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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中命令死人起來？！
溫牧師：

我有一位主內朋友，她的父親突然離世，非常傷心。在喪禮中，她竟忽然站起
來，很大聲地指著父親遺體說：「奉主耶穌的名！你起身！」在場的親友都很錯愕。
死者沒有起身，她便失控地像癲狂了一般。她受到的打擊，不單止是至親猝死帶來的難過，也是信仰的
疑惑：聖經提及「求就得著」、「信心能夠移山」；她在喪禮中懇求，並堅信死人能復活；但她失望、
崩潰了。我可以怎樣幫助她呢？

驚惶的信徒上

何謂「到位」
王乃基

近年中港共融的趨勢，不
只在政治、經濟及宗教的事務

上明顯，就是漢語的使用上也見發展出所謂的「潮
語」(buzzword)。「到位」這詞就是在中國被普遍
使用，在國外包括香港卻顯得陌生。我們熟悉的是
「上位」、「出位」、「方位」、「定位」等詞，
「到位」就似明非明。一般都以為「到位」就是到
達適當的位置1，即所謂「達標」的效應；此「恰到
好處」的意思，其實還未論盡「到位」的精粹；以
「做得好」來意會「到位」，仍是留於靜態。當然
用「做事做到位」2來形容事情的成功，已相當傳
神，但到位實在是一種深度的動態，能夠不斷導向
生命與群體的前進。3

據我有限的見聞，「到位」還未有一個官方
的英文翻譯；甚麼precise、in place、well done都不
盡傳神，特別拙著《到位的教會》，出版前後，都
未有最恰當的英文名稱。數月前有機會在美國灣區
主領相關講座，一位執事問「到位」是否指達標，
我覺得那未全對；這個提問促使我尋找一個英文新
名詞，可以將「到位」表達：大家都慣用的「異
象」、「願景」、或「遠象」，都是vision的意思，
而一本講論尼希米記的專書，就用Visioneering4來命
題——這肯定是一個新的英文字，意思是那將願景
成真的工程。願景人人講，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正
是這樣的工程。全球位置測定系統，十年來家傳戶
曉，全在乎人造衞星指引地上的位置，它的英文名
字叫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關心教會的建造者，
日夜思量教會的屬天意義及如何將之體現，就是要
朝向「到位的教會」——借用positioning一詞將之工
程化來，那就是Positioneering Church了。將以下三
個指標可以導向教會長期建造的工程，好使教會有
到位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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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變的真理基石

教會誠然不是人際組織，不可以當同鄉會或
宗教俱樂部來運作；參加者以人為動機來教會，維
持不久就自然淘汰；帶領者若非堅持聖經的教導，
以敬虔的靈性來踐行教會的本質，也難以長期成為
教會的領袖。故此真理實在是教會到位的基石。真
理是浩瀚淵博，教會可以有千變萬化的模式，但
萬變，也不離其宗的不變真理。教會必定是「使命
的」，也是務要求培養健康成長的素質5，這是新約
導向教會的基本元素，正是穿越歷史時空的真理指
南。

多變的時勢基準

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成功一時的教會，卻沒有一
直成功的教會，原因是一時到位的教會，常沉醉於
已達標的美夢。人人總想一步到位，教牧長執參加
了教會增長特會，總以為移花接木就有教會增長的
寶典；原來中外名著的教會學專書6，有一本還未出
版的就是自己教會的版本。屬天真理及諸般模式的
借鏡，仍在乎踐行於不同又多變的處境；神在不同
的時代與族群中有祂所造的浪，教會領袖是衝浪者
7。加拿大華人教會有獨特的時勢基準，是神賜予多
元色彩的浪，就是兩文三語的華人族群。四十年來
多變的面譜，叫過去有成效的技巧正受新時勢的考
驗。我們應當協調今日的時勢，創新未來的教會模
式，免使教會成為博物館。

應變的團隊基因

教會能夠從一個組織(o r g a n i z a t i o n)活化
成 為 有 機 體 (organism)，全在乎領
導的團隊基因； 不是只有真理導向及

主內驚惶的信徒：

接到你的來信，一方面對該姊妹深感同情，

另一方面更覺得對真理正確認知的重要。只有真

正的認識真理，我們才得以自由。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為何這位姊妹有這麼大的

「信心」，在喪禮中，要叫她的父親起來，在人

看來，或許更好的時間是在她父親剛離世之際，

而非在喪禮之時才作出這指令。但她顯然是難以

接受摯愛的離世，並且希望父親能活過來。在這

強烈的意願中，主觀地抓住「聖經的應許」去

求。當求而得不着，就對神失望，在信念上大受

打擊。但我們當了解，聖經的客觀真理，是出於

神的啟示，不會因我們主觀的意願而改變，生命

的長短，主權是在神手中。

聖經中提到「求就得着」(太7:7)，「信心

能移山」(太17:20)等都不當斷章取義而應用。

主在馬太福音七章中所強調的是神像父親愛兒女

般愛我們，所以會允准所求。但我們知道一個智

慧的父親也並不是對子女有求必應。神是樂意賜

予，甚至多於我們所求所想，但這是從神的全知

來看，而不是我們看為好的，祂就全不考慮的賞

賜。太17:20提到移山的信心時是說：「你們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

移到那邊，它也必挪去……」。這是一個比喻性

的說法，卻不是真的叫我們移山。全本聖經都沒

有記載過耶穌，或門徒、先知使用過這移山的信

心。話說回來，叫死人復活的事例是有的，主曾

叫拉撒路從墳墓中出來(約11)；保羅在特羅亞叫

猶推古重新有氣息(徒20:9-12)；舊約中以利沙先

知也有叫書念婦人的兒子復活的事例(王下4)。但

這一切都是神在特定的環境，以神蹟奇事顯明祂

的權能、榮耀，建立人的信心而作，而非因個人

主觀達至。

初學禱告的信徒，可能都聽過A.C.T.S.的教

導，這次序顯然以敬拜，認罪，感謝先於代求。

這也正如主教導門徒的禱告一般「……願祢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國度、

權柄、榮耀是首要的，非你我的意願，是神的旨

意。主自己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就是好的佐證(太

26:39)。禱告是先聆聽、領受神的心意，按聖經

真理的啟廸和應，阿們。雅各也提醒我們要禱告

蒙允就不可妄求(雅4:3)；從約9:31，我們可以見

到神垂聽敬奉祂、遵行祂旨意的人的禱求。

我想能給予這位姊妹最大的幫助是從為她禱

告開始，在她旁邊作一個聆聽者，找適當的機會

與她分享個人對神的經歷。當然，有些情況下，

可能需要專業人員的介入與輔導，但我更鼓勵你

陪同她找她可以信任的教會領袖，教牧同工，一

起為她禱告，這也是雅各所教導的(雅5:14-16)。
我相信你若能陪伴她走過這艱難的歲月，你個人

的生命也可以有更深的經歷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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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當時如何處理兩位年輕人流失的危機？
我當時首先叫自己忍耐，靜觀其變，以便隨時把握機會。然
後讓他們感受到我真誠的想與他們建立關係：不是傳道人與
會友的關係，而是真正朋友的關係。我看出這位弟兄有時也
因爲我的身份而對我有點抗拒，因此我每次約他們出來也不
會說針對性的話，而是發自真心的聊天、問候和關心。這兩
位弟兄及姊妹對此反應也一直很正面，每次邀約他們會面也
會出來，只是在技巧上也要其它弟兄姊妹幫忙：比如教會團
契有較大型的聚會，兩個也會請來，但很多時都是男子組與
女子組分開邀請他們；有時大夥兒相約吃飯聊天，也盡量多
說能讓兩人加入的話題，別讓他們感到話不投機及被遺忘。

4）當時又有沒有其他年輕人受這兩位流失中的年輕人影響，也
產生流失的危機？
這兩位年輕人分手後的態度及做法，身邊好些年紀較輕的弟
兄姊妹都看在眼裏，並產生疑問：爲何在教會群體裏弟兄姊
妹之間也出現這樣不愉快的事情？而對傳道人以致教會未能
挽回這兩位弟兄姊妹，他們也感到失望。

5）你認為可以如何處理或預防這種互相影響的集體流失？ 
作爲傳道人，與團契中的年輕人固然要有良好關係；不過有
時未必有時間跟進每一個人，因此身邊也要有多些耳目，以
幫助自己了解團契内弟兄姊妹情況，而另一方面亦多鼓勵年
輕弟兄姊妹接受門徒訓練，好讓他們有足夠裝備去擔當鼓勵
及引導其他經歷相同挫折的弟兄姊妹的角色，也能幫助自己
在處理事情上做到更成熟、正面，更懂得依靠神。此外也可
以多做針對特定組別年輕人的前期輔導工作：我們教會就有
專門為就讀十二班快將進大學的年輕人而設的輔導項目。很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弟兄姊妹適當的調節心理，不要以爲
教會裏所有人和事都是完美，而是要他們明白就是傳道人也
是普通人，也有不足之處，以免發生事以後心裏想不開，形
成很大落差。

6）作為傳道人，對防止下一代信仰流失，你有何建議？
經過這次事件處理的反省，我很遺憾當時未有更密切跟進兩
位年輕人關係的發展及他們那一刻的生命成長，以致他們的
信仰錯誤建基於教會應是完美的觀念上，進而引發更多思想
上的問題。而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我要首先留意自己的狀
況，在理性及靈性上都要有所準備：要認清自己的弱點，真
心承認自己能力的不足，並將之交給神；最重要還是跟他們
維持緊密關係，首先自己要做到毫無保留：我就曾經向弟兄
姊妹坦白承認自己仍然未能做得到講道的內容，分享自己所
經歷的信心低潮，並以此勉己、勉人。我認爲這樣坦誠面對
更會得到弟兄姊妹的諒解及信服。另外也不妨在教會及團契
推廣道成肉身式的服事(Incarnational Ministry)，鼓勵大家效
法耶穌身體力行的生活態度，在人群中活出愛，明白犧牲的
真義，好讓大家對信仰有更成熟的追求 。

可能會達到260至300萬。而根據移民部的資料，來自
香港的華人越來越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就日漸增加。
在過去10年間，福音派華人基督徒有大約4萬4千的人
數增長，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佔了最大部份，高達
90%。從這移民的資料和人口增長的角度來看，將來
的華人教會和我們的下一代很有可能是以國語為主，
教會亦會慢慢融入更多國語文化。王長老說，《信仰
歷程》正是為了讓我們更清楚文化、族裔、環境等因
素帶來的影響，從而幫助配合我們所預測的大趨勢 
來建立教會──例如幫助國語教會建立英語堂。

我們討論到對《信仰歷程》在結果方面的期
望：它到底與HF會有甚麼分別？特別是在程度、
質、量上會有甚麼不同？王長老比喻HF為一個非常
廣闊的透鏡，而他希望《信仰歷程》會更有效，更集
中探討華人教會關心的問題。HF的問卷部分中調查
了一群18至34歲的人在年青時的信仰概況。其中有效
的2800多份問卷是透過調查公司從6700多個回應中篩
選出來的。而除了問卷部份，HF還有訪問部分，透
過訪問72人整合出四個信仰成長的障礙。而《信仰歷
程》的調查也希望可以做到最少量，甚至乎沒有篩
選，以達致搜集最多資料的效果。問卷當中將會加入
針對族裔教會的問題，訪問的對象亦想同時覆蓋有和
沒有參加教會的人士。

王長老讀過HF對下一代流失問題的探討後，留
意到華人與白人在文化上大有不同，故此覺得族裔上
的分別可能成為華人教會下一代流失問題的因素：例
如白人的子侄成長時不用擔心他們是不是加拿大人，
亦不必擔心自己是否屬於少數族裔；但華人子侄就常
常要在身份上思考，甚至會出現不肯定，或者因狀況
而選擇標榜加拿大或華人的身份。受訪者的父母從那
裡來？他們的固有文化與主流文化有甚麼分別？這些
問題都會對調查帶來特別的貢獻。

王長老再解釋族裔文化因素如何會在許多不同情
況下發生作用；例如：從HF可以觀察到，下一代在
小學轉升中學的流失率比中學轉升大專更高，一星期
最少到教會一次的人數在小學升中學時由70%下降至
52%；在中學升大專則由52%下降至39%。下一代由
小學升中學時有非常多的挑戰，如環境、社交圈子、
老師、踏入青春期等。但是，文化、族裔身份的概念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成形的。華人家庭由於文化關
係更會對兒女教育有很高的期望，為這轉折期添加一
份無形壓力。族裔文化會否透過這些因素，為信仰帶
來阻力？這些都是值得檢討的。

又如果我們將華人和白人中學生作一個比較，亦
可以看到一些獨特的挑戰。首先，無論甚麼文化背景
的中學生都有機會遇到欺凌，包括可能是肉體上的、
精神上的欺凌；近年欺凌更伸延到互聯網上。而當你
是少數族裔的中學生時，你可能因而會面對歧視；再
如果你是少數族裔基督徒的時候，你更可能要面對別
人的嘲諷。面對欺凌的壓力，如果信仰根基打得不
穩，最容易放棄的就是信仰；因為欺凌人人都可能要
面對，膚色又是不能改變的，但是如果他們不對人說
出、承認他們的信仰，就可能不用被人嘲諷了。這個
研究希望能夠作個引子，幫助華人教牧了解這些獨特
的時期、環境對信仰的挑戰，以便作出充分準備，令
到下一代的信仰根基打得更穩固 。 

王長老又說：在這個升中學的時期，自由度的放
寬亦帶來其他的阻力，其中包括新環境帶來的疑問，
如為何進化論不對？為何同性戀不對？學生自己的好
奇心亦叫他們想嘗試新事物，例如性關係、毒品等。
我們華人基督徒教育下一代的時候，類似的價值觀問
題在教會中很少觸及，導致沒有全面、正確的教導，
亦沒有一個合適的空間讓青年人去發問。華人教會處
理這些問題亦比較保守，常常只是用「聖經這樣說」
的方式去教導，而不提供一個互動的討論。這個調查
希望可以多探討在這些方面的問題，幫助教會作出準
備，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去教導下一代。 

王長老這次調查亦只是一個起點，他希望可以
每五或十年再做一個跟進，透過長時間紀錄，觀察變
化，提出有效的提問。最重要的是可以陪著被訪者走
信仰的道路，了解困難、掙扎、和得勝的地方，對華
人教會支持、栽培下一代提供幫助。這個調查的預
算全部屬於行政和統計所需
的費用，工作人員都是志願
性質的專業人士。《信仰歷
程》的執行亦已經得到不少
支持，但王長老希望大家可
以繼續為《信仰歷程》提供
更大的支持，繼續關注這個
有意義的事工。

為時勢所趨，而是領袖們有應變的領導力，在信徒
皆為祭司當中，有平肩並進的多元領袖作為基因，
使不同文化及世代的信徒，仍能在真理和時勢的吊
詭張力裡，發揮應變的處境演譯。這正是不同時代
繼續踐行基督的福音延展出來的教會模式，好讓教
會不是一代到位，而是世代傳承的將教會之所以為
教會者，能以世代相傳，在幻變的世界中繼續定位
在教會的使命，服事不同世代的族群，傳承神子民
屬神的素質，繼續建造基督的身體。

原來沒有教會是到位了，甚麼時候教會以為自
己成為模範，就會失去了到位的本質。教會只能在
本位上不斷對準上述的基石、基準、及基因，才能
夠在時代巨輪之上，奔向基督為我們各教會定準的
旨意，成就祂要每一間教會踐行的使命。

願我們的眾教會都不斷邁向到位，就是在我們
的族群裡同建基督的身體。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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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武《做事做到位》（中國民航出版社，2004）

3. 參姜博仁《到位》（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目錄：到位是一
種認可、認同，到位是一種信賴、信任，到位是一種能力、潛
力，到位是一種成就、成功，到位是一種結果、效果，到位是
一種溝通、變通，到位是一種擔責、擔當，到位是一種機會、
機遇，到位是一種定位、就位，到位是一種補位、保位，到位
是一種不越位、不錯位，到位是一種不缺位，不逃位。

4. Andy Stanley《Visioneering》(Multnomah Publishers, 1999)

5. Rick Warren《直奔標竿》（基督使者協會，1997）p. 29

6. Timothy Keller《Center Church》(Zondervan, 2012) p. 15-17

7. Rick Warren《直奔標竿》（基督使者協會，1997）p. 26

安靜獨處 （下）
盧佳定

靜修營程序：安靜、聆聽神的話、默想、札記、回應

我們如何單獨與神共處兩個小時？在我們靜修營簡
單的日程表中，有數個單獨安靜的時段。對於剛開始學習
靜修的弟兄姐妹，可以跟隨不同書籍所提供的退修程序。
可供使用的書籍有王志學：《經歷神—退修默想導引》
(香港，基道，1993)和高登‧史密思：《與主獨處》
(Richmond, BC, 國際種籽出版社，2010 ) 。這些書籍
提供的退修程序有戶內的，也有戶外的。其中一個方式是
與靜禱頗相似，特點是個人單獨進行，時間也長很多。先
安靜一段時間，把思想集中到與神在一起。安靜一段時間
後，就可以朗讀退修程序提供的經文。這樣慢慢的朗讀可
以訓練我們的聆聽能力。很多時我們讓世界很多聲音破壞
了我們的聆聽能力，以致我們聽不到周圍很多聲音，更聽
不到神向我們所說話。朗讀神話語以後，就默想這些話
語，讓神透過這些話語向我們說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
驟是把默想的感受和亮光寫成札記。很多時神給我們感動
或話語，我們會很興奮，但是卻沒有把這些經歷和亮光記
下來，不久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再者，寫札記也幫助我們
把感動和新的亮光具體化和系統化，方便自己反省和體會
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在寫完札記後，就可以帶著感恩的
心禱告，與神交通。

靜　步

坐了數小時靜修默想，身體可能會有點疲
累；退修的程序也包含使身體重新得力的活動
（recreation）。我們會一起到戶外散步。我們
很感恩，退修的場地有一個頗大的私人樹林，弟兄
姐妹可以靜靜地在樹林的小徑漫步，開放自己的眼
睛、耳朵和感官，在寧靜中看到很多平日沒有留意
到的事物，如樹林內豐富多樣的植物、雀鳥、昆蟲
和動物，並且聽到各種聲音。我們可以從大自然的
一草一木中看到神創造的偉大、恩典和愛，盡情的
享受神的同在和其創造的世界的美麗。

查經樂

除了在密室和大自然享受與神的同在，我們
也可享受與神的聖道相遇的喜樂。在整個退修中，
我們有一節時間是一同查考一段聖經。我們一同用
歸納式查經的方法，對一段經文進行觀察，並把
各人對經文的問題收集起來，一同從聖經的上文
下理中尋找答案。這樣的文本查經（manuscript 
study）讓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直接與經文對話，

享受與神聖道直接相遇和聖靈帶領的
喜樂。這也是與神相遇的一部分。

分享代禱

經過一日的安靜、個人靜修、靜步、查經等程序，在
眾人安竭睡眠或退修結束之前，弟兄姐妹圍在一起，分享
心得、感受和互相鼓勵，也一同禱告感恩，代求。與弟兄
姐妹一起退修的好處是可以防止獨自安靜的時間變得散漫
和缺乏紀律。而且，正如神學家潘霍華所說，獨處是為了
團契的生活，團契的生活是為了更能與神獨處。與弟兄姐
妹一起，我們可以在安全和溫暖的環境中安心與神獨處，
享受神的同在。

安靜獨處的操練沒有任何既定的公式，我們也是不斷
的在操練中學習和嘗試別人提供的經驗。我們不用靠自己
的努力，也不需要尋求表現和成果。最重要是開放自己的
心靈，享受神的同在。唯有我們真正安靜下來，我們才能
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並對神的同在和神的聲音敏感，更有
空間承載別人的需要和傷痛，也更願意領受神的差派。

（作者為安省西區華人基督教會傳道）

(續頭版專題「一位英語傳道看下一代流失的問題」)(續頭版專題「《華人教會下一代信仰歷程》調查」)

(續底頁專題「教會中的三個成長過案」)

失而復得的信徒 
採訪：李浩基

問起他最初參加教會時的情形，Jay回憶說：移民到多
倫多後，新環境的不適應及不愉快的校園生活令他感到失
望。Jay感恩神在這時候為他帶來了一位影響他生命與信仰
的人物——他的表兄。當時表兄見他經常悶悶不樂，便不
時找他出來聊天，讓他可以釋放心中的壓力與鬱悶。後來
他發現原本跟自己一樣沒有信仰的表兄已經參加了教會團
契一段日子，Jay出於好奇，於是不理會父親可能反對或不
悅，鼓起勇氣求表兄帶他返團契。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同時叫表兄教他作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禱告，求神打開他的
心，讓他感受神的愛和存在。 

往後幾年的團契生活，Jay不知不覺間變得較以前開朗
和自信，亦認識了一班很好、很值得信賴的弟兄姊妹，日
子過得相當愉快。當時與中英文堂兩位牧者的關係，他形
容感覺亦師亦友，尤其是中文堂的那位牧師，更加有點他
理想中父親的影子，因為想不到一個接近中年的牧師，也
可以如此不介意輩份高低地跟年青人打成一片，叫Jay打從
心底裡尊敬他。也是這位中文堂牧師的一次學生福音營講
道，讓他在十一班的暑假時感到聖靈的呼召而決志信主。

然而，他的信仰生活很快因着升讀大學的環境轉變
而急遽倒退。他坦言問題的核心是自己性格愛與人比較；
而比較的對象，正正就是帶他返團契認識主的表兄！表兄
各方面的成績一向很優異，父親自少總愛拿Jay跟表兄比
較，潛移默化地便在Jay的意識中產生了要跟表兄等同的想
法。於是在選讀大學主修時，他選擇與表兄一樣的大學及
科目。然而他真的沒想到大學第二年過了一半已支持不下
去，無奈下只好決定轉換主修科目。當時心情真的差到無
法形容，又沒有 人能夠傾訴，也不敢跟人提
起，而且所讀大 學是在大多倫多地區以外的

城鎮，自己遠在多倫多的教會及團契跟本無法給予支援。 
最令他難受的是父親沒有體諒自己，無論如何耐心解釋，父
親總是表現得很介懷，每次電話對話總落得父子二人無言地
冷戰收場。Jay表示，那時的壓力和無助感，令他開始出現
自責和自卑，並同時質問神為何不聽他的禱告，幫他解開父
子二人的心結？

這件不愉快事件後，他更決定放棄信徒每日該做的── 
讀經、靈修、祈禱，選擇做個向神發脾氣的小孩，而為了減
低心中的不快及來自父子關係的緊張壓力，不該做的他卻做
了，如經常跟幾個同學通宵醉酒，作小額金錢的麻雀賭博
等。這樣子的生活一直維持到差不多完成大學為止。 

在差不多畢業的時候，神要介入了。臨近畢業，有一次
跟那位感情要好的中文堂牧師碰面。在談到自己的近況時，
他只好支吾以對，牧師當然看出Jay有問題發生了，他記得
當時心裡在盤算著到底該如何面對牧師的疑惑，本想再次逃
避，但有一想法卻突然出現：「你避夠了嗎？你還想拖拖拉
拉嗎？」他現在稱那個想法為神的訓話。結果是他開口將幾
年來的情形告知牧師，這就有如把一口烏氣吐出來，心情舒
暢了。牧師為他祈禱，然後提醒他好好想一想神一路上的恩
典。Jay細心思考，明白到原來幾年來的問題完全是自已的
錯；想到神在他放棄時，仍然不離
不棄地保守自己，為此他感到相當
歉疚。在牧師的輔助下，Jay表示也
需接近一年才能逐漸放下那份歉疚
和背棄神的陰影返回教會，恢復原
本的信徒生活，但與父親的關係卻
仍有待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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