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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頭版專題：教會如何面對社會議題)

3.哪些社會議題教會應多參與？有沒有哪些該避重就
輕？ 

麥《聖經》是強調公義，我們需要行公義。其實，
我們需要看不同社會議題的時代發展，然後對於

那議題作出回應。現今的風氣正需要這樣的社會良心。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們需要的。有些
議題不是爭議性的，可以是籌款，表達對國家、世界的
關心，作一個好的見證出來。不建議關門作基督徒，因
為我們屬天國，同時也是屬國家的公民，所以當社會出
現一些需要的時候，基督徒如果以最快的速度去關心這
些問題，就可以有好的見證，自然有影響力。今天的現
象確實沒有任何可以見到的突出表現，沒有好的見證，
影響力自然遜色。

陳信仰是生活，社會議題是生活的部分，沒有必要
刻意迴避。然而，教會的重點是需要裝備信徒，

要讓信徒明白神的心意，繼而知道如何去實踐並應對當
前的議題。社會議題不是中心，而是應用真理的實踐途
徑。

4.傳統上教會習慣以宣告形式教導真理，在回應社會議
題上，對教會內外，應否多用對話形式？

麥應該的。現在有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在真理的
問題，沒有跟隨《聖經》的指引，很多時後用自

由的口號去帶出新派神學思想。事實是我們需要在《聖
經》找到一些原則作參考，需要伏在聖經真理原則下
面。這些，正是今天欠缺的。能在聖經角度去思考這些
問題，我們中間的辯論就少。我認為有社會議題的時
候，應該有一個對話辯論的空間，減少內部爭執，尋
求共同的聲音。這不是個人的聲音，而是一個集體的聲
音。提倡用《聖經》的角度首先回答自己，首先在信仰
上有《聖經》的根據。今天，教會內能對每個議題的基
本討論都沒有，建議為某些議題建立討論平台。

陳不是整體教會去處理；對待不同對象，需要不同
的對話方式，要尋找最適當的方式去讓不同的信

徒作出回應。通過一個過程去成長，不是一次性灌輸思
想。如主日學，現在也多了討論時間，不是單一的上課
聽講。對話形式的改變不是因為社會議題，而是時代、
科技的變遷，但真理原則是不變的，透過對話可以找到
更適切的應用，避免將傳統當作真理。

5.在表達社會議題立場上，你覺得教會過去能夠兼顧原
則性、策略性、及技術性三方面的平衡？ 

麥是需要多方面盡力平衡的。我們要討論《聖經》
的問題，就不能老在一個角度看，需要從多角度

看，融合社會學，醫學，各學術等多角度找出討論的共
通點。但要有一定的底線，從正面的角度表達。另一方

我們特別關注到西三一大學被律師公會抵制的這事件。在
2013年，大學正式向加拿大律師公會（Federation of Law Societies 
of Canada）及卑詩省高等教育廳（Ministry of Advanced Educ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申請開辦法律學院。有關部門其實在2013年底
已經接納大學的批准。但當時有16間公立法律學院的院長提出反
對，而反對的原因居然是反對學校的社區公約，即是校規。社區
公約主要內容包括不能在學校範圍吸煙、喝酒、抄襲、等等……
其中一項細節為：「避免發生褻瀆神聖、『一男一女的婚姻』的
性行為」，換句話說就是在校園範圍只容許一男一女，基於婚姻
底下發生的性行為。院長們針對的字眼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他們認為大學教出來的學生會歧視有同性戀傾向的人，學生並不
專業。加拿大律師公會其實是有權代表各省的律師公會作決定，
但是因為有同性戀人士的反對，加拿大律師公會就突然間要出爾
反爾，重新考慮已經被接納的申請，以至各省的律師公會要各自
考慮。到最後有三個省未能達成協議，要做司法覆核。其中卑詩
省的律師公會亦兩度出爾反爾，把接納的申請收回，導致西三一
大學需要申請司法覆核。申請中的課程內容其實是符合加拿大律
師公會的要求，不過其中有些律師公會開出條件，要大學更改社
區公約才可以接納申請。

看過事情的經過，這些要求對西三一大學並不公平。暫且
不講加拿大律師公會的出爾反爾，西三一大學認為這次事件侵犯
了宗教自由。一男一女的婚姻是基督教所持守的信仰，理應合法
地受到尊重。而在2001年的時候，由於西三一大學開辦教師學院
第四年課程的事件中，學校亦受到類似的法律挑戰，結果加拿大
最高法院以8比1的比數通過教師課程的申請，當中清晰表明大學
的社區公約是合法的。2001年後社區公約已經修改過，改得比之
前寬鬆。不過律師公會認為，婚姻法在2005年改了，可能社區公
約需要修訂、更新。可是婚姻法賦予了宗教團體可以依照自己的
信仰去定義婚姻。如果律師公會的理據是正確的話，那麼很多正
在執業的專業人士豈不是要被吊銷牌照？西三一大學感到權利被
剝削了，在卑詩省亦有傳媒指出，根本沒有人強迫你去讀這間大
學，不認同社區公約的可以自由地選擇其他大學。學校是私立大

學，所有學生都要付全費，他們應該有權選擇自己心儀的學習環
境。西三一大學歡迎任何人報讀，完全沒有信仰的要求。學生中
有同性戀者，學校都會主動幫助他們，了解他們的掙扎。只要不
在校園內違反社區公約，同性戀者並不會被學校歧視或排擠。雖
然沒有正式統計，據估計大部份來自美國、加拿大的學生都是基
督徒，而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則大部份都不是基督徒。

西三一大學校董會的成員全部都是基督徒，所以當律師公
會提出反對的時候大家都首先一起禱告，各自分享經歷，尋求神
的帶領。校董會在過程中亦再審視學校的社區公約，看看有沒有
修訂的需要。同時亦有尋求律師意見，並且和律師公會接觸，尋
找其他的解決方案，可是因為對方相當強硬，認為是大學不對，
所以沒有接受其他方案。在整個決策過程中，校董會完全沒有意
見分歧，這是神的帶領和恩典。因為不停申請司法覆核，所以需
要不少的經費。藉著神的恩典，從各種不同的途徑都收到捐款，
足夠應付。除了錢的問題外，各人的心理壓力、面對傳媒、學生
與老師的疑問等等，都是需要處理的事情。大家都覺得待遇非常
不公平。所以學校上下都對校董會的決定表示支持，其他的教會
和基督教團體都一樣支持他們。雖然有正在讀這個課程的學生擔
心會影響他們日後的工作，但是由於大學在社會的認可性相當之
高，所以擔心並不大。西三一大學的畢業生除了受到專業的認可
之外，學生都會投入參與社區活動，做義工、接觸貧窮的市民。

透過詳細剖析西三一大學的個案，我們學習到一個機構如
何能夠在受到壓逼的情況下作出適當的回應。作為一個基督教機
構，常常被認為對社會或者其他人有很多的批判，但是回看聖經
的教導，要作鹽作光，就是要帶來正面的影響。所以應該在社會
作監察、秉承公義、幫助一些受苦的人。當一個基督教機構受到
抵制的時候，應該首先作自我檢視， 如果只是做事方式上被挑
戰，其實通常都可以作出調整，但是如果牽涉基本的信仰原則之
時，我們必須採取適當的行動去捍衛我們的權利，尤其是牽涉到
人權、自由的時候。我們不能默不作聲，因為只會讓欺壓的勢力

越來越猖狂。

(續頭版專題：基督徒群體面對壓逼的回應)

glorious and free），法律顧問提醒選用國歌同樣有
違法的可能。由此，討論演變成關於國歌的爭議。
其間有豐富創意的議員更提出用哼出「O Canada」
的歌調以避免違法。然而反對的聲音卻質疑國歌在
市政府的層面沒有認受性。最後，市議會以五比四
的票數，否決用「O Canada」取代禱告的動議。

正當大家都以為事件已告一段落之際，這個議
題再一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市議會裡。有一位市
民直言對過去市議會否定國歌的討論感到困擾，認
為市議會這個決定是抹殺自己的文化，背景，歷史
和價值。在他結束並要求市議會重新考慮之後，提
出使用國歌的議員做出令在場人士一時之間都無所
適從的舉動：在他發言的時候，他刻意將沒有歌詞
的國歌播放出來。無可奈何之下，由市長到議員、
工作人員、到在場的市民，一個又一個都站起來
了。筆者為這位議員敢於捍衛國歌的尊嚴和神的名
而感到鼓舞；聯絡上這位議員之後，他亦在電郵中
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然而，在場的廖立暉議員卻不認為事情是這
樣。廖議員雖然贊成動議，卻認為此動議及舉動屬
政治行為多於維護國歌或宗教，更不用說是捍衛神
的名。在訪問中他表示，取消會前禱告而選用中立
聲明或國歌都無妨，亦不相信有人會因為選用國歌
代替會前禱告而控告市政府。然而，他一再強調，
事件的關鍵不在於國歌和神的字眼上。他解釋，加
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使會前禱告不合法，取消禱告
及不選用國歌是情有可原的，避免瓜田李下。站在
市政府立場上，守法是正確的，基督徒亦然。然而
事件的確演變成一個小風波，令人嘩然。

上述的事件反映了在不同的位置上所關注到
的東西也不相同。市議會關心的是會否承擔法律責
任，而市民及基督徒所看重的可能是傳統及信仰。

其次，事件亦説明，從不同的角度，即使同是基督
徒，在同一件事上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表達的方
式。

廖立暉議員坦誠的表示，他參選的原因並沒有
信仰的驅使。但他的確認識對信仰有抱負而參選教
育公職的基督徒。事實上，他亦解釋，和市議員相
比，基督徒的教育委員、省議員、或國會議員在政
治環境中的見証和選擇，困難絕對更大。因為他們
面對的更多是涉及道德價值的政策，例如安樂死、
大麻合法化、性教育等等。即使如此，作為基督徒
市議員，他坦然在工作的決策上必須對得起良心，
而良心就是由信仰所引導的。

基督徒和教會是離不開政治的。神可以用有抱
負的僕人從事政治工作，也可以用在位的僕人傳福
音。廖議員分享了過去因為市議員的身份而間接或
直接把褔音傳開，他直言這是他之前意想不到的。
然而華人教會的政治態度偏於被動或冷淡，不利教
會對社會發揮長遠的影響。

筆者也有同感：年青的一代往往對社會公義有
所追求，教會若不能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所帶來的
問題，到頭來只有被拋棄或淪為不切實際的精神避
風塘。其次，教會若擔心分裂而害怕討論似是而非
和似非而是的社會問題，則錯過了機會去教育下一
代基督徒應有的「良心」，以至將來的基督徒坐在
管理的位置上時，根本與非基督徒無異。

「良心」，人皆有之，但各人隨自己「良心」
而作出的抉擇，卻未必相同。基督徒的「良心」應
是以神為本。我們既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應當在我
們一切的工作中，特別在管理這個世界上，榮耀神
的公義。這就是神的政治。在神的政治環境中，基
督徒又當如何作見証？

持久的事奉
郭鴻徽

以往每當邀請弟兄姊妹承擔一些事奉岡位時，弟兄姊妹都會慎
重地思考和祈禱，然後才答覆。我非常喜歡弟兄姊妹這種態度，對

事奉認真和等候，並且真的依靠神，而不是按自己的意願、經驗、才幹去接受邀請。

但近年來，每當發出邀請，弟兄姊妹祈禱、等候後，他們的回覆大多是，由於工
作非常忙碌，再加上個人計劃的改變，如轉工、進修、結婚、兒女誕生，因此當前並
不是最佳時間去回應神的呼召及承擔事奉，等待生活穩定後，才回應及承擔。當然，
現今的生活跟以往比較確有很大的不同和挑戰，作出適當的調整和安排是正常的，而
作為導師，我也很諒解和明白。事奉是不能勉強和強迫的，必需要有承擔和肯付出，
並有願意被神使用的心，才能為神作「大事」。

然而，還記得我剛出來事奉時，參加了教會的事奉人員退修會，牧者分享到要將
神所託付的事奉負擔看為「終身」的。這並不是說我們一生只參與一個事奉岡位，而
是當我們成為基督徒後，我們必需要有服侍神和服侍弟兄姊妹的心，不管環境如何，
我們是隨時候命的。正如耶穌呼召十二門徒時，門徒的回應是即時的，放下所有東西
來跟隨耶穌，並沒有「思前想後」個人計劃和時間限制，他們只會珍惜每一次神呼召
事奉的機會，往後的事如何，他們很有信心神必定會照顧和安排。

在我二十五年的事奉中，我也經歷過事業的高峯和拼搏期、移民的適應期、小孩
子出生的餵養期等人生的轉變，但感謝神，我和太太並沒有因為這些轉變而放下團契
導師的事奉，相反，我們經歷到神豐富的供應和恩典。你以為你付出太多，原來神所
給予的比你付出的還要多，過於你所想所求，使我們沒有甚麼可誇口。

作為團契導師，正因我真的經歷神的恩典，我就能與弟兄姊妹分享親身經歷，並
不是「紙上談兵」。這些經歷，也能成為例証，解決團友事奉上的困惑，啟發團友享
受與神同工的喜樂。神絕對不會放下忠心事奉衪的信徒，只是我們是否願意踏出第一
步被神使用？

我時常與考慮參與團契導師事奉的弟兄姊妹分享時，都會談到時間分配的安排，
因為這是他們考慮事奉的一大障礙。他們認為作為團契導師，每星期要花上很多時間
參與團契、開會、預備週會和關顧團友上，令他們可能會十分忙碌而卻步。當然，一
個有使命的導師，會對團契的各項事情非常關心。你的用心，團友會感受得到。若從
量度計算，每星期要用上的時間大概十小時，佔全星期的時間若百分之六。我們是否
願意空出這些時間服侍神和弟兄姊妹？若從質素看，正如以上的分享，與神同工更是
好得無比。正如那牧者所說，是「終身」受惠，又何需擔心參與事奉會令你有所損失
呢？

最後，引用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作結束：「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
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

守的心。」(提後一 : 6-7) （作者為卑斯省高貴林宣道會團契發展部長）

人言可畏下如何處理感情？
尊敬的溫牧師： 

我今年五十歲，是一個傳道人。很多朋友認為我各方面都很好，但因擇偶條件太高，故此一生
只拍過一次拖，如今仍然單身。最近回香港度假期間，應邀在一所教會講道後，認識了一位很善良
有愛心的姊妹，她也很欣賞我的講道。之後，有幾次跟她並幾位共同朋友一起吃飯聊天，回加拿大前單獨與她一次
午膳，相處得很快樂，但愛情的感覺上似乎彼此皆覺得若有若無。大家亦有意無意地談及，如果要發展感情關係，
年齡差距是一個障礙（她比我年青十多二十歲，但因我樣貌年輕，看上去又不似差距很大），分別身處加拿大和香
港是另一個障礙。傳道人的一言一行常常被信徒評論，除了祈禱外，我應怎樣面對這可能的忘年異地戀？

晚輩敬上

晚輩同工：

為著你的坦誠分享，在思想自己終身伴侶時，
對神榮耀的關注，對信徒的影響而作多方面的考慮感
恩。我們的召命是祂的僕人，也是群羊的牧者，神的
托付是最優先的考慮。求神給你指引，叫你在內心有
確切的把握，在外在環境中見到祂的開路，因而知道
哪條是正路，憑信行在其中。

禱告以外，我想有幾方面的考慮可供參考。

《聖經》告訴我們二人總比一人好。因為二人勞
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傳4:9-12）。在事奉上，獨身的
保羅與有家室的彼得都能為神所用。所以，我想你當先
思想自己是否有獨身的恩賜呢？保羅在林前七章，主自
己在太19:10-12都在這方面有所教導。Wagner-Houts 的
恩賜測驗在這方面亦可以幫助你有較客觀的了解。

第二方面，雖然愛情是無法量化的，但在實際生
活上，仍有不少要考慮的地方。獨自一人生活了五十
年，已是積習難改，要適應另一人闖進你的生活圈子或
要求她適應你都是很大的挑戰。從生活習慣、理財觀
念、作息時間、飲食口味、溝通方式，以致因教會事奉
所要求的委身與優次，對你倆都是很大的愛、忍耐與包
容的考驗。再加上二十年的差距，不要說雙方家人、親
友的看法，所加的壓力，就是你倆的健康、體能、對事
情的看法，都會有不大不小的差異。希望我不是太消
極，只是多方面的考慮。筆者結婚已逾四十載，夫婦關
係美好，現在退休了，還需有所調適呢！

再者，那位姊妹是由欣賞你的講道為起點，要達
至愛與委身是一條不短的路。站在講台上風趣幽默，

的奧秘，是美麗的事。筆者也見證過有牧者與比他年
輕二十載的姊妹締結美好的婚姻，並在事奉上成為他
的助力、祝福。既然你有此機緣，我鼓勵你持開放的
態度，小心求證。找熟悉你的同工、靈友代禱，給予
客觀的提點，並留心神所給予的引導。祂是帶領我們
走過人生不同階段的慈牧，憐愛我們的神。為著你的
見證，求祂得榮耀的心，神必會把最好的賞賜給你。

最後，我願意教會的領袖及肢體能對同工的婚姻
與家庭有更多的體諒。我們都是同有一樣性情與需要
的人。我們願意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也要怎樣待人。
不可把不必要的壓力，加諸牧者身上，拿起石頭打別
人總是比諸誠實地面對鏡子中的自己容易得多。
唯願我們以愛相繫，建立基督的身體，敬愛神
所揀選的僕人。

同為天路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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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我們需要有組織給教會資料分析，從而使教會可以
表達和作出行動。

陳難以兼顧。因宗派間的限制，教會的資源不足，
沒有足夠的材料就社會議題回應。比如是一些政

黨的議題上，華人教會只有從信任的一些機構去收集資
料，很難自行全面收集。所以比較難以平衡各個方面的
需要。

6.對敵視基督教信仰的世俗文化衝擊，教會領袖以甚麼
對會眾作出教導、輔導、訓練來面對？

麥有幾樣基本原則要懂得的：第一，作為基督徒活
在地上的職責是甚麼：我們是神放在地上的見證

者，我們的信仰要與行為相稱。第二，與神和與人建立
關係，是我們福音的力量：讓不認識神的人藉著你與人
的關係認識神。第三，基督徒的群體生活，《聖經》提
到，是以教會在社會中集體體現出來；教會在地上是明
燈。如果每個基督徒能活出《聖經》，那些見證就很有
力量。但現今卻是難見到這樣的表現。

陳認識真理，裝備信仰。除了用《聖經》的角度看
議題，也需要生活語言，結合文化、社會、科學

等立場多面化看議題，不單有助面對世俗文化衝擊，也
能促進福音的對話機會。從生活話題開始對話會讓弟兄
姊妹容易接受。而從中慢慢引入聖經真理，讓弟兄姊妹
自己認識當中的不同和相同。再配合個人見證，加強實
踐性，基督的文化在這裡面其實是已經存在。用基督徒
作標籤去對話是不夠的，需要著地到生活裡去減低世俗
文化的衝擊。

7.教會內對社會議題的分歧，牧者應該表達立場嗎？在
表達立場中會面對怎樣的困難？有何建議？

麥可以表達。大家一起去討論，不同的專家幫助牧
者一臂之力，在多方面資訊中，牧者作協調作

用，用《聖經》去幫助羊群協調。牧者需要有正規的指
引，當中要有聖經基本的底線，表達出正面些的指引。
在沒有違背《聖經》的時候，鼓勵不同人表達出不同的
意見。用《聖經》解釋為甚麼這樣看，怎樣應用在現今
的時代。分歧本身是需要的，鼓勵有分歧，只要不抵觸
聖經真理，就可以無限討論。不建議一言堂，用高壓的
手段表達，但也需要表達一個明確的看法，不能模棱兩
可。

陳應該有自己的立場。當分歧出現，要弄清楚彼此
間的不同點在哪裡，不應以一點論對錯。但當教

牧可能在一些方法應用上走入誤區，或表述不清，引致
一些問題時，當發現後就應該謙卑，有勇氣在相應的場
合承認錯誤。這樣會使弟兄姊妹間的關係好一些。

楊慶球

典中的各種疑難，以幫助修道士更好地理解經
典。為了使修道士有書可讀，修道院還必須設
立圖書館。因為當時書籍的來源非常困難，因
而要求修道士謄抄有關書籍。這種訓練無疑是
現代神學教育的濫觴，讓修士在宣教有重要的
神學及聖經基礎。

愛俄那的宣教運動傳到英格蘭北部，634年
一位愛俄那的宣教士名叫愛丹(Aidan ?-651 )，
在英格蘭東北部一個小島建立了一個新的愛俄
那，到了651年，他把福音傳遍了英格蘭北部。
這些愛爾蘭宣教士並不限於英倫三島，同時期
的科倫巴努(Columbanus 543?-615)發揮了愛爾
蘭的宣教精神，帶著十三個宣教士，把福音傳
送至歐洲，也建立修道院作為宣教基地。4

中世紀的修院扮演了神學院的角色，培訓
宣教士，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愛爾蘭宣教的
特色。歐洲的教會當時受教宗管轄，但愛爾蘭
修士建立的教會，只聽命於修道院院長，這對
宣教及建立教會有很大的幫助。後來在英格蘭
北部威特比(Whitby)有一會議解決這分歧，結
果是所有教會都服從教宗。我們難以評估這會
議對愛爾蘭宣教的影響，不過在之後的二百多
年，愛爾蘭修士仍然積極參與歐洲及英國的宣
教活動。

天主教的宣教熱情，一直支配著隨後數
百年的宣教活動。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天主
教的傳教士把南美洲作為宣教工場，無數修士
獻身宣教，他們住在那裡、吃在那裡、死在那
裡，是一種道成肉身的宣教。這與今日基督教
的宣教有天壤之別。例如宣教士幾年回國述
職，放下剛起步的工作；一大堆兒女照顧，不
能專心傳道；至於流行的短宣，更是少有效果
而擾民。
1 楊昌棟《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貢獻》(北京︰社科院文獻
出版社，2000)頁121

2 谷勒本《教會歷史》(香港︰道聲，1983) 頁185
3 愛俄那修院與本尼狄克的關係可參看鄧恩(Marilyn Dunn)
《修道主義的興起》(北京︰社科院，2010)頁95

4 華爾克(W. Walker)《基督教會歷史》(香港︰文藝，1976)
頁315-6

（作者為加拿大神學院恩道學院院長）

中世紀初，約主後六世
紀，北歐蠻族主要住在日耳

曼的森林和原野，他們不打仗的時候，便是打
獵、睡覺、怠惰及參與各種宴樂。他們不喜歡
耕耘，也不喜歡各樣手工藝。最強的人負責戰
爭，但戰爭不是經常有。最弱的人才耕種，一
般人以游牧為主。他們的道德生活也卑下，民
間流行多妻及各種迷信。1這種情況，要經歷了
多年的宣教活動，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有關歐洲的宣教，不得不提愛奧那修院，
它是歐洲基督教學術中心，歷三百年不衰，被
稱為宣教士培育及西方宣教的搖籃。2

愛俄那修院由科倫巴(Columba, 521-597)創
立。他生於愛爾蘭，出身於一個貴族的家庭。
當他接受聖職之後，他就到處去宣教，並且協
助建立德里(Derry)和杜羅(Durrow)等地的教堂
和修道院。愛爾蘭雖然已有基督教傳入，但愛
爾蘭人非常迷信。科倫巴以上帝的大能對抗他
們的邪神，藉信心行了很多神跡奇事，改變了
愛爾蘭人的信仰生活。他多次去蘇格蘭宣教。
他到了蘇格蘭高地向匹克特人(Picts)宣教，匹
克特人的勃特王(King Brude)不准他進城。他並
不氣餒，他在城外不肯離開，一直禱告，最後
感動了勃特王信主。

科倫巴四十二歲時受了主的激勵，決心
去海外宣教。他在蘇格蘭西面海岸一個荒蕪多
霧、驚濤拍岸的愛奧那(Iona)小島，建立了以
宣教為主的修院。他在修道院與十二同道，每
天禁食、禱告、潛修、默想、查考聖經和體力
勞動。門徒訓練了很多宣教士，差派到歐洲傳
福音，使歐洲很多部族歸主，甚至把福音傳給
了在萊茵河以東的日耳曼民族。

愛奧那島成為歐洲宣教的搖籃。當時的修
會有可能受到同期本尼狄克(Benedictus 480-
550)院規的影響。3《本尼狄克院規》對修士
在後來的宣教有很大幫助，其中四十八條的規
定，一天的生活有勞動、讀書、午飯、休息、
讀經、勞動、及晚禱等。從每年的十月初到次
年的四旬齋（即復活節前的四十天），修道士
的主要工作是閱讀基督教經典。為了指導修道
士的閱讀，修道院必須指定一至兩名年長、學
識淵博的修道士，作為「陪讀」，隨時指點經

口若懸河的講員在台
下可以是了無情趣、
木訥寡言的丈夫。這
都是你們需要進一步
交往才能了解的。

婚姻是神所設
立，象徵基督與教會

(續頭版專題：政治環境中的基督徒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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