是全球的。  這世界地

球村把不少落後的國家突然強盛起來。  中國便

是其中一個最好例子, 也成了世界工廠之美譽。  

事實上, 在今次的疫症中, 我才知道美國的藥廠, 

醫療用具製造廠大部份都是建在中國內。所以, 

Friedman 揚言, 凡有麥當奴之國家, 一定不可能

大動干戈, 因為在這個地球村中, 大家的生存是

倚靠大家合作, 若缺乏合作, 這個遊戲一定會結

束！ 

 

 為了要保障這個地球村有規有矩的進行交易, 

一些世界性之法制和機構就不得不要發揮他們

的作用了, 於是聯合國旗下的 WHO, WTO 等等

便應運而生, 聯合國的地位也漸漸提高了! 

 

 然而, 要保障這個世界秩序能順利進行, 硬件

故然重要, 軟件可以說是更重要的, 我所謂「軟

件」就是指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觀」, 如人權

問題, 平等問題, 脫貧問題, 性別/種族歧視問題, 

法治問題, 民主問題, 誠信問題等都是不可缺少

的元素。 在某一程度而言, 這些都是內心道德的

範疇。 我相信以下的一個例子, 正好說明這一點。 



商鞅是春秋時代的改革者, 他當上秦的宰相, 實

施變法, 作為一個法家, 他總覺得一個國家一定

要有規矩和法律, 否則只會亂。然而, 他又體驗

到作為一個執法者, 硬以法律為統治者的工具, 

缺乏人民對管治者之信任, 一切都是徒然的。於

是他出了一個告示, 在市之南門放了一條木, 不

太輕也不太重, 普通人都可以拿著這木而行, 告

示說明若有人可以抬著這木條, 從城南行至城北, 

他將獲得黄金十両以為奬賞。  豈料, 這木條放

了多日, 也無人問津, 原因何在?  人民以為這

一定是執政者「引蛇出洞」, 試探那一個是貪心

的然後加以對付, 這是因為人民不信任政府所致。  

於是商鞅便把黄金增至50両, 仍無人問津, 最後, 

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拿著這條木行到城北, 

商鞅果然履行諾言, 給他五十五両黄金以為奬賞。  

這一招果然奏效, 人民開始信任這個政府, 是一

個有誠信的政府, 而不是騙人, 欺壓人的政府。  

得著這人民的信任, 商鞅的變法就成功了, 最後

秦國強大起來稱霸。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這些普

世價值是治國之道, 這也是西方社會, 特別是精

英們確信的。  克林頓, 奧班馬都是這信念之跟

隨者。 

 

 然而, 有了這些普世價值觀也未必能維繫這

個世界秩序。 「武力」似乎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自

蘇聯解體, 美國一枝獨秀, 當起世界警察的角色, 



在過去25年來, 美國先後派兵伊拉克, 阿富汗和

敍利亞正是以武力來維繫這個世界秩序!  這似

乎是免不了的事實！ 

 

(二) 疫症之後, 何去何從? 

 

  三國演義第一回有云: 「話說天下大勢, 合

久必分, 分久必合。」其中, 早在這疫症未發生

之前, 我們己經看到「合久必分」的端倪。  我

們可以從二方面看這趨勢。 第一是中國的崛起, 

據 2016 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

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 奧

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 

所以在奧巴馬時代, 美國對華的政策是開放, 友

善和夥伴性的。  其實, 不但奧巴馬如是, 克林

頓和布殊也是走這條路線。  在全球一體化的趨

勢下, 不少美國商人都在中國設廠, 利用那兒人

工低, 環保法律較鬆等有利因素, 進行大量貿易, 

以致中國取得「世界工廠」的美譽, 單在 2018

年, 中國製造品佔了整個世界出產的 30%, 價值

達 U.S.$ 4 trillion。  我們就以 Walmart 為例

70-80%的產品是來自中國, 在美國本工製造的

只有 20%, 以下是一些中國製造的產品: 

 

 全世界 80%的冷氣機是中國製造 

 全世界 70%的手機是中國製造 

 全世界 60%的鞋是中國製造 



 大部份我們所服用的藥品都是來自中國 

 ibuprofen 95% 

 hydrocortisone 91% 

 acetaminophen 40-45% 

 penicillin 40% 

 抗生素 80% 

 

  其實, 這只是冰山一角, 自從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 WTO, 中國入口美國的貨物總

值 2001年的 1000倍到 2018年的 5500倍, 同年

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 4190 億元。  難怪中國這

20 年來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僅次於

美國, 而中國的G.O.P在2018年是$13.37 trillion, 

比美國少$7.21 trillion.  估計到 2023年, 彼此相

差會縮減至 5.47 trillion, 不久中國將會超越美

國。 

 

  我們會問: 為什麼中國這十年來有如此高

速的增長?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人言言

殊, 各執一詞, 所以裴敏欣(Minxin Pei)在 2012

年 8月 29日發表一篇名為”你對中國自以為是的

認知 , 都是錯的”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台大經濟系教授

張清溪就有這樣的分柝, 我們可以用八個字來形

容他們成功之道: 「私營政府, 公營企業」。 自

從中國開放後, 一方面在經濟生活上開放, 讓大

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 好叫國際社會接受它是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資本主

義, 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 仍緊握一黨獨裁專制, 

權力是不放的; 這種矛盾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便是這個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 既是「市場經

濟」怎麼張教授又說是「公營企業」呢?  我們

說「市場經濟」是指「没有政府干預下, 買賣透

過市場私下交易」, 這是加入 WTO 必須遵守的

條件, 但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並非如此, 不

少大企業都是直接或間接政府操控, 尤其是習近

平上塲後, 這種「國進民退」的情況就愈來愈明

顯了。  當然一黨專政, 在辦起事來, 順暢得來, 

效率也高, 所以不少人就推出了這套「中國模式」

來代替西方民主模式; 這是對今日的世界秩序

起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第二個威脅這個「世界秩序」的是美國特

朗普上場, 他不是一個律師(以往大部份美國總

統都是律師出身), 是一個商人, 他並不熱衷這

些所謂「普世價值」, 更不想美國扮演一個世界

警察的角色, 他的目標簡而清「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若對美國有利, 他會考慮, 若對美

國無利, 他會不理。 「非法移民」便是一個好好

的例子, 他並不以為「人權」凌駕於「國家利益」

之上, 所以他用強硬手段應付從墨西哥湧入的難

民, 正因如此, 他不像過去的美國總統, 他對中

國的政策也有一個 180度的轉變, 他以為中美貿



易逆差, 是過往總統之愚昧所致, 所以他就積極

推動中美貿易戰; 企圖把美國從劣勢中重整過

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也是最重威脅過

去所持守的「世界秩序」。 

 

  這一次的疫症, 把這些問題完全暴露出來, 

在此形勢, 什麼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呢？  是維

持現今的世界秩序? 是中國模式的秩序? 是特

朗普之務實治國之方? 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課

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 , 我就想到很多年前 A. 

Huxley 寫了一本非常精警的小說“Brave New 

World”,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小說得到一些啟廸。 

話說很多年後, 英國倫敦是一個非常發達, 先進

和太平的國家, 它治國之道有三: 

 

 穩定 Stability 

 社群 Community 

 身份 Identity 

 

為了把這三個治國之道具體地應用在新世界的

政制上, 他們透過科技, 所有人都是從工廠製造

出來, 而非從母胎而出, 既没有生育, 家庭與婚

姻亦無必要了, 一切因家庭與緍姻而帶來的問題

與矛盾也避開了, 既没有婚姻制度, 這個新世界

的人對性的觀念也很開放, 男女關係也只是逢場



作興, 没有任何委身之必要, 因為人是從試管大

量生產, 所以人的智商, 樣貌, 身裁等都可以控

制, 他們的樣貌和智商都是一模一樣的 , 完全

identical; 如此就可以減少因競爭而帶來的衝突, 

而個人主義的觀念也完全抺殺了! 既没有個人, 

只有社群(community), 這個世界就容易管治了。  

然而, 若人人平等, 一樣, 没分尊卑, 高下; 這

樣的一個社會是很難存在的 , 因為没有等級

(order), 就没有秩序(order), 所以在製造胎兒的

過程中, 他們就利用生物科技, 把人民分為 a b c 

d四類。 屬 a的是最優秀最靚的一群人, 凡屬 a

類的都一樣聰明, 一樣美麗; b類則次之, 再下一

級是 c, 最低的一級是 d, 為了維繫這等級, 這些

人民從小便接受 sleep teaching, 即我們今日所講

的「洗腦」, 叫他們自小便接受這套等級制度, 不

敢違抗, 或許有些下等人民屢受上級虐待而導玫

情緒不穩時, 政府就提供一些 Soma給他們服用, 

這些 Soma 就好像 LSD 之類的毒品, 吃了之後

就極出忘記一切煩腦與痛苦; 但同時亦可以繼

續安於低下層的位置, 並幫助這個國家担負一些

低微和卑賤的工作, 這個政府就是依賴這種嚴密

操控的管治模式來穩定整個社會。 所以, 在這個

新世界裏, 是没有打仗, 爭執, 示威, 流淚和痛

苦的! 

 

  故事是講到一個屬 a 級的人, 帶著他的女



朋友來到「未開化」的墨西哥旅行。  迷了路, 男

的更意外身亡, 剩下他的女友被墨西哥人救起, 

發覺她因没有携備避丸而身懷六甲。  最後誕生

了一個男孩, 母子二人流落在這墨西哥國內, 由

於她對性之開放, 當地人視她為妓女, 一個被社

會遺棄的人, 而她的兒子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傳統

道德觀念的社會長大, 長期在被輕看和壓迫, 他

唯一的安慰是聽他母親講述倫敦是一個多麼先

進和幸福的樂土。 所以他朝思暮想都希望返回

倫敦這文明的國家。 

 

  王天不負有心人, 他們終於被文明的倫敦

政府發覺, 這個名叫約翰的年青人便與他的母親

一同返回倫敦。  回到倫敦, 發覺整個社會都非

常先進, 社會井井有條, 很有紀律, 絶無爭執。  

但不久, 他就發覺社會的幾種等級和對下級人的

欺壓, 他在墨西哥長大的時候, 曾經有機會唸過

聖經, 很響往聖經所說人為神的形象所造, 在神

眼中人人平等, 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尊嚴, 但當在

眼前的却是一個不平等和剝削的社會, 他看到 d

級人被欺負, 真看不過眼。 有一天, 當他看到那

些 d 級奴隸排隊去領取 Soma 時, 他就上前搶去

Soma, 大聲演說:「上帝造你們, 與 a, b, c是同一

價值, 同一重要, 為什麼你們甘心作奴隸, 給人

魚肉? 為什麼要領取這些毒葯, 這都是管治者操

控你們的毒葯, 你們要起來反抗, 爭取自由!」 



話還没有說完, 那些排隊領 Soma 的 d 級人仕, 

非常憤怒這個外來人阻礙他們享受 Soma 假期, 

就用雞蛋, 番茄擲向約翰, 極表不滿, 約翰只有

黯然離去。 

 

  後來他有機會和倫敦的首長傾談, 道長對

他說, 我們推行這管治模式, 是因為我們覺得這

是一種最有效的管治模式。  我們願意犠牲個人

的權利, 自由, 和, 來成全我們整個國家之穩定, 

繁榮和安定。  但約翰不能接受, 他既不喜歡墨

西哥那種傳統的管治, 也不能接受倫敦之新模式

管治, 最後他懸樑自盡, 因為他覺得他没有選擇

的餘地, 二者都不為他所認同的。 

 

  究竟是那一種管治方式最為有效?  是獨

裁專制? 是民主自由? 武漢肺炎疫症更把這個

對比之優劣表露無遺。  有人以為中國的一黨專

制模式, 在治亂上是最為有效, 但亦有人以為這

種專制獨裁的管治亳無人道, 不看重人民的權利

和自由 , 是一種極邪惡的制度 , 是中國模式?  

是西方模式?  Huxley 似乎給我們的答案是: 兩

者皆不是!  若是如此, 我們當何去何從?  我們

嘗試從聖經去看看這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