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崇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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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出色的演藝人不容易，同時做個敬虔的基督徒更不

容易，但兩者結合一起，反而有互補之效。知道崇德要寫一

本關心基督徒藝人的書，我感動於他對藝人的這份心意，也

絕對支持，因為深知這條路不易行也確實孤單，但靠主而行

的演藝生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曾經對神模糊不清，拚命地靠自己過日子，因為人生路

很難行，好的不好的都只得一力承擔。認真成為基督徒後，

日子不一樣了，無論經歷甚麼起跌，都有祂為我作主作父，

並提醒我勝不驕、敗不餒；知道自己的價值不在於別人的喜

愛和認可上，做人自然會有安全感有底氣了。我只想說，才

華是天賦，努力中有恩典，越想獲取成功榮耀自己，能力越

有限，靠神得力才會有意想不到的無限。

娛樂圈就是一個放大鏡，價值觀扭曲不只存在於演藝這

一個行業，跟紅頂白、弱肉強食似乎就是社會生存的生態。

在娛樂圈，若要紅又不想得罪神，不想價值觀被扭曲，就極

有可能會得罪人。每每到這些人生交叉點，就看我們取捨

甚麼了。「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章26節）。

所以，我一直學習放下多點「世俗的追求」，將生命多點

「投資」在有永恒價值的事上。

我相信崇德這本書可以讓大家明白我們（基督徒藝人）

更多，期望與你在主內一起同行！

鄧萃雯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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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跟大部分人的感覺一樣，看了這「出位」的書

名，令人不禁好奇推敲這書究竟是談論甚麼？不過，我猜張

崇德一定有過一些領悟或研究才會對這個題材著書。張崇德

邀請我寫這書的「序」，其實我有點不知如何落筆（編按：

最後改為「友言」），因為他寫這書的題材似乎已經在我的認

知以外，而且他作為信徒年資比我長很多，生命中亦經歷了

不少，他對他的信仰一定有他的看法和領受。

記得很多年前，他和他哥哥崇基在化妝間問過我一個問

題：「信不信有天國？」當時我不置可否，因為我對天父一

無所知。但他們當時的提問留給了我一點點好奇。對天國的

好奇。對天父的好奇。對我所不認知的，好奇。

書本是作者分享想法的渠道，我們就一同帶着好奇來看

看他的想法。

鄭秀文

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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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藝人」？他們是特別的一群嗎？

我第一次有這個感覺，我還記得。許多年前了，作為教

會的顧問牧師，我跟教會裏一位傳道人談起，如何關顧和牧

養到教會來參加崇拜的幾位基督徒藝人。他說：要關顧和牧

養他們，並不容易。舉個例來說，他們來參加主日崇拜：一

方面怕其他人認得出他們；但另一方面，又怕其他人認不出

他們！

後來，跟他們認識多了，有些甚至大家成了主裏的好

友。他們放下了銀幕（螢光幕）上的角色，不還是同樣地有

血有肉、有真眼淚有真歡笑的嗎？不過，他們跟人接觸的時

候，一般都特別敏銳。可能是太多要接近他們的人，並不是

把他們只作為一個真真實實的人，而是另有目的（甚至利

用的企圖）。你叫他們怎不會經常性地帶着一種防避的心態

呢？所以我經常提醒自己：每次我們的相處，只有一個目

的，就是「愛」。不容許自己再有其他附加的隱含動機。就

是這樣，我賺得了珍貴的友誼。

或者，對於「基督徒藝人」，仍然存在着不少在他們

「神秘面紗」背後的疑問：要扮演的角色如果跟自己的基督

信仰衝突，應該怎樣決定？在觀眾的喝采聲中去肯定自己的

人，真的可以因基督的原故而獨善其身嗎？食無定時、睡無

定所的演藝生活，還可以實行那種「安靜、等候、獨處」的

靈修操練嗎？

這些都不是「想當然」就可以回答的掙扎。幸虧我們有

崇德弟兄為我們作了深刻而全面的探索和追問。他是特別

的。他來自這個群體，但又具有學術研究的訓練，去客觀、

卻又感同身受地寫出了這一本「開荒性」的作品。我是感到

特別欣悅的！我也特別期待：我們的讀者，不只是帶着好

奇、「揭秘」的心態去閱讀。而是因為對在我們中間、在娛

樂傳媒渲染中的「基督徒藝人」有了更真實的了解，而去更

愛護他們、更關懷他們。

溫偉耀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及名譽高級研究員	

播道會泉福堂顧問牧者

序一

LE
VELL

IN
G U

P



1110

很多人對演藝界中人有很大的興趣，故市面上有不少

「娛樂雜誌」且銷路不錯，但除了想多些知道他們的私生活

外，我們可知道作為基督徒藝人，除了他們信主的經歷外，

他們面對甚麼誘惑、挑戰與衝擊？要持守信仰有甚麼困難？

信仰生命成長有甚麼難處呢？

張崇德和太太劉美娟均是圈中人，我和他們相識多年，

見證着他們在面對事業和人生的挑戰時如何持守信仰，他們

是螢幕前後表裏一致的人。而崇德更是一位有生命力的基督

徒，且修讀神學，取得教牧學博士，也曾是藝人之家的領

導；他將其所見所聞、所經歷──特別是把基督徒藝人面對

上述的問題撰寫成書。此書是基督教圈子中少有的作品，除

使我們多了解娛樂圈的人與事，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外，更使

我們知道怎樣看待基督徒藝人，而不單是輕易批評，乃作出

關心與守望。

梁永善牧師

基督教銘恩堂創堂牧師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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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崇德也有近四分一世紀，他不但是一個很有創意的

人，也是一個很執着的人。他的創意會給人一些驚喜，他的

執着會給人一點壓力。人生有時不單希望有驚喜，人生中也

應該有一點壓力，以致人會活得有趣，人會活得慎重。

讀畢他的新作，只有一個感受，便是「用心良苦」，但

也同時有一點憂慮，便是「吃力不討好」。能人所不能為之

強，敢言所不言謂之勇。崇德便是憑着一股勇氣寫了這本

書。當我再想深一層，發現在這書的背後，更有一份情。這

本書是出於他對藝人的情，對教會的愛，更重要是他對神認

真的委身，他對藝人真誠的使命。

還記得我讀他有關牧養藝人的博士論文時，便深深感受

到他的一份使命感。有使命感與完成使命之間是有一段距離

的，相信這本書便是他承擔使命的其中一步。

藝人不要作偽人，藝人至終也是人。雅各書五章17節

提及偉大的先知以利亞，指出他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

也是有血有肉，有苦有樂的一個人。人會把藝人偶像化，傳

奇化，這是人的本性。崇德的書，便是要提醒藝人是人的事

實，提醒教會藝人有人的需要。這書是為藝人而寫，也是為

教會而寫。

基督徒藝人要自重，以致能被神看重，可以得人尊重。

基督徒藝人也要自潔，以致能被神用，能帶人信主。娛樂圈

是很特別，也很複雜，但在其中的基督徒藝人不是「必死無

疑」。成為基督徒後的藝人，有了神寶貴的生命，但並不表

示便有「免死金牌」。因此，基督徒藝人要剛強壯膽，但也

要謹慎自守。

教會可以用基督徒藝人，但不要誤用，更不要濫用。福

音是神的大能	( 羅馬書一章16節 )，不是藝人。教會不但要

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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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督徒藝人，也要愛基督徒藝人，不但要善用，也要保

護。基督徒藝人是神的工人，不是人的工具。明白與關心，

善用與慎用，是教會與基督徒藝人配搭侍奉中需要謹記的。

基督徒的一生，無論是藝人或不是藝人，是多才多藝或

平平無奇，要明白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作（哥林多

前書十章31節）。基督徒藝人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大家

各按各職，照神所給的恩賜與機會，來服侍神，傳揚神，見

證神。

唯願崇德這書可以幫助基督徒藝人與基督教會，以致可

以有更好的配搭，更多的果子，使神得更多的榮耀。

徐武豪博士

加拿大環球廣播中國事工發展主任

作者張崇德近年參與的部分佈道會及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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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柏祺大學校長Ray Bakke，2010年攝於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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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我便踏入娛樂圈成為一個歌手，轉眼間已

經二十多年了。這麼多年來，在娛樂圈工作一點都不容易，

但就是因為自己喜歡音樂，所以總是堅持下去，甚至和我哥

哥被傳媒人冠以「樂壇不死鳥」這個稱號。在娛樂圈工作困

難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

努力不代表一定會有工作的機會、唱得好不代表一定有得出

唱片、工作時間長也不代表收入會多，總言之在娛樂圈工作

是充滿 uncertain（無常）和 unstable（不穩定）。除此之外，

我自己還有信仰上的執着和堅持，而信仰的價值觀和娛樂圈

的價值觀很多時都是南轅北轍。對於我來說，信仰是比工作

重要得多的，所以我很早便開始做幕後的工作，而幕前的工

作我也不會看得太重。不過，自從我和哥哥在 2001 年以玩

票性質推出了發燒天碟《二人之重唱》系列後，我們也好

像在樂壇再次活躍起來。過去十多年間，我們開了 8 次演唱

會，有兩次更是在紅館，這些都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

2006 年，我到神學院修讀神學研究碩士，畢業後再修

讀教牧學博士主修城市宣教，並在 2012 年畢業。我在那幾

年間和神學院教授、來自不同教會的牧師及神學生（畢業後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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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偽人？》不是一本八卦娛樂圈的書籍，而是一本有

血有肉的書，透過訪談多位牧者、藝人和信徒，把他們多年

來的所見所聞集結起來，將基督徒藝人的情況真實地呈現出

來。這本書亦是拋磚引玉之作，期望未來有更多人去探討、

關注和關心基督徒藝人。

我希望《藝人․偽人？》能夠成為教會牧者、信徒及基

督徒藝人開始溝通的橋樑，而透過這本書讓大家多些了解基

督徒藝人，包括他們在工作上和信仰上所面對的難處及掙

扎，以及他們在信仰上所需要的協助及支援，從而達到少一

點批評、多一點守望，讓大家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及保護基督

徒藝人。

很多都成為教會傳道人）熟落起來，多了溝通才發覺他們對

藝人的認識很有限，而且亦存在着不少誤解。

2012 至 2015 年我在藝人之家事奉，擔任藝人之家董事

局副主席及客席講員。雖然我自己都是藝人，但在這段時

間，我出席藝人之家聚會的時候多了一個身份──牧養者。

我看到很多藝人在面對工作和信仰的衝擊時都顯得很無助。

而我教牧學博士的畢業論文正正是《香港基督徒藝人的靈性

牧養》。

從我的論文研究中，我發覺到基督徒藝人在工作和信仰

上面對的掙扎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而他們也很容易被誤

解。普羅大眾不知怎的對基督徒藝人的要求也比較高，特別

是道德上的要求。每當我看到一些我認識的藝人被稱為「偽

人」的時候，我都感到難受，因為我覺得隨便把人稱為「偽

人」是有點過分，特別是當你根本不認識當事人，而當事人

也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時候，這是不公平的。

過去香港並無關於「基督徒藝人」的全面研究，即使

有一些探討如「基督徒明星文化」之類的文章，也通常是

在沒有基督徒藝人參與、沒有對話的情況下作出結論的。LE
V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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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拜四角」，祈求台上表演平安，及不會「發台瘟」（在

台上因壓力太大，無法發揮應有水準）。

一位資深粵劇藝人解釋，拜台是給華光師傅上香，以保

佑演出成功。相傳華光為天上的火神，由於古時戲棚忌火，

所以拜華光保佑；又相傳玉皇大帝曾下令華光燒毀戲棚，但

華光於心不忍，終助戲班逃過一劫，因此粵劇藝人都拜華光

師傅。

後來香港的娛樂圈，每逢開鏡、開台都舉行的「拜神」

儀式，有說源自粵劇「拜台」。所謂開鏡「拜神」，除了切燒

豬外，一眾幕前、幕後人員會手拿三炷香，向拍攝地點或演

出場地的四個方向誠心禮拜，祈求拍攝或演出順利。

香港電影發跡於 1920 至 1930 年代，那時剛好也是香港

粵劇的興盛時期。「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於 1923 年成立了

香港第一家由中國人全資擁有的電影公司「民新製造影畫片

有限公司」，民新後來與多家公司合併，於 1930 年在香港註

冊成立了「聯華影業」，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電影公司之一。

香港的演藝娛樂圈，可溯源至 1880 年代，當時粵劇

（又稱大戲 / 廣東大戲）開始在香港發展，到 1920 至 1940

年代甚為興旺，湧現了大批粵劇演員；戰後粵劇發展迅速，

名伶輩出，但到 1960 年代末開始走下坡。

早期的粵劇，與民間信仰密不可分，經常演出酬神戲。

酬神戲也稱為神功戲，泛指民間因神誕、廟宇開光、盂蘭勝

會、太平清醮等傳統節慶，為酬神祈福而上演的戲曲。直至

今天，神功戲仍在粵戲界佔一重要位置。

很多粵劇傳統，其實都源自民間宗教，例如開鑼前戲班

在台上「拜台」──在台上中央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朝拜，

民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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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圈一向被視為「偏門」行業。這行業的特性是靠人

氣，收入不穩定，所以行內人士一般不敢挑戰傳統的民間

信仰。近至 80 年代，一位基督徒藝人表示因拍戲時沒有上

香，後來劇組遇到意外，她即成為眾矢之的，被認為是導致

拍劇不順利的罪魁禍首。

此外，面對忐忑的未來，不少藝人都想預早知道自己

的未來星途將會如何，希望能趨吉避凶，甚至希望能「改

運」。因此，求神問卜、風水、命理、星座等等，在娛樂圈

都很普遍。

占卜算命
1933 年，香港的默片時代告終，電影業蓬勃發展，吳

楚帆、黃曼梨等等，是這時期冒起的代表人物。40 年代，

香港陷入戰亂，戰後電影業慢慢復甦；至 50 年代，香港電

影步入黃金年代，1958 年電影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

限公司」成立後，大量出產本地製作的電影。

在電視廣播方面，1957 年香港首家電視台──麗的映聲

啟播，它是從麗的呼聲（香港首家廣播電台，1949 年啟播）

分拆出來的，提供有線電視廣播服務。及至 1967 年，無綫

電視（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成立，是香港首家商業無線電視

台，標誌着香港邁進電視普及化的年代，「明星」開始「入

屋」──成為廣大觀眾的日常生活一部分。

從歷史發展可見，香港演藝人員的流向，在各種媒體之

間是互通的，新媒體的出現，會吸納一部分原有媒體的演藝

人員，例如粵劇演員流向電影，電影演員流向電視……。

「拜台」傳統也可能因此被帶往新媒體，而演變成為演藝圈

的「開鏡拜神」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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