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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頭版專題：三位信徒的閱讀心路)

到位的牧會
Leo Lee （多倫多）

對閱讀產生興趣，源於初小。晚飯後父
親陪我和弟弟一起閱讀《兒童樂園》和《幼童
文庫》。中學時代愛看《青年良友》，每期的
〈滌然姐姐信箱〉專欄，都是我的摯愛。她解
答的問題包羅萬有，不只是信仰，對人生目
標、自我認識、交友、婚姻等，都有清楚忠直
的解答。後來出版的《滌然信箱》，也成了伴
我成長的良師益友。

自小五信主時已愛上到教會圖書館借書；
當時沒想到書本是否所謂「屬靈」，只是平日
甚少有機會接觸以聖經價值觀為核心的書藉而
倍感珍惜。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因初為人母，
而對這些書籍的喜愛再次升溫，因為屬靈書籍
實在是我教養子女及行事為人一個不可多得的
好老師和輔導員。

其實我真的不好讀書，因為讀書這玩意
兒真的很要命；已故華人神學家楊牧谷透過他
的著作《讀書這玩意兒》，語重心長地對讀者
說：「學習是終生的，你壽終正寢之日才是畢
業之時......」，雖然這話的對象是大學生，
但也適合任何年齡的學問追求者。

公義與愛的張力

參 加 讀 書會的感想
何潤泉（中信中心讀書會義工)

現在，讓我回到你的問題，並嘗試從我的觀點作一些分享。
一個非信徒參加一所教會，起點往往是由於關係，或被某些節目、活動
所吸引，或滿足個人的需要，是以消費者的心態為起點。但成為信徒以後，
則需要認清作門徒的代價，是被揀選的族類，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要
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他需要在教會中與弟
兄姊妹彼此建立，互相勸勉，一同敬拜，以恩賜服事，作主的見證。這不是
消費，是召命，故不當輕言轉換教會。特別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張力，非真理
性的堅持，而選擇離開都是不當的，因為在地上是沒有一所完美的教會呢！
若粗略地說，個人或家庭因為搬遷，在人生某些階段的需要，實在無
法回到原屬教會，轉換教會是無可厚非的事。但亦須求神引領，因在居所附
近也有大小不同類型的教會。具規模的當然能提供各種適合不同年齡、背景
人仕的活動，但你是否只是去享受而不準備去承擔？審視自己的動機，你就
必然知道自己是否抱着一顆消費者的心態而轉換教會。另一個可以接受轉會
的原因是原屬教會在信守聖經的真理上已變質，而作為其中一份子亦無力改
變，故不得不離開，但那是不常有的事。
明顯不是消費式的轉換是帶着使命出去，有些是回應教會的植堂，有
些人對一些地區或群體有負擔，甚至搬離原來的社區去傳福音服事有需要的
人，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轉換。

在轉換教會的事上，傳道人更當小心，有時客觀環境十分困難，隔鄰的
草地看來更青翠。請毋忘自己的召命，作忠心的管家。也許這困境是神刻意
設計訓練我們信心的學院呢！
主末

溫元京謹覆
(溫牧師是資深退休牧者，在加拿大和香港都有多年牧會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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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明鵬

對第二代來進行屬靈的教導；三、各樣資
源缺乏：普遍而言，粵語堂的各樣實力要
比國語堂強。若是用人力、物力能把事情
辦好的話，粵語堂應該更有資本。當粵語
教會面對英文事工都有很大挑戰時，國語
教會更是如此了。

(作者為安省西區華人基督教會傳
道)

（作者盧牧師為基督
徒社會關懷團契總幹事）

基督徒對社會的關懷，不能只停留在從事慈善事業
這階段，而必須要朝促進社會公義這個階段前進。這牽
涉到結構性不公義這問題，因為在任何社會中，不公義事
件常常依附在社會的一些重要結構中，例如，直到二百年
前，世上國家普遍的法律是支持奴隸制度或種族歧視，多
數國家的經濟政策是保障富者愈富，不少政制還保護貪
污受賄的官員。只從事慈善事業，而不伸張公義，就等於
只處理病徵而不理會病源。基督徒要關懷社會，一定要追
本溯源去探討社會結構的不公義，盡力阻止其延續或發
生。

你的問題牽涉了好幾個層面，篇幅所限，不容一一回答。這些範疇包
括：一)教會的定位：在世俗化，消費主義主導的社會中，教會怎樣保持對真
理持守與對社會的適切性中取得平衡。二)信徒的蒙召與召命。三)信徒與傳
道人在轉換教會這事上有本質上的差別，故應有不同的考慮。

但是無論挑戰多大，第二代的英文
事工是每個國語教會必須面對的事。我們
不是知難而退，乃是知難而進。從長遠來
說，國語教會的文事工若是要真正做起
來，而且做到位，必須是第二代講英文的
信徒中能出得來自己的傳道人。因此國語
的牧者，當在講英文的第二代信徒中間培
養出主的工人來。只有這一棒能接下去，
英文事工才有真正的起色。若是這個工作
未能踏踏實實地做，到時只能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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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分鐘後，一位弟兄或姐
妹會慢慢讀出聖經的一兩句話語。其
他人就靜心聆聽，默想這些話語和默
默作出回應。這個操練幫助弟兄姐妹
進入心靈平靜的狀態，也訓練我們聆
聽神話語的能力，幫助我們分辨神的
聲音。之後由預先安排的兄姐結束禱
告。一同靜禱過後，各人選擇一個地
方安靜與神獨處。

不過，我認為一個更大的原因，是許多基督徒有這
樣的意念：社會議題往往將基督教的和平形象破壞(《聖
經》中不是強調基督的愛嗎？)而社會問題卻往往「分化」
人際之間的和諧，使人壁壘分明而產生更多張力，甚至磨
擦(為何因這些不關我們的事而傷害關係或感情呢？)以
致許多基督徒認為，最佳的態度是避而不談任何社會議
題。

基督徒關注公義問題，其實是一種博愛的表現，因為
這種關心是出於對「愛人如己」這誡命的回應。《聖經》
多次強調我們要「愛人如己」，但身處社會中，我們該去
愛的人卻往往不止一個人。在多方（multilateral）關係
中，我們為了要愛社會中受不公義對待的人，而致力消除
不公義，就依據倫理和法理去交涉、談判、甚至施壓力。
愛與公義不相容這想法，純粹是因為不明白「愛不只有單
一的表達方式」。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見到你是關心教會的，亦心裡認定轉換教會是不應
草率作決定的事。

另一個方面，一旦英文事工開始，
就不該繼續再局限於華人圈子之內，而應
當承擔起與西人及各個族群傳福音的使
命，在本地深深地扎根，全然融入到加拿
大的「土壤」中，這樣英文的事工才算是
做到家了。若是華人的英文事工未能有這
樣的眼界，依然停留在華人之中，這樣
的英文事工不能落到實處，不能有根
有基。粵語或國語事工可以「帶土移
帶着華人的文化、傳統及做
植」 ──
事方式，雖然在加拿大，但依然過華
人的日子，這符合這一代人的需要，
因此這些教會可以有相應的發展。英文事
工則不同，必需連於本地的土壤，才能真
正找着生存的區域及發展的空間。惟願第
二代的英文事工能更上一層樓。

2013年12月

其實這個過程在坐車到退修場
地的途中便可以開始。參與者可以在
車上播放詩歌，透過音樂的旋律和歌
詞，安靜心靈。到了退修場地，有些
人選擇靜靜地抄寫《聖經》，有人提
筆繪畫，有人做簡單的手工，有人
安靜閱讀心愛的書籍，也有人在花叢
中散步。不過，最重要還是要放棄追
求表現和成果的心態，心情才能緩慢
下來。曾有一位姐妹抄寫《聖經》，
過了一段時間才仿然醒覺自己越抄越
快。原來她只顧完成一項工作，而忽
略了以悠閒安靜的心態欣賞所寫的一
筆一畫。唯有我們脫離快速和緊迫生
活節奏的捆綁，我們才有空間和平靜
的心，安靜在神的面前。

安靜獨處其實不在乎形式，但是
有一些操練很能幫助我們進入安靜。
靜禱是進入安靜與神獨處的方法之
一。一同退修的弟兄姐妹，選擇自己
喜歡的椅子和舒適的坐姿圍坐一起，
閉上眼睛，慢慢深呼吸，讓自己完全
靜下來。目的是體會安靜的感覺。我
們需要順其自然，不刻意思想怎樣靠
近主，只是享受神的同在。若有甚麼
思緒，不要與它鬥爭，讓它飄過便可
以。可以留意呼吸，或用一句禱語，
如「主啊」或默想「十字架」幫助自
己收斂精神。

盼望教牧 及基督徒
不只求取滿意的後果，也
不 害 怕 損害與 當 權 者 的
關係，避免不自覺地選擇
了維護權貴人士，而放棄
了受不公義對待的升斗市
民。

（作者為多倫多華夏聖經教會牧師）

4. 閱讀屬靈書籍可以糾正我們一些錯誤的信仰觀念。有些信徒以為參加教會的活動就是屬
靈，講講屬靈的事，說些只是聽了卻不實踐的道理，就是神喜悅的。但讀書會裏這群義
工卻不這樣，他們帶著基督的教導去事奉，在他們和服務對象相處的時候，彰顯出從聖
經和屬靈書籍中學到的「付出」態度，和服務對象那種「只懂支取」的態度成為強烈對
比。這使我明白為甚麼他們在讀書會那麼投入。求神讓我們渴慕祂的話語的真實熱誠，
能持久地延續。

上文提及一群希
望學習安靜獨處的弟
兄姐妹，每年兩次舉辦安靜退修營。
為了幫助弟兄姐妹適應沒有緊密聚會
和活動的退修，我們的退修營既有獨
處的時間，也有相聚交通鼓勵的時
刻。兩日一夜的退修，從減慢生活節
拍開始，好讓弟兄姐妹放鬆自己，把
心情緩慢下來。

主內梁弟兄：

國語教會的英文事工挑戰

3. 屬靈書籍裏有很多活生生的生命見證，是作者在現實生活裏經歷神的同在、神的信實、
神的保守帶領，可以幫助信徒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神和經歷祂，但多姿多彩的物質生活把
許多信徒的靈命變為膚淺、表面、不純正，正如《約翰福音》二章23至25節所言。

盧佳定

每逢談 及關注社會問題，一般 教
會領袖都會從成果去考慮應否花時間去討論和應付──
「若明知結果不會理想，為甚麼要花時間去參與 ？」—
─這的確是合理的見解，因為就算政府花了無數的人力
和資財，很多時都搞不出顯著的結果，又何況只是一些無
權無勢的基督徒？這樣的想法使多數基督徒反對參與任
何社會議題的討論，更遑論實際的參與行動。

讓我們從主耶穌與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對話中，找一
些指引。固然，祂親口教導門徒要活出如天父那樣不單愛
義人也愛不義的人那種愛（太5:45）。不過，面對「大是大
非」(公義)的問題，我們的主則不怕冒「沒有愛和破壞和
諧」的指控，而指出文士和法利賽人的錯誤。所以到了福
音書後期的記載，主不再是先前那樣受歡迎了，更非一個
受當權者歡迎的人物，不單是羅馬官員對祂不悅，連猶太
人的大祭司等人也對祂不滿。這就非常清楚讓我們看到：
主既重視愛的表達，卻並非不敢公開談及大是大非的公
義問題。

梁弟兄

就著加拿大華人教
會而言，粵語教會的歷
史更久、更成熟，各方
面均比國語教會要強不
少。即使是這樣，粵語教會的英文事工亦
存在嚴重挑戰。馬英傑牧師在《加國華
人教會》中 (2013
年 月
期 指
4 新第 35
) 出：
「加國華人教會過去太注重移民事工，第
。教會若
二代 華
(裔 流
) 失嚴重，超過 75%
不醒覺，會出現脫代問題，後繼無人。第
二代華裔在華人教會沒有歸屬感，英文堂
與中文堂 父(兄輩 存)在不同程度的張力，
他們在語言、文化、年齡、領導風格上迥
然不同。許多華裔雖然可以用中文溝通，
但不能寫讀中文，外面是中國人，內裡是
西人 笑(稱為『香蕉』 。)華人教會普遍缺
乏英語教牧同工，有的只能借用其他族裔
的教牧，結果中文堂與英語堂的文化隔閡
更深。這問題雖已經存在卅多年，一直沒
有突破。」

2. 閱讀屬靈書籍另外一個目的，是從書籍作者這些屬靈前輩的中，學習檢視自己的信仰，
學習做一個真正的基督跟隨者。但現今的信徒大部分都活在「忙（碌）、忘（記）、亡
（命）」的生活節奏，只可以做到每星期日上教堂，哪有時間反思自己的信仰？

安靜獨處 （中）

最近在講台聽到傳道人呼籲信徒不應帶著消費者的心
態而轉換教會。隨後我發現有些傳道人自己也不斷地轉換
事奉的教會。其實信徒或傳道人在甚麼情況下，才應該轉換到另一間教會？
怎樣轉教會才算或不算消費者的心態？

若粵語教會的情形是如此，國語教
會的情形就更艱難了。相對於粵語教會，
國語教會從事英文事工有以下幾個客觀的
不利因素：一、首先是英文水平不足：粵
語牧者及會眾的英文水平普遍比國語的要
高，因為在香港時就有說英文的大環境，
而這是國語教會牧者及會眾很大的薄弱
點。當與第二代的語言溝通出現難處時，
其他難處也就跟着而來了；二、基督教的
歷史傳承較短：國語均是第一代信主的較
多，包括牧者在內。屬靈根基的深度與粵
語教會相比是比較弱的。有時候用國語來
表達自己的信仰還嫌不足，更何況用英文

1. 閱讀屬靈書籍其中一個最重要目的，是幫助我們明白和應用聖經，但很多信徒連最基本
的閲讀《聖經》習慣都没有，更惶論閱讀屬靈書籍。

溫牧師：

不論怎樣，我們心底一定知道自己為何轉換教會。我們也切勿輕易標籤
別人為消費者。聖靈我們心中的引導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生命屬乎神。每
一行動，將來都要在那審判死人活人的主面前陳明交賬(羅14:12)。

盧維溢

(續頭版專題：參加讀書會的感想)

不知不覺多倫多中信中心的讀書會活動，由2007年七月至今已經踏入第七個年頭。參與
的弟兄姊妹來自不同教會，他們當中有一共同之處：就是除了在自己所屬的教會事奉外，還
在中信中心個別的事工擔當義工。就是因為有這一群全情投入服務社區的義工積極參與讀書
會，每月一次的讀書會聚會，在過去六年從不間斷，每次都有很好的分享。參加的人數雖然
不多，可貴的是每次聚會都是一群有追求的人。每次讀書會的聚會過後，我都反覆思想為甚
麼閱讀屬靈書籍在大多數的信徒群體裏不盛行？我想到以下幾點：

不漏，全情投入汲取資源，為的是灌
溉牧會的園藝思維。

感激本地一位經營福音書局的老闆，雖然
營運不易仍然堅持以低價賣書，以鼓勵弟兄姊
妹閱讀屬靈書籍。因此有好的屬靈書籍，定必
要和他人分享，藉此互相激勵、更新成長。

教牧生涯的成長
不瞞各位讀者，牧會有以上裝
備的不菲代價，牧會更要消耗心力和
青春來累積經驗，從助理牧師到獨當
一面 這
( 是比較好聽 ，
) 其實往往是獨
力難支仍得死撐，恩賜是這樣被逼出
來。為了牧會的美景，為了大局的起
見，就放下老我，甚至釘死在十架
上，才能繼續鍛鍊牧會的身段，可能
鋼鉄就是這樣煉成的。向名牧請教，
朋輩牧兄切磋，廣泛與同工多交流，
慢慢牧會的視野就不是那十年的正統
課程所限，不只熱門書籍或講座的模
式版本而已，教牧生涯貴在能夠蛻
變，繼續於所在教會的生命祭壇上燃
燒，甘作屬靈農夫，經年累月在聖靈
裡禱告思想，鍥而不捨為自己的教牧
身段尋索變身，以致有成效，與時並
進作僕人領袖。

註1：Fenelon Francois, 1973. Let Go (Springdale.
Pennsylvania: Whitaker House)

不過，今天這些屬靈資訊或文章可透過更
多不同途徑吸取，例如從博客甚至以影音形式
出現。有些人對閱讀的興趣不大，也許他們學
習的方式是透過影像或聲音，因此網上的講道
信息或記錄片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但無可否
認，要進深了解某個範疇，還是閱讀書籍比較
集中，而且可以比較不同作者對同樣問題提供
的不同角度或對策，因此書籍的地位仍是無可
替代。

以我數十年倒霉的讀書經驗，讀書不單是
去追求學問、了解問題，並要了解得透徹；奈
何自己卻三心兩意，不够專一，這本書還沒看
完就跳過看其他無關的書，至終一事無成。我
想到使徒保羅，他有一種精神，就是「只有一
件事」（腓三：13-14），這是我經常忽略的讀
書態度。總括來說，「保羅精神」的讀書法只
有三點：「第一是專心，第二是專心，第三也
是專心」，願主內共勉！

安身立命的分享
筆者於現在的牧場上已經二十一
年，確知是主的恩典得以成全，人到
中年，不可能還有另一個的廿一年，
牧者與教會一起成長，能在一間教會
安身立命是牧會生命的幸福，她讓我
服侍，也容許我變革，深盼使生命
得以傳承。對我來說，到位的教會就
是一間兩文三語、健康增長、平肩並
進、又世代傳承的使命教會，在未來
數期的分享裡，讓我有機會拋磚引
玉，與讀者交流如何牧養這樣的「到
位教會」。

在丈夫的薰陶下，我也瀏覽一些英文書
籍。Let Go1 是 Fenelon 主教以四十封簡短書
信的形式，深入淺出教導捨己的功課。 書中有
不少精句，例如: 「讓我們直言不諱的向老我
說：『你是個偶像，我不跟從你！』」及「向
自己dead，就是向自己deaf」(筆者譯)。自1993
年擁有這本書，它一直幫助我操練「三自」：
自卑、自潔、自建。每次我溫習這書，它使我
感覺彷彿在曠野中，聽見良牧對一隻受傷迷路
小羊慈聲的呼喚和叮嚀，繼而看見那隻小羊竟
然就是自己。在作者循循善誘的勉導下，我嘗
試心悅誠服地降服在神面前。每一次的降服，
都是由內而外的洗滌，而「放手」就是那條通
往平安和喜樂的途徑。

雖然閱讀過的屬靈書籍算不上很多，但可
以說從戀愛、工作、婚姻、事奉等不同的重要
人生階段，必定有一些屬靈書籍伴我成長，幫
助我更認識自己及如何實踐信仰。

人生怱怱數十載，回想自己的讀書生涯是
苦也是樂，怎樣讀好書真不容易，不論是讀書
的時間、環境、速度、方法、筆記法、甚至在
厠所辦事爭取時間看甚麼書，都大有學問，若
下點功夫，才能無往不利。楊牧谷提醒讀者在
讀書求知的事情上，一定要抱持批判的心態，
不妨多問一句：「為甚麼？」要培養以批判式
的思想態度來作學問的功夫，作一個有獨立思
考的人。還有，我們要養成逛圖書館的習慣，
除了可以找到不同的書籍期刊外，說穿了就是
免費的，窮學生的好去處。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難以置信，在紐約唸大學時，我有機會
參加史祈生牧師的教會，而師母竟然就是我所
敬仰的滌然姐姐！藉著他們夫婦的著作（讀
書），和深入認識他們的為人(讀人)，神在
我生命中打穩了好基礎。我喜愛史師母的著
作，包括《永不止息》、《唯愛》、《一場好
哭》、《癌戰》及《主僕史祈生》。它們引導
我認識那位把彩虹放在雲中、與人立約的神。

屬靈書籍的可貴之處，是讓我可按著需要
選擇及按個人步伐邊看、邊反思，聖靈不時透
過作者一矢中的，說中內心掙扎的源頭，或給
我當頭棒喝，不得不立即停下來以禱告回應，
或將紮心之處記錄在日記中，以作警惕或重新
立志，又或內心因獲得安慰鼓勵，而能豁然開
朗的繼續上路。

今年六月筆者全職牧會卅三年，
出版了第一本拙著，書名為《到位的
教會》，本文嘗試分享成書的心路歷
程，和牧會者重尋教會美境的心跡。

陳瑞欣（温哥華）

王乃基

獻身事主的憧憬
差不多四十年前我年青蒙召，
一生擺上為主燒盡，這是那一代年青
人的熱情，經過多方掙扎思量，終於
被聖靈折服，進入神學本科四年的訓
練，當時只有破釜沉舟的壯志，問年
少的心要為主做甚麼？真是只有一片
丹心，任差何往必去。曾想過豪情踏
上宣教路；也羡慕過被主大用的星級
講員；更崇尚繼續進修成為被教會器
重的神學教授。牧會從來都被廣泛看
為最基層的事奉，只是榮升以上大志
者的踏腳石，但在畢業那年，倪柝聲
著作《榮耀的教會》改變了我的思
維，既然教會應當是榮耀的群體，若
一生服侍她又傾盡去愛，豈不就是不
枉此生嗎？於是鎖定了生命事奉的憧
憬，要埋頭功深去學習牧會。

楊何其真（緬省温尼柏）

學藝取經的歷煉
從起步就知道牧會不是容易的
差事，特別年少負軛，先在母會有如
「木人行」的九年實戰，感恩有自己
的牧長成為生命導師。再用了三年完
成道學碩士、在北美又加上邊做邊深
造的三年，前後為攻讀牧會的專業
課程，就花了十年寒暑，真
是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但為
了牧會，是值得恆常閱讀與
進修，卅三年來東西方的健
康教會書籍，是牧會的維生
素，中西的教會增長講座，
成了取經的寶庫，總之滴水

三位信徒的閱讀心路

轉教會是消費者心態？

2013年12月

18/11/2013 8:55:0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