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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如何推動查經風氣
採訪﹕姚增智
查考《聖經》是基督徒生活重要的一環，其關鍵在
於信徒對查經的態度，是熱切、還是冷淡，是期盼、還
是勉強，是仔細查考、還是敷衍了事。現今華人教會應
如何推動查經風氣？本刊訪問了位於美國加州的正道福
音神學院新約研究助理教授黃鴻興牧師，請他就如何推
動查經風氣一題，發表意見。
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來說，黃牧師認為現今一般華
人教會的查經風氣並不十分熱烈；信眾受大眾傳媒潛移
默化，較著重教會活動的「娛樂性」，多過認真、謹慎
地查經。他認為教會傳道人要在如何提起信眾對查經的
興趣上多下點功夫，因為信徒的屬靈需要，並不會受大
眾文化影響而改變。
有人認為頻繁、多姿多彩的教會活動，是導致信眾
缺乏時間查考《聖經》的原因。黃牧師不諱言這些活動

《聖 經 》 是 否 我 們 教 會 生 活 的 中 心 ﹖

(底頁續)

加國華人教會小調查
資料整理：林潔瑩
我們就《聖經》在加國華人教會的位置，向多家教會中的個別人士作出調查。以下結果只代表受
訪者主觀印象，並不一定反映實質數字。
教會所在地

安省
約克區
安省
大多市

卑斯省
大溫市
亞省
愛明頓市

教會總 主日學人數 有否推行背 主日證道時
金句運動? 講解《聖經》
人數
比重
粵語堂60
沒有
200
80%
英語堂90
總數150
粵語堂150 粵語堂
627
粵語堂
有
75%
國語堂50
國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75
沒有
80%
總數275
英語堂
英語堂
沒有
80%
1600 449
有
50%

275

122

沒有

30%

有否推行讀
經運動？果
效如何？
有。
果效：不好
粵語堂：有
果效：好
國語堂：有
果效：好
英語堂：有
果效：一般
有。
果效：沒意
見
沒有

主日學課
程研經比
重
25%-35%

粵語堂
80%
國語堂
90%
英語堂
50%
25-50%

80%

團契/小組
查經週會比
重及質素
25%。
質素：一般
25%-80%。
質素：好

25%。
質素：沒意
見
*

* 按小組而定：有些100%，有些25-50%，有些沒有查經。質素：一般

(續頭版專題)

能夠使信徒在短時間內加強對信仰的興趣，但長遠、恆久的屬靈裁培
則難以達到。結果是一般教會為了吸引信眾參與活動，不惜忽略他們
的屬靈造就，而去籌劃更多額外的活動來吸引信徒，變相更難鼓勵信
資料整理：馬駿
徒抽空參加查經，形成惡性循環。黃牧師認為教會應該在信徒查經和
我們走訪了兩間大多市內之華人基督教書室，其負責人為我們介紹了一些有趣的《聖經》版本與實
教會活動之間取得平衡，例如在小組聚會的安排上，適當地分配查經
用的查經書籍與大家分享。以下書目只供讀者作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本報對以下任何產品的認同。
和活動時間，而活動的主題應該以小組成員間共同相處、彼此分享主
不同版本《聖經》：
的教導等為依歸。

特色聖經與查經書籍簡介

黃牧師認為推動信眾查考《聖經》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訓練具質 《聖經》版本
素的查經組長，跟進他們帶領組員的情況，及為他們提供有力的支 Manga Messiah (英)
援。其次，教會要下一番功夫，去尋找或製作合適會眾的查經資料。
他舉例說，市面上有林林總總的小組查經書籍、習作，可資教會參
NIrV(英)
考、使用；亦有教會根據西人教會的查經材料，編寫符合自身需要的
查經刊物。
查經方法要隨著時代的轉變不斷推陳出新。年長信眾可能較著重
研考、理解經文；可是，年輕一輩卻較喜歡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分析
經文內容。黃牧師認為，雖然沒有一種萬全的查經之法，但最重要的
是查經本身，不是只顧深遽神學知識，亦非只求苟且而不求甚解。他
認為任何查經事先都應備有足夠的查經資料，通過組員對經文的學習
及輕鬆的討論，達至了解如何在生活中應用經文的效果，使組員都有
一同追求真理的要求，體驗活學活用的樂趣。

對象
兒童

特色
日本漫畫形式的《兒童聖
經》漫畫書

出版社
Tyndale NEXT, 2007

有四年級
英語能力
的人

以NIV為本，把所用辭彙
限於四年級英語的程度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96

Biblezine (中/英)：例如
Revolve系列、nt: sport

青少年

內容與《聖經》無異，設
計上配以現代雜誌的形式
去吸引少年讀者

Thomas Nelson
有多種類的 Biblezine，針對不
同的青年(如少男、少女)

Serendipity Bible (英)

小組查經

在經文旁提供小組查經的
問題

Zondervan, 1996

慕道者

在經文旁提供為慕道者而
設的輔助材料

更新傳道會，2002

信徒

輔助材料著重生命應用

漢語聖經協會，2005

信徒

輔助材料著重屬靈操練，
從《聖經》領受對生命的
反省

漢語聖經協會，2007
作者：傅士德 Richard J. Foster

在職信徒

輔助材料著重職場事奉

漢語聖經協會，2008
作者：約翰．麥斯威爾
John C. Maxwell

姊妹

經文旁有為姊妹寫的文
章、禱文為輔助材料

漢語聖經協會，2004

新國際研讀本(翻譯自NIV
Study Bible)

信徒

研經用

更新傳道會，1996

啟導本

信徒

研經用

海天書樓，1993

你覺得後現代的文化怎樣影響著華人教會對《聖經》權威
的態度？

尋道本(翻譯自The Quest
總括而言，黃牧師認為教牧應肩負重視神的話語、推動查經風氣 Study Bible NIV)
的責任。他強調教會領袖要緊記主的大能，不應悲觀或急功近利；相 靈修版(翻譯自Life
反，推動查經是一個長遠的目標，需要通過一些策略，例如積極地培 Application Bible)
訓組長、領袖等，來增強信徒對查經的熱忱。
生命陶造版(翻譯自
Renovare Spiritual
Formation Bible)
採訪﹕趙敏能
職場事奉版(翻譯自The
一般的查經小組都是由教會負責推動及帶領，很少有信徒自發組 Maxwell Leadership Bible)
織。由信徒自己組織查經小組與教會推動的查經聚會有甚麼不同？這
類查經小組又怎樣維持？今期我們訪問了一個由信徒自發組織的查經
姊妹版
小組。

自九○年代起，後現代精神開始滲透一般《聖經》詮
釋領域，至今已約有廿年的時間了。談論後現代文化對看
《聖經》權威的影響，應該是就一群中年或以上的信徒而
言的，因為過去廿年正是他們經歷成長的年代，他們會將
過往華人教會如何看重《聖經》的權威與現今相比。至於
現在是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因為他們已經是生於後現代的
處境中，與後現代的生活結連，於他們來說是沒有現代與
後現代之分野的。

據有份組織查經小組的信徒透露，大約在五、六年前，在一次團
契的退修會後有人建議繼續舉行查經。當時團友們對於這個提議都有
共識，主要是因為大家都發現有這方面的需要。隨後決定每月兩次在
團友家中舉行查經。經文的選擇以整卷書為單元，每次大約查考兩至
三章，形式與一般的查經沒有太大的分別。負責帶領查經的引發一些
問題，然後其他人參與討論。從選擇經文及帶領查經的組長都是由信
徒自發組織，教會沒有特別的介入；而教會方面也很高興及歡迎這個
由團友自己組織的查經家聚。

後現代處境中的聖經權威、
詮釋、與實踐
採訪﹕傅潔明
今天，後現代的風氣普遍影響著教會生活的各方面；
華人教會應如何在後現代的處境中解讀及實踐《聖經》？
就此，我們訪問了安省天道神學院的舊約系教授梁薇博士
(黎惠康師母)。

這一年在中國、香港、澳門渡過的安息年假期，生活體驗很豐滿，經歷的人
與事十分多姿多彩，亦常常思考兩個問題：加拿大華人教會能夠怎樣向港澳教會
的經驗學習？同時，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經驗又可否成為港澳教會的借鏡？

先說後者。今年三月，我在澳門教牧同工團契的月會中分享了一小時的專題
﹃教會與社會││信徒的公民責任﹄，另外，五月中旬，我在香港明光社的十二
周年講座中分享﹃近年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社關經驗﹄，去年底，我也在香港宣道
會北角堂開設了一個六星期的課程﹃作鹽作光││當代基督徒面對的時代挑
戰﹄。原來，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在實踐文化使命方面，有其獨特的經歷︵尤其
是數年前反對同性婚姻的動員︶，甚至是港澳教會也願意借鏡的。

本年六月，澳門教牧同工團契再邀約我在其月會中分享﹃後現代牧養﹄。無
疑，加拿大華人教會在面對後現代文化挑戰方面，比較港澳教會經歷得早、體會
得深；北美洲的下一代，早已被後現代的價值觀滲透薰陶，而港澳教會亦願意參
考北美的經驗，好及早未雨綢繆。五月期間，我又在香港基督徒學術論壇中分享
﹃這時代還有教育理想嗎？﹄一般而言，在教育理念的發揚和實行上，北美洲確
是比較港澳進步一點。

那麼，另一個角度，港澳教會在甚麼地方可以給加拿大華人教會一些啟發？
首先，香港教會算是比較有活力、動感、創意、更新性的。其中一個專志探索教
會前路的機構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很著力定期執行教會普查，以事實數據作為創
新的基礎，其機構刊物︽使命與領導︾，設計了幾個頗有特色的專欄﹃領導有
方﹄、﹃牧養有心﹄、﹃同行有伴﹄、﹃成長有道﹄，皆很適切教會領袖、教牧
長執的閱讀需要︵我也很感恩，被邀約今年內撰寫其中﹃領導有方﹄一個專攔︶。
普遍而論，香港教會在事工的策劃上，比較有針對性；例如，一家歷史悠久、頗
有規模的出版機構，出版策略很專注，不會將寶貴資源零散紊亂地使用；對外，
他們集中力量出版非基督徒較有興趣的 ﹃傳奇生命﹄ 人物系列，對教會界內
部，他們便焦點出版配套完整的集體培訓工具系列。另一家書店門市零售表現出
色的文字機構，則集中力量服務一個喜愛深入思考的特定讀者群體。而澳門教會
的特色，跟香港教會的特徵卻相當不同；澳門教會的性格，不在於創新性或策略
性，而在於小城風貌常會有的人情味。

當然，吊詭地，強處往往也是弱點。香港的動感、創意、策略性，使人疲
憊；在香港做教會領袖，我見不少都是超負、疲態畢露的。相反，澳門的鄉鎮風
情，又會容易令人缺少積極進取性，做事情會比較隨便、固執。正因為每一個人
或每一個群體的強處都可能同時是弱點，我們極需要別人提醒、彼此學習││包
括跨地域的經驗學習。

我已在北美生活了三十多四十年，在加拿大教學十多
年，我只能討論北美華人教會的情況：據我的理解，整個
北美華人教會對《聖經》權威仍然相當看重。至於現在的
年輕人，他們沒有經歷過後現代以來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沒有經歷過以前的傳統如何看重《聖
經》的權威；他們如何看《聖經》權威完全取決於北美及
加國華人教會過往二十多年的英語事工成效有多大。所
以，英語或青少年事工下了多少工夫，家長對子女的教育
花了多少心思，基督徒父母如何教導子女成長，均直接影
響後現代出生的年青人的成長，塑造他們今天看《聖經》
的態度。而總括而言，北美華人教會仍然是相當尊重《聖
經》權威的。
你對後現代的釋經態度(例如抗拒單一絕對化的解釋，普
遍接受多元化的解經等)有何看法？
其實默示的神本身就是很多元化的，我們無理由要以
單軌、一元的方式來侷限祂的啟示。最終，是經文本身是
否多元。許多基本教義的經文並不容許多元化的解釋；但
[三位一體]這基本教義 就是在說，單元解釋並不能表達
教義的全部內容。總括而言，許多經文，例如：林前10:111，卻容許多元化的詮釋。對一段經文採用不同的詮釋策
略，可以令解經更豐富，更深入了解該段經文的意思及應
用，這便是一個多元性的釋經策略。
我不能說後現代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但我也不會全盤
接受其所有。有些時候，後現代是試圖修正現代化的偏
失。誠然，許多時候(但不是全部)是矯枉過正。我們需要
智慧去辨明。例如後現代提倡擁抱『矛盾』(contradictions)；
真正的矛盾與兩極的『共存張力』(coexisting tensions)是兩
回完全不同的事；後者就如：面對生死、禍福、善惡在生
命中之共存，面對天災、人禍、好人受苦等問題──這正
是《傳道書》中常討論的；這種張力其實絕對能夠幫助我
們建立更加成熟及有深度的思維。
但在多元化的釋經中，誰才擁有解經的權威？
在神以外，應用『權威』二字是要極小心。一般人覺
得誰在一個範疇工作或專門研究的話，便是權威。可是現
實中，我相信沒有一位聖經學者、牧師，敢說自己擁有所
(內頁續)

自發性的查經小組

查經課程、教導查經方法的書籍：
•趙詠琴《聖筵共享：從個人到小組活用歸納式研經法》，漢語聖經協會，2007

•趙穎懿《研經OIA》，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2001
在預備查經資料方面，大部份都是由負責帶領查經的信徒自己尋
找。他們可能會資詢一些主日學老師或有神學背景的人，由他們給予 •李陳永鈿《樂在查經》，加拿大恩福協會，1999
意見及介紹一些參考書，或者在網上及屬靈書局中尋找。大部份查經 •賴若瀚《十步釋經法》，聖言資源中心出版，2008。提出研經步驟，討論如何處理經文，
技巧都是從過往的訓練及經驗累積來的。不過，並非每位帶領查經的
留意文法，背景，教導信徒按步釋經。
也受過神學訓練，在面對解經方面的疑難，如果未能找到一致的解
•讀經會出版的《每日讀經釋義》讓信徒用五年時間讀完整本《聖經》，有不同牧師參與釋
釋，便會將所有可能性列舉給組員參考。
義，五年一個循環，不斷更新。《伴我高飛》針對青少年的讀經系列，以書卷分類，每天
其實，這查經小組和團契查經小組會有一些分別。團契內包含背
有練習，反省，行道，背金句，祈禱。《聖道日糧》分為十八個主題給長者提供三年讀經
景不一樣的人，未必每一個人也對查經完全投入。雖然查經小組的成
靈修計畫。
員也是來自不同背景，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便是他們每一個都有
明白及查考《聖經》的心志。基於這個共同點，所以在這小組內帶領 •香港明道社出版的《明道研經叢書》提供信徒各書卷的註釋精華，配合《明道研習本》的
作業幫助信徒成長；《時代信息叢書》則帶出各書卷的時代信息，強調應用方面。
查經比起團契小組來得容易。亦不難發覺每位參與者帶著很願意去知
及聽的心態，所以很投入。由於出於自願性質，在人數方面，有時會 •呂鴻基牧師主編《扎根聖經系列》(美國中華聖經教育協會出版)，是為華人教會成人主日
比較浮動。每逢新書卷開始時，便比較人多。
學與查經班編制的課程。
如果要激勵信徒養成讀經、研經的風氣，只有一個人在這方面有
興趣是不行的。起碼要有幾個對查經有興趣的信徒一起去影響其他沒
有興趣的人。這查經小組也是由幾個核心成員組織起來﹐由他們凝聚
起其他人。這小組經過數年時間依然維持至今，主要是參與者覺得他
們是在認真地查經，每次查經聚會後，都覺得學到了一些，不會空手
而回。這大概就是維繫他們熱忱的動力吧！

華福美加聯區聯合主辦
『 2009北 美 華 人 福 音 策 略 大 會 』
主題：天機@北美華人教會：危機Crises、轉機Changes、時機Ch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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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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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願意奉獻

元支持本刊物經費。(奉獻收據稍後寄上)
I am willing to offer $
for publishing Canadian
Chinese Churches. (Cheque payable to “CCCOWE–Canada”. Tax receipt
will be issued)

請將奉獻支票和回應表寄到華福中心加拿大聯區辦事處。
Please send your response to CCCOWE office.

2009年6月

日期：二○○九年十一月卅日至十二月四日(星期一至五)
地點：Tuscarora Inn & Conference Center
3300 River Rd., Mt. Bethel, PA 18343, USA
節目：上午查經──陳世協牧師(新加坡神學院)
上午專題研討：一)教會面對後現代社會的環境變化及思潮趨勢
二)教會面對政經的危機
三)教會今日在轉變中面對牧養、
增長的衝擊與挑戰
四)教會面對普世宣教的挑戰
下午工作坊：每日六個分題研討有關教會所面對的課題
晚上聚會：李秀全牧師(開幕禮)
蘇穎智牧師(社會的挑戰)
辛傑米牧師(Rev. Jim Cymbala)(教會的挑戰)
李秀全牧師(普世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