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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聖經文盲

聖經文盲的危機

話說二十多年前，不少華人教會都鼓勵信徒攜帶自己
的聖經參加主日崇拜和團契聚會，教會只備少量的聖經供
慕道朋友使用；但是自從網路版的聖經開始流行，信徒大
部分都將沉甸甸的金邊紅邊寶書擱置書架上。近幾年，筆
者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聽到教會的長執責備會眾不應使用手
機上網看聖經，其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多信徒手執紙本聖
經時，無法找到俄巴底亞書或猶大書等，甚至連一些常用

- 蕭智雄博士

有關福音的經節，都無法立刻找到。
畢竟這是個手機革命的時代，過去十年間，不同語言
多版本的聖經都可以隨意免費下載到手機，這幾年更有希
伯來文的舊約和希臘文的新約，並原文辭典、釋經書、講
章等，只要指頭一點便會出現眼前；這些工具對一般的神
學生和牧者長執無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又節省時間；但
問題也就出在這裡，不少主日學老師和團契小組的查經組
長都可以在網上獲取大量資料，於是二手三手的資料越來
越被重視，慢慢取替了個人第一手吃力的鑽研功夫。
有位牧者分享多年前他剛到一間教會，發現大部分信
徒缺乏聖經知識，於是作了問卷調查，發現每週有三次讀
經禱告的人低於全會眾的10%，而每天有靈修讀經的更
是寥寥無幾；原來大部分的信徒只在主日崇拜翻翻聖經，
更有不少信徒常常因為翻找不到經文而感到尷尬，故此要
求教會将每周主日崇拜的講道經文投射在銀幕上，連手機
都不用按，省時又省力；而每週來教會聚會，最想見的是
朋友同學，最想聽的是生動、風趣、精簡的講道。久而久
之，信徒對神的話越來越陌生，信仰成了生活中的點綴，
聖經文盲的新族群亦應運而生。
以前聖經文盲指的是教外人，如今聖經文盲在教會中
比比皆是。文盲的通病是對聖經缺乏整全的認識和體驗，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院牧及特約教授

而在這個多元社會中，這個族群更呈現著多姿多彩的徵
象：
一． 第一類就是上文提到那些對信仰冷淡，沒有愛慕
主話的信徒，他們終日疲於奔命，學業、事業、兒女、家
庭等，談何騰出時間讀經禱告，更多的是不願意吧！他們
對信仰内涵只满足於略知皮毛，沒有紮根，對聖經的認識
亦是人云亦云，一知半解；他們參加教會各類型的活動，
往往懷著不同的動機，有些人是為追求個人感受或是貪戀
其他教友對他的關愛，有些是想在教會中找對象或是為自
己的事業建立寬大的人際網絡；這等人因為在信仰上沒有
根基，便容易被“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隨從各樣的
異端。”（弗6:14）
二． 第二類的人雖然有點追求，卻因時間寶貴，凡事
要求高效率，又習慣快餐店的即食服務，於是教會與機構
都因應提供不同款式的靈糧快餐，三分鐘的讀經靈修，總
算是聊勝於無；或是願意更多追求的人則會在開車上下班
途中播放聖詩，收聽名牧講道。他們腦子裡充塞著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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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片段，但卻沒空梳理，以致仍然無法得到聖經真理整
全的認識；這些樂於吃奶的人，終久還是不能吃乾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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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文盲的危機」

對神的認識與日俱增。
我們誦讀默想神的話，全賴聖靈就是真理的靈，引導我們
“明白一切的真理，”（約16:13）聖靈使我們“心意更新而變
怪靈命發育不全。（參來5:12-13）

化，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12:2）因此，負責教導的人必須是屬靈的人，他們心竅通

三． 另一類的聖經文盲不是不讀聖經，而是不懂得怎樣讀，

達，就能幫助學員分辨主旨。在整個教導的過程，言教身教，

他們熱心追求，每天讀經五章十章，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他

引導陪伴，幫助學員藉著經文親近神、觀看神、聆聽神；主的

們讀經有路，卻解經無門，因為缺乏聖經整全的教導，又沒有

門徒必須學習時常定睛在主身上，聖靈開啟我們心中的眼睛，

基本釋經的訓練；故此，對聖經的認識和理解，多年後仍然是

使我們看見神的榮耀，於是被神吸引，便成為我們愛主、跟從

原地踏步，停滯在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參來5:12）

主的動力，並且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遵行主道，忠於所

四． 第四類是熱衷聖經應用的人，他們要求牧師講道必須生

託，不斷經歷神的信實。

活化，神學教義則次要，甚至淪為不重要；若有靈修讀經，必

聖經整全的知識加上親身的體驗，才能使我們真知道神救恩

定先從經文中找應用，可惜他們很快就發現應用膨脹，自己根

的偉大，真正認識經歷主耶穌復活的大能，最終擺脫聖經文盲

本跟不上，於是聖經的教導漸漸與實際的生活脫鉤，最終只好

的流弊。

感嘆“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

有鑑於一般中小型的教會資源有限，需要向外尋求幫助，神

五． 最後一類人是俗稱的“大頭仔”，他們對聖經殷勤研

學院就成了教會最好的合作夥伴。神學院不單提供教牧人才的

讀，又懂得原文釋經，見解精闢，講解經文言之鑿鑿，有條不

培育，還有大量的校外課程，裝備培訓平信徒領袖 — 從釋經到

紊；孰不知自己還缺少一件，就是透過經文親近神，支取靈命

靈命塑造，教育理念到教學實踐，書卷研讀，基要真理等，相

的餵養。不錯，聖經是一本十分有價值的經典著作，值得學者

信對教會的教導事工都會有一定的助益。期盼在這個變化萬端

窮一輩子鑽研，但是更寶貴的是聖經乃神的話，為耶穌基督作

的時代，教會與神學院能够緊密聯手，為神的國度培育造就一

見證，幫助信徒與神重建破碎的關係，開啟永生之門。

批一批靈命成熟、心懷普世、愛神愛人的基督精兵。

聖經文盲是這個時代教會面對的一大危機，教會內部搞矛
盾紛爭，往往是由於對經文的誤解或曲解，各持己見，互不相
讓，最終導致教會分裂。面對一群一群只擁有淺薄片段聖經
知識的信徒，教會實在責無旁貸。主耶穌離世升天前曾囑咐門
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20）在
教會成立之初，他們立刻遵照耶穌的吩咐，教導初信的門徒，
“使他們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徒2:40-42）
今天教會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導事工，無論是講台信息、
主日學、團契小組、查經班等，是否有系統地傳遞聖經真理，
以致會眾能夠“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4:13）教導的目的明顯是
要門徒“遵守”主道，信道者必須行道，因為“信心若沒有行
為就是死的。”（雅2:17）所以衡量教導的最好標準就是查驗
學員是否“遵行”主道，若聖經知識已經轉化成為生命靈糧，
守道者的屬靈生命就會自然成長。
耶穌曾對門徒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愛我
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約14:23-24）由此可見，愛是遵守
主道的動力，“愛主”與“遵守”主道是不能分割的。故此，
教會的教導事工不能停留在知識層面，更應注意靈命塑造，教
導主的門徒建立美好的靈修生活；靈修是門徒對神話語的感
應，藉此幫助門徒建立與神親密相愛的關係。美好的關係需要
時間建立，無法速成；故此，靈修生活需要恆常操練，天天讀
經禱告，非為尋求應用，而是親近神，享受神的同在，使我們

感恩與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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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六月的博士密集課程正在進行，課堂採取實體
與網絡結合授課，求主賜師生健康的體魄，充沛的
心力和能力完成教與學。
請為學院博士生的研究工作祈禱，求主賜給他們
平安、熱情和能力，完成課程學習和論文寫作，
使他們的研究工作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請為學院的出版工作祈禱，求主使用作者、書籍
及資金，為華人神學教育作出貢獻。
請記念學院的經濟需要，也請記念支持學院的弟
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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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 鄒永恒博士
本院院長

參加者都駕輕就熟，每一個主題研討環節都有非常熱烈的
討論。完成五個主題研討後，由鄒永恒博士總結三天的內
容，並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建議。當中包括四方面：
(一)神學院校與地方教會的合作：全人神學教育絕對不
是任何一間神學院用兩、三年就能完成的，必須由教會與
神學院共同合作，互相配搭，才能培訓出新一代的教牧領

由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促進會主辦，第五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
討會，已於6月8-10日於多倫多Tyndale University順利舉行，來自北
美各地的58位同工(10位在線上參加)，以「華人基督教教育新形態」
為主題，探討疫情對教會基督教教育事工的影響，並疫情後教會如何
進行信徒培育事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及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為今次
的主辦院校。
大會於8日晚上6時舉行簡單的開幕禮，由義務總幹事鄒永恒博
士歡迎各參加者，並由主席蕭靜馥博士分享對本屆大會的期望。晚餐
後，前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劉志遠博士以《以馬忤斯路：一
個神學教育工作者的反思》為題，引領大家思考神學教育的過去與新
時代的願景，作為大會的序幕。其後第二及三天共有五個主題研討，
由10位講員分享其研究成果，分別是：

(一)：神學教育如何面對新常態

洪理博士、彭怡珍博士《神學教育的新契機：綜合教育模式》
黃嘉漢牧師《全人塑造成工人：淺談塑造性的神學教育》

袖。
(二)培育事工如何切合不同需要：除了要關注實體與
線上培育的設計與實施，也需要關注不同信徒的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s)及不同世代(generations)信徒的獨特需
要，才能提供適切信徒需要的培育事工。
(三)實體與線上的配合：實體與線上只是方法與方式，
如何關顧個別信徒的需要？如何建立「真實」的關係而非
「表面」的關係？這才是不論實體或線上都極需關注的重
點。
(四)家庭極大的需要：整個家庭能使用的教材相當缺
乏、父母作為家戶領袖的訓練、跨代與分齡需要的平衡、
老人事工的需要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與推動。
一如既往，大會邀請了現屆博士生分享他們的論文研究
計劃，本屆分別有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TEDS)的教育哲學

(二)：教會培育事工新佈局

博士生任妙儀宣教士(探討中國宣教士對呼司的理解)及楊靖

鄒永恒博士《從教會培育模式的發展看新常態下培育事工的佈局》

及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的教育事工博士候選人盧有恭

彭怡珍博士《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

傳道(信徒對教會網上主日學有效性的觀感研究)。參加者都

(三)：教會透過網絡方式來塑造群體

非常踴躍提出問題及建議。

區應毓博士《從教會論看無牆教會》
談妮博士《當代網絡群體的塑造 — 以美國華人教會為主》

(四)：家庭與兒童培育事工的挑戰

蕭靜馥博士《後疫情的新常態中家長在家戶中培育的角色》
余惠娥博士《新常態家庭培育的挑戰：從分齡、跨代、家庭這三個
                  工場的角度談起》

(五)：金齡培育事工的挑戰

鄭偉樑博士《從代際角度看金齡事工》
劉文昭博士《北美金齡培育事工的挑戰》
大會的安排是每一個主題研討的兩個分題，都分別由美國及加拿大

的同工負責，務求兼顧美、加兩國的特色。當每一組兩個題目的講員
分享研究結果後，便會進行70分鐘的台座對談，由於已經是第五屆，

詩傳道(The Self in Christ of Theological Educators)，

最後是閉幕禮，由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院長區應毓
博士以《華人基督教教育新形態：新常態、新格局、新契
機》為題，指出教會在新的時代，本質與功能固然不能改
變，但形式與方法卻應當因時制宜地轉化。
大會亦同時選出促進會新一屆執行委員，包括：彭怡珍
博士(美)、談妮博士(美)、蕭靜馥博士(美)、洪理博士(美)、
黃嘉漢牧師(加)、劉玉茵博士(加)、黃愛淳博士(加)、李棟
偉博士(加)、盧有恭傳道(加)；並由鄒永恒博士擔任義務總
幹事。
下一屆研討會將於2024年6月12-14日假座美國正道福
音神學院舉行，請各位關心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牧者及
信徒領袖預留時間參加。

「博士生分享」
在今天資訊發達的社會中，文盲似乎是很陌生的名詞，有手機在
手，誰都可以尋找任何的資訊。聖經文盲也是給人有點遙遠的感覺，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中，有很多網上很有質素的講座，研經分享，充斥
著互聯網的空間，讓信徒們飽飽享受信仰筵席，BBC 早在2017年有
一項調查，手機與社交媒體正改變著基督教信仰，信徒在網上吸收信
仰知識，準備查經主日學，用手機靈修，甚至乎在崇拜中，用手機尋
找講道中的資料，這些一切因科技的改變信徒信仰的模式，讓人覺得
信徒離信仰知識很近。就著這個情況，筆者與一些牧師和信徒領袖作
了一個小小的調查，了解他們對「聖經文盲」有什麼看法，並且，分
享自己如何在信仰上不斷成長。
其中一個被訪者，很快從網上分享有關聖經文盲的網頁鏈接，資
料顯示只有32%的信徒有每天讀經的習慣，或許，谷歌實在太方便
了，聖經知識，可以隨手可得，讀經的習慣變得不一定需要，因此，
有一位牧者有這樣的觀察，北美信徒的「聖經文盲」情況比較少數，
教會一般都有扶立班去幫助信徒認識聖經的基要，至少不會對聖經完
全一無所知，甚致乎一些信徒是以「朝聖」的心態去追棒聖經「知
識」，著重充實頭腦！更加用一些既定的框框將聖經的信息規限化，
另外，有信徒領袖觀察到，有些信徒只參加崇拜卻不讀聖經，對聖經
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或死板地接受一些聖經解釋。
   誠然，今天信徒對聖經的知識，普遍是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然
而，聖經的知識是否就是信仰的核心呢？從被訪者的回應中，有一共
通點就是除了聖經知識之外，還需要建立與神個人的關係，這關係是
- 盧有恭
本院拓展主任
教育事工博士候選人

在每天的讀經、祈禱、與神相交的習慣中培養，還要把信仰內化在自
己的生命，並應用在生活之中，這不是單單在理性認知上，也在情感
和意志，全人的投入。

學院財務簡報
網上奉獻請登入
donate.ccst.ca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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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奉獻抬頭 ACCTE
電子轉帳 (e-transfer) 奉獻
可用電郵 donate@accte.ca
請備註 ISCE。
如需要退稅收據，請填上地址。

至2022年5月31日

奉獻收入		

$

501

書籍批發		

$ 1,232

學費收入		

$45,150

總收入		

$46,883

同工薪津		

$ 6,667

講師費		

$14,416

租金		

$ 6,888

行政及事工

$ 1,456

總支出		

$29,427

結存

$17,456
2022預算 $112,380

675 Sheppard Ave. E., Toronto,
ON Canada M2K 1B6
Tel: 647-478-8574
isce@ccst.ca isce.ccs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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