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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頭版專題：少數人熱心、多數人冷漠的教會現象）

華福叢書

產生一種負面的標籤效應，令事奉者失去光榮感。情形就好像父母對
子女偏心，導致兄弟不和。羣體如何才會同心，是牧會的一個實際顧
慮。

於 2018 年世界華福中心主辦之
國際青年使命門徒培訓營會中分發給每位與會者

劉牧師繼續說：教會中有些崗位不是適合大多數人參與的。假如
單從參與人數多寡來分類，容易產生內心對立的予盾，有如「階級矛
盾」。事奉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恩賜崗位性的事奉，例如：長
老、執事、主日學教師等。這些崗位性的事奉，性質上是只有少數的
參與者，不會「全民皆兵」。(二)品性氣氛性的事奉，這是所有會眾
都可以參與的。就是讓大部份人，令到教會充滿著愛的空氣，不論是
崇拜、團契或其他教會活動，這是需要着意塑造的。這批大多數人可
以幫助那些少數參與崗位性事奉的人，令他們不感吃力，有滿足感和
事奉果效。

怎樣推動門徒生活操練
——「勉導同行」模式面面觀
（附個人思考/集體討論問題）
陳孟賢著

教會生活事務化、功能化、形式化
——訪問卑斯省聖公會以馬內利堂伍德賢主教
採訪：黃達仁

黃關於教會生活的事務化、功能化、
形式化這幾方面，請舉一些常見例
子？

伍教會重視的是人與神的關係，但教
會在事務化之後就會好像舊約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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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證了加拿大華人教會
在過去四十六年的歷程，現在華
人教會接近五百間，華人人口至
少一百五十萬。在過去四十六年
來，華人教會在學生福音工作、
佈道、植堂方面做得很不錯，但
在門訓及領袖人才培育方面比較
弱。工人荒及土生華裔事工的問題總是揮之不去。
工人荒的因素很多，例如上期談到教牧薪津偏低只
是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是教會人事問題、神學院訓
練及神學生素質也是主要原因，以致工人流失及出
現教牧找不到工場、教會請不到教牧的怪現象。

「愛鄰舍」漫畫.......................................................... （保 捷）

讀者回應 Reader's Response (2018年4月)

另一方面華人教會出現接班人難求的問題，特
別是主任牧師或機構負責人，或許教會必須大膽起
用年青的教牧，或設置副主任牧師，花時間培育接
班人材。

基督徒應否發展創意？................................................ （溫元京）

在劉牧師的教會，主任牧師每兩年為長議會提名，目標不單只
是找到一班人組成長議會，更要預備三份名單：第一份名單是那些有
經驗和能力的人，他們很可能接受邀請；第二份名單包括那些品性適
合，但未有經驗的人，他們是未必答應邀請的人，就要鼓勵他們，叫
他們開始去思想；第三份名單是那些有潛質的人，今次未必邀請他
們，但可能兩年後會邀請，對於這些有潛質的人，會作個別接觸，令
他們對將來有所期望，振一振他們的心，從劉牧師的實際經驗中，這
些人最終都會參與，這樣便能令接棒更加順利。

其實華人教會教牧不易為，工作壓力大、人際
問題複雜，一般教牧要面對幾種不同文化的人。講
道要好，牧養關顧要好，人際關係要好，行事為人
要有榜樣，任何事情都不能計較，師母更要合乎大
家的期望，凡此種種帶來很大的壓力。

信徒自我中心、消費者主義、教會娛樂化、成功神學.. （內 頁）

要令少數參加恩賜性崗位事奉的人不疲倦，令大多數的人更熱
心，塑造一種愛的空氣，需要有策略的長期部署。愈大責任的崗位，
則愈少數人有能力去擔當，也愈少人有膽量和信心去擔當。在大多數
人中，可能有少數人有能力去擔當重任，但這批少數有潛質的人未必
即時有膽量和心理準備走出來事奉，所以要經常留意，去發掘及培養
這批人。

教牧若在一個教會事奉得愉快，絕不會輕易
離去。教會應有「幫助一個傳道人做一個更好傳道
人」的心態，不要因為不夠好就辭退他。每個教牧
都有他的強項及弱項，不能只針對他的弱項去批
評，要多說肯定及讚賞的說話，使他更有信心做下
去，其實這也是對教牧尊重的問題。

教會中階級觀念、教會生活階級化、論資排輩家長式管理
──牧師的回應.......................................................... （內 頁）

陳世欽牧師（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

華福叢書介紹：《怎樣推動門徒生活操練》................ （底 頁）

深信此書必為普世海外華人教會
在推動落實「門徒生活操練」上帶來
一定的幫助。

總幹事心語................................................................. （底 頁）

這是一本少有對個別生命培育策
略深入探討的好書。

內頁精彩文章

6.

劉牧師建議不用「精兵」或「烏合之衆」的思維。可以換個角
度來看：能作領導性崗位的人少，能參與支援性崗位的人則多。身為
教牧領導，重要的是有知人之明，容人之量。在教會裡有不同類型的
「叻人」，有些人很具團隊精神，能容納不同意見，達到共識；有
些「叻人」則很敏銳，較容易作出批評，劉牧師也會善用這些「叻
人」，雖然他們不在長議會中，但劉牧師會讓他們做「反對黨」，向
他們取意見，令他們有被器重的感覺。簡單地說，就是主任牧師和長
執要有胸襟，塑造這種空氣，在細教會推行可能較容易，信息可以很
快直達各會眾，說做就做；大教會有更多不同的向度，所需能量也大
得多，要有更周詳的安排，考慮如何令信息達到各羣體, 這是個挑
戰。

1. 今年加東冬令會參加人數接近三百人，明年仍會舉辦以聖經研
讀為主的冬令會。但會憑信心多舉辦一個專為國語年青人的冬
教會需要多些人參與，每個教會都應在接棒的問題上多作思想上準備，
令會(ECCCYWC)。過去的冬令會為廣東話教會培育不少傳道人
及教會領袖。盼望這國語青年冬令會能為國語教會培育更多傳 放眼五年後、十年後的景象。如果在接棒計劃這方面只有誠意而沒有着意，
道人及教會領袖。
是不能「脫貧」的，也脫離不了青黃不接的問題。劉牧師經常提醒自己，在
2. 大使命中心榮譽會長王永信牧師在1月4日安息主懷。華福加拿 思維上保持健康，以至可以幫助整個羣體。
大聯區與加拿大中信及普世大使命在2月4日舉行追思禮拜，參
加者十分踴躍，大家一起緬懷神大大使用的牧者，深受激勵。重溫當日聚會，可
1. 馬英傑師母腿傷已漸康復，現在可以用步行架行走。
上Youtube，輸入「王永信牧師多倫多追思禮拜」。
相信很快可以完全康復。謝謝各位的代禱。
美國及香港的大使命中心已於7月光榮結束，加拿大的大使命中心改名為「加拿大
2. 請繼續為華人教會下一代研究代禱，現在要撰寫報告
普世大使命」繼續王永信牧師的心志，致力推動跨文化宣教事工。
撮要。盼望在今年下半年可以付印，然後在不同的城
市分享。期盼能使華人教會的英語事工有突破。
大多市華人福音教牧同工團契主辦，華福加拿大聯區協辦於今年5月11-12日舉行
大多市國語聯合佈道大會，主題為「五戴一路中華情」，講員為戴繼宗牧師。敬
3. 馬英傑牧師得「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及聯堂差
請留意及代禱。
會」支持百分之百薪津，在華福事奉已超過五年，將於本年七月榮休。
感謝神！總幹事之職得譚文鈞牧師接任，譚牧師年輕、經驗豐富，必定
華福加拿大聯區將與「普世大使命」合作，致力推動跨文化宣教工作，特選歐洲
會把華福事工帶進一個新里程。
羅姆人及蒙古作為宣教對象。今年6月將組短宣隊 (以教牧為主) 往蒙古，另於暑
假期間有短宣往歐洲在羅姆人中工作。歡迎有負擔者參加。
4. 華福加拿大聯區定於今年5月6日(星期日)晚六時假 Markham Event
Centre舉行異象分享暨總幹事榮休及就職禮，並邀得世界華福總幹事陳
華福加拿大聯區與愛基金合作於3月23-30日在不同的教會舉辦培靈奮興會。請為
世欽牧師蒞臨證道。歡迎所有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講員蔣麗萍姊妹禱告。
最後，我觀察華人教會四十六年來在各
方面的改變不大，時代在進步，現實世界在
改變，或許華人教會要求神給我們智慧「求
變」，無論在教會行政、人事、崇拜形式、事工策
劃及執行，求主給我們願意「變」的勇氣，以致與
時並進，贏取這世代的人，榮耀主名。

劉牧師認為少數人熱心、多數人冷漠是個表面現象，
他作為牧者，盡量避免將會衆這樣分類，否則容易 (底頁續)

5.

蕭壽華牧師（香港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在華人教會中，在事奉和追求屬靈生命成長方面，很
多時給人的感覺是少數人熱心、多數人冷漠。有些旁觀者
甚至對熱心者冷嘲熱諷，這種現象背後有甚麼原因？根據
現代管理科學理論，最健康的團體，應由甲級至丙級質素
的人組成。如果只有頂級質素的人，反而對團體不好。這
理論適用於教會會眾的組合嗎？部份人熱心更勝所有人熱
心嗎？「精兵」與「烏合之衆」並存是否人力資源學的鐵
律？「烏合之衆」是否湧現「精兵」的「規模效應」必須
條件？教會應如何牧養冷嘲熱諷者？如何取他們「進諫」
之長，又同時幫助他們成長？安省宣道會錫安堂的顧問劉
振鎰牧師，以他多年的教會領導及管理經驗，分享了寶貴
的意見和精彩的分析。

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採訪：盧士傑

陳孟賢博士撰寫此書，正好補足
現今華人教會較弱之一環。筆者誠意
推介此書。

4.

馬英傑牧師（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訪問安省宣道會錫安堂顧問劉振鎰牧師

孟賢兄及時出版此書，必能福澤
普世華人教會。華人教會要在這方面
多反思、多學習，使教會能夠造就名
副其實的門徒。

3.

區應毓博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

一位國語堂年長姐妹的感受：「感覺在教會就不像公司，管理的
情况也不應該像公司一樣。在教會，只要牧長同心事奉神，做的事情
没有違背聖經就没有問題了。至於在管理方面還是應該從
上而下的管理會更好，因為在教會裡面大部分 (第三頁續)

客序推薦

為多年朋友孟賢兄寫序言，推介
這本華人信徒及華人教會極適切的好
書，致為感恩。

一位英語堂年輕弟兄的感受：「根據我過往在職員會中，跟中文
堂的弟兄姊妹事奉時所得的經驗，我認為階級觀念，論資排輩在華人
教會中是普遍和嚴重的。但在英語會眾中這情況並不明顯。曾經試過
在一些情況裡，有資深領袖以他的地位和資歷凌駕聖經權威，這令我
感到痛心。家長式管理對領袖的要求十分高。領袖需要紮根於聖經，
不會受情緒或個人偏見的影響去帶領教會，像提摩太前書提到的一
樣。而倘若會眾中有太多不活躍、不關心教會的信徒，民主式管理就
行不通。故此管理方式要因教會的情況而定。」

要是所有問題的專家，但編輯需要用專業的
編採技巧，找到各樣問題的專家，給讀者們
提供幫助。」也包括在第二十六期本欄文
章〈同行七載，讀者為本〉，其中強調：
「任何服侍皆不應與受眾的需要脫節（例
如好牧人要認識羊），這叫『受眾為本』
的愛心服侍；應用在出版工作，就是『讀者
為本』的方針。」又包括在第三十五期本欄
文章〈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其中感
慨：「所謂專業，不單止要有優佳的編寫技
巧，更重要的，其實指一份歷史責任感和直
言風骨‥‥‥當然，要做鐵骨錚錚的辦報人
談何容易！需要敢講真話，不廻避爭議性高
但重要的敏感話題，但又不落入嘩眾取寵的
邪道，分寸要拿揑得很準。見賢思齊，回想
古往今來許多高風亮節的文化出版人，我們
這些後來者，實在應該盡力承先啟後，傳承
『文人辦報、學者散文』的正道。」

十五年來五十期的頭版專題，其實也
記錄了這段時間裏加拿大華人教會所面對的
時代挑戰，例如「國語事工的再思」、「下
一代的信仰根基」、「在多元社會中堅持
真理」、「屬靈領導」、「勉導同行」、
「怎樣實際做門
徒訓練」等等，
在將來一段長時
間中，這些課題
依然會是加國
基督徒要面對的
屬靈爭戰。主若
願意，在未來歲
月，本刋仍然會
是文字事工的小
兵，與華人教會
並肩，同負上帝
交付的歷史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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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語堂年長姐妹的感受：「在華人教會內，階級觀念及排資
論輩是有的，覺得在粵語堂才普遍。因英語堂弟兄姊妹較年青，多數
年齡差不多，是教會的第二代，所以沒有這樣的觀念。我沒有因教會
階級化而受傷害，皆因和弟兄姐妹們的背景、成長、學歴都差不多。
平衡的教會管理模式為佳，當神頒佈十誡給摩西時，也是直接給他。
有時這種家長式管理是有效的。但在現今的民主社會內，如沒有溝通
清楚，很難實行任何規則。教會領袖當然是對神負責任，而其角色乃
是事奉神及服侍弟兄姊妹。一個有彈性及有敏感度的領袖能得多些尊
重。」

本刋新版第一期於二○○三年四月
發行，到今天出版第五十期，剛好過了
十五個年頭。回首所來徑，只有感恩。
十五年來這份微小的刋物得以定期出
版，要感謝天父時時刻刻看顧帶領、許
多讀者的鼓勵關心、編輯美術團隊的衷誠無
私合作事奉、各位被訪嘉賓和專欄作者的熱
心參與、每位編輯委員的指導、歷任幾位華
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的信任支持。回想十五
年來所領受豐豐富富的各方恩惠，心中充滿
激動和喜樂！

投入這個總編輯事奉崗位十五年，常
常會經驗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心靈獎賞。例如
剛剛在加西一個城市有一些講道事奉，也到
該城的華人教牧同工會分享，分享前竟然聽
到一位牧者引用前一期本欄中我提及加東大
西洋四省的事工需要，並以此呼籲同工會中
其他牧者關注（他發言時完全不知道所引用
的文章作者正坐在他面前）。

一份很有影響力的基督教期刋的總編
輯在一次刋慶中說：「我們不是第一，而是
唯一。」這句話，我常常思想。是的，本刋
出版了十五年，從無比較爭勝之心，從不追
逐眾刋物第一的虛榮，而是專注落實本刋自
己唯一獨特從神而來的原本使命，作加拿大
華人教會領袖們的諍友，與讀者同行。

十五年間，無忘初心，始終貫徹本刋
一路以來的編輯方針。關於本刋的願景，
十五年來在本欄中稍為談過幾次，包括在第
一期本欄文章〈這是一份怎樣的刋物？〉，
其中提及本刋「要認真地探討加國華人基督
徒所面對的問題，要認真地研究加國華人教
會所面對的課題，也要認真地思索華人教會
與加國社會的關係‥‥‥為教會把脈，為時
代發聲。」亦包括在第十九期本欄文章〈五
年了，感謝神！〉，其中寫到：「我們只是
在讀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編輯不需
橋樑 ——

(部分編採同工，攝於一次聖誕新年聯誼聚餐
中）

採訪：黃樹楷、黎浩斌、馬駿、李師堯

陳耀鵬牧師（香港建道神學院副院長）

十五年，五十期

本書以歸納實際經驗為基礎、理念分析為架構、建議事工原則和模式為
結果，檢討了個別栽培事工的價值、功用、優點、困難、實踐概況等等。盼
望讀者看完此書之後，不單走過了一次有趣的信仰反省思考旅程，不單感受
了教會領袖運籌帷幄的思維脈絡，不單彷似功力速輸地吸收了許多生命師傅
體會多年關於「勉導同行」門徒訓練模式的經驗心得，而是從閱讀本書之後
對自己發出回應的挑戰：(1)慕義者回應生命更新的機會，(2)準扶立者回應門
徒訓練事工的呼召，(3)教會領袖回應教會運用個別栽培事工的理想。
孟賢兄提供很多技術上的方案，
非常實用。但他也不是只講經驗，更
有紥實的理論基礎。

關於形式化，我有一個深刻經歷，因為我
過往都曾經犯錯。起初做牧師 (第二頁續)

從教會整體角度：怎樣在教會推行門徒訓練？

王乃基牧師（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

教會事務化就好比耶穌說馬大和馬利亞的

參與少數崗位性事奉的人，也需要建立一種正面氛圍，不致產生
矛盾現象。例如：冗長會議的不好名聲，令周圍的人不羡慕聖工，進
入惡性循環，接班無人。要塑造正面效率的空氣，改善開會的名聲，
用心安排議程，每次開會後一定要有跟進，否則吸納長執的新血便會
有困難。

從個人角度：怎樣做一個成長的學徒？
怎樣成為有效的生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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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多年來的研究，全世界的基督徒只
有大約百分之五至十每天都有靈修時間。
即使有靈修的基督徒，部分都可能是純粹
因為學習。所以靈修就變成「做」靈修，
同樣被事務化。又有另一部分基督徒靈修
是因為罪疚感，他們覺得沒有靈修就會被
神責罰。亦有為了責任去靈修的，因為他
們是小組組長或教會領袖，所以就必須要
去靈修。這些例子都忽略了與神建立個人
關係的重點。所以，教會事務化對於個人
靈修有非常大的影響，許多基督徒在教會
都非常投入，很多事忙卻沒有靈修。

對於功能化，神學上有三個字非常重要，
一個是Christology（基督論）；另一個
是Ecclesiology（教會論）；最後一個是
Missiology（宣教論）。許多教會現在的
次序會由教會論開始，先開會商討，然後
就得出一個使命，再由使命制訂出計劃、
建立團隊，最後才透過團隊、事工去明白
主對個人有甚麼旨意。我覺得理應由基督
論作為起點，先透過我們與耶穌之間的關
係去領受我們有甚麼使命，之後再透過使
命去計劃事工、建立教會。功能化就是因
為太過著重功能，而當中缺乏了關係。以
至功能或教會取代了耶穌，到了教會遇到
無法處理的事情才去找神協助。關係與功
能應該並重，與神關係不好根本沒法實踐
使命。教會與神的關係良好，自然就能領
受從神而來的使命。

教會中階級觀念、
教會生活階級化、
論資排輩家長式管理：
一般會友的感受

深信這書必成為華人教會門訓事
工的好讀物，成為廣大生命師傅、受
導者及教會栽培事工的指南。

司所行的形式化工作一樣，又或者像新約
中被耶穌斥責的法利賽人、利未人的形式
化工作一樣，他們都非常熟悉聖經，問題
在於「關係」兩個字，當教會完全事務
化、事工化之後就會缺乏關係，當中包括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那個情況。耶穌對馬大說妳有很多煩擾，
要處理很多事。馬利亞卻已經擁有世上最
好的福份，就是坐在耶穌身邊，聽祂說
話。有時候教會事務化就是不停的忙碌，
不少牧師、基督徒就忙出抑鬱病，只不過
未必被人察覺。

本書不是問：「應否做門徒訓練？」
而是問：「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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