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頭版專欄)

現代父母對子女的學習
成長極度緊張，除課堂學習
外，更會安排十八般課外活
動，務求將孩子體內各種潛
能在三歲前推至頂點。管他

是 甚 麼 活 動 ， 背 後 有 甚 麼 名 也必須在︽聖經︾和兒童成長的知
師理論做後盾，只要傳說是對小孩子有 識上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一個人對
益的，都會受家長歡迎；若然再加上口 兒童事工是否真的﹃有心﹄，問題
碑，那怕要吃北風排長龍，家長們都會 不只在於是否喜歡小孩子，也當反
映在是否願意接受培訓上。對於每
抱 著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蜂 湧 而 至。
一位投身兒童事工的老師，教會絕
對有責任按時提供適切的、有質素
的師資訓練，按需要投上資源。即
使暫未能達至專業水平，也絕對不
能馬虎。

在這種育兒風氣下，有教會人士主
張以兒童事工作招徠，實在無可厚非。
總之搞好兒童事工，討得小孩子歡心，
家長也會願意留下，一舉數得，絕對是
個值得投資的項目。不過小弟認為，要
充份兌現兒童事工這隻大藍籌的價值，
不應只著眼於短期小利回報。

在教導方面，要緊記不要盲目地『餵養』(spoon feed)信徒，以前《聖經》教導是牧
師說甚麼大家便吸收甚麼；但現在卻講究互動及融合(interactive and integrative)的學習環
境，我們要欣賞其中的好處：不是單由上而下，只由牧師去『餵養』，也要加上鼓勵信
徒自己去發掘(這正是『皆祭司』的信徒之責任與權利)。

教會事奉叫家人反感

歌鄰基督教會

二、具啟發性的教學內容：直
接的聖經教導固然是兒童事工的主
打，同時也可注入其他啟發兒童思
考和創意的活動。例如加入一些富
創意又不一定硬性要配合每週聖經
故事的勞作和遊戲；與兒童一起按
小孩子的水平討論新聞時事，擴闊
他們的眼光並學習對社會作信仰回
應；推動兒童
，鼓勵

︵作者為卑斯省歌鄰基督教會傳道︶

以前詮釋《聖經》，用思維及意志就足夠了。但現在卻需要四個基本元素，才能充份
明白《聖經》真理，(1)思維(mind)；(2)意志(will)，決意遵守行道；(3)感情
(emotions)的投入，(4)想像力(imagination)的運用──這對理解舊約的敘事和新約的比喻
特別重要。第四個提及的元素要小心處理，查考不同的書卷，要按其不同文體，以適切
詮釋該文體的釋經原則去解釋，使用想像力時便不會走歪。另外﹐詮釋神的話語，要以
成熟及負責任的態度進行，遇上不知道或是不確定的問題，不要胡亂編說，要承認本身
的有限。再者，要重身教，不是單單靠外表的包裝。後現代長大的年青人，很有主見，
眼光銳利，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只對他們說一套堂皇動聽的解說是不足夠的。所以，在
教導子女是非黑白時，父母的身教及言教均同等重要。

show & share
故此小弟認為，兒童事工不是
兒童在小組內學習分享感受。簡言
(兒 ，
) 而 是 d i s c i p l e 之，創意、思考、分享都是建立小
b a b y s i t t i n g托
門訓 。)一種以﹃門徒訓練﹄為
training(
門徒不可少的元素。
本的兒童事工模式，必須在教會中建立
三、身體力行的訓練模式：除
起來。而要將兒童培育成整全的小門
徒，除了聖經知識的教授外，還需要幫 了知識講解外，行動和實踐也是訓
助他們將信仰貫串在道德價值、創意思 練門徒的有效途徑。可以開放適合
維、獨立思考、情緒健康、人際關係， 由兒童來擔任的事奉崗位，如邀請
教會生活等不同生命範疇，務求自小打 兒童做招待、領唱詩、協助清潔等
好 信 仰 根 基 ， 好 叫 他 們 在 成 長 的 歷 程 等。在老師陪同和指導下與兒童一
中，各方面都被栽培成為帶著耶穌基督 同事奉，透過身體力行學習服侍神。

首先，詮釋者(即聖徒、讀者)的素質是很重要的，以下是對釋經者的三重基本要
求：(1)督信《聖經》(Bible believing)(提後3:16)，(2)『謹慎唯恐』的態度(fearing lest)(提
後2:15)，要時刻存著謹慎唯恐不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態度，(3)『以信尋知』的態度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羅1:17)，是指以信心為基本去尋求認知的過程。這些都是不
可妥協的原則。

兒童事工是一項絕對值得的長
生命的門徒，長大後好作教會的領袖。
按﹃門徒訓練﹄為目標所發展的兒 遠投資。但正如其他成功的投資一
樣，必需要有眼光、有目標、有策
童事工，至少有三方面需要留意：
略，善用本錢，按時作風險評估、
重整投資組合。如此創意與穩健並
重的投資作風，又怎會無長遠回報？

一、提供專業的師資培訓：即使是
托兒褓母也需通過培訓和考試，更何況
是訓練門徒的導師呢？兒童事工的導師
除了需要有服侍兒童的心志和負擔外，

那麼，我們對於後現代處境中的釋經、教導應有何策略？

周振傑

李博士：

主內「剛剛三十五歲的人」：

最近我將更多時間放在教會的事奉上，
本來應是好事。但未信主的家人往往把我返
教會的時間視為『去玩』，事實上返教會是
為著不同事工的籌備及開會。我不想放棄事
奉的機會，但又不想和家人對抗(父母一向
都是控制慾很強的人)。如果繼續事奉，家
人便會對教會更反感，更難叫他們信主，但
我覺得少點事奉又不應該，不知所措，請指
教我。

謝謝你來信分享你在教會事奉與未信父母二者
中間的掙扎。有關這方面的抉擇，在《聖經》裡其

剛剛三十五歲的人上

知識上；我們更需要進至第三步，就是引伸應用(appropriation)，
那才完成了一個詮釋的完整過程。我自己有一套對引伸應用的理
論，稱為『再經歷與再表達』(relive and re-express)就是要代入不同
的處境，切身處地引伸應用。例如同一篇講章，對英語、粵語、
國語受眾來說，真理是一樣的，但卻有不同的舉例、應用。只要
能堅守敬虔的態度，我們對經文以致生命的回應方式可以是多樣
化的，包括：禱告、感恩、控訴、讚美、伸冤等都可以。要有深
度、熱烈的全人投入，多對生命及信仰思考，就正如使徒行傳17:
11說庇利亞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
的是與不是』──這正是我們的好榜樣。

如何幫助信徒在後現代處境中將聖經與生活結合？
釋經其實包括以下的步驟：第一步是對經文的解讀(exegesis)，進至第二步是在當中
找到經文對信仰生活的準則(normative claims)；到這裡仍然是不夠的，仍只是停留在頭腦

回憶東南亞(四)
菲律賓的華人教會
麥希真

王乃基
〈加國草原的牧野蘆笛〉是以「位」字定名八期的分享，今期是結語陳詞，我仍覺得「位」字有其
意義。古人做字實在擬人又象形︰位者，有人而立之，真是傳神地表明「各位」的重要，教會的動態不
外乎有四種的「各位」人士。
各位觀眾：無可避諱教會是充滿觀眾的，這不是在聚會裡台上台下的分別，而是指到整體教會事工
發展上，各人心態的觀眾角色；當然這是無可厚非的，有時主領事工的人也需要站在觀眾的位置，才會
有不同角度去作全面的考慮，但長期只用觀眾心態來教會，很難成為神家裡的人，就算你已經是會友甚
或事奉人員，但不少人心態上是長期觀眾，看教會發展為台上的戲，你又怎能成為局內人，有落手落腳
的投入感呢？怪不得很多人視「天生我才而無用」，教會又長期缺乏各種人手，原因是人未有入局，與
大家共同進退。唯有化觀眾為同一條船的人，才能使人在教會內不再觀望，不再隔岸觀火。

李思敬 謹覆
(李思敬博士為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顧問教牧。歡迎讀者將信
仰掙扎問題電郵至本刊編輯部cccheditor@yahoo.com，問題會在本專
欄中回答。)

金融海嘯與男人事工
葉建和
於去年十月起爆發的金融海嘯，影響所及前所未有。每天早晨新聞差不
多全是負面消息。前星期，幾位有數的世界級投資專家因忍受不了所失去的
金錢名利而跳火車軌及跳樓自殺慘死。有人更因投資盡失，走投無路而與家
人齊赴黃泉││他們全都是男性。

大部分男人需要透過成就與成功來證明自己的身份。男士一向喜愛投
資，終日苦思如何在金融股市上獲勝，他們在這次金融海嘯中一定經歷許多
損失，但卻又礙於面子而不敢向人透露求助。這時可以是教會服事弟兄及傳
福音的機會。

（作者為亞省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

主末

在牧養弟兄如何面對金融海嘯衝激與損失時，我在小組中邀請他們不要
以一種消極的態度去面對，不要容讓自己一蹶不振，對人生不要拉上白旗、
投降。因此，當全世界都很消極的時候，要積極面對！在一次弟兄活動中，
我邀請弟兄們揭開自己的神秘面具，坦誠分享在金融風暴中的得失經歷。有
些弟兄分享他們很後悔作了錯誤的投資決定，以至家庭蒙受巨大的經濟損
失，因而感到內咎自責。在小組分享中一班男士勇於承認過往因為貧婪而迷
信金錢萬能，不斷追求積聚財寶，甚至將瑪門當為神供奉。當弟兄們分享內
心的罪咎後，我們彼此提醒：要面對現實；內咎、懷緬過去、慨歎做錯決定
等都於事無補。

我盼望以上的「各位」使加國華人教會有所改變，共同貢獻來使教會有新
的面貌，不在乎轟轟烈烈的起義，而在乎你所屬地方教會的更新。最後，各位
讀者，盼望過去八期的〈牧野蘆笛〉，能吹起你的迴響，這就足以叫我值得冒
險作自白，拋磚引玉，與大家共創教會的新趨建。

祝福你從『而立』邁向『不惑』，體會主恩夠用的信實應許！

透過禱告，弟兄們在神面前求神寬恕、引領前路，承認︽詩篇︾卅九篇
的提醒：﹃世人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來
有誰收取。﹄ 節
(6 當)聚會完結，大家都感到如釋重負。

各位教牧：教會的興衰在乎今日與明天的教牧，相信這是不爭的共識，教
牧同道們，讓我們既將生命放在牧職的祭壇，就如火挑旺，活出精彩、靠主恩
有獻身者的生命榜樣，又有見識作終身的學習者，既專業化而又有團隊的精
神，贏取信徒及領袖們的信任，在神面前作一代無愧的工人，因為當前的加國
時代是我們責無旁貸的挑戰，盼望我們能為神國度對加國華人的托負，作出長
時期的委身，在互相的團結下仰望神，齊心建立神家的明天。

無疑，每個人的境況各有不同，因此，教會事奉應該增加抑或減
少亦當因人而異。能夠作出合宜取捨的關鍵往往不在原則而在細節，
看來你還得找個主內知己，好好檢視一下時間分配的優先次序，給你
提供一點『旁觀者清』的反省罷。

為了讓弟兄們更深體會主耶穌教導我們勿慮衣食的學習，一個下午我帶
領一群弟兄到野外﹃看鳥想花﹄。我跟他們分享馬太福音 6:19 -34
，我們輪
流讀了數遍，之後我們做主耶穌吩咐我們做，就是從大自然中學習：
﹃看那天上的飛鳥﹄ 太( 6:26)
，從小鳥身上學功課，看神創造多麼奇
妙，並往上看到神的偉大。

原素牧師帶領許多年，再有邵慶彰牧師帶
領許多年，教會十分興旺，人力和財力鼎
盛，愛主愛人並重，有許多分堂，許多事
業、會友在社會也有很好的見證。

靈惠堂在鄭果牧師和許書楚長老帶領
下，組織差會，支持海外宣教士，在全世
界植堂和發展神學教育，是近代第一家華
人教會的差會，也成為全世界華人教會的

模範。

二、碧瑤和其他

碧瑤地處高地，終年清涼如水，樹木
蔥蔥，鮮花遍地，菲律賓各地華人教會都
喜歡來舉行夏令會和冬令會，留下許多美
麗的回憶。

在碧瑤有好幾家興旺的華人教會。

在菲律賓的各大城市，華人教會也興
旺發展。

在菲律賓的南島也有興旺的華人教

會。

菲律賓華人神學院，校舍設備完
善，院長有薛玉光先生、馬有藻博
士、區應毓博士、邵晨光博士等，信
仰純正炎學術和靈命並重，近年菲律
賓熟練華語的華人青年不多，反而有
更多中國大陸的學生在院攻讀。

一九九一年，全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
馬尼拉舉行，千餘教牧、長執、信徒從各
國前來參加，火山突然爆發，火山灰遍灑
全城。菲律賓全國各華人教會參與籌備，
許多﹃有頭有面﹄的官員、巨商、機構大
亨都謙卑服事，傳為美談。

在菲律賓多次舉行全國華人婦女宣教
大會，又主持在菲律賓舉行的全世界華人
婦女宣教大會，影響十分深遠！

作(者為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董
事會永遠名譽主席 )

各位長執：很多時聽到教會工人荒，教牧需要召命，但其實教會亦缺長
執，特別是有召命的長執，大家都知道長執不應當隨便選立，除按恩賜及有靈
命資格外，豈不也當鼓勵長執有召命地來承擔作神家的管家責任？要知道很多
教會問題也是有長執的因素，當教會擔心無召命及低質素的教牧時，也該珍惜
及培養更多有承擔的長執，因為教會路向的關鍵是在於領導層，長執是有決定
性影響的。讓信徒皆為祭司突顯於有委身與召命的長執，使權力放在有質素的
信徒領袖手裡，教會就有適當的管家了。

請注意：『孝敬父母』不單是舊約五經的摩西律法，更是主耶穌
的親口吩咐。在一些英文《聖經》印刷版本裡，所有耶穌的教訓都會
用上紅色字體，以示重要，未知你可曾見過？不錯，耶穌對法利賽人
和文士所談的是錢財怎樣分配，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卻是時間如何運
用；但『孝敬父母』的大原則不容偏廢，我想你是必定同意的。

我們每週七天的時間或者可以按早午晚分成二十一節；朝九晚五
工作五天，便佔去其中十節了。其餘十一節裡，若參考『安息日』或
『十一奉獻』的典範，敬拜、團契、研經、事奉也許便用上二至三
節。剩下的八至九節，必須包括家庭、朋友、娛樂、運動、家務、理
財、資訊、進修等基本生活要求，難怪人人都歎時間不夠用；若欠缺
周詳計畫與嚴謹自律，結果如何不問可知。

位

各位信徒：這是指有投入感的教會會眾。當知道信徒皆為祭司是聖經的教
導，但今日太多信徒不能如楊牧谷牧師《還我祭司的豐榮》的書名一般活出祭
司的尊榮，以為教會成敗只屬在位的領袖，其實信徒才是教會真正的群眾力
量。第一次宗教改革將聖經還給神的兒女，我們需要第二次的宗教改革，讓神
的所有子民恢復祭司的使命，在家庭、職場、及教會都活出祭司的豐榮，因為
信徒就是無數的無名英雄，教會內外都需要你的貢獻。原來生活與事奉就是分
不開的，所以祭壇就從你家開始，走進職場，更要建立教會為屬靈的基地。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甚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
呢？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
他。』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
的，已經作了供獻。」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
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太15:3-6=可7:8-13)

信主。』這可不是有智慧的見証，反倒是得不償失的意氣而已。

我邀請他們去﹃想野地裡的百合花﹄ 太
，從﹃野地的花﹄
( 6:28)
中領受智慧。我們亦一起唱出那首美妙動聽的︽野地的花︾。我們一同分
享，一同禱告，深深體會天父的愛。你的男士小組也不妨試試我們﹃看花想
鳥﹄的退修經歷。
︵作者為卑斯省列治文華人宣道會牧師︶

菲律賓多年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
人民普遍講西班牙語；以後多年是美國
殖民地，所以人民普遍講英語。獨立後
以本地特卡樂語為國語，人民也普遍講
特卡樂語。

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受日本統
治，戰後再受美國統治，不久獨立。馬
可斯總統管理多年，頗為穩定，因過分
貪污，終被推翻。以後總統頻頻更換，
南方回教徒武裝爭取獨立，所以政治和
經濟都極困難。

菲律賓在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大部
份人民都入天主教，又有民間宗教﹃依
卡里斯亞基利斯督﹄︵﹁基督教會﹂︶，勢
力極強，兩種宗教都大大影響選舉和政
治。

首都馬尼拉有兩個世界級奇景。一
是垃圾山﹕是垃圾堆填區，許多貧民支
搭棚架，甚至建築簡陋房屋長期居住，
從垃圾檢拾破爛為生，人口成千上萬。
二是華人墳場﹕每個墳墓佔地頗大，並
且在上建築中式、西式、西班牙式和各
式各樣建築物，在死人的生忌或死忌，
或其他節日，群集在此吃喝、賭博、喧
鬧、玩樂，成為一種奇景！

在首都馬尼拉，有一座管風琴，是
用多年浸在海水中的大小竹管製成，音
色優美，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菲律
賓各地，一種流行的小吃是半孵成的熟
鴨蛋，殼內小鴨已經成形，一口咬下，

很有特色！

一、馬尼拉

首都馬尼拉十分繁榮，華僑極多。
華僑以閩南人勢力最大，所以廣府人、
潮州人、客家人都講閩南語。

過去許多年，華僑子弟上午到英語
學校上課，下午到華校上課，所以通識
英語和華語，華僑教會崇拜只用閩語和
華語互譯，沒有英語崇拜。在六十年
代，政府關閉全部華校，華僑子弟只懂
英語、不再懂華語，教會才轉型，不但
有英語崇拜，甚至漸漸比閩、華語崇拜
更壯大。

在馬尼拉最大的中華基督教會有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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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實已有十分清晰的教導。

當然，《聖經》確也提到：『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但那是指著信仰和生活上的大是大非而言，譬如說：父親不准
兒子信主、或母親強迫女兒上香等。就算父母反對在海外留學的孩子
受洗，我們也許仍不須無限上綱，認定這是一場屬靈爭戰，要堅持為
主殉道的心志。你在信上說得透切：『家人對教會反感，更難叫他們

那麼在後現代處境中的牧養又當如何？
我會說現在是一個『亂世』──是個混亂(chaotic)的世代，當中你不可能從紛亂無
章的處境中找到事物的邏輯、理由。在教導、牧養及生命培育上，我已經由後現代走到
了『亂世』了。如果你問我的使命是甚麼，兩、三年前，我會說是如何在後現代處境
中，做好《聖經》註釋的工夫，作一位好牧者；到現在卻是要再思亂世牧養，在亂世中
扶立信徒：不是單要他們站立得穩，更鼓勵他們要懷抱生命，還要，幫助他們擁有從神
而來、基於神話語的內在力量(inner strength)去面對及懷抱那些在生命中出現的兩極性共
存的張力──不是要對抗(confront)，不是要妥協，是要擁抱(embrace)。

牧心
信箱

教會大藍籌

現今教會長遠發展的最大挑戰不只
在崇拜出席人數，而在青黃不接。要鞏
固長遠發展，必須不斷培育出能當大任
的接班人。今日的兒童，是明日領袖。
兒童事工正是教會培育接班人的第一
站，也就是教會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有的權威；我們應是一群存謙虛態度，以信心為基礎，尋找真理、尋求明白更多的人。
中國人所謂『經一事，長一智』，愈尋求就愈明白多一點，而我們對《聖經》的明白、
認識是沒有止境的，因為『認識』一詞，無論在新、舊約中，都是指『經歷上的知道』，
是透過經歷神而知道得更深。《聖經》真理是恆常不變的﹐但當我們對經文反覆思想研
究的時候，我們並不單是反回作者原意，而是像螺旋梯向上旋轉一樣，漸漸愈來愈明白
《聖經》那終極作者(啟示的神)的原意(the intended meaning of the divine author)──這在
詮釋學上稱為『詮釋螺旋』(hermeneutic spiral)，就正如《傳道書》作者提到『我又轉臉，
又觀看﹐反覆思想』，然後得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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