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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教育大會十週年

為真理來合一，
同心建造上帝國度
│莊瑞陽
顧基督徒教育大會（Access

回Bible Convention，簡稱

人同心學習和同受造就，就如

會的架構是：2-3位大會主題講

ABC創始人之一劉瑞義牧師，在

員，25-50個專題講座。對象為

ABC）走過的十年，心中無限

《傳揚》雜誌封面畫作裡所表達

基督徒，期待能造就教會同工的

感恩。相信若沒有聖靈的同在

的：「ABC 期待用上帝的話來

靈命：從牧師到傳道，長老到執

和帶領，是無法順利走過的。

照亮信徒」。

事，輔導到團契同工，主日學

感謝上帝預備和感動了很多愛

除了裝備信徒靈命之外，

老師，小組長，以及有教導、

真理的上帝的僕人，用喜樂、

ABC大會也提供交誼、資源分享

證道、查經、傳福音負擔的事奉

犧牲來支持和事奉這個聖工。

的機會，讓參加者相識相交。因

者。

即使弟兄姐妹彼此的教會距離不

ABC更是一個針對實際需

遠，大家仍是生疏，ABC大會

要、長期持續舉辦的大會。整體

合一，在教會界裡是一件難

的第二個目的，就是為基督徒和

的出發點，是要以很少的預算來

事。由於不同的背景、教派、教

教會領袖製造機會，能互相交通

進行，讓每個基督徒都能參加，

會、民族、語言、文化，造成人

認識、互相扶持，大間教會幫助

更不需要支出旅館和機票等額外

們不同的看法、意見。但這些是

小間教會，「同心建造上帝的國

費用，因此報名費僅約10到30美

屬地上的事，屬天的事是真理和

度」。感謝主，很多牧師有相同

元。時間上，也只是一天，不致

上帝的旨意，它存在於上帝國度

的異象和看法，並用實際行動支

影響各教會的聚會。

裡。基於這個前提，ABC最主要

持教育大會，他們擔任講員，推

的理念和根基，就是：「為了真

動自己教會的同工、會友參加。

基督徒教育大會的理念

感謝各方的支持與同工

ABC也是地方性的教育大

能夠達到這些目標，要

ABC是超越教派、教會、

會，以神學院帶領周圍教會（車

感謝神學院的參與和領導，並

民族、語言、文化的教育大會。

程少於60分鐘）為主軸。每年一

特別感謝正道福音神學院劉富

要用上帝的話語和真理，幫助眾

次，從早上9:00至下午5:30。大

理牧師/林國亮牧師（ABC Los

理來合一」。

▲執行委員：（左起）劉瑞義、陳善純、吳政勛、陳慶霖、莊瑞陽、呂紹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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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es），南美華人基督神學院
陳寶鎮牧師（ABC Brazil），基
督工人神學院呂紹昌牧師（BABC
San Jose），四位神學院院長無條
件、全力支持ABC教育事工。
也感謝洛杉磯台福教會（設
備900人和20間專題教室）以及巴
西慕義長老教會（設備500人和15
間專題教室），免費提供理想的
聚會場地。
感謝所有的講員和同工樂意
白白奉獻付出的精神。大會的專
題講員都是當地教會的牧師和老
師，主題部分則從全世界找出適
合傳講ABC主題的講員。

▲為了真理合一

ABC基督徒教育大會 大事記
2006年

12月 構想萌芽

2007年

2月 決定大會日期為9月15日，14間南加台福教會願
意共襄盛舉。

ABC全部的演講資料都錄成

3月 通過大會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

MP3。每次大會結束後，教會或

「使基督徒品格因裝備而增質，讓眾教會事工藉交

參加者都可以到ABC網站下載，

流而添力。」（To equip and inspire Christians for

透過個人電腦或車內的USB Port慢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local church ministry）。

慢聽（DVD-MP3是參加者可以免

2007年度主題為「神采活現的一家」（Healthy

費取得的）。目前ABC分別在洛

Family Healthy Church）

杉磯、巴西和聖荷西舉行，以後

4月 課程規劃會議，擬訂五大專題：聖經信息、系

盼望到台灣、紐西蘭等地。許多

統神學、家庭事工、信仰與倫理、事工研習。開始

ABC的同工付出時間和精神，甚

積極邀請徵召台華英語講員。

至常常為ABC代禱，他們的名字

8月 決定大會全程錄音，所有影音檔、投影片、講

說不完，都成為我事奉的模範和

義全部上網，與全球基督徒共享。

鼓勵。
在此要特別提起和感謝：

2011年

在巴西聖保羅，舉辦第一屆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
ABC Brazil

2012年

呂紹昌牧師卸下ABC大會第一任主席職務，交棒給蘇
文隆牧師

2013年

邀請羅省基督教會聯會成為主辦單位成員

2014年

在北加州，舉行灣區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BABC）；
試辦英語版Infuse Conference

2015年

試辦北京教育論壇

陳善純主任（正道神學院培育
中心）、呂紹昌牧師、蘇文隆牧
師、陳敏欽牧師、劉奇峰主任
（羅省基督教會聯會）、劉仁欽
牧師、陳寶鎮牧師、劉慈媛傳道
等的支持、事奉和領導。
最後，深深感謝上帝的恩
典，讓我有份在ABC的事奉。我
確信ABC的事工定能榮神益人，
願主繼續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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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給他們吃吧！
│陳善純

教務長的呂紹昌牧師擔任大會主
席，並指派總會研究發展部陳慶
霖長老，以及時為台福傳播中心
主任的吳政勛牧師和我（當時任
總會執行秘書）全力支援。這對
沒有甚麼主辦大型會議經驗的
我，實在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我想起耶穌在五餅二魚神蹟
中的話：「你們給他們吃罷！」
（太十四16，可六37，路九13）
這話在我心中反覆激盪，給了我
勇氣勝過內心的小信和膽怯。我
對自己說：「就去做吧。這事
若出於神，我們就必能承擔！」
信主時，我對聖經記載的

（參林後三5）就這樣，年復一

初各樣神蹟奇事都感到很希

的真實性。我體會到這裡面有神

奇，大多數的神蹟我都可以用單

甘願奉獻，這些都是成就這個神

純的信心接受，唯獨一項過不了

蹟的重要因素。

的恩慈和憐憫，還有人的愛心和

關，那就是五餅二魚的神蹟。因

許多年後，藉著參與ABC

為實在難以想像耶穌如何能用五

事工，我更加體會五餅二魚神蹟

個小餅二條小魚餵飽五千（甚至

的奧秘，並且看見這樣的神蹟今

上萬）人，更不用說還能有餘剩

天仍舊在各處發生。

十二個籃子之多。
直到有一次聖餐主日，我看

ABC大會的構想、期盼

著牧師把餅祝謝擘開，裝餅的盤

猶記得2006年底，莊瑞陽長

子從前面一排排地傳給會眾，傳

老向台福總會提出舉辦ABC 大

到我面前時，我發現盤中的餅還

會的構想，當時台福總會的總幹

是挺滿的，那一瞬間，我的信心

事劉瑞義牧師一口承諾接下，他

開通了，終於接受五餅二魚神蹟

邀請當時擔任正道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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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ABC大會竟然跨入第十年
了！

五餅二魚的神蹟，一方面出

來主辦大會，又得到眾多華人教

一起築夢，他的熱情和信心，激

於耶穌憐恤那些追隨祂聽道的群

會共襄盛舉，得以擴大參與的夥

勵了整個團隊的使命感，藉著智

眾，顧念他們身體倦乏飢餓的需

伴教派成員。羅省基督教會聯會

慧和毅力的團隊耕耘，一個「為

要；另方面更是耶穌所看重的門

自2013年起成為共同主辦單位；

主圖大事」的夢想得以實現。當

徒訓練，操練門徒學習作良善忠

而每年的課程規劃委員則包括了

然，每年的義務專題講員，以及

心有見識的管家。ABC 大會則

來自台福、羅省、浸信會、長老

許多位幕後服事者，他們甘心為

藉著每年五、六十場的多元專題

教會、衛理公會、宣道會等不同

大會奉獻時間、恩賜和金錢，都

講座，如同屬靈盛宴，吸引了眾

宗派的牧者，從課程規劃、講員

為ABC帶出「一個身體」的佳美

多的信徒甚至慕道友參加。但它

邀請到學員參與，ABC期盼建立

合一見證。

潛在的目標是推廣主日學教育，

不分宗派、同心服事的管道，讓

那群經歷了「你們給他們

兼具師資培訓與人力資源庫的建

祝福的資源更寬廣流暢。自2011

吃吧！」五餅二魚神蹟的門徒，

立共享等功能。這些年來陸續有

年起，ABC開始在南美巴西舉

應該也是耶穌復活升天前被吩咐

信徒因受ABC大會的信息激勵而

辦，2014年到北加州灣區，2015年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定意獻身，接受神學教育。也欣

在中國首辦，2017年預計在台灣

徒」的一群。那麼ABC的屬靈建

見一些老師因為持續參與ABC大

和紐西蘭啟航。期待有一天，有

造目標，也應該包括大使命的實

會的教導服事，其個人的恩賜與

華人的地方，就有ABC的祝福！

踐。因此自2014年起，ABC的專

若問，五餅二魚的神蹟裡，

題分類新增「宣教視野」領域，

ABC秉持「裝備基督徒使

除了主耶穌，還有誰是關鍵人

以突顯ABC大會對「福音出中

品格增質，鼓舞眾教會為事工加

物？大概大家都會認同是那個

華」時代使命的重視，期勉華人

力」的使命宣言，不僅為個別信

提供五餅二魚的小男孩。ABC

教會不僅要裝備自己的會眾作主

徒的屬靈成長，提供整全的信仰

事工也有這樣一位帶著赤子熱

門徒，也要共赴實踐「使萬民作

教導、生活實踐，以及服事裝備

忱、無私的推動者，就是莊瑞陽

主門徒」的大使命。

的學習機會，也為教會機構提供

長老。他不僅敢作夢，dream the

（北美正道福音神學院培育中心主

了事工資源的交流管道，考慮發

impossible dream，更感動眾人

任、ABC基督徒教育大會總幹事）

服事使命都更形彰顯明確。

展新事工的教會可藉此觀摩他山
之石，尋求夥伴教會的福音機構
也有機會為合作鋪路。每年ABC
大會也不忘納入兒童事工、1.5
代青年和第二代英語事工的相關
課題，期盼為移民教會的世代傳
承接棒，提供一個參與對話的平
台。

分享祝福，成為祝福
主耶穌邀請祂的門徒參與分
餅分魚的服事，讓他們一起見證
主奇妙的作為。在ABC事工，台
福有幸善用既有的神學教育資源
八月號,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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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的回顧
│李英

轉眼，今年大洛杉磯地區

一的ABC基督徒教育大會就

九年九個專題

改，都不滿意，迫切向神禱告之
後，終於有了清楚的架構，將

2008年我修了《以西結

《啟示錄》裡的重要信息結合

書》，這卷書與我深感興趣的

《以西結書》卅八至卅九章作解

2007年，第一屆大會報名期

《啟示錄》有著相近的結構，特

經。最後定稿時，正聽著韓德爾

間我還在牧會，鼓勵了幾位教會

別是二書的結尾。在尋求論文

的《彌賽亞》，在〈哈利路亞〉

弟兄姐妹去參加。也是在那年暑

題目時，我選了《以西結書》卅

大合唱時，突然有靈感以詩篇第

假，神開始攪動我的心，要我再

八至卅九章「歌革之戰」作為研

二篇作為結語。

回母校正道神學院唸神學碩士。

究的主題，很自然地在探究過程

2009年，我教「聖經啟示文

經過一番掙扎，神清楚地引導

中，對這場從創世到末世的戰爭

學解經」。大家對這個講題特別

下，九月初我卸下牧會的擔子，

有了認識，於是就以「聖經中的

有興趣，面對百多位會眾，我發

全時間讀書。那年的大會上，我

末日決戰」作為專題講座題目。

現過去教導的經驗，特別是牧會

留意到有不少正道的同學參與了

因為是第一次教，特別用心琢磨

講道的訓練，讓我能夠很自在地

教導，心中就希望明年也能加入

應該教導的深淺。內容改了又

與大夥互動，使他們不再認為聖

要邁入第十年。難得的是，過去
這九屆我都參與了。

這行列；中午吃飯時，開心地與
許多難得碰見的神學院校友和過
去教會的朋友們喜相逢，這是大
會提供的一個連結眾教會和信徒
的功能。
感謝神，自2008年起，讓
我每年都能在大會中教導一個專
題，每年神也信實地賜給我當
講的內容與教導的機會。這些
專題大致可分為兩類：前四年
（2008-2011）因我在正道修神
碩，所以內容與我的論文寫作
緊密相關，側重在聖經中的末
世戰爭和信息；後四年（20122015）則與我畢業後的教學服事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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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啟示文學不好懂，反而有了想
去讀的熱情。
2010年教「摩西五經中的末
世信息」，靈感來自寫論文時大
量閱讀舊約學者賽爾哈默（John
Sailhamer）的書。他對原文結構
仔細分析而得出的信息，對來參
加的會眾應有相當多的啟發。結
束後，有另一神學院的學生說，
她也要買Sailhamer的書來讀呢！
2011年寫完論文畢業，我對
聖經的架構信息有了更深一層的
認識，並且發現讀經時，本來難
懂的經文可以有合理的解答，於
是以「從聖經大架構認識末世盼
望」作當年的講題。之後，擴大
成為一季的主日學教材，我先生
是我這堂課的忠實支持者，他屢

講座，又讀到幾本《士師記》的

語有興趣的弟兄姐妹，有些就到

屢對我說，這是他聽我所教科目

好書，便開始教《士師記》。神

正道培育中心來選讀我的課。很

中最得幫助的一個課呢！目前讀

很奇妙地讓我在這兩三年中，把

感動的是，去年培育中心的學員

經時，我仍不斷把新的材料往裡

這兩卷我從未想過要教導的書

們竟約了一票團契的人，早早坐

面加，也因此對聖經神學產生了

卷，各教了六、七次，藉著一次

在課室等著聽我的講課呢！幾年

興趣，盼望日後能整理出一套簡

次的教學，不斷地向我開啟，整

前洛福姐妹會開始請我去講，一

明的教材， 更好地掌握神從創

理出許多寶貴的信息，上過課的

問之下，竟也是因ABC大會認識

世到末世的心意。

人多覺得有幫助，也對讀經產生

我的，現在去到她們當中成為我

興趣。

很享受的一個服事呢！

2012年在以《約書亞記》靈
修時，神讓我突然留意到「耶和

這兩年，我講的〈建立人的

願神繼續使用ABC基督徒

華曉諭約書亞說」這句不起眼的

神：創廿解經〉和〈第一個婚禮

教育大會，成為教與學的平台；

話。並以歸納法查經得出了〈認

的啟示〉，不約而同都出自《創

也願神厚厚祝福許多默默在大會

識神的領導〉的信息在大會中教

世記》，也都曾在宣教工場有很

中服事的同工！

導，進而引發我以《約書亞記》

好的回應。

教主日學，後又陸續在正道培
育中心及豐盛宣教神學院開課教

教與學的平台
這八年在ABC基督徒教育

授。
2013年剛好反過來，在準

大會擔任專題講員，不僅讓我有

備歷史書的教課時，對耶弗他這

機會藉此鞭策自己每年準備一個

個人有了不同的認識，就準備了

講題，豐富了我教學的內容和技

「從後現代亂象看耶弗他」這個

巧；更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對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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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南加州）
主題、講員一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神采飛揚的一家
林道亮牧師、呂紹昌牧師

歡喜行主路
唐崇懷牧師

萬國的救恩
周淑慧牧師、劉富理牧師

行公義、好憐憫
勞伯祥牧師、蘇文隆牧師

傳承屬靈資產
陳濟民牧師、陳敏欽牧師

聖經與聖靈
范甘麥倫博士

滿有基督身量
林祥源牧師

建立基督身體
林永健牧師

活出時代感的基督徒
陳宗清牧師、陳敏欽牧師

唯獨榮耀歸神！
黃子嘉牧師

7◆傳揚福音雜誌

基督徒教育大會到巴西
│陳寶鎮牧師

個小故事說：某個禮拜天禮

有拜完後，牧師看到一個小

事說出來。執事對牧師說：「牧

的呼籲，我們另舉辦了葡語的特

師，不要緊！告訴你一個好消

會，專注華人的第二代。每次出

男孩在玩耍，想考他一個聖經問

息，這個月我們教會的奉獻非常

席也都超過兩百多人，也有不少

題，就問：「小朋友，你知道是

好。既然城牆倒塌了，我們就重

本地的巴西人參加，至今已有兩

誰使耶利哥城的城牆倒塌嗎？」

新來建造吧！」

屆葡語的大會。

小男孩很緊張地回答牧師說：

這個笑話告訴我們，今天教

通過ABC的大會，不僅營

「牧師，不是我，我沒有做！」

會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許多信

造了信徒熱絡學習的氣氛，也促

牧師聽了男孩的回答，心

徒對聖經生疏。而其中一個原因

進了教會之間的互動。

中有點驚訝。帶著疑問，便往辦

是信徒不注重神的話語，另一方

我們為ABC華人基督徒教

公室走去，途中遇到男孩的主日

面也是教會沒有適當的安排和計

育獻上感恩，感謝大會在各方面

學老師，就跟老師說：「剛才我

畫基督徒教育。

的支持，讓巴西眾華人教會得到

問了你的主日學學生，就是那位

感謝神，藉著華人基督徒教

祝福！同時，也感謝巴西眾華人

在玩耍的小男孩，說：『是誰使

育大會（簡稱ABC）的推動，重

教會的牧長及神學生們的協助。

耶利哥城的城牆倒塌？』他回

新呼籲信徒和眾教會回到聖經，

每次看到他們對這個事工的辛勞

答：『不是他……。』」老師聽

注重基督徒教育，把信仰的根基

和投入，心中就充滿了感恩。

後，說：「牧師，那個小孩就是

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祝 福 所 有 的 同工 ， 特 別 是

這樣，頑皮又不誠實，做錯事又

更感恩的是，ABC也將這

ABC的同工們！這十年在神國度

不敢承認，我一定要好好教訓

個運動推廣到巴西。透過南美華

所撒的種子，已經帶來許多美好

他。」牧師聽後更加震驚。

人基督神學院，在巴西已經舉辦

的收穫！但願我們繼續努力，往

到了辦公室，牧師坐在椅子

了四屆華語的大會。眾教會的反

前邁進！也求神保守我們所做的

上，納悶地思想著。此時，一位

應很好，每次都有超過五百多人

一切事工，能榮耀祂，造就更多

執事滿面笑容地進來找牧師，牧

參加。

的信徒。

師一看到他，就把剛才所發生的

後來，因著眾教會青少年們

（巴西南美華人基督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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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聯會加入主辦行列
│劉奇峰
大使命是給每位基督徒的，「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太二十八20）就包含了這
個意思。有效的基督徒門徒訓練
主要是在個人或團體中進行，比
如：一對一，個人在家庭，在主
日學，在團契等等。由個人或小
組依據神的話，以生命引導生
命，推動門徒訓練。而ABC這個
比較大型的聚會其特殊的貢獻，
是提供良好機會讓大家擴展視
野，與其他教會或門徒接觸，彼
此學習，得到「三人行，必有我

2012

年10月下旬，台

的大會。台福教會舉辦ABC已有

福北美基督徒教

多年經驗，大會的管理操作已具

感謝神，讓我在過去三屆大

育大會（ABC）的主席蘇文隆

規模：場地、報名登記、收費、

會中學習到許多，也讓我更認識

牧師邀請羅省基督教會聯會（以

錄音設備等，都安排得井然有

一些平時少有機會接觸的弟兄姐

下簡稱「聯會」），共同主辦於

序。「聯會」每年只需提供四位

妹與同工們。願神繼續使用ABC

2013年9月21日舉行的北美基督

室長即可。

來擴展祂的國度，唯獨榮耀歸

徒教育大會。台福與「聯會」有

基督徒教育是每位基督徒

很深的淵源（1970年台福從羅省

靈命成長的裝備機會。主耶穌的

基督教會獨立出來），蘇牧師也
曾經是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的主
任牧師。「聯會」欣然接受邀
請，加入主辦行列，自2013年以
來已經歷了三個大會。
雖然號稱是共同主辦，「聯
會」實際的貢獻主要在兩方面：
參與課程規劃（推薦講員）及鼓
勵更多弟兄姐妹參加一年一度在
El Monte洛福教會舉行為期一天

11◆傳揚福音雜誌

師」的效應。

神！
（羅省基督教會聯會執行主任）

回顧與展望
│蘇文隆牧師

穌基督頒布給門徒的大使

耶命（太二十八18-20），主

奇峰總幹事參與，使ABC大會的

西，2014年在北加灣區，2015年

要有兩大項任務：一、廣傳福

代表性跨越了一步。

在中國，2017年將在台灣及紐

音，使萬民（萬族）悔改，相

這十年來，每年ABC會程

西蘭舉行，新擴展的地區都是每

信主耶穌；二、訓練門徒去傳

有兩場主題信息，五、六十個

年持續舉辦。為了讓參加者溫故

福音和再訓練新門徒。這兩大任

為信徒及同工預備的研習課程，

知新，向隅者飽享靈糧，每年的

務是一體的兩面，有不可分開

和三個教牧專題提供給全職傳

ABC信息全程上網，網址www.

的密切關係，所以大使命也是

道人。ABC每年吸引來自南加

accessbibleconvention.org，這些

教導大任命（Great Teaching Co-

州不下五十間教會、數百位學員

都是你不可或缺的屬靈資源。

mission）。

參加，之後也擴展到2011年在巴

展望未來，要向下扎根，

秉承這樣的理念，2007年

使課程有進階性，有深度性；要

台福總會教育部莊瑞陽長老，當

向左右發展，在海內外更多地區

時正道福音神學院教務長呂紹昌

舉辦，讓更多有心人士參與；並

牧師與台福傳播中心主任吳政勛

要向上結果，能培育更多講各類

牧師，代表三個單位，聯手籌備

專題的人才，也鼓勵更多人參與

「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英

神學教育的裝備。期待藉著基督

文名稱為Access Bible Convention

徒教育大會，帶動各地信徒對神

（以下簡稱ABC）。2013年正道

話語的渴慕，對神聖工的參與，

神學院改由蘇文隆牧師擔任大會

使家庭和諧，教會復興，神得榮

主席，另加羅省基督教會聯會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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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畫作》

打開心竅
◆創作／劉瑞義牧師
擔任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總幹事期間，看到許

我多教會的長老、執事們查經帶領得很好，可
惜只有自己的教會受益，因此心中有個構想，希望
各教會的資源能夠共享。

那時，莊瑞陽醫師（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長老）在教會教
主日學，頗受好評。我就找他商量，共同列出一份對聖經各書卷
有專長的教師名單。而總會陳慶霖長老（研發）和陳善純姐妹
（秘書）對此想法也有負擔，於是有了ABC基督教教育大會籌備委員會的雛型。
除了台福教會能得幫助，我們更希望與眾教會分享，並且神學院及福音機構也有許多人
才願意支援協助，漸漸地，我們的陣容更堅強了。ABC基督教教育大會的期待，是以聖經為主
軸，裝備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力量行走天路。
記得有一年復活節，我問會友，世界上最大的神蹟是甚麼？是耶穌復活？五餅二魚餵飽
五千人？我告訴大家，最大的神蹟是「人」領受救恩，讓耶穌成為個人救主。當一個人接受了
耶穌，相信神的話語，聖經裡所有的神蹟就一一迎刃而解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13-32節記述，
兩位門徒因耶穌被釘死，臉上帶著愁容，但當復活的耶穌打開他們的「心竅」，他們就看見了
真相。讀聖經到最後，是需要回到個人身上，讓神的話成為生命靈糧和幫助。
今天我們要祈求神開啟我們的心竅，不斷尋求神話語的現代意義，如何對自己和社會產生
關連。盼望我們每天閱讀聖經時，心裡是被燃燒的！

13◆傳揚福音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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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主日學教育
│陳敏欽牧師

主有230年了。而今，不同人

所以，無論在台灣、香港、

光景也不同，有人只能喝奶，有

或北美華人教會談到主日學，第

人需要吃乾糧，每個人有不同的

對主日學有不同的看法：

一想到的仍是兒童主日學。教會

問題和難處，如果那天的講道剛

有人認為，它是孕育個人靈

發展主日學的工作，大多數也從

好講到你所需要的，你說「很好

命成長和成熟的主要來源；有人

兒童開始。能夠想主日學應當是

很好，今天神對我說話，我很得

認為主日學不過是一種習慣，好

全面性的、是為神家中每個大大

幫助」。如果那天沒有講中你的

像刷牙一樣，參加主日學只是因

小小所預備、是每個上帝子民都

需要，你會覺得崇拜沒有什麼味

為相信它對自己會有好處；有人

當參與的人，為數不多。這是主

道。

喜歡參加主日學，認為主日學可

日學教育所面對的第一個迷思。

日學教育發展至今差不多

以增加認識別人的機會，特別是
單身成年人更是歡喜有這種團契
的機會。

對主日學的三個迷思
美中不足或者說不幸的，

迷思 2：
有人會說：「每個禮拜崇拜

方可以隨時當場問個明白，還

聽道難道不夠嗎？為何還要參加

可以運用不同教學方法、輔助教

什麼主日學？」

材，可以用問答討論，甚至考試

重要的錯誤觀念，就稱它為迷思

夠的，每個人的需要不同，靈命

主日學是為兒童而設的
西方宣教士早期到中國傳
福音，受到華人排外的心理所影
響，成人的福音工作進展相當緩
慢。轉而從孩童入手，設立兒童
主日學，期望以兒童教育來引起
成年人對福音的興趣。從此種下
了「主日學是為兒童而設」的觀
念。觀念成了制度，就非常不容
易更改。

15◆傳揚福音雜誌

按進度、需要，有系統地學習。
同時教室不像講台，不明白的地

事實上只聽主日講道是不

迷思 1：

輔相成，因為主日學可以分班，

有主日崇拜就夠了

今天有很多人對主日學存著幾個
（Myth）吧！

主日學和主日的信息可以相

來加強教學效果。
靈性要增長，只靠主日信息

是不夠的；而弟兄姐妹對真理的

6、年輕人不斷地被傳媒渲染、

著手主辦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

無知，是教會成長的最大障礙。

被過於開放的性觀念影響著；

會，目的除了要宣導主日學教育

7、代溝和互不了解。

的重要，示範主日學教育的做

迷思 3：

現今的家庭的確需要教會相

法，並且盼望進一步作為觸媒，

週間的查經班、團契可
以取代主日學

當的協助，來面對種種難處。教

帶動或者激發各地方教會，能切

會在建立、鞏固家庭的事工上是

實發展全面性的主日學教育事

許多教會的小組或團契，著

責無旁貸的，我相信幫助弟兄姐

工，促使教會在質量上和數量上

重在不同人輪流帶領查經，這種

妹建立靈性的根基，啟發對屬靈

經歷成長。

查經方式著重彼此對經文的認識

事物的渴慕，是一個最關鍵性的

今天，基督徒教育大會已

與心得分享。好處是讓大家有學

起步，而成人主日學可以是孕育

經踏入第十個年頭。一分耕耘，

習服事，帶領查經的實地訓練；

這個起步的場所。

一分收穫。感謝神的帶領，十年

缺點是有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

上帝對「教導」相當重視。

來，這個大會已經從一個宗派發

說了老半天，對經文仍是一知半

在舊約裡，上帝眷顧亞伯拉罕，

展到許多宗派的參與，從一個區

解，再加上帶領人如果沒有好好

要他教導他的眾子和眷屬遵守神

域（南加州）發展到世界其他地

預備，就更不知所云了。但主

的道（創十八19）；上帝曾三番

域（北加州、巴西、北京、台

日學著重教導，有系統地真理造

兩次地吩咐利未人，要教導以色

灣）的開拓，從大會的單一主題

就。它有很多的課程，譬如慕道

列民（申十七11；卅三10）；大

發展到更具彈性的會中會，從以

班、初信造就班、受洗班、基要

衛求神赦免他的罪，他就把神的

信徒需要為主的大會專題，發展

真理、靈命塑造、個人佈道、門

道「指教有過犯的人」，使他們

到包括傳道人所需要的教牧論

徒訓練、查經訓練、信仰生活、

歸順主（詩五十一13）。而約沙

壇。

主日學老師訓練等，都可納入主

法王朝的復興（代下十七9），

時代在變，速度很快，深

日學的課程。

也是由利未人「教導」形成的。

盼基督徒教育大會能夠跟得上腳

陳國安牧師曾分享：「若鼓

新約也是如此，初期教會

步，以先知性的眼光，洞察時代

勵慕道友和初信者及早養成參加

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此蒙恩，是因

需要，每一年的大會主題和專題

主日學的習慣，靈性扎根在真道

為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具有時代性、前瞻性、引導性。

上，兩三年間，教會的素質必然

訓」。保羅不只承認自己是外邦

以上帝的真理作為根基，從聖

大大提升，事奉必然更有果效，

人的老師（提前二7），也吩咐

經、神學、倫理、家庭、宣教五

教會也必然更大增長。」

提摩太要「教導那忠心能教導別

方面來詮釋真理，使總體的信息

人的人」（提後二2）。我們的

能夠帶動教會發展，鞏固家庭倫

主更是如此，他更是強調教導的

理，影響社會風氣，促進國家安

北美華福研究美加華人教會

重要性，以至於他升天之前給門

定。

會眾的問題時發現，前七項華人

徒的大使命說：「凡我所吩咐你

教會所面對的問題是：1、家庭

們的，都教訓他們……。」

教導的重要

成員缺乏相聚的時間；2、道德
和倫理標準的下降；3、家中欠

跟上腳步，討神喜悅

缺屬靈的氣氛；4、父母、子女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基

或兩代對物質生活的態度；5、

督教教育是教會的核心。為這緣

過份注重事業、學業的成就；

故，台福基督教會總會在2007年

望眼下一個十年，深願基督
徒教育大會繼續加油，能夠在這
事工上討上帝的喜悅。
（作者為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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