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符世道
卻不太合符聖經原則

新聞焦點

理想嚴酷。例如，教會堅
持傳統家庭價值，反對離
婚，但如果有離婚會友，
則是好言安慰，更不可
能“堅持婚姻是神所配
合，是不能分開”的原
則，離婚的基督徒一樣可
以參與各樣事工，甚至教
導工作。
因為現實中，有太多
的基督徒是離婚的。按巴
納集團的調查，美國教會

朱易
一位會友的父親娶了兒子
的前妻，牧師該如何做？
這件事幾乎與使徒保
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五章所
指責的罪行一致：有人收
了他的繼母。按 使徒保
羅的教導：“必須把行這
件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
去。”
但在電視劇《丹尼爾
書》中，牧師不但沒有把
這樣的會友趕出去，反而
對此事還不發一言，他所
做的是，讓憤怒的兒子安
靜下來，與其父親言歸於

好。牧師這樣做的苦衷
是，他不能冒著失去這個
會友的風險，因為這個會
友是教會正在建的學校的
最大，最主要的財務支持
者！如果牧師譴責其父
親，這個會友可能會拂袖
而去，而結果是，學校就
建不成了。
或許這是個虛擬的
電視情節，但如果真的發
生在現實的教會生活中，
又有多少教會可以按保羅
的教導而行呢？這種聯想
讓許多人不舒服，而現實
可能比這個更為嚴酷。這

就是為什麼《丹尼爾書》
引來教會界有兩極反應的
原因。
按許多上教會的人
的說法，《丹尼爾書》的
作者從小就長在基督徒的
家，是在教會裏長大的孩
子，相信他目睹和耳聞過
許許多多這種發生在教會
中，合符世道卻不太合符
聖經原則的事，而這些也
正是處在 21 世紀的教會
必須面對的現實。
不少教會對待這一類
事情進退失據，不知如何
處置才對，原因是現實比

接受
調查的青
少年中,
75%的承
認他們受
父母的宗
教信仰的
影響, 接
受了與父
母相似的
信仰. 他
們中
75%是基
督徒 (包
括天主
教), 16%
的承認是
無神論者,
這個結果讓家長們松了
山語
一口气.
青 少年向 來被成 人世界 認為
富勒神學院的一位教授也曾發
是來自不同星球的人群, 他們的衣 表了一本專門研究青少年精神生
著, 音樂和言語上與父母們格格下 活的書<<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作
入, 對父母的權威更是敢于挑戰.
者發現, 雖然大部分青少年都接受
許多人猜想 , 青少年們也會在宗教 基督教信仰, 但這僅限于一種情怀,
信仰上反叛他們的父母.
真正受到宗教影響, 或者真正認為
事實可能并於如此. 2005 年三 宗教十分重要的青少年的比例還
月份出版的 <<美國青少年的宗教 不足 10%.
與屬靈生活 >> 報告了作者對三千
<<美國青少年的宗教與屬靈
名美國 13 至 17 歲 的青少年所 作
生活>>也指出, 雖然有高達八成的
的調查指出 , 雖然少年在許多方面 青少年認為有上帝, 但每周上教會
與父母背道而馳, 但在宗教信仰上, 的比例只有 40%, 19%的人每 月上
卻追隨他們的父母 , 繼承了他們的 教會一至三次, 22%的一年僅上教
信仰 .

美國青少年的
宗教與屬靈生活

內的離婚率與社會上的離
婚率不相上下，高達
33%，因此教會內離婚者
比例甚高。如果教會堅持
原則，教會將大量流失會
友，而這些人則無處可
去。
因此丹尼爾處理這
對父子的做法，其實也是
現實中的做法，問題是，
電視劇中如此宣傳，會更
讓基督徒對違背聖經原則
的事心安理得，從而不思
悔改。《丹尼爾書》的作
者，試圖推銷這樣一個觀
念，在有各種挑戰的新時
代，教會處理這些挑戰的
一個原則是：容忍及多元
性，並耐心等候罪人悔
改。
《丹尼爾書》算得
上是一卷教會處理各種衝
突的案例的匯集。但決不
是新時代神的先知的聲
音。因為在那裏，是找不
到讓人悔改的資訊的。

會幾次, 而 18%的則從不上教會.
因此大部分青少年在情感上和
思想上都受基督教的影響, 但 他們
卻未與上帝建立起親密的關系.
實際上, 不少青少年認為, 上
帝是离他們很遠的全能者, 只 有當
他們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 或 是沒
有朋友時, 上帝 才會在 他們生 命中
出現, 前 來幫助 他們或 是成為 他們
唯一的朋友.
這表明, 雖然基督教信仰在青
少年中如此普及, 但信 仰在青 少年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現象并不普遍.
許多青少年避免表現出過于屬靈,
對傳統的手持圣經的形象更是避
之不及. 他們外 表雖然 有信仰 情怀 ,
但內心上卻傾向于自由.
其實. 傾向自由是美國的傳統,
當年美國的先祖也是由于反對英
國教會的傳統, 追求自 由而來 到美
國的. 因 此美國 傳統文 化外表 保守 ,
但骨子里卻是自由和反傳統的. 這
種現象在下一代身上表現無遺.
也有人對本書提出不同的看
法, 原因 是作者 的調查 強調信 仰與
青少年的關系, 同時調 查的問 題又
多, 使得 能堅持 完成調 查的人 都是
傾向于有宗教信仰的人, 因此 這個
調查的結果并不准确.
不過由于有關青少年與信仰
關糸的研究工作甚少, 因此本 書仍
然顯得十分寶貴.

山風

要麼他們就被人冠上不屬靈的帽子。

92%的美國改革宗教會的主任牧師聲稱，他們
是有效率的教會領導人，這是巴納集團最近公佈的
一個調查結果。2001 年時，巴納曾發表同樣的調
查報告，當時只有 75%的主任牧師認為自己是有效
率的領袖，顯然今天的主任牧師們比幾年前顯得更
為自信了。
不過，雖然大部分主任牧師認為他們在激勵信
徒上卓有成效，但大部分牧師承認他們在教會發展
策略上略輸一疇，僅有 14%的主任牧師認為他們在
策略性的思考和行為上極有效率。
表面上看，主任牧師長于激勵信徒是正常的，
因為主任牧師的主要責任之一是講道，而一篇道講
得好不好，就看它能否激勵人，牧師把講道作為領
導人首要的領袖素質。而策略思考和行動是屬於計
劃和方案設計的行為，大部分牧師都認為這是屬於
管理方面的工作，並非是領袖素質，而且他們認
為，教會是神主導發展的，他們只是順從神的帶
領，任何人為的策略和計劃都是毫無意義的。久而
久之，主任牧師們當然就不可能發展出策略和計劃
的技巧來了。
因此讓主任牧師們不重視培養策略性思考和行
為技巧的原因是，許多人分不清策略與管理之間的
關系，主任牧師通常不必作日常工作的管理，而當
他認為策劃是日常工作時，當然就會不屑一顧了。
主任牧師拙於策略和計劃，會造成教會發展的
一個障礙，許多主任牧師抱怨信徒聽道而不行道，
光感動而不行動，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在策劃
上的弱點，多少造成今天這種局面。
因為當平信徒進入教會事工時，多多少少都會
涉及到事工的策劃和各種活動的策劃和安排。因此
大部分改革宗教的教會，教會的策略性的工作都由

主任牧師們總是強調複興是神所主導的，而不
是人所計劃和策略來的。這些話雖然不錯，但卻大
大打擊了平信徒的士氣，以至他們放棄進一步的努
力。另一方面，由於主任牧師認為策劃工作是屬於
事務性的管理工作，因此放手給平信徒們去完成。
問題是，一個教會能否發展，多少依賴於教會
發展策略，而由平信徒來做策劃工作，既缺乏全盤
的考慮和教會未來的遠景，同時也沒有足夠的權利
來貫徹他們所策劃的事工。因而只不過是個事倍功
半的工作。
因此，從某一方面看，教會發展緩慢與主任牧
師拙於策略性工作有關，要改變這一現象，恐怕先
得轉變教會對計劃一事的負面看法，必須在神學層
面上撇清，教會發展策略的謀劃並非是違反神的
事，然後才有可能在這方面得到加強。
許多在教會增長上成功的牧師在向慕名前來取
經的人面前總是說，教會不可能借著策略和方法來
複興，只有神才能複興教會，這類神學正確的話聽
多了，主任牧師們別說是發展策略性思維，恐怕己
有的都趕忙掩飾住。而平信徒中，拙於教會發展策
略的反而成為最屬靈的基督徒了。
巴納集團從調查中發現，凡是沒有牧師，或主
要同工充任策略性領袖角色的教會，其規模都十分
小，人數通常都在 100 人以下，這些教會通常很難
開始新的事工，也與主流教會發展脫節，原因是資
金不足。
巴納的調查還發現，缺乏策略領袖能力的教
會，經常會由於對未來將發生的問題缺乏預見性，
而陷入危機之中，當然也就發展不出解決危機和問
題的有效方法。可見策略性領袖不但在教會發展中
具有重要性，在穩定教會，建立健康教會方面，也

平信徒領袖在執行。
而主任牧師們一直認為：計劃是神的事，因此
平信徒在作計劃和策略時，只能保持極低的姿態，
他們要麼貶低他們的工作，以表示神才是計劃者，

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實際上屬靈與長於教會發展策略，是並行不
悖，順從神的帶領，與謀劃教會發展策略，也是相
補相成的。願牧師們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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