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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底頁專題：「加拿大華福運動的前景」座談會) 人用神概念去解釋未知的事物？
溫牧師你好： 

在 high school 我有一個 friend說：「信仰就像是人用神的概念去解釋人類未知的事物，既不能
驗證使人眼見，也不能在道理上完全說服人。」我應怎樣向她傳福音？

Jason

Jason 弟兄：

首先為著你願意傳福音的心感謝神，傳福音是神
給予我們的大使命，也是叫我們能經歷神的好機會。
我們需要在各方面裝備自己，使我們能把福音的真理
講解得清楚明白，但另一方面，福音的果效卻不是我
們可以控制的。有些時候，縱然未能見到果效，道種
卻已撒在人的心田中，神也會讓我們在這過程中更深
的認識祂，體會神的大能與恩典，對我們的信心是一
種操練，傳福音的過程與果效是同樣重要的。

保羅是偉大的使徒，他自己的經歷就是神會用人
看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林前1:21）。
他更作見證說，福音的傳揚是不在乎言語，也在乎權
能、聖靈，並充足的信心（帖前1:5）。人的得救是在
於人以神賜的信心，對神的恩典作出回應（弗2:8）。
我們傳福音是與神同工，只是敏銳於聖靈的帶領，按
神所給予的智慧去傳，縱然結果纍纍，也是一無可誇
的。保羅告訴哥林多教會說：「我栽種了，阿波羅澆
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長。」（林前3:6）

雖然是這樣，我們還是需要用最適切的、合理的
方式去解明福音的奧秘。誠然，就是最顯淺的道理，
人都不能全然瞭解。例如，各類食物的烹調方式、組
合、進食時間對人體的吸收與養份都有所不同，人都
不易明白。何況是無罪的神降世為人，代替我們的過
犯，叫我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的道理，更是匪夷所
思。但正如保羅所說，我們須要用諸般的智慧，或勸
戒、或教導，把人引到神面前（西1:28）。我們可以
使用各樣護教、見證等書籍作工具，清楚的解說福音
的道理。徒17:22-31記載了保羅在雅典用智慧與不少有
識之士辯證。徒17:32-34告訴我們人的反應是有譏誚
的，也有幾個人是相信了的。

Jason，我鼓勵你在以下幾方面繼續努力：

（一）保持傳福音的熱忱。保羅對提摩太的勉勵
是「總要傳道，無論合時或不合時，都要作好準備；
總要心存百般的忍耐，用各樣的教導指正人，責備
人，勸勉人」（提後4:2）。切不可淡化福音的真理，
例如罪的事實、後果及人必須要有悔改的心、更新的
生命，作一願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的門徒。

（二）常存倚靠聖靈的心，隨時多方禱告，多切
實關懷福音的對象，找機會作見證。更須留心對象在
生命／生活中所遇上的危機與挑戰。人生總有一些不
容易渡過的時刻，這也是神喚醒人的時刻，抓緊這些
機會，表達愛及同行，見證神的救贖。

（三）保持與神結連的關係。你的生命若能具生
命力，帶出基督芬芳之氣，才能吸引人到神面前來，
沒有味的鹽對食物產生不了作用。我們作世上的鹽，
不單需要走出鹽瓶，更需要有感染力與見證。

Jason，我也有多年禱告、引導才能得著親友歸主
的經驗呢！我相信神悅納你事奉祂的心。唯願你能在
祂所定下的時刻，見到你的勞苦並不徒然，你不單流
淚撒種，更會歡然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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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頭版專題：問題比答案多、問題比答案好)

進需要由各教會、甚至乎參加者自己去承擔。

譚：如果用開車作比喻，華福是把車啟動的那個，之
後在駕駛的就是會議參加者本身了。

陳：我或多或少認同這條問題所提出的觀點。可能華
福並沒有提供很多的跟進，不過他們確實是把異
象傳遞了。異象由華福傳到教會，接收到異象的
牧者有時候會遇到如何把異象帶入自己的教會的
困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把教會託付給第二代的
問題，如果教會的領導層都沒有足夠的第二代來
參與，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傳承的工作實在很難
實踐。有些教會的長議會比起牧者有更大的行政
權，實在令到異象傳遞非常困難。我認為一些跟
進的困難來自客觀的環境因素、或者實際可行性
的限制。

馬：我把這歸納到溝通問題的範疇，應該不算是衝
突。不過華福比較少直接接觸長議會，大部分參
加會議的都是牧者。有時候會聽到牧者嘆息，未
能夠把異象傳遞到比較保守、傳統的教會中。

黃：要建立一個合適的環境、平台讓教牧和長執加強
溝通對話，達成異象傳遞實在不容易。需要創
意，打破傳統。

3如果在加拿大的華福事工繼續走下去，可以抱持
甚麼實際事工成效的期望？

陳：我認為教會需要定期，例如每幾年就去檢視、重
整架構、更新方針。如果沒有新的方向、領導
層、方法，實在很難去接觸年輕的下一代，可能
需要提攜更多英語牧者，當然這件事本身亦具有
很大的挑戰性。

馬：其中一樣華福可以做的就是教育，多次的去重複
需要更重視英語牧者、會眾的意見。接納由多位
不同語言的領導牧師（lead pastor）共同分擔
過去只由一位主任牧師承擔的工作。我們亦看到
有需要辦一個座談會，邀請英語牧者來講述他們
的需要和看法。

黃：我認為應該更多接觸有關門徒訓練的主題。需要
再次向教會領導層列舉一些不合聖經的教會運作
模式。效法主流教會，提供更多資源讓教會領導
層跟英語牧者、或第二代信徒合作得更好。

譚：我同意我們需要集中在門徒訓練和基教的層面，
其次我們需要重視跨文化宣教，這也是我們華人
教會比較弱的一環。

4如果在加拿大的華福事工繼續走下去，應如何配
合現時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需要？對於訂立未來加
拿大華福事工的方向，在人力財力等各樣資源上
有甚麼實際挑戰？

馬：其中一個華福想針對的方向是留學生及新移民事
工。效法韓國教會的方法，為留學生及新移民提
供適應加拿大生活的支援。韓國的基督徒比例在
韓國當地是百分之三十，而在加拿大就有百分之
七十。 根據研究，韓國基督教會對留學生及新
移民提供的協助包括接機、找工作、選擇居所、
提供資料、融入社區等等。本地華人教會可以考
慮提供類似的服務，可以透過微信等渠道來接觸
有需要的人。用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協助他們在
加國自力更生，然後再有不定期的跟進、聚會，
例如在節日邀請他們吃飯，和他們保持聯絡，用
愛心去關懷、支援他們。在資源上，這個事工可
能需要會眾先撥出數個月的時間去關懷、照顧新
朋友。之後的跟進自然會相對的輕省。

傅：針對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需要來看，我作為國語教
會的牧者，在這次華福大會回來後我有很多反
省，認為不可再沿用過去的方式去辦教會。以全
球華人基督徒的數量來看，過去幾年都一直有增
長，這是好消息。不過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國家，
例如歐洲的國家，基督徒數量卻下跌。我再看在
加拿大的華人教會，看自己的教會，發現做了三
幾年，增長已經停止了。到底甚麼需要改變呢？
我認為華人教會在北美，不單止受到北美社會的
文化影響，亦會受到北美教會的文化影響。國語
教會就是在這種北美教會文化下建立的，因為有
各種資源豐富、設備完善的教會，令北美教會文
化有強烈的消費者心態，這是導致很多基督教國
家衰退的原因。我們不可能只對著會眾的胃口去
提供資源、訓練、課程。

陳：我非常認同傅牧師的觀點。北美的教會非常重視
效率、數量，我們比較像量產基督徒一樣，忽略
了對他們悉心的栽培。北美教會傾向辦大型聚

會，一次過領幾百人、幾千人信主。悉心的栽培
一兩個門徒需要投資大量的時間、心血，不過被
栽培的門徒會深深紮根。

馬：現今主流教會都有萎縮的情況，正好就是支持英
語人去殖堂，去吸納非華人信徒的好時機，同時
又可以讓英語牧者成長。這亦提供英語會眾、牧
者多一個選擇，讓想留的可以留，想出去的可以
出去。華人教會亦可能需要開始考慮社會、社區
的變化而作出其他的調整，例如採用「敬拜中
心」（worship center）等字眼，讓其他族裔的
人較容易接觸我們的信仰。

5加拿大華福運動在代代相傳的事工傳承、領導層
繼任人的栽培方面應該怎樣做？有沒有遇到困
難？

黃：加拿大華人教會出過幾位世界華福總幹事。

馬：我希望在華福事奉的牧者都有相當的牧會經驗，
這對處理問題、訂立方向、聯絡都有幫助。

6加拿大華福運動在世界華福運動中有甚麼位置、
擔當甚麼角色？曾有甚麼貢獻？又曾得到甚麼支
援？

馬：世界華福跟地方華福在近幾年的聯繫沒有過往緊
密，以致沒有辦法活用各地區的優勢。加拿大華
福在世界華福領受到不同的異象，然後帶到加拿
大推行。

譚：加拿大華福對世界華福有經濟上的支持，作出奉
獻。

7加拿大華人教會在加拿大華福運動中有甚麼位
置、擔當甚麼角色？曾有甚麼貢獻？又曾得到甚
麼支援？

譚：華福正在籌備為一些教會的教牧人員提供福利保
障。

馬：不少沒有宗派的華人教會因為同工人數少無法集
體買保險，華福把所有這些獨立教會的同工集合
為一個單位，然後幫他們向保險公司擬定一個跟
宗派保險差不多的保險計劃。一些人數比較少的
機構亦可以受惠。這份擬定的計劃在全加拿大都
通用。

設立兒童、青少年、成人的主日學？這些事工有同時發揮基督教信仰教育的本質嗎？

目前教會中有多少弟兄姐妹參與基督徒商人有關的團契，或是組成辦公室查經班？

目前教會青年事工的實況如何？對今天專題中哪一個事工特別感動，為甚麼？

請描述並分析你教會臨近社區的居民特質與文化，你教會的弟兄姐妹是否都充分認識這些社區的實
況呢？與社區居民親近嗎？你有發現教會中哪一類特質、背景的弟兄姐妹特別願意投入社區服務呢？

我的教會目前是否有家庭事工？目前正使用甚麼材料進行？

（二）神學反思
為了回應這個快速變遷的世代文化，你是否同意我們需要的大數據除了當代「共時性」的資訊之

外，還需要教會歷史脈絡中豐富的神學傳統所提供的「歷時性」思想資源？

教會推動門訓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教會事工推動的有效性，還是優先成全個別信徒的獨特生命？如果
後者的結果會造成門訓之後，更多有主見與獨立思考能力的門徒，對事工的發展提出不同的意見，你認
為對教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如何讓教會的信仰教育本質性地帶向差傳的？你是否支持鼓勵弟兄姐妹舉辦以基督教價值為主的
「在家教育」，或興辦基督教育為主的中小學呢？

職場中最關注哪些議題？反應哪些現象？如何教導？基督徒在職場宣教中所產生的跨界連結，經常
衝擊每個人既有的教會身份認同，作為堂會的牧者如何看待與支持？

如何在發掘年輕人生命夢想的同時，引導他們建造在基督裡的新生命？如何確定那個想要追求的夢
想不是自己想要成功的慾望，而是基督對我生命的心意？

在一個兩性關係扭曲的年代，面對同性婚姻的衝擊，我們如何在家庭事工中恢復上帝起初創造的心
意呢？

（三）策略行動
如果影響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創造新的文化，那麼你的教會目前使用甚麼具體的策略來創造新的文

化呢？教會是否可能將對內邏輯的週報轉變成對外邏輯的社區報呢？

如何在我教會目前領導層的團隊焦點與事工節奏中，重新聚焦在「門徒訓練」與「跨文化差傳」上
呢？

體驗教育的優點為何？你的教會曾經使用過哪一類的信仰體驗教育？如果2017年可以嘗試突破，你
最可能從哪一個理念與行動入手呢？

在不同的職場福音行動中，你最想要在目前的教會中採取哪一種福音行動形式？為甚麼？你會如何
開始訓練弟兄姐妹參與職場宣教？

我的教會目前進入社區的具體事工是甚麼？所可能遇到的挑戰與困難為何？如何突破？你最希望教
會首先接觸哪一個社群？你認為教會可以如何引導領袖圈進入社區服事呢？

如何鼓勵教會資深的核心同工敞開生命，參與家庭更新的聚會/營會？如何為失婚者預備信仰群體？
如何具體地牧養失婚者？

第九屆華福大會
參加者感受

題，進行人才培養。」
蔣顯輝（卡加利華人宣道會城西堂主任牧師）

「感到可惜的是這次參加大會的年青一代比例，跟
以往會議比起來並沒有大幅度的增長。這次大會使用了
ARMD是一大美好亮點，來自不同背景的牧師們有機會
和別些區域的牧師分享不同地方的事工。美中不足的是
時間上的限制，討論時間不充足，有些問題未能深入討
論就要進入下一論點，不夠到位。這次聽道深有感動，
回溫尼辟後，便開始精心設計門徒訓練的計劃。」

陳伍六（温尼辟華人門諾弟兄會華恩堂主任牧師） 

「參加這次會議是受到大會其中一個主題『門徒
訓練』吸引。很欣賞大會所提供的研究文章和報告，從
中可以知道世界各地教會和機構的情況和對它們實行過
的方案分析。通過其他國家教友的分享，提醒了華人教
會不應只顧在華人社群裏傳福音，也應向其他民族傳福
音。會議中也讓我重新回想到何謂基督徒，基督徒不應
只是『承諾』而是要被『釘死』，要全情投入，毫無保
留地侍奉主。」

岑甘葳玲（城北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這是第一次參加華福會議，會議前，特別抽空閱
讀研究報告，對門徒訓練這個版塊倍感興趣，報告中提
到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如何做好他們的事工。這次會議
後，更多反思華人教會應該嘗試更好地融入當地社區。
渥太華人口不多、地方大、人口密度低，要把教會延伸
到社區不容易。希望基督的教會不僅
能夠在華人社區裡蓬勃發展，更希望
神的事工能在本地社區欣欣向榮！」
陳明道（渥太華國語宣道會主任牧師）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華福大會，
期望擴大視野，帶一個學習的心去觀
摩。美中不足的是不夠時間討論。資
訊豐富，難以立刻進入應用層面。講
員從我們本該很熟悉的經文中提醒我
們深入學習，讓我放膽去看一些對
立性問題，即使不能立刻用得上，依
然覺得十分有啟發性，也對現在的事
奉反省：公開聚會中門徒訓練要有

針對性，推行閱讀從門訓開始，刻意鼓勵並幫助教會
推行。大會對教會歷史方面的提醒也是弟兄姐妹留意
的，從歷史看未來，從福音進台灣150年、宗教改革
等，對歷史有根基上的認識能幫助我們向前走。」

陳燕薇（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

「牧會十五年，近年覺得北美的華人教會漸漸衰
落，參加華福大會，希望了解在眾多攔阻下亞洲的華
人教會如何在困境中興旺起來。五年前參加過在印尼
舉辦的華福大會，今屆深刻地感到台灣教會和社區的
聯繫不只緊密，而且息息相關，職場是教會的延伸，
弟兄姊妹在教會的學習更好地塑造職場的見證。華福
大會是一個很好的資源分享和交流平台，非常鼓勵更
多牧者參加。」

魏德義（温尼辟華人宣道會主領牧師）

「每個研究的案例都以第三者報告，缺少震撼力，
如果可以是第一身分享便更具影響力。今天，下一代的
福音工作在一個跨文化的時代中，很難再以宣教士的身
份進入一些地區或國家，所以，鼓勵教會的夫婦讓自己
的孩子去讀專業課程，成為『專業的』宣教士，即帶著
宣教心志的專業人士，進入不同地區傳揚福音，這也是
這次華福會議後我會帶回教會進行研究討論的議題。因
著每天早上簡而精的靈修分享，對作為傳道人的自己，
也有『要作主門徒，不作節目統籌者』的反省。」

杜枝生（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主任牧師）

「以往每屆總是欠缺某些因素，以致會議結束後
未能把討論中的得到實
現。今屆重點由『傳福
音』」改為『門徒訓
練』，在主題上有很大
進步，又讓新一代的講
員分享，多了新觀點和
更貼切時代需要。七個
題目的研究論文導致討
論過程過於緊湊，未能
深入討論，若能請負責
論文的人分享選擇參考

文章的想法
便更好。若

要發揮ARMD的作用，可能要在分組上作改善，例如
讓相關事奉背景的人在一組來討論問題。很欣賞小組討
論後五分鐘的神學反省，此環節帶出很多值得討論的問
題。」

鄒永恒（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務長）

「會議中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曾金發牧師提及到信
仰不是建基於program，而是surrender。要明白主想我
們做甚麼並且將我們生命的主權毫無保留地交托並順從
祂。在小組分享中了解到其他國家身處在小教會的代表
所面對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問題和他們對北美
大教會資源充足的羨慕，但大教會也有難以團結等問題
存在。每間教會有神特別的旨意和使命，不應用教會規
模和崇拜人數來決定它的成就。」

黃何兆瑩（黃少明牧師師母）

「很支持會議採用ARMD小組討論的形式，因這
樣能給參與者互相溝通的機會。但若分組按不同國家和
教會規模或組員牧養經驗便更好，這不但能豐富討論內
容，而討論的結果亦較切合組員的需要。大會講員在經
驗分享和應用方面的內容較缺乏，在內容上可分享多些
針對小、中、大型不同規模教會的發展方案和例子。文
化差異和背景對教會發展的影響是很深的，某些國家礙
於其主要宗教、學術水平等因素，讓宣教工作更加困
難，北美教會資源豐富，除了做好本地傳福音的工作
外，應關注普世傳福音的重要性。」

李維信（美堅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來參與的牧師，都是有心人，追求突破。對於
大會採用新的行動研究及討論模式，設計是可行的，關
鍵是可能大家都比較忙，沒有足夠時間深究大會提供的
資料，課題討論過多，時間不足，討論只能流於表面。
最好的得著是大會的總結，卻對本地實踐有不著地的感
覺，希望2018年多倫多舉辦的同類會議更適切本地的需
要。台灣這次能辦得那麼好，實在不容易。如果可以直
接聯繫海外和內地的教會便更好，也希望事工能落實，
而不是紙上談兵。華福只是中介，落實與否需要教會的
合作和實際行動。」

鄧廣華（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執行總幹事）

黃：不少教會之間合作辦活動有華
福的參與、推動、協辦。

馬：華福主要是傳遞異象，如果教
會能夠承擔事工，就無必要華
福的實際參與啦。

8其他基督教機構在加拿大華福運
動中有甚麼位置、擔當甚麼角
色？曾有甚麼貢獻？又曾得到甚
麼支援？

馬：加拿大華福和加協有比較多合
作，每年的培靈會都有機會合
作。通常聯合性的聚會華福都
會直接參與。有時候華福會用
協辦的形式提供協助，因為當
華福投入協辦的時候，華福的
保險就能夠在該活動生效，省
卻了每個活動需要獨立買保險
的麻煩。當然，這也令華福的
保險負擔增加。

譚：加神或加協都是在華福異象下
誕生的。當時看到的情況是國
語牧者嚴重不足，唯有粵語的
牧者暫時擔當牧養國語會眾的
工作。現在已經有三間華人神
學院了。

9加拿大華福運動在不同地域（例
如加東、加西、加中區）有沒有
不同的動力或趨勢？

馬：華福在加拿大分為六區，每區
都有自己的區委會、主席。主
要由當地的區委會去和當地的
同工團契合作。不過都有其中
兩區，因為牧者退休的問題仍
未有繼任人。牧者們的擔子已
經很重，實在不容易再成立區
委會、當主席，需要更多年輕
的同工參與。

採訪：高嘉慧、徐穎茵、黎浩斌

「參加會議前，沒有太大期望，但看到大會英文
主題便被它深深吸引。大會將『差傳』對上連於神的榮
耀，向下連於作Radical門徒。Radical乃不甘平庸、不重
量只重質，即培育積極委身的基督徒『菁英』的意思。
大會安排年青領袖帶領討論，參加者可以將個人的經驗
及意見自由地發表。現在一般教會推出活動五花百門，
但缺乏清晰焦點，我希望可以將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這個概念在我的教會慶祝四十週年之際開始實行。台灣
教會的本色化，創立自己的特色，有渙然一新的感覺，
我們不用盲目跟隨『成功』教會的模式。」

李耀全（卑斯省列治文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

「在會議中，因時間短、議題多、較多人沒有閱
讀完資料報告，討論得不深入。大會給我最大的震撼是
傳媒專題，針對年輕一代，從社會現時對媒體的過分濫
用到教會如何分辨並加以利用成為傳福音和門訓的工
具，如何配合文字和電子媒體將成為我們教會討論的事
工。大會中提到一個釋經的電話應用程序，具時代感，
對年輕一代較容易接受。對我而言，這次大會也給予了
安慰，在我教會帶動的一些社區關懷事工曾經引起不少
爭議和問題，而這次大會給了兩個機會分享我教會的事
工，十分感恩！」

吳克定（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這一屆注重對未來五至十年的眺望。中文教會都
比較重視傳福音，卻疏忽了門徒訓練， 這屆大會把門
徒訓練放在焦點上，華人教會必須在觀念上有所改變。
參加大會前，已經開始在教會設計為期四至五年的門訓
計劃，參加會議後，會對原來所定的mentoring形式改
良，要系統化和具體化，打算用七至十年打好根基，全
面將教會變成合符神心意的教會。這次大會也讓我更留
意華人教會接班的問題，一般在北美的華人教會都是三
語教會，主任牧師應該提早七至八年計劃教會接班問

第九屆華福大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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