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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聆聽心聲》報告中行動建議的不同回應

順逆二分法
溫牧師：
在教會多年，聽到弟兄姊妹講見證時，大部份信徒都將一些好事歸榮耀給神（例如：感謝神醫好疾病﹐感謝神在車禍後沒有
受傷等），不過，對於一些不幸的事（例如：疾病未被醫好，車禍後重傷等），便標籤為魔鬼的攻擊。這種心態（好事歸神、壞
事歸魔鬼）合乎聖經嗎？在其中人有責任嗎？

採訪：趙敏能、馬駿、黃樹楷
王健安博士在深入研究加國的華人教會第二代的流失問題後，在即將發表的報告《聆聽心聲──對華人教會土生信徒信仰歷程的探
討》 (Listening to the Voices: An Exploration of Faith Journey of Canadian-born Chinese Christians )中，就研究結果針對第二代的流失
問題提出了多項行動建議。我們邀請了不同人士，從不同角度對這些建議及報告中對這些建議的討論，作出回應。

老弟兄
老弟兄：

卑斯省門諾弟兄會頌愛堂主任牧師陳耀棠牧師，從堂會主任
的角度回應：

宣道會錫安堂義務傳道人譚劍華，二女之父，從家長角度
回應：

滿地可城西華人浸信會英語部王淑儀傳道，從牧養下
一代的牧者的角度作回應：

報告中其中一項建議是加強以福音為中心的講道和能夠面對
信仰、職業、身份、社區、文化和價值觀的教導。這是針對教會
領袖在帶領教會或各樣事工上（例如：教導、講道）都帶着自己
既有的文化背景，但土生的下一代經常有不同的價值觀，因此造
成衝突。

報告裡面提到父母為兒女禱告的時候，需要求天父在改變
我們兒女之前，先改變我們自己，但是沒有說明父母需要改變
些甚麼。我會想起羅馬書裡所說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是
作為父母每天生活裡都要活出來的改變，不能停留於現狀。每
天都要不斷學習和成長。

報告中的建議無論是制定和實踐基於聖經的門徒原則
和做法，創造一種靈活的、可逆向的師徒關係，或是營造
一個安全、被尊重、不會被批判、容許表達懷疑、發問、
失敗的環境，她認為都十分有見地。第二代信徒離開，其
中原因包括領導層沒有改變及華人文化的不同。

陳牧師認為，做事工的方法，不盡是文化背景的問題。很多時
候，也關乎各人對神學的詮釋，和歷史的背景。例如當年宣教士來
華傳福音也備受爭議，因為他們多作救濟的工作，而少作單純傳講
福音的活動。所以很多時候，分別並不盡是文化的差異。因此，陳
牧師認為，無論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都應抱持開放的態度，要互相
了解、學習不要批判，套入別人的鞋子去明白別人的看法。

之後也提到作為心態上的轉變，我們的範式要由從前的
「為孩子準備前面的路」，變成「裝備好孩子走前面的路。」
要預備兒女走他們日後的路。這裡我建議使用一些工具去製造
一個平台與兒女溝通。家庭崇拜和查經固然是好，但若然再加
上他們生活日常所接觸到的話題的話，就事半功倍了。例如流
行曲MTV，電影，體育，時裝，新聞。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會遇到的話題，從而在溝通中把我們的價值滲在其中。對
我來說，跟女兒談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她們幫我打開一個
很大的窗口，去透過她們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一般華人家庭
會用較保守的態度面對主流文化。我認為父母可以嘗試抱有一
個更開放的態度，例如不要聽到比較嘈吵的音樂或rap就關起
耳朵，可以嘗試了解當中的歌詞，明白歌曲的訊息到底在說甚
麼。這樣才能建造與兒女溝通的平台，進而把信仰的價值傳遞
給他們。

領導層要從指導者的心態轉為同行者。上一代的人
要成為同行者，應該願意誠實地表達出實況，就是在遵行
聖經教導時怎樣跨越挑戰、神怎樣改變人、甚至是自己失
敗的經歷。但在華人文化中，上一代期望被尊重，害怕丟
臉，所以不願流露自己的短處；對年輕人教導及分享時，
如果被反問及挑戰，又會否覺得不被尊重。教會又怎能成
為一個令人感覺安全的發問場所？

報告中討論以聖經為中心和適應文化的方式重新塑造和使用
禮儀和影像時，提到中英文堂在星期日崇拜的差異，尤其是在聯
合崇拜，這差異很容易就會做成衝突。
陳牧師認為聯合崇拜一直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原因不單是
語言的障礙，更甚者是英語人不喜歡中文人的崇拜模式。但為了
教會的合一和福音的原故，聯合崇拜還是要繼續的。
解決的方法是要雙方共同擁有這個事工。並不是一方面決定
了，之後加入另一方。由建立核心價值（core-values）開始，到異
象（vision）、到執行的策略（strategy），到行動的計劃（action
plan）都必須由雙方共同創造、共同有。切勿硬把第二代砌入現
有的架構，這是不行的，也只會把相互的關係弄糟。就像是在中
餐館加入西餐，兩面也不討好。
報告討論反思和重新設定領導的實踐方式時指出，在亞裔文
化之中，領袖和平信徒之間的權力距離很大，所有決定往往都集
中在一班少數的教會領袖手中，而第二代卻在民主和平等的文化
下成長，他們往往希望他們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並被接納，因此常
有衝突。
陳牧師指出，在教會，分權是不行的，因為總有人在上、有
人在下。當做的是分工，那就人人在整個事工中有份。有共同目
標，共同擁有，共同建立教會。

報告也提到與兒女一同參加短宣雖然不見得有明顯的幫
助，但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將兒女的生命向世界敞開，讓他
們成為貢獻者，而不是消費者。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添
加一些宣教元素，例如去一些基督教不是太普及的國家旅行
時，可以帶一些聖經和基督教的書籍去探訪當地的教會，多參
與不同的教會或機構提供的服事機會。這樣就不用等一年一次
的短宣才能把宣教的信息傳遞給兒女。
報告還提到讓過來人向兒女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兒女同
行。這一點我十分認同。若然大學裡面有基督徒的師兄師姐可
以主動關心和支持剛入學的基督徒學生，這樣會讓他們記得教
會裡面有愛他們的弟兄姊妹。

對於表達信仰，很多時只停留在讀聖經、靈修及崇
拜。但有些年輕人想從社會公義、音樂、甚至是藝術中表
達信仰，這些罕有在華人教會出現，若想了解怎樣去帶領
年輕人走向正確方向，便要明白及接受他們的文化。
「有二百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
的。」（歷代志上12:32）如果領導層明白到文化不斷在
變，就會懂得學習及適應年輕一代的需求。其實這些問題
不單出現在華人教會，若一間教只重視傳統及不願變革，
便沒法吸引非信徒。
華人文化十分保守，需要克服恐懼，包括不願去改變
的恐懼，又要克服對會犯錯的恐懼。
另外，中英文堂分開聚會，所以資源也被隔開，這
樣令導師的人選缺乏。因言語不同，大部份父母留在中文
堂，只有少部份成年人願意超越言語的障礙，像宣教士般
出現在英文堂。
最影響第二代信徒離開教會，是父母的生活見證，年
輕人會視父母為他們的學習對象。我們其實需要牧養整個
家庭。

你自稱老弟兄，我相信你是有相當
人生歷煉的信徒，所以提出這問題，好叫
人反思，在人生的路上，所遇見各樣的事
情，或順或逆，可有自己的責任？
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把榮耀歸神是
所有受造物當有的責任，如詩人所說：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
段」（詩19:1）。保羅在以弗所書1:3~14
亦指出人生的最高目標是使榮耀頌讚歸於
父神。就是在監獄中，保羅仍是滿有喜
樂，並說：「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腓4:20）。保羅的生
命就是一個見證，他被人攻擊，遭遇沉船
等各樣的不幸，但他沒有半句怨言，仍
然以神為可稱頌的主耶穌的父神（林前
11:23~31）。我們持有的信念就是「各
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
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
1:17）。筆者也多次聽到美麗的見證，人
在危疾中，痛苦磨煉中，仍是見到神的恩
典，在遭遇不幸的事時，仍把榮耀歸給
神。
然而，把一切幸與不幸作一簡單的
標籤，亦是不正確的。誠然，魔鬼在神
的許可下，也能攻擊信徒，看約伯不幸

的遭遇，就見到在天上上演了約伯所不
知的一幕。神若不許，甚麼事也不能超
越。撒但常用不幸，苦難叫人埋怨神，
叫人慨嘆無語問蒼天。（參看Philip Yancy: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約伯的妻子
也叫約伯咒詛自己，咒詛神，但約伯相信
神的慈愛，祂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
可勝數（伯5:9），縱有不幸，仍是要榮
耀神。約瑟被賣到埃及，被寃枉下獄，是
不幸，卻也是通往榮耀的路。所以，他不
記仇，不報復，卻對他的兄長說：「差我
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創
45:8），「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
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創50:20）
在我們的生活裡，還有一個屬靈氣
的世界。魔鬼要迷惑我們，使用世界的吸
引，挑動我們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
自我的驕傲，而陷入牠的網羅中。有時，
撒但甚至叫我們諸事順利，叫我們自以
為是，因而忘記神。所以，保羅提醒我們
要儆醒，要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去抵禦
（弗6:10~18）。
誠然，人在不幸或疾病中也有自己的
責任。明顯的是因醉駕，分心駕駛引致車
禍時，不能說神沒有保護吧。神造人有一

定的結構，生理時鐘，人卻違反，或放縱
私慾，暴飲暴食，濫藥，生活放蕩，以致
患上各樣的疾病，焉會沒有自己的責任。
人心懷惡念，容讓嫉妒、苦毒、驕傲充滿
自己的心，以致失去心理、精神的健康，
又怎能推卸自己的責任。神提出警告、攔
阻，但人的慾心發動，不聽真理的道，不
聽警儆，神就任憑人逞着心裡的情慾，行
污穢的事，並收情慾，放縱所帶來的果
子，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羅1:24~27）
若我們發現自己在罪的煎熬中，遇到
不幸，我們就當悔改，存信心，如先知何
西阿的勸戒：「來罷，我們歸向耶和華，
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祂打傷我們，也
必纏裹」（何6:1）。神會使用這些「不
幸」，向我們動手術，把頑梗的我治好。
所以，老弟兄，讓我們認定神的主
權，或在困難的磨煉中，或在諸事順利的
景況中（也可以是一考驗），都認定神的
主權，祂的全知與慈愛，如保羅所說的：
「誰能使我們與主的愛隔絕呢？……這愛
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裡的（羅8:35~39）。讓
我們一生認定神，跟隨祂，榮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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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教育與宣教
楊慶球

(續頭版專題：教會如何面對下一代的流失)

(續頭版專題：討論《聆聽心聲》報告)

以為領受信息後就能實踐出來，卻遺漏了探索實踐這重要的一環。所
以，他將一些事工化的聚會變為以生命交流形式的聚會，就是不一定
要特定的節目，而是彼此討論和探索信仰在實踐當中的困難，然後想
辦法解決，同時也表達對年青人的關心和愛護。

華人教會中成長的一群。這非常有效地為土生土長的
一群發聲。報告其他的優勢亦有包括歷史性的資料。
透過訪問亦帶出教會在教導和領導方面都有不少盲
點，還有屬靈導師的缺乏。

翻閱。這樣在實行提議的時候會更有效。這份報告有
效地指出華人教會一些不夠主動的範疇，可以針對其
中的一些內容作出相應的調整，為到華人教會領導層
加強裝備。

在傳承方面。兩位牧者都感到華人教會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未能給予年青人足夠的機會成為領導者。不少教會領袖都沿用過去的
傳統習慣，要年輕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去做事，合他們心意的就可以繼
續。如果有超越規限，特別是有可能動搖教會傳統的時候，就會對下
放機會作出猶疑。這做法充其量只是建立仿效帶領者，而不是幫助他
們成為新一代的領袖。沒有真正地讓年青人對教會產生歸屬感。城北
華基教會對此也作出了多方嘗試，給年青一代很多的機會。年青人需
要的是同行者，願意付出時間、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屬靈領袖。因此崔
牧師用不少的時間去培養年青一代，讓他們在自己有恩賜的領域作帶
領的工作，同時給予他們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報告幫助教會看見教會在異象中的分歧，並且
要處理華人文化帶來的問題，要把民族的傳統、文化
與福音分開實在不容易。由於華人教會的運作摸式跟
華人家庭相似，容易產生權力分配、架構、溝通等問
題，而報告並沒有逃避這些話題。中文堂容易過分集
中於舉辦活動，而忽略生命實踐。另外還觀察到為到
伴侶或者為尋覓伴侶而離開的都不少。

你會如何去為那些提議去訂立優先次序呢？有哪些是
最寶貴並應投放較多的資源去實行呢？

意見和鼓勵
以下是兩位牧者針對年青人流失的建議和鼓勵：
黃牧師認為，年青人重視關係，若教會領袖與他們建立關係，便
能真正作帶領工作。但這個關係是需要牧者、長執們花時間去建立。
幫助年青人成長是需要真摯的關懷。另外，年青人需要空間，給他們
機會去嘗試，讓他們發揮恩賜和才能，即使他們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
失敗才被建立。
崔牧師認為現在華人教會的組成過於局限，即使是英語堂也以
中國人為主。在加拿大，年青人都以英語溝通，同學中雖有不同種族
的人，但華人教會若只停留在華人圈子內，只會給年青人帶來缺乏包
容性的感覺。華人教會需要更大的包容性，讓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加入
教會。另外，教會需要年青化，讓更多的年青人承擔重要職務，建立
教會。倘若只有年長領袖在會議中作重要的決策，若干年後他們退休
後，便會出現嚴重的領袖斷層。故此，教會須要讓年青人建立屬於他
們的教會，讓他們感到教會也屬於他們。
最後，崔牧師對Hemorrhaging Faith 這份報告，表示欣賞，因為報
告提供了一些實質的資料，幫助教會認識和改善事工發展，但這是由
非華人所做的報告，崔牧師更期待即將發表，由王健安博士所做的新
報告Listening to the Voices 《聆聽心聲》和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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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告中你最不認同哪些分析？
這份報告包含了宣教神學的元素（Missional
Theology），但並不是主要從那角度出發，如果加入更
多宣教神學應該會帶來一個截然不同的研究。雖然有關
神學部分並不多，但也不錯。報告中好像沒有正視英語
牧者的轉換，亦沒有包括一份綜覽加拿大相關神學博士
論文的文獻評論。關於華人新教或者天主教和福音派的
狀況的比較並沒有資料去支持；這也帶出了另一個問
題，就是在主流教會之中，情況又是否一樣呢？
報告中題到整體來說家長對於子女是否留在教會
似乎沒有甚麼影響。這和北美整體教會的數據並不吻
合。哪到底是不是因為研究的對象或者資料造成的？
又或者是不是因為研究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有華人
教會的英語堂並不是只有華人，當中會有來自菲律
賓、星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地的會眾，這情況在
西岸很常見。這情況會令人覺得西岸的教會，例如溫
哥華地區，被忽略。
你認為報告中的多項提議可行嗎？你認為如何做才能
有效地實踐那些提議呢？
我希望這些提議會被翻譯為中文。雖然這份報告
主要的閱讀對象是教會領導層，但是亦應
該被撮要、簡化並翻譯成中文方便平信徒

我認為這些建議都非常珍貴。應該先針對有關
教導、靈命的項目去實踐。這些都對未來的影響十
分深遠。另外鑑於這份報告，或者提議的本身牽涉的
內容、範圍都非常廣，可以考慮為個別的提議制定指
引、小冊子等工具去協助領導層或平信徒去報行。甚
至乎作為一個伸延項目，請學者為個別的建議撰寫書
籍，因為每一個課題都相當豐富。
依你所見，「下一代的流失」的根源問題是甚麼？是屬
靈的問題還是華人教會架構／管理／文化的問題呢？
據我所知，大部份的領導都認為這個問題同時包
含屬靈和其他上述的元素。一些應該特別關注的是禱
告、紮實的聖經教導。領導方面應該針對重視權力分
配和遠景，才能有效的帶領教會前進。
在加拿大有哪些族裔教會處理「下一代的流失」比較妥
善（流失率較低）？可以分享一些他們的成功元素嗎？
加拿大其中有德國裔的教會、意大利裔教會
（IPCC），還有荷蘭、芬蘭的教會也相對比較成功。
實況可以參考他們學者的書籍、研究，如Dr. David Ley
對德裔教會的研究。
對於華人教會處理「下一代的流失」的難題，你還有
甚麼其他的建議？
有幾方面需要特別注意，包括禱告、和需要透過大
使命提高各語言的會眾之間的合作。在尋覓領袖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處理轉折期的領袖。要特別注意英語領袖的
去留，「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特別注意會眾
在生命階段轉變的屬靈需要。最後就是要注意英語堂的
遠景，需要平衡教會的文化遺產和長遠目標。

一、殖民主義的宣教
十七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遵從國家的指引，把傳教看為無
比重要，由國家支持，受國家管理。後來的荷蘭及英國，殖民者除了貪婪、只
為利益，對宣教不單冷漠，更故意攔阻。1例如荷蘭在十七世紀初，趕走了葡
萄牙人，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保持與穆斯林教徒的關係，明文禁止向他們傳福
音，也反對教牧帶領巴達維亞(即今之耶加達)奴隸歸主。21622年東印度公司
在萊登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成立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目的
是培訓東印度群島包括印尼的教牧。可是，由於那些教牧專心傳道多於公司的
利益，東印度公司停止資助，以致這間唯一訓練宣教士的學校關閉。荷蘭教會
雖然抗議，卻不願承擔經濟。相同的情況也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出現，例如倫
敦會差派馬禮遜牧師到中國，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恐怕馬禮遜的宣教會影響他們
的貿易，禁止他搭乘公司到中國的船隻。馬禮遜被迫要到美國，在1807年得美
國政府接納，成為榮譽美國人。由美往中國，在紐約上船，繞道太西洋、好望
角、印度洋等才能到中國，於該年9月7日才到達廣州。可是，東印度公司不歡
迎他留住，最後得美國使館接待。基督教的宣教主要靠個人熱心，沒有政府及
殖民者的支持，這使十七世紀之後的一百多年，基督教的宣教都是在艱困中向
前行，這與中世紀愛爾蘭的宣教熱情及後來天主教國家強力支持的宣教相差極
遠。
二、二十世紀初的反省
二十世紀初有一位英國聖公會的宣教士，叫亞倫(Roland Allen)，他先在
印度宣教，後在中國宣教，他發現宣教工場上西方差會所做的，與當年保羅的
宣教非常不同，這正是宣教問題所在，他寫了一本書︰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對當日的宣教有很多反省及批判的地方，可惜當時並沒有得到
應有的注意。60年後，世界洛桑會議重提這書，值得今日宣教士細讀。
宣教士的目標本來是為當地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由於他們不
放心年資淺及訓練不足的本地教牧擔任領導，因此無意把教會的領導轉移。很
多宣教士甚至看自己為「專業」的教牧，是當時中國教會不可或缺，因此只有
由他們管理整個宗派是無可避免的。3亞倫亦指出，本地教牧無法承擔領導，
因為沒有宣教士的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經費都由宣教士引入，有錢
就有說話權。4結果很多宣教士只在差會辦公室做事，而很少從事前線的福音
工作。在處理重大問題，通常是以西方的標準及文化傳統來擺平，5而本地教
牧雖然有些很有恩賜及能力，由於地位低微，往往只有緘默不言。6這種家長
作風，有一位宣教士這樣描述︰「我們為他們(中國信徒)做了一切︰教導、施
洗、牧養；又管理他們的經費，打點他們的聚會，為他們建教堂、
供書教學、照料他們、餵養他們、醫治他們、甚至按立一些牧者。

除了平等看待他們、與他們同工、給他們領導的名份之外、我們為他們做了一
切。我們對他們如親愛的孩子，卻未能看他們為同等的兄弟。7」
這種情況直接影響到按立和物業擁有權。一個蒙呼召的傳道人，除了本地
教會的推薦，也須得宣教士的認可，由於挑選及薪金支付，主要由西方宣教士
負責，因此通常經過十多年的觀察及評核，宣教工場主任才考慮按立聖職。物
業權一般屬於差會所有，要移交物業權也是最後和最困難的。筆者曾到過巴拿
馬培訓，當地華人教會非常倚賴加拿大的華人教會，而加拿大的華人教會也無
條件的供應他們的需要︰派傳道同工牧養、派短宣隊做短期探訪宣教、提供經
濟援助等。一位巴拿馬教會領袖對筆者說，他們不需要做很多的事，因為外援
已很足夠。本人同意亞倫的看法，保羅宣教的目的是建立當地教會，讓教會自
立自養而自傳。地方教會必須承擔傳道的責任，因此栽培本地教牧同工比一切
都重要。保羅到一處宣教，通常都是停留一段頗長的時間，目的不單傳福音，
而是栽培本地同工，到他們有了基礎，便把教會交托給他們。這些被稱為長老
的，便是當地教會的領導。自此之後，保羅成為他們的顧問，而非他們的上
司。
亞倫指出另一個事實，雖然相對今日而言，保羅有時花了不多的時間，例
如半年，便扶立了或按立了地方教會的領袖，保羅便甘心讓他們領導教會。然
而，保羅雖然不在行政上領導，但他在屬靈上及真道上仍指引他們。8耶穌在
世，非常重視門徒訓練。追隨耶穌的群眾有一大批，但耶穌需要的是門徒。門
徒是願意領受耶穌的呼召，聽從耶穌的教訓，遵守耶穌的吩咐。耶穌在世日子
不長，祂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我們今日的信仰就是由使徒傳承下來。沒有使徒
領受的教訓，就沒有今日的教會。9因此，宣教不能離開神學教育，沒有神學
教育的傳承，就沒有良好的工人訓練，以致沒有良好的宣教士。
（作者為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恩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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