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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區應毓牧師

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會採用培根的歸納法：從問題的實在處境中提問，觀

察有關的實在資料，反思問是的所在；又依據過去累積的知識，構成一假設，
並將此假設進一步研究及推理。然後，測試及修正此假設；最後，得出結論。

這是歸納法的方法論，其原則包括：同因法 (agreement) ，即同因得同果；
異因法 (difference) ，異因得異果；共因法 ( joint method)，共同使用以
上二法；聯因法 (concomitant variation)，因果之變數相聯等原則。

研究聖經的人同樣提倡歸納讀經法，由經文引申出原則，藉具體的文本

提煉出普遍的道理，再應用於實際的生活上。歸納讀經法需要觀察經文的何

人、何時、何處、何事、何故、何法等。觀察逾入微細緻，解釋逾精準可靠；這是
客觀的科學方法，放諸四海皆通用。研究教會增長的人也是同樣倡導客觀的
科學方法，藉著問卷與採訪來收集資料；然後，以統計學的分析方法去解讀

所收集的數據。研究員進一步將所分析的結果，歸納為相關的條目和主題，
這是嚴謹的科學方法。

王健安博士對下一代的研究就是沿革著此嚴謹的方法與思路來進行，

藉著耐心的採訪，去聆聽下一代的心靈呼聲。後現代的年輕人需要有人去關
愛他們，不是光用說教的形式去強加於他們身上；而是與他們同行為伍，讓

他們可以自由地傾吐內心的掙扎。研究員並不是審判員去論斷他們，而是存

著同理心去聆聽。經過多年的研究，王博士歸納出下一代信仰流失的一些端
倪；並總結出十項有關下一代流失的主題，首當其衝的就是年輕人在成長的

的年青人既沒有良好榜樣的益友作為同路人，也缺少了與他們同行的屬靈

“勉導”(Mentor)1。

年青人在教會中找不到真誠的信仰群體 (Authentic Community)，

也沒有摯友真朋的益友、他們感到不被接納，缺乏歸屬感；又認為教會的領

導人虛偽或不瞭解他們。海外華人教會的文化與他們格格不入，或是他們感
受到教會內部的矛盾問題太多。青年期是人生的轉折期，充滿各樣的迷思

-- 失戀、失意、失調。於是，當他們上大學時，受到各種學術的沖激 -- 來自科

學與信仰的衝擊、性傾向的困惑等問題；他們就逐漸離開教會及信仰群體，
成為流失的一代。

王博士細心聆聽年青人的心聲，以守望者的心態為他們發聲、吶喊、呼

籲，盼望父母、教牧、教會的領袖能重視年青人流失的嚴重性。他不光是發出
曠野的呼聲，更是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藉此堵塞破口。他以拋磚引玉的手

法，呼喚上一代務必懸崖勒馬，當機立斷地正視此問題；並且，群策群力、集

思廣益地共同迎向下一代流失的癥結。祝願《聆聽心聲》啟動新一代的希望，
引進迷失一代的曙光；讓耶穌基督的真光再度照耀在下一代的心靈內。

區應毓牧師, Ph.D.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聯校校長

過程中，缺乏與他們同行的“勉導經驗 ”(Mentoring Experience)。現在

1 Mentor一詞源於古希臘荷馬所著《奧德賽》 (Odyssey)史詩中的人物。當奧德賽去攻打特
羅伊 (Troy)時，他將兒子交付Mentor來“勉導”他成長；後來，也是Mentor激勵他的兒子
Telemachus去勇敢地面對敵人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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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梁家麟牧師

王健安博士是我最欣賞敬佩的其中一位華人學者，生命和服事都有亮

麗見證。他帶領完成《聆聽心聲》的研究，為普世華人教會作出了重大的貢
獻。

華人教會在教會事工的實證研究方面，一向做得不多。我們的學者大多

長於理論整理而短於事實觀察，具田野調查，包括量性調查和質性訪問的訓
練的鳳毛麟角，所以只能從事從書本到書本的探研。當要分析現實種種時，
我們所依據參用的，幾乎都是西方肢體的研究成果，在徵用時只能假設：時
代和人心，東西方大致相同。這更不要提能從具體數據提煉出時代趨向、發

展規律，乃至社科理論了。因此，王健安博士在實證研究的長期耕耘，貢獻出
一個接一個的成果，便顯得特別珍貴了。

《聆聽心聲》所要呈現的，是加拿大年輕一代華人與基督教會相關的心

年輕一代對耶穌基督的順命跟隨，比他們對教會的參與和委身更為關

鍵。只要他們真誠地相信基督，活出信仰，承擔使命；他們即或無法投入目

下的華人教會，也可以創建屬於他們那一代的教會。事實上，今天在加拿大
與香港，最具活力的教會，幾乎都只有不到半個世紀的歷史，跨越數代和百
年傳統深厚的寥寥無幾；也就是說，她們都是由我們這一代所建立的。江山
代有才人出，每代信徒都會發展出適合他們，也適應時代的教會來。當然我
們都盼望兒孫能繼承家族生意，事工歷百載而不衰，不過若是事與願違，亦

是無可奈何的事。如此，怎樣協助年輕一代建立真實的信仰，福音如何在他

們的生命土壤裡紮下，他們如何經驗耶穌基督的主權，思想和生活如何被翻
轉，這些都是特別需要跟進思考的大哉課題。這也是本書言及的「從歸屬到
激進的門徒」的部分。

數年前，筆者拜讀了這部作品後，佩服之餘，立即要求王博士將之翻譯

態，他們的樂與怒、關懷與拒絕、盼望與沮喪。這肯定是所有關心華人教會發

成中文，王博士表示這已在他的計劃中。經洽談後，我們在香港邀請了陳永

生活習慣上的世代斷層；如何有效地將信仰傳遞給年輕人，幫助他們成為耶

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贊助翻譯經費，聯合出版中文版，這是榮幸的事。這裡

展前景的人都得參用的研究成果。毋庸多言，我們都面對在思想價值，乃至

穌基督的真實門徒，又讓他們承接教會發展和福音使命的責任，都存在巨大
困難，都是嚴重挑戰。華人教會不能承受失落年輕一代的後果，這是幾乎所
有具識見的教會領袖的共同認信。

非常欣賞王博士的調查設計和背後的思路，他關心的不僅是教會該如

何吸引和留住年輕一代，更關心信仰和教會在他們的生活裡的位置和作用。

他所提出的整全教導、重視實踐、預備旅程、包容探索、靈活模式、賦權參與、
重燃異象等建議，都是擲地有聲的金石良言。

財弟兄幫忙，在短時間完成翻譯。又得王博士允許，讓筆者有份參與的香港
請讓筆者用聊聊數語，表達對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的黃鐵城先生和所有董
事的答謝，他們在尚未目睹本書的書稿之前，便已慨允出資參與翻譯和出
版，這份對人的信心和對使命的承擔，筆者銘感不已。

聆聽是相互理解和建立關係的第一步，聆聽是第一步。

梁家麟牧師, Ph.D.

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
2021年2月1日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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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原版)

王健安博士

當《聆聽心聲》報告於2018年出版後，很多不同地方的華人教會領袖及

家長詢問是否會把整個報告翻譯作為中文，方便華語讀者了解研究結果及
行動建議。感謝主在2019我們用中文及英文出版了簡短版提供給下載。可

惜的地方就是簡短版未能把下一代被訪者的心聲及定量研究的資料放在中

間。不但如此，許多關於方向性行動建議的材料也沒列入在其中去提供給中
文讀者對下一代的信仰心路歷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謝上帝的恩典及供應，香港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同意提供專業翻譯

員來完成《聆聽心聲》報告中文翻譯。所以特別感激研究社及社長梁家麟牧

師牧師/博士(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的支持及慷慨，在這計劃上提供翻
譯全部費用。另外，有兩位奉獻者把中文版報告打印的費用也全數奉獻。雖

然翻譯版絕大部分的內容與英文版是相同。但因應中文讀者的需要，某些詞

願上帝繼續祝福加拿大華人教會，為著祂的國度，不斷成長茁壯，薪火

相傳，直到主來!

“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羅11:36)

王健安博士, Ph.D.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領導學研究中心主任
實踐神學助理教授
2021年2月20日

句在中文版中作了適當的調整及更改，以配合讀者文化的要求。然而，假若
中文版有任何不缺的地方，作為報告的作者，我是為這些不足全負責任。讀
者們若有興趣去完全了解報告的分析，可參考《聆聽心聲》英文版。

最後我要感謝梁家麟牧師/博士及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區應毓牧師/

博士為這中文版報告賜下序言。特別多謝區院長無論在研究計畫及我事奉
上常有支持及鼓勵。多謝加拿大華福總幹事譚文鈞牧師及前總幹事馬英傑
牧師在整個研究提供平台及作為夥伴。也多謝研究團隊(譚峻斌博士, 孔祥
炯博士, 徐權能博士和黃祥舜博士)在研究設計及處理數據提供協助。並黃
祥舜博士在中英文的圖表提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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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原版)

譚文鈞牧師

擔任華福加拿大聯區主席期間，當華福加拿大聯區在2015年贊助由王

健安博士負責的研究計劃「何去何從」
《聆聽心聲》
(
前用的名稱)時，大家都

充滿熱誠。受託為這個研究報告《聆聽心聲》寫一篇序言時，我打開聖經，讀
到：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

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賽五十八
12)。

就脈絡來說，有些人相信，提到荒廢、根基和牆，不應該按字面理解為指

耶路撒冷城。事實上，整章都沒有提到耶路撒冷。得到建立的是一群百姓，以

補環境。但願今天加拿大的華人教會在聖靈默示下實行需要的改變，即使那
樣會令大眾覺得那似乎很激進，因為那是為了下一代的好處。

靠著神的恩典，願華福加拿大聯區可以成為這待定的突破的一部分。阿

們！

譚文鈞牧師，D. Min.

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2018年6月22日

喻意的方式描述為一個城巿。根據它的當代意義和應用，我們可以思想令加
拿大華人教會英語事工振興的四個實際方面。透過神聖的想像，首先是怎樣
修造那荒廢之處？第二是怎樣建立根基？第三是怎樣補破口？第四是怎樣重

修路徑？我們不期望這個報告可以提供確定和即時的方法，解決我們所有現
存的問題。不過，懷著禱告的心，我確信這個報告可以帶領我們朝正確的方
向走，並做對下一代來說是正確的事情。

2050年會有甚麼事情發生？那時加拿大的華人教會會是怎樣？坦白說，

沒有人真的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們必須不斷演化，或者如果你

喜歡的話，可以用改變這個詞語。我們必須為基督擁抱真正和創新的改變。
藉著聆聽下一代的聲音，這一代可以為他們立下一個恰當的根基，並修

XVIII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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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傑牧師

華福加拿大聯區的事工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為華人教會作守望。七年

前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 ( 加拿大福音聯盟 ) 作了一個關

於主流教會年青人流失的研究，研究報告出書名為 Hemorrhaging Faith
( 流血的信仰 ) 。在主流教會中有 2/3 年青人 (14 – 30 歲 ) 會離開教會。這

國華人教會一定要變，如何變？讓我們一起根據這研究作出實質有用的對
策，使華人教會不再失血，要止血；並要補血。

在此我要多謝多個宗派、神學院、教會及許多個人對此研究的經費所作

現象在華人教會也同樣發生。多年前美國一份雜誌 Christianity Today

的奉獻、禱告支持。當然更重要的是多謝王健安博士，他是義工，完全的擺

一代做得不錯，但是他們的下一代 ( 年青人 ) 竟然有 95% 離開華人教會。

的轉捩點，進入一個新的里程！

( 今日基督教 ) 也作了一個粗略的研究，他們發現華人教會“戰後嬰兒潮”這
這兩個研究顫驚了華人教會，我們 一直都培育下一代，但流失的現象三、四

上，甚至帶病仍埋頭苦幹。求神使用此研究報告，使加國華人教會有一個新

十年多沒有改變。加國華人教會超過一半是兩文三語的教會，但英文堂很難

馬英傑牧師 , D. Min.

發展，土生華裔的流失嚴重。

前任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有見於此，正在完成博士論文的王健安博士 (Dr. Enoch Wong) 也深

2018年6月22日

有同感，我們一起交通，立刻決定在他論文研究以外作一個加拿大華人教會
土生華裔事工的研究，研究方法大致與 Hemorrhaging Faith 相同，當然
內中的內容完全是針對加國土生華裔，起初我們定名為 To Whom shall

We Go? ( 何去何從 )，後來改為 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 聆聽他們

的聲音 )。在王博士的努力設計及推動之下；並得多個宗派、神學院、個別教

			

會及個人奉獻支持下，雖然因王博士身體軟弱 ( 鼻咽癌復發 ) 停頓了一段

時間，在神的恩領之下，結果在今年春完成這研究計劃。神又感動人奉獻把
這研究出版成書；並會印發中英文的撮要小冊子。

新任總幹事譚文鈞牧師將與王博士於今年的下半年走訪各大城市，與

華人教會分享，研究找出對策。我們要祈求神給我們智慧，聆聽下一代的聲

音，瞭解他們；並作出相應的改革及更新，使他們不再流失。否則沒有下一代
承傳下去，華人教會前途堪危。讓我們謙卑地、勇敢地面對這嚴重的挑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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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版)

王健安博士

《聆聽心聲》(LTTV)，之前稱為《何去何從》(TWSWG) ，的意念在2013

年萌發，那時候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CCIC)2一群有心的牧師和領袖檢視加
拿大福音團契(The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流血的信仰》

隊仁慈和慷慨地批准和支持《聆聽心聲》這計劃。
毋庸多言，研究CBCC的信仰旅程，需要CCIC利益相關者的協助和本地

(Hemorrhaging Faith; HF)這個有關加拿大青年的宗教性的研究的發

出生信徒的參與。由於這個研究運用了混合方法調查論──電子調查問卷

時明白問題所在，但這個研究沒有就移民教會群體，特別是居住在加拿大那

募受訪者的教會和把關者。我們也要感謝回應電子調查問卷的人，他們花時

現。雖然HF的發現提供新的洞見，引導人們在處理青年人離開基督教根源

些可見的「少數群體」
“
( visible minority”)，怎樣需要在教會的「祖家」文化
和「新家園」的多元文化環境之間作裁決提供任何種族標記。不過，HF引起
牧者們提出以下問題的興趣：

對在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基督徒(CBCC)3來說，信仰歷程會是怎樣

的？在這個環境中成長時，甚麼塑造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他們遇到甚麼社
會衝擊，以致影響了他們很多人放棄他們的基督教根源？CCIC領袖可以怎
樣處理本地出生的人這样出走，一個我們不能再將這現象描述為「沉默無

和訪問──我們要多謝推廣電子調查問卷，並幫助我們在他們的群體中招

間在網上完成問卷；還有那些受訪者，他們願意坦誠、毫無保留地一方面分

享他們信仰歷程的盼望和夢想，喜樂和勝利；另一方面也展露他們的恐懼和
痛苦，苦惱和挫敗，失望和失敗。正是由於這些本地出生的加拿大華人基督

徒的啟發和活生生的經驗，我們將這報告命名為《聆聽心聲》，藉以捕捉他們
的集體旅程的精神和本質。雖然他們的思想和感受無疑會以某些方式被忽

略或錯誤詮釋，但我們仍然盼望這個研究可以恰當地重現這些思想和感受。
弗朗西斯(Francis)和里克特(Richter)哀歎這種研究往往「很大程度上

聲」(Wong, 2015)？甚麼資源和策略可以支持他們渴望成長、自主和成熟？

得不到資助……被貶抑到那些模糊地帶，在那裡嗜好和真正受到關注的事

眾智慧」和「人們喜歡的直覺」(Francis & Richter, 2007, p.1)。不過，很少

聲》不可能展開。雖然這個研究的研究人員以義務的方式進行這計劃，但要

就這個現象為甚麼和怎樣發生，有許多人提出個人的建議。有些可能是「大

有實證研究，超越猜想和推測；更少致力包含在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基督
徒的看法和情緒，而這是教會領袖十分關心的。為了回應這些好奇，我請求

加拿大福音團契准許使用和修改HF的工具，以CBCC的信仰旅程為目標，

在CCIC中開展類似的研究。加拿大福音團契的研究和媒體關係主管希姆斯
特拉(Rick Hiemstra)以及加拿大福音團契的少年和青年事工圓桌計劃團
2 除非特別註明，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指更正教宗派，並只限於這些宗派。

3 除非特別註明，加拿大出生的華人基督徒指更正教宗派，並只限於這些宗派。

情可以找到恰當的位置」(p. viii)。事實上，如果沒有慷慨的資助，
《聆聽心

執行問卷調查，進行訪問，舉行圓桌討論，出版報告，以及應付雜項開支，都

需要財政支持。四個主要的經費來源有助實行這個計劃。我們要感謝加拿大
宣道會、加拿大中國神學究院董事會、溫先生夫人以及林/譚先生夫人的慷

慨。此外，華基聯會、北美華人播道聯會、加拿大華人門諾弟兄會也是這工作
的主要財政伙伴。還有，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領
導學研究中心、凱里神學院以及天道大學及神學院的戴德生華人事工中心

是我們研究過程中的神學機構伙伴。最後，我們也要感謝華福加拿大聯區委
派我們進行這個研究。沒有它強而有力的提倡以及提供的加拿大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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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安博士

的全國性平台，這個計劃不可能實行。華福加拿大聯區前任總幹事馬英傑牧

師堅定地支持這研究，並一直為我們開路和提供指導。研究團隊十分感激他
對加拿大華人教會那跨代的獻身。

雖然王健安(研究主領)負責進行研究、完成分析和撰寫報告，但必須歸

功於研究團隊：譚峻斌博士, 孔祥炯博士, 徐權能博士和黃祥舜博士為數據

的編碼和分析提供建議及支持，以及研究的整體設計和執行的貢獻。黎惠康
牧師和Tim Quek牧師也為實行電子調查問卷提供了的意見。此外，導論一
章的部分材料取自王健安(2015)和王健安(2016) 的著作。

最後，我們必須感謝我們全能的神，祂無限的愛和堅定不移的信實引領

了整個研究。研究團隊為了有機會為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作出微小貢獻而

感恩，並明白到：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一二七

1上)4 。無論這個研究涵蓋已知領域，確定人們熟悉的問題，還是提供新的洞

見，研究團隊都祈求它會激發健康的討論，啟發CCIC採取有成果的行動，為
CBCC找到新的路徑。願教會的主為了基督的教會和神的國度，喜悅團隊所
呈獻的。

王健安博士, Ph.D.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領導學研究中心主任並
實踐神學助理教授

4 除非特別註明，聖經引文都取自新國際譯本。
【譯按：聖經中譯取自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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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Introduction
好像《聆聽心聲》這樣檢視

CBCC信仰歷程那些活生生的經驗的

研究不能在理論真空中進行 。研究需
要處理在處於全球環境中一個本地現

象這種有意義的脈絡中進行 。這一章

嘗試首先藉著概述CCIC和CBCC ，提
供一幅這個景觀的概略圖畫 。接著我
們會簡單地討論信仰脫離的現象 ，然
後概述CBCC的信仰歷程可能採取的

路徑 。接著我們會交待這研究的範圍
和目的最後會概述報告餘下的內容。

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和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基督徒
(Chinese Canadian Immigrant Churches
and Canadian-born Chinese Christians)
移民教會和它的功用
(The Immigrant Church and Its Functions)
在「新的家」那不太熟悉的環境中安頓下來時，移民在到達目的地國家，

經歷社會網絡和傳統價值觀的轉變時，往往掙扎著要找到安全、意義的感覺
和歸屬感(Breton, 2012; Wong, 2015)。但對那些在到達加拿大之前或之

後歸信基督教的新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來說，宗教信仰「不單是眾多移民的生
命中的某一方面；它可以包含(生命的)一切」(Connor, 2014, p. 4)。信仰並

會影響他們怎樣和非移民交往，找出融入主流社會的路徑，以及在那個處境
中塑造他們的將來(pp. 4-5)。因此，除了作為維持信仰熱誠、敬拜和皈依宗

教的場所外，宗教團體也可以藉著促進移民適應新文化和語言，克服文化或
種族障礙，建立社交網絡，減輕過渡到目的地國家的壓力，幫助他們預備在
當地成為成熟正規的成員，在移民的移植經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Botros,

2005; Breton, 2012; Connor, 2014; Wong, 2015)。此外，宗教機構也是

讓外來定居者在語言、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社會支持中找到他們族裔的穩定
和延續的場所(Botros, 2005; Breton, 2012; Hirschman, 2004; Ley,
2008)。在這方面，在北美亞裔移民的適應過程中，宗教的角色受到廣泛

的分析(Chen, 2006; Ebaugh & Chafetz, 2000; Kim & Hurh, 1993;

Warner & Wittner, 1988; Yang, 1999)。研究者提出，除了致力傳福音
外，這些屬靈機構至少為新移民的適應提供四個功能：

首先，宗教機構可以作為一個樞紐，讓人們促成社交連結，建立網絡，

並提供物質和心理支持，(Abel, 2006; Breton, 2012; Chen, 2006; Ley,

2008; Ng, 2002)。第二，移民教會可以作為一個讓人們保存種族的文化、
價值觀和傳統(Bankston & Zhou, 1996; Min, 2010)，與同種族的人混

合，創造社交資本(social capital)5的場所(Breton, 2012; Hirschman,
2004; Ley, 2008; Portes & Zhou, 1993)，並作為同化和改變的推動力

(Botros, 2005; Breton, 2012; Cao, 2015; Li, Q., 2000; Rah, 2009)。
第三，信仰群體提供一個空間，讓傳統、文化禮儀、語言和種族身份可以傳

遞給後代，而他們則在這個環境中商確和構成自己的身份(Connor, 2014;

Ebaugh & Chafetz, 2000; Warner, 1998)。最後，移民會眾可以成為讓男
性移民可以取得他們在原來的國家扮演的領導角色的組織，從而恢復他們

的社會地位，緩和他們在新國家那向下的流動(Kim, S., 2010; Min, 1992;
Rah, 2009; Warner, 1998)。

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
(Chinese Canadian Immigrant Churches)
就實現它們作為移民教會的角色來說，CCIC並不例外。它的來源可以

追溯到1858年的淘金熱，在超過一個世紀以來，自1885年在維多利亞為華
人移民提供首個以中文進行的主日崇拜(Con, H., Con, R. J., Johnson,

Wickerberg, & Willmott, 1982; Wang, 2003) ，它都深深植根於為華人
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培養信仰及為融入社會提供支援(Yu, 2007)。在其後的

幾十年，CCIC的組織活力和進步都是主要靠著華人移民的湧入和本地出生
的世代有機的成長，而前者因為排外的移民政策而大受阻礙。這些障礙在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徵收的人頭稅、1923年的排除中國人法案(Li, P.

S., 1992; Roy, 1989; Tan & Roy, 1985; Ward, 1974)和主流加拿大白人

普遍的反同化情緒(例如把中國人標籤為「黃禍」)(Wang, 2006)中都可以明
顯看到。雖然有這些嚴重的社會和政策障礙，華人基督徒群體仍然可以站穩
陣腳；表1.1顯示從1931年到1961年加拿大華人人口、華人基督徒和相應在
CCIC本地出生的人的數目。

5 社交資本(social capital) 是指打造社交力量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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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加拿大華人人口，加拿大本地出生人口和華人基督徒人口
(Li, P. S., 1998, p. 67, table 5.2; Wang, 2006, pp. 79-80, 85, table 4.2 & 4.4)

年份

加拿大的華人

加拿大的華人基督徒

本地出生長(%)

1931

46,519

8,354

12

1941

34,627

9,841

20

1951

32,528

16,231

31

1961

58,197

31,950

40

1967年，為了回應人口和經濟需要，移民政策有根本的轉變，令加拿大

的華人人口經歷了顛覆性的轉化(Li, P. S., 1998)。一個應用了很長時間以
申請人的來源國為基礎，對歐洲人和他們的白人種族人種特別有利的移民
批予系統被取代 ，新的移民政策則以一個普遍的計分系統為基礎，評估的

居各地的華人為一個單一的種族群體。不過，在海外華人中間，實際上存在

很多獨特的次族裔(subethnic)群體，是可以追溯到他們的出生地、方言、
祖先的文化的，反映他們之間地區和宗族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Nagata,

2005; Salaff, 2005)。還有人進一步指出，在加拿大華人中可以分辨出五個
次族裔群體，對應他們移民到達的時間，在更大的CCIC群體中形成不同但
構成整體的群體。這五個次族裔群體是：(1) 1960年代以前，從廣東省南部
來到，說台山話的移民，反映南中國的四邑地區的籍貫；(2) 在1970年代開
始移居來的香港移民；(3) 從1980年代開始移居加拿大的中國大陸人；(4)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來到的台灣人；以及(5)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來

到，來自亞洲南部那些散居的華人(Guenther, 2008; Lam, 2000; Li P. S.,
1998; Nagata, 2005; Wong, 2015) 。

項目包括申請人的「教育和訓練……適應性……職業要求和技能，年齡……

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基督徒
(Canadian-born Chinese Christians)

政策的徹底轉變為散居世界各地和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打開大門。在1961

除了第一代移民那五個次族裔群體外，牢固地植根於CCIC的還有

對法語和英語的知識，以及在目的地的就業機會」(Marr，1975，p. 197)。

年，加拿大的華人人口只有58,197人，但到了1971年卻大幅增加至118,815

CBCC群體，他們大部分是在移民教會安頓下來的第一代信徒的子侄。加拿

領袖，他們抵埗後開始在校園進行好像「華人基督徒團契」這樣的推動運動

示，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自稱籍貫為華人的1,324,700人中，有358,500

人(Li, P. S., 1998, p. 89)。新來的華人移民中有基督徒學生、牧者和教會
(Matthews, 1997; Wang & Yang, 2006: Wong, 2015)，並建立了族裔

教會，藉以滿足移民的屬靈需要(Clements, 1997)。這些移民群體主要是
說粵語的，他們構成加拿大華人族裔教會的主要成員和參與者，推動它們

從1970年代開始的高速發展(Clements, 1997; Mak, 1997)。在接著的幾

十年，隨著更多教會領袖到來給予支持，加上對佈道的深刻信念，華人移民

教會由1950年代的30間增加到1990年代的230間，到了2000年代更增加到
350間(Guenther, 2008)。有人估計到了2015年，整個加拿大有超過400間
華人教會(Wong, 2015)。

基於外表的相似和習俗、價值觀及文化那表面的一致，有些人誤以為散

大的全國家庭調查(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f Canada)(2011)顯
人或百分之二十七(參表1.2) 在加拿大本土出生(也就是非移民)，包括第

二代和其後的世代(Statistics Canada, 2011a)。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華人
移民的孩子(參表1.3)是在1967年門戶開放的移民政策後出生，其中85%

為千禧年世代──是在1980年之後出生，大致上代表這個研究設計來探討
的CBCC群體的代理人(Statistics Canada, 2011b)。CBCC大約有54,000

人，包括那些與主流更正教[Protestant]宗派有聯繫的人，而這群體中有超
過45,000人為第二代。而大部分在本地出生的人，超過39,000人，宣稱與福
音派有聯繫(Statistics Canada, 2014)。由於很多加拿大的華人主流更正

教教會在信仰和實踐上都屬於福音派，並他們的牧者在祖家或海外也傾向
在福音派神學院接受訓練，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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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加拿大華人和加拿大華人福音派(移民和非移民)以及他們居住的地方
(Statistics Canada, 2014)

華人總數
加拿大

福音派
總數

非移民

非移民
福音派

移民

表1.3：第二和第三代加拿大華人和加拿大華人福音派信徒
(Statistics Canada, 2014)

福音派
移民

1,324,745

150,045

358,565

39,385

920,795

107,550

4,620

390

1,355

140

2,170

230

魁北克巿

2,445

45

400

0

2,015

40

蒙特利爾

74,375

3,935

19,240

800

52,115

3,025

37,135

3,375

12,050

1,065

23,790

2,270

京士頓

2,005

215

610

65

1,300

155

多倫多

531,635

61,820

134,455

14,765

383,260

46,045

海明頓

11,545

1,120

3,505

205

7,280

825

11,800

1,275

3,225

375

7,570

895

倫敦

7,405

415

2,100

115

4,655

295

溫莎

6,945

755

1,790

245

4,690

505

溫尼伯

15,165

1,260

4,425

510

8,985

705

里賈納

3,710

625

1,025

300

2,065

310

薩斯卡通

5,375

725

1,875

310

2,700

400

卡加里

75,465

9,620

25,260

3,315

48,740

6,170

愛明頓

51,675

6,635

17,195

2,155

31,850

4,290

溫哥華

411,475

51,040

102,965

12,555

297,120

37,330

維多利亞

12,770

1.055

5,185

450

6,845

585

哈利法
克斯

渥太華加蒂諾

基奇納滑鐵盧

年齡

第二代

第三代

華人

福音派信徒

華人

福音派信徒

總數

316,915

34,945

27,200

3,995

< 15

141,615

13,515

19,710

2,330

15-24

79,285

9,740

7,900

775

25-34

50,550

6,425

2,865

290

35-44

22,055

2,985

1,930

120

45-54

15,715

1,695

2,340

250

55-64

3,850

300

1,685

175

>65

3,855

286

940

60

統稱為「新第二代」，CBCC和他們在美國的對等相似，都能夠主張自

主，並鍛造自己的身份(Portes & Zhou, 1993; Reitz & Somerville,

2004)。在這方面，CBCC的成長經驗在加拿大並不是獨特的。就鍛造信仰身

份來說，身為1967年後所謂「新移民」(Breton, 2012)的孩子，CBCC和加拿

大一般可見的“少數族裔”
“visible
[
minorities”]移民(例如南亞洲、韓國、
日本和越南)在本地出生的孩子有好些共同特點。例如：可見的少數族裔在

本地出生的孩子傾向以創新的方式來重塑父母的宗教，藉以在加拿大多元
文化的處境下重新詮釋這宗教(Ramji, 2008)。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的
宗教性傾向展示以下特點(Beyer, 2013; 2014)：

首先，就這個群體根據他們的信仰傳統來實踐宗教來說，他們珍惜這宗

教，十分重視它。同時，他們也尊重別人實踐的宗教多樣化(2013, pp. 55,

71)。而且，他們視宗教為「私人」的事情，意思不是說它只限於某個「私人領

域」，而是指它的角色是給實踐者的人生帶來意義、結構和目的，而不是以它
作為某種權威的信仰和行為系統來強加給每一個人(2013, p. 71; 201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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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最後，對這個群體來說，宗教實踐是十分個人化的，他們要自行負責活

北半球的國家中都變得明顯，雖然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基督信仰曾有很

而不單是跟從父母的信仰傳統(2013, p. 56)。

討論(Beyer & Ramji 2013; Dean, 2010; Kinnaman, 2011; Penner,

出自己的宗教生命，反映個人的選擇帶給他們自己的實踐的重要性和意義，
除了他們的信仰表達外，CBCC成長的過程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聯繫到他

們怎樣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環境下協調他們的種族(也就是華人)和國籍(也
就是加拿大)身份。除了移民教會怎樣作為一個去協調和傳遞信仰和華人種
族傳統的場所外，還有三個標記或許是CBCC對怎樣塑造種族性的看法所
獨有的(Wong, 2015)：

首先，中國在國際舞台地位提升這個觀念或許令第二和第三代華人

有興趣「再中國化」(也就是認同為中國人)，推動他們與父母的種族連結

(Wickberg, 2012, p. 140)。第二，全球化這個冒起的趨勢縮窄了移民的東
道國和祖國之間的文化和地理距離。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幫助下，本地
出生的孩子可以以低成本相對容易地透過電子公共媒體等媒介與祖先家

鄉的文化取得聯繫。在這方面，在本地出生的人在表面上的傾向更跨國界

(Wong, 2015, pp. 64-67)。最後，正如歐克拉(Ooka)(2002)指出，塑造加拿
大華人少年族裔身份的其中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是這些少年參與種族社交化

的程度。換句話說，產生社交化的結構環境會影響加拿大華人少年適應主流
社會的過程中保留種族身份的決定程度。在CCIC中成長，很多CBCC都受

到挑戰，要在信仰處境下找尋他們的種族身份，這可能強化他們與移民教會
的持續連接，也可能令他們去參加其他非華人教會的崇拜(Wong, 2015)。

少年和青年離開信仰：一個全球現象
(Faith Disengagement of Youth
and Emerging Young Adults: A Global Phenomenon)
年青一代脫離宗教的現象不單在加拿大發生。雖然有些人可能提出

不相信[任何宗教]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或伊斯蘭世界並非嚴重的現象
(Sanchez de Toca, 2006)，但少年人和青年人脫離宗教在過去數十年在

強的聯繫。例如：在北美的處境下，千禧世代的信仰歷程這議題受到很多

Harder, Anderson, Desorcy, & Hiemstra,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Smith [with Snell], 2009; Smith
& Denton, 2005; Smith, Longest, Hill, & Christoffersen, 2014;

Thiessen, 2015)。這個集體的群組在外表上傾向更多元化，很大部分是因

為世俗化已經滲透了北美和西方世界已有幾十年(Baker & Smith, 2015;
Breton, 2012; Thiessen, 2015; Zuckerman, 2014)。這些世俗化力量

施加的影響方式塑造了年青一代的身份，令他們宗教歸附性較低，對非信

仰的價值觀比較寛容。世俗化對千禧世代的價值觀和信仰的其中一個深刻

影響是在性這方面。布朗(Brown) (2015)指出，在北半球，在福音派中較年
青的信徒有一個正在增長的趨勢，就是對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有自由化的

觀點(p. 55)。近期一個對英國基督徒是否接受同性關係的態度的研究也證
實了這個趨勢，接受這種關係的基督徒由2013年的35%快速增加到2016
年的57%(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2017)。而且，千禧世代傾向對美國

普遍基督教對右派支持的傳統政治景觀懷有厭惡之心(Dillon, 2015)。還
有，他們之中明顯有一種反建制的情緒，不單反映在他們對宗教機構的態

度，他們也頗為廣泛地反對所有形式的建制：媒體、政府和勞動巿場等(Pew
Research Center, 2015c)。這樣，千禧世代對領導，特別是對權威有高度

的不信任。天主教會的性醜聞和政治腐敗只是一些加深這種不信任的例子。
結果，豪特(Hout)在一次訪問中指出，
「在所有宗派中，在政治上自由及溫
和的年青人，與那些對堕胎、同性婚姻和其他社會問題採取政治立場的保

守教會領導之間出現了一條鴻溝」(Masci, 2016)。這個群體中很多在宗教

環境中成長的人都放棄他們的建制宗教身份，選擇成為屬靈上的『沒有』者

“
( Nones”)，這個詞語源自那些參與問卷和民意調查的人，他們宣稱「他們
的宗教聯繫就是這樣：沒有」(Kenneson, 2015)。這個群體中有些人可能
維持屬靈的宗教情操，但却宣稱沒有依附任何宗教(Ammerman, 2013;

Mercadente, 2014)。其他千禧世代則完全放棄任何對神的信仰(Ba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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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2015; Brewster, 2014; Zuckerman, 2012)。
還有，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報告說那些宗

教上的『沒有』從2007年的16%躍升到2014年的23%，在絕對數字上是由
3,660萬躍升到5,580萬。在這段時間，
『沒有』的人中，表示宗教在他們生

皮尤研究中心的史密斯(Greg Smith)在一個CNN的報告中說：
「我們知道
那些『沒有』宗教聯繫的人在過去幾十年都在增加。但它們繼續增加的速度
實在驚人」(Burke, 2015)。

在世界其他地區，這個現象也持續。在澳洲，梅森(Mason)指出：
「預

命中並不重要的人由2,100萬增加到3,610萬，在美國『沒有』宗教聯繫的成

期在年青人中傳統宗教衰落得到強烈肯定……只有很少比例的澳洲少

例如祈禱、參加宗教聚會和相信神時，這個趨勢也繼續下降，顯示這個群

Grimley, Harris, Whyte和Williams (2006) 之時，戴(Day)呼應說，

年人中由57%增加到66%。研究人員進一步問他們關於他們的宗教實踐，
體越來越世俗化(pp. 3, 5, 6, 14, 19)。同一個機構一個較早的報告(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集中在『沒有』這整個群體的世代差異上，從不

同角度加以揭示。這報告指出，隨著美國很多宗教團體漸漸老化，
「『沒有』

(宗教) 聯繫的人比較年青──而且平均來說越來越年青」(p. 5)。而且，報告
在年齡層中提供進一步細節：

隨著高度『沒有』(宗教)聯繫的千禧世代越來越多人到達成年階

段，
『沒有』(宗教)聯繫的成年人的年齡中位數由2007年的38歲

下降到36歲，比一般人口的年齡中位數──46歲──低得多。
對比起來，在新調查中，主流更正教成年人的年齡中位數是52

歲[與2007年的50歲相比升高了]，而天主教成年人的年齡中位
數是49歲[比七年前的45歲升高了]。(pp. 5-6)

從福音派的角度來看這個群體，在較年長(也就是在1981年至1989年

出生的人)和較年青(也就是在1990年至1996年出生人)隊伍中，千禧世代分
別佔22%和19%，而在這些類別中，整體更正教人口分別佔38%和36%。但
那些『沒有』宗教聯繫的分別佔美國整體千禧世代人口的34%和36%(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 p. 11)。

千禧世代中，
『沒有』宗教聯繫人數的比例十分驚人，它的增長也是

這樣：從2007年的25%增加到2014年的34%(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 p. 12)。那增長的快速令甚至是經驗豐富的專家也感到意外。例如：

年人轉向……另類宗教」(p. 56)。在引述Brierley (2006) 和Garnett,

在英國，
「現今那代青少年和青年……比以前的世代較不具宗教依附性」
(p. 95)。基於對英格蘭和威爾斯一個關於青少年宗教和價值觀調查的分

析，羅賓斯(Robbins)和弗朗西斯(Francis)(2010)報告說，雖然取樣的青
少年(13至17歲)中，41%表示他們相信神，但49%從來沒有去過教堂或其

他公共崇拜的場所(pp. 51-52)。在歐洲和美洲國家，關於青少年的宗教性
也一致有這種趨勢和觀察，而且一致地在對宗教認同、依附和實踐上有更

廣泛的衰退跡象(Day, 2010)。在新加坡，2015年的家庭普及調查顯示，表
示自己『沒有』宗教聯繫的人佔了居住人口的18.5%，比2010年的17%增

加了。在這個群體中，大約65%是介乎15和44歲之間。大約23%屬於15至

24歲的年齡群體，22.4%屬於25至34歲的年齡群體，而55歲或以上的則佔

14.6%(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Singapore, 2015, pp. 7, 24)。在韓
國也同樣有宗教聯繫下降的現象，在2015年，人口中有56%自稱『沒有』宗

教聯繫，比2005年的47%增加了。衰退在20至29歲的年齡群體中特別明顯，
在宗教聯繫方面下跌了12.8%(由47.9%下降到35.1%)(Statistics Korea,
2016)。同時，韓國蓋洛普(Gallup)(2015)發現，在二十多歲的人中，有31%
自稱有宗教信仰，比十年前的45%為少(p. 17)。研究香港大學基督徒群體

的調查也發現類似現象。入讀高等教育學府與放棄信仰相對應，正如Hui,

Lau, Lam, Cheung和Lau (2015)總結說，
「在大學成為全時間學生是放

棄信仰的另一個因素，」很可能因為他們接觸到有不同世界觀的人(也就是

學生和教授)，而且沒有從信仰群體中得到支持(p. 12)。在中國，宗教的「『沒

有』在不同世代都在增加，至少相對於傳統中國宗教來說是這樣」，雖然一般
來說「有結構性的流動參數，表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有跨代的增長」(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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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master, 2015, pp. 79, 95)。
最後，在加拿大，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沒有』在1971年到2011年的四十

留守群組 (Stay-On)
雖然正如較早時討論過，在全球多個地理區域，脫離信仰的現象都有

年間由4%增加到差不多24%(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Statistics

出現，但仍有很多研究者都繼續集中研究那些仍強烈忠於信仰的宗教實踐

2015; Thiessen, 2015)也在加拿大少年和青年中發現脫離信仰的一般趨

GSS)四十年數據的分析(2014)總結說，在美國，宗教認同仍然是「強大和

Canada, 2011b)。近年的研究(Bibby, 2012; Reimer & Wilkinson,

勢，雖然這現象在非福音派中似乎較明顯，而福音派的出席率則處於穩定

水平(Bibby, 2012; 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特別

是，Penner, Harder, Anderson, Desorcy和Hiemstra (2012a)指出，每
三個年少時候上教會的青年中，只有一個在成年時仍然這樣做(p. 1)。

簡單來說，在全球很多地區，千禧世代都比以前的世代較不傾向宗教，

這個現象在本地和全球都擴展到更正教的宗派，形成這個探討CBCC信仰
經驗的研究的部分背景，正如前面提過，這個群體主要是千禧世代。

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基督徒信仰旅歷程的路徑
(Pathways for Faith Journeys of Canadian-born
Chinese Christians)
在CCIC處境中的CBCC的信仰歷程是多層面和多方向地活出的經驗。

我們可以將這集體旅程的現實問題化(problematize)，以四種不同路徑

來看有相關的宗教類型──各自有本身界定身份的特點。首先，留守群組

(Stay-On)類別代表那些在CCIC成長，並繼續在那裡參與敬拜的人。第二類
是另尋去路群組(Move-On)，指那些在信仰參與上仍然活躍，但選擇離開

CCIC，改為參與非華人移民教會。第三類是退出群組(Drop-Out)，指那些

因為多種原因而離開CCIC，很少或甚至沒有再參加宗教聚會的人。最後是

「迴旋鏢」群組(Boomerang)，這些人離開了CCIC，無論是退出還是另尋

去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由於不同原因而選擇回到CCIC。這四個群組一般
地代表檢視CBCC信仰歷程的整個範圍，而這研究集中在留守和退出這兩
個群組的經驗上。下一節會簡短地討論每一個群體的背景。

者身上。例如：謝爾卡特(Sherkat)對社會普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明顯」，顯示「80%美國人仍然認同某個宗教傳統或宗派」，與皮尤研究中
心的發現相比，描述的圖畫更樂觀(2015b, p. 4)。雷默(Reimer)和威爾

金森(Wilkinson)(2015)提出，那些可以聯繫到神的同在一種增強的感覺
的福音派青少年傾向與信仰和信仰群體有較強接連(pp. 180-181)。彭納

(Penner)等人(2012b)提出參與宗教活動較多，例如營會和短期宣教，愈會
幫助信徒對與神的經歷更敏銳，並對在青少年的信仰中創造粘連成為一個
主要的正面因素(pp. 47-51)。此外，史密斯(Smith) (和朗格斯[Longest],
2009)強調父母、跨代的影響、深刻的宗教體驗和宗教靈修操練作為青少

年參與教會和信仰的粘連因素(pp. 224-229)。鮑威爾(Powell)和克拉克

(Clark)(2011)却指出，在青年人的信仰中，成年友師有正面影響(p. 100)。
同樣地，迪安(Dean)(2010)也認為友師在少年和青年中創造有力的信仰粘
連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p. 121)。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和里希特(Francis

& Richter)(2007)以及王健安(2015)指出少年和青年在信仰群體中建立的

關係是他們從事參與信仰的一個主要具影響力的因素。而且，王健安(2015)
指明有遠見的教會領導(或缺乏這種領導)是令CBCC留下來或離開的其中
一個決定性因素(pp. 544-557)。

最後，在塑造青少年和青年的宗教性以及他們在信仰群體的參與中，

最決定性的因素或許是他們父母以及父母們對信仰依附的實踐和態度。
正如我們會在下一章詳細檢視，很多研究都指出父母──父親或母親，
兩人或任何一人──以多種方式正面或負面地影響他們孩子的信仰形

成(Bengtson, 2013; Cornwall, 1987, 1989; Dollahite & Thatcher,
2008; Hunsberger & Brown, 1984; King, Furrow & Roth, 2002;

Myers 1996; Nelson, 2014; Pearce & Denton, 2011; Smith [with

12
第一章: 導論

13

Snell], 2009; Voas & Storm, 2012; Winston, 2006; Zuckerman,
2012)。

另尋去路群組(Move-On)
北美或其他地方很多離開教會的人都被描述為「脫離」、
「不隸屬」、
「退

出」、
「出去」或「疏遠」(Francis & Richter, 2007, p. 4)。但正如較早時提

到，一旦CBCC離開CCIC，他們有兩條追隨信仰的路徑：(1) 他們可以選擇

停止參加任何教會；或者(2) 另尋去路、在CCIC以外的教會參與敬拜。對後
者來說，離開的原因可能不是不投入信仰。這個群體中很多人繼續珍惜他

們的宗教信念和身份，但卻希望在華人移民教會以外的環境中表達出來。對
很多美國的亞裔人來說，種族、教會領導和文化、信仰信念等因素，都成為

他們處決尋求在那些展示清晰的異象和特定的目的，及其取向與他們自己

的信仰表達更一致的教會群體中有更富意義的參與的重要因素(Alumkal,
2003; Jeung, 2005; Kim, J. C., 2003: Kim, S., 2010; Kim, S. & Kim,
R. 2012)。王健安(2015)重申很多這些影響，並強調關係性、族裔傾向性和
身份、靈性增長停滯、CCIC內在衝突和失效的領導是CBCC離開CCIC，到

其他教會敬拜的主要因素。當CBCC另尋去路、在他信仰群體去持續他們的

信仰歷程時，可以有四個不同的進路選項：(1) 本地出生的華人(local-born
Chinese)福音派教會；(2) 亞裔的福音派教會；(3) 多族裔(multi-ethnic)
的教會；以及(4) 白人教會(Wong, 2015)。
退出群組 (Drop-Out)
雖然另尋去路群組在CCIC以外的教會繼續投入他們的信仰，另有一群

前CBCC則切斷他們與CCIC的關係，不再參加任何教會聚會，也宣稱不再

與任何屬靈機構有結連。這個群組中有些刻意地決定離開教會和建制宗教，

因為他們對移民教會有與另尋去路群組的信徒具有相同的脫離因素：挫敗、
屈辱、被論斷和關係破裂。

很多研究者都想出不同的類型來描述這群「不上教會」的人。例如：帕卡

德(Packard)和霍普(Hope)(2015)描述他們為『終結』者 “
( Dones”)：
「他

們累了，對教會感到厭倦」，與它終結了(p. 14)。本質上，對他們來說教會作
為一個信仰機構是一個障礙，令他們離開神，他們宣稱他們的信仰旅程能
在有組織的宗教以外可以走得更好(p. 16)。同樣地，金納曼(Kinnaman)

(2011)將三個「失落的廣泛方式」(也就是不參與建制教會的實踐)概念化(p.
25)。游牧民族是那些脫離教會參與，但仍然認為自己是信徒的人；而浪子則
失去了信仰，不再視自己為基督徒。最後，流放者對信仰仍然具有興趣，但

感覺到被困於更廣大的文化和教會之間。另一方面，帕克(Baker)和史密斯
(Smith)(2015)主張，作為一個總體的稱號，
『沒有』者用來指那些「在宗教

上沒有聯繫──聲稱與有組織的宗教沒有聯繫的個人」是恰當的(p. 15)。但
從信仰的角度看，可以將他們進一步分為：首先是無神論者，那些「不再相信
有神的宣稱的人」；第二是不可知論者，那些「主張有神的宣稱在原則上是無
法驗證的」(p. 15)。反映「相信但卻不歸屬」的趨勢，第三組人是沒有連繫的

信徒，那些「宣稱沒有宗教聯繫，但維持某種形式的有神信念的人」(p. 16)。
最後，從宗教實踐的角度看，存在另一群人，他們「宣稱有宗教聯繫和有神的

信仰，但很少，甚至沒有參與宗教聚會或在私下祈禱」(p. 17)，富勒(Fuller)
(2001)稱這群人為屬靈但沒有宗教者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SBNR)(pp. 2-5)。

魯夫(Roof )(1993)多走一步，就宗教和屬靈之間的區別提供一個更鮮

明，但或許過分簡化的澄清。對他來說，
「宗教傳達一種建制的含義：參加崇
拜、望彌撒、點光明節 (Hanukkah)的蠟燭。」相反，
「屬靈」則「更個人和賦
權，與生命最深的動機有關」(pp. 76-77)。另一方面，肯尼森(Kenneson)
(2015)提出，
『沒有』」是那些可以成為SBNR，但卻在「他們自己和那些擁

抱某種宗教性，是SBNR認為在與智力、神學或道德上不足的人劃出道德界
線」(p. 9)。最後，從另一套不同的視窗來推斷，默卡迪安特(Mercadante)

(2014)提出，SBNR有一種集體的觀點，在本質上拒絕對神的傳統觀念(特別
是基督教裡面所包含的觀念)，但卻改變它們來配合自己靈性的框架。這個

群體放棄「被定型為進行審判監督」的那一位神，却以「一種非位格和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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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力量這個觀念」來取代(p. 230)。默卡迪安特更顯示她研究過的SBNR
否認以下屬靈世界觀：

拒絕所有宗教的排他主義，但自己的觀點卻例外；

的人；長大和改變；不能相容的生活方式，代價和利益，對教會失望，關乎適
切性的問題和關乎保守主義的問題」(p. 303)。

蒂森(Thiessen)(2015)進一步分辨出一套可能的轉向因素，推動人們

一位憤怒及/或介入的神；

重新連結，是一些脫離了宗教團體的研究參與者提出的。首先，發現與一個

一種壓迫威權的宗教傳統；

生了家庭階段的改變，例如「結婚、有孩子、找到一個宗教團體是有讓孩子享

一個靜態和永恆的來生，要不是榮耀的天堂，就是折磨的地獄；
一個非經驗地具壓迫性的宗教團體；

以及一個視人類為「生來就是壞人」的觀點。(p. 230)
研究提出的多種類型指向界定這個群體的信仰歷程的複雜性。正如金

納曼(2011)恰當地指出，表徵的不同層次是存在的：這個群體的信仰歷程的
表達「並非單色或放諸四海而皆準」(p. 26)。
迴旋鏢群組 (Boomerang)
最後一個群體包括那些離開了CCIC一段時間，要不是另尋去路到非移

民教會聚會，就是脫離了宗教聯繫，然後又回到信仰或宗教參與。稱為「迴旋

宗教團體有正面的群體經驗(例如接連性和更深或比較新的友誼)。第二，發
受的節目的或者孩子搬走」(p. 151)。第三，發現宗教團體沒有那麼排他。第

四，遇到更適切的教導，有可以應用的教訓，有更動態的宗教領袖，更懂得溝
通，並出現了當代的崇拜。第五，有證據表明可以將宗教信念化為有意義的

人道實踐，明顯可以界定群體的身份。第六，家居靠近那些屬靈機構。最後，
生活沒有那麼忙碌也可以是一個因素。不過，蒂森警告說，對這些參與者來
說，即使這些因素是真實存在，重新投入宗教團體能否持久仍然有待觀察
(pp. 150-153)。

研究的範圍和目的 (Scope and Purpose of Study)
對四個群組的概覽指向一個進一步探討CBCC的信歷旅程可行的框架。

鏢」(也就是那些離開了移民教會，在其他地方聚會的人)(Lee, 2014)或「返

不過，全面研究另尋去路群組是在近期才由王健安(2015)完成；將「迴旋鏢」

這些本地出生的人決定與基督教信仰重新連結，或是透過他們的種族根源，

旋鏢」群組是十分困難(例如到不同教會聚會的人和出席率中斷的人是兩個

回者」(也就是那些完全離開了建制宗教的人)(Francis & Richter, 2007)，
或是在非移民教會重新開始。謝爾卡特(Sherkat)(2014)強調「迴旋鏢」回到
信仰或重新投入信仰群體的兩個主要原因：(1)由於在社交聯繫方面變得穩
定，而且在工作和家庭責任方面變得有彈性，老年人傾向有更多的社交參

與，例如投入宗教活動；(2)「有了孩子」的家庭「往往令人們回到宗教參與及
認同」(p. 90)。此外，弗朗西斯和里希特 (Francis & Richter)指出，
「概括

來說，最可能回歸的是那些起初離開教會是因為聯繫到生命轉折和生命改
變，或有不同生命看法和不同意義的人」(pp. 302-303)。另一方面，大致來

說，最不可能回歸的是「那些離開教會是因為聯繫到關乎信仰和不信的事情

群組問題化在方法論上也是富挑戰性的，因為確定研究的參加者是否屬「迴
令這界線變得複雜的例子)。雖然值得在將來特別加以留意，由於個人宗教

聯繫的自然起落，在研究留守群組時最可能出現關於「迴旋鏢」的發現。因此，

《聆聽心聲》的範圍以CBCC中留守和退出的群組為目標，目的是在CCIC

的處境下探討對他們信仰身份及委身的决定性影響以及他們宗教性的脫

離。將不同群組並置來理解而可以會帶來可作對比的結論，這個研究強調一
些主題和意念，是如果我們單單個別地看一個群組時會忽略的，正如跨案例
和案例中的研究進路顯示那樣(Y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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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這個研究時，我們採取了由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為主導的混合方法 (mixed methodology)，包括調查問卷和訪問，藉以與

《流血的信仰》(HF)的進路保持一致，我們有一套已經修改的電子問卷和

訪問問題，是為在CCIC處境下的CBCC設計出來的(Morse & Niehaus,
2009)。關於研究方法論的詳細討論，可以在附錄A找到。

報告的概覽 (Overview of the Report)
以下一章會集中在對少年和青年信歷旅程正面及負面地影響的決定因

素的文獻探討上。探討檢視一些明顯的因素，例如跨代影響、群體實踐、友師
勉導

經驗、脫離宗教和叛教。對文獻探討不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到

第三章，在那裡報告的注意力轉向在CBCC的信仰歷程這個背景下分辨出
四種不同的宗教類型(也就是留守群組的高度參與者[Highly Engaged;

HE]和較少歸依者[Less Affiliated; LA]；退出群組的屬靈『沒有』者和『終
結』者[Spiritual“Nones”and“Dones”; SND]以及不可知論者和無神

論者 [Agnostics & Atheists; A&A])，並討論對在這四種不同宗教類型中
浮現的十個研究結論的主題。報告在第四章結束，那裡提出一套方向性行

動建議，去處理研究的結論。這些建議和結論是為了在CCIC中推動對塑造
CBCC的影響進行積極的反思而設計的，並在跨代領袖中促成處境化的對

話，藉以回應這些結論。為了幫助這種反思和對話，在附錄F，我們就每一個
方向性行動都提供了有一些建議的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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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宗教聯繫

和行為

2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Behaviours

理解宗教聯繫和行為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Behaviours)

一致的行為只能夠在個人真正『委身』於信念時才可以發生」(p. 576)。
雖然康威爾的研究為這個考查提供一個基礎性的理論框架，在CCIC

宗教聯繫是一個複雜的現象，由多種決定性因素塑造，這些因素建基於

的處境下檢視CBCC時卻需要有幾個調整。近年的研究強調與本研究的範

來檢視。傳統研究對個人的信仰委身和它的顯著性多傾向集中在如教會出

究提示，應該額外集中在移民一代和他們的孩子身上明顯可看到的種族社

個別地細緻的處境，這些處境可以透過宗教、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視窗

席率、社交網絡的影響以及父母影響等量度(Chaves, 2011;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Wuthnow, 2015]。但根據康威爾(Cornwell)(1989)，關

於宗教行為的決定性因素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圍繞四個變量範疇來推定：(1)
群體參與；(2) 信念的正統性；(3) 宗教社交化；以及(4) 社會-人口變量(p.

573)。康威爾沒有單是檢視在同一宗教群體中的教會出席率和友誼聯繫，
反而鑽研團體參與，檢視就會友的社交網絡來說，決定支持性、親密和持

久關係的程度並相對在羣組內、羣組邊緣和羣組外聯繫中的個人群體關係
(pp. 573-575)。與群體參與緊密相連的是信念的正統性這個變量。雖然康
威爾承認個人信念的正統性越強，個人的宗教參與也會越強，但他提出群

體參與和信念的正統性之間存在相互性：越多友誼聯繫和在羣組內參與，

對信念的正統性(也就是認知影響)和行為(也就是情感影響)的依附便會越
強(pp. 575-576)。至於宗教社交化，康威爾(1987)主張，社會交往「是重要

的，不單因為它為個人提供一個世界觀，也因為它將個人引入他的群體，並
在渡過成年的歲月中支持特定的世界觀」(p. 54)。三個代理者典型地負責

這種宗教社交化：家庭、朋輩和教會。這三者中，康威爾(1989)和其他研究者
(Barry & Christofferson, 2014; Erickson, 1992; Pearce & Denton,

2011)指出，傳統的研究傾向指向家庭作為宗教社交化的主要媒介，而宗教

機構和朋輩則是次要。最後，社會-人口變量指向好像教育、年齡、性別、社會
階級和職業等因素。一般來說，這些特點顯示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而
這則反過來影響宗教性，也可以作為在宗教團體中的社交連繫的一個相關
(Cornwell, 1989; Pearce & Denton, 2011)。這四組變項一起創造一個

總體影響，塑造個人的宗教聯繫和行為。不過，雖然信念的正統性是量度宗

教性的認知面向，委身則檢視宗教性的情感面向，而且是反映個人生命中宗
教的明顯性的一個量度。康威爾(1989)提出，
「一個人可以相信，但(與信仰)

圍具有相關的額外決定性因素。例如：關於社會-人口變量，對CBCC的研

交影響可能怎樣在影響在本地出生的人的宗教性中扮演一個角色(Wong,
2015)。而且，宗教群體中友師在塑造學員的宗教性中作為正面行為影響
者的角色也被獨特地提出來(Dean, 2010; Parks, 2011; Smith [with

Longest], 2009)。最後，焦点也可以放在從中學到大學，以及從大學到工作

這些主要生命階段轉折中遇到的問題怎樣導致改變信仰參與或令信徒脫離
教會上(Bowen, 2010; Francis & Richter, 2007)。為了給這個研究提供

一個理論框架，在這一章餘下部分，我們會藉著與這研究緊密相關的四個方
面來對關於宗教聯繫和行為的決定因素的文獻進行檢視，從而吸收這些洞

見並整合康威爾的論點。這四個方面是：跨代影響、群體參與、友師經歷和脫
離宗教/背教。

跨代影響 (Intergeneration Influences)
在指出塑造較年青世代的宗教委身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時，邁爾斯

(Myers) (1996)簡潔地總結說：
「個人的宗教性很大程度上由父母的宗教性
決定」(p. 858)。在青少年和青年不斷改變的屬靈發展中，父母的影響和角

色對他們有深刻和持久的效果得到很多檢視。很多研究都指出父母的宗教
性和他們孩子保留或拒絕信仰那複雜的本質之間明顯有相互關係(Bader

& Desmond, 2006; Cornwell, 1987, 1989; Pearce & Denton, 2011;

Penner et al.,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Smith & Denton, 2005;
Smith [with Snell], 2009; Voas & Storm, 2012; Winston 2006)。例
如：祖克曼(Zuckerman) (2012) 直言認為兒女背教是因為父母虛偽(p.

153)。另一方面，史密斯(和朗格斯特)(2009)則主張，父母, 友師的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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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實踐等因素會預早決定了青少年會否保留或是脫離他們的信仰(pp.

充滿活力的群體 (Vibrant Community)

的宗教世界觀，處理所需的宗教「知識」，有更虔誠的生命，體現「朝向繼續實

正如康威爾(1989)指出，在宗教群體這個處境下的群組參與是理解

224-231)。而且，他提出與十分虔誠的父母一起成長的青年更可能內化父母
踐他們在宗教上受到教導的身份取向和行為傾向」(p. 232)。

在檢視與父母的關係可能怎樣影響孩子的宗教依附時，邁爾斯(1996)

進一步指出，父母婚姻關係的良好，以及他們怎樣以適度地嚴格管教孩子，
會影響他們將宗教信念和實踐傳遞給孩子的能力(pp. 864-865)。另一方

面，Zhai, Ellison, Stokes, 和Glenn (2008)集中在父母的婚姻改變，並總

結說離婚父母的後代「稱自己為『具宗教性』的可能性大大減低，但仍然很可
能會自稱為『屬靈』」(p. 379, 392)。

為了進一步辨別父母照顧這個媒介，一些研究人員強調在與孩子溝通

宗教問題時若以少年取向而不是父母取向，會對青少年的宗教依附有重大
影響(Dollahite & Thatcher, 2008; King, et al., 2002)。同樣，本斯頓

(Bengston) (2013)提出，與孩子維持溫暖和肯定的關係的父母更可能在孩
子身上看見明顯的宗教依附。相反，冷漠、疏遠和專制、夫婦之間以混淆的信
息顯得互相矛盾或者那些為了好像健康或財政等其他問題而緊張和專注的
父母，很可能會在他們孩子身上看見比較不明顯宗教依附(p. 186)。

至於誰對孩子的宗教依附有較大影響，當青少年視父母對他們較為

接納時，母親的影響傾向比父親大(Bao, Whitneck, Hoyt, & Conger,

1999)。阿科克(Acock)和本斯頓(1978)響應母親的宗教性對孩子的宗教取

向影響較大這個看法，而漢斯伯格(Hunsberger)和布朗(Brown)(1984)則
總結說，母親的宗教性比父親的宗教性對孩子背教或不背教的地位是更強

的預測因子。不過，雖然肯定母親在監督宗教活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海耶

斯(Hayes)和皮特爾科(Pittlekow)(1993)卻主張父親在道德監督方面扮演
同樣重要的角色。

信徒的顯著性的一個主要指標。很多研究員都同意這個觀點。例如：彭納

(Penner)等人(2012b)辨別出群體作為塑造加拿大少年的宗教性的障礙或
促進的四個廣泛變量之一(其餘三個為父母、與神的經歷、教導和信念)。他

們總結說，群體作為促進信徒可以在信心中成長，在艱難時給他們幫助，協
助信徒經歷情緒的復元，裝備門徒實踐他們的恩賜，並集體地在他們的群
體中帶來不同的貢獻。為了支持這些正面的元素，群體實踐的精神應該是

跨世代、具真誠性 (authenticity)和包容性的。另一方面，好像論斷主義和
排外這樣的行為則是負面因素，妨礙青少年在信仰群體中的屬靈成長(pp.

52-64)。此外，Mammana-Lupo, Todd和Houston (2014)提出，在宗教機
構中經歷過較高層次衝突的人，
「較不可能有歸屬感。[因為]會友中的衝突

可能減低社交支持，並增加負面交往……社交支持由於衝突而減弱時，會友
的歸屬感會減低」(p. 113)。

而且，根據惠特尼(Whitney)和金恩(King) (2014)，教會透過雙重功能

創造信仰聯繫：(1) 透過促進集體認知能力，以及宗教信念和與群體的粘連
形成身份；以及(2) 在構成意識形態、社交和超越處境中成為製造意義的地
區(pp. 140-148)。另一方面，阿博-澤納(Abo-Zena)和艾哈邁德(Ahmed)

(2014)強調，信仰群體的宗教實踐，例如以音樂敬拜，成為強而有力的社交
化媒介，讓會友為信仰和他們推動的固有文化創造一種親和 (pp. 229-

230)。弗洛里(Flory)和米勒(Miller)(2010)進一步提出，那些具適應力的

教會在引入和整合「不同形式的禮儀和標誌進入它們的敬拜，加上宗教和群
體生活的新形式」成為創新的時候，會能為會友促進歸屬感(pp. 12-14)。同

樣，庫克西(Cooksey)和多姆(Dooms)(2010)主張，青年能在屬靈群體中建
立的聯繫越強，他們可以創造和經驗的歸屬感便越具支持作用、持久和親
密。他們說：

歸屬感是重要的概念。在青少年時期，個人可以讓人留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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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別人的意見，特別是朋輩，在塑造身份的過程中變得十

群體總是要與「基督教會怎樣安排，以及它的生命怎樣表達」有關(p. xi)。同

會作為社交實體，準備呈獻一個成年人和朋輩的網絡，正如在

跌，而在教會中產生的屬靈能量有助塑造群體的社交結構」(pp. 4-5)。因為

分重要，而當宗教歸信很可能發生時……[在這方面，信仰群體]
他們的身份形成中那樣，可能會影響他們，並提供一種集體歸
屬感。(p. 109)

渴求歸屬感可以以一種同質性(homophily)6的形式出現，不同種族和

宗教的追隨者尋求與有相似或相同根源，傳統和信念的人聯繫(Sepulavdo,
Penta, Hachen, & Lizardo, 2015)。在華人移民教會的情況，促進這種歸
屬感也可能可以幫助CBCC擴展族裔價值觀，創造更強的文化連結，以及協
調信仰和他們植根於祖家的宗教傳統(Wong, 2015)。

對教會的依附可以透過在那個群體與朋輩的宗教社交化而增強。巴里

(Barry)和克里斯托弗森(Christofferson)(2014)辨別出四種朋輩關係，是
可以在塑造信徒的身份和宗教性時展開的：

兄弟姊妹的關係是一個這樣的因素，因為兄弟姊妹可以在宗教發展中

彼此刺激，因為這種聯繫在家庭的境中提供最親密的交往(pp. 78-79)。而

且，友誼在青少年時期扮演工具的角色，提供情感的穩定、溫暖和忠誠，有時
甚至「比父母更優先」(pp. 79-83)。還有，戀愛的關係對十多歲的人和青少

年的屬靈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戀愛的伴侶一起分享價值觀、生命的抱負

和信仰(pp. 83-85)。最後，在信仰群體中塑造的固定朋輩關係可以在追求志
同道合的宗教目的和目標時創造一種團結的感覺，視乎宗教團體怎樣安排
和運作(pp. 85-87)。

以上一點為基礎，在塑造信仰追隨者的身份和目的時，一個重要的考慮

植根於宗教群體怎樣在身、心、靈和社交上在它們的事工中作出安排。朗格
內克(Longenecker)(2002)主張，形成像基督、愛神和讓聖靈充滿的教會

6“同質性”(Homophily) 是指個人社交關係及活動是建立於與自己背景，文化，價值觀及族
裔身份相同或相似的個人或群體上

樣，阿默曼(Ammerman)(1997)指出，
「群體形成的社交過程引導教會的起
這個原因，宗教群體除了是一個實現它們的核心信仰價值觀、異象和使命的

場所外，也作為「一個社交性的空間，在那裡人們作出真正的承諾，並他們得
到形成和轉化」(p. 354)。由於這些富吸引力的特點，成員會加入或留在這

些群體，是「堅持自我轉化的承諾，並培養和倍增他們個人的力量去影響世

界」(p. 354)。為了這個目的，CCIC是獨特，也與主流的對應團體有所不同，
因為它們的敬拜和事工取向通常圍繞兩文三語(也就是英語、粵語和國語)

來安排，藉以配合會友最方便的語言，與相應的崇拜參加者創造可能上最親
密的交往。

對CBCC來說，在CCIC的環境和結構中為他們的信仰旅程作出導航並

非沒有挑戰。事實上，瑪雅卜-羅素(Magyab-Russell)、迪爾(Deal)和希朗
(Brown)(2014)警告說，
「沒有[健康的]群體環境，青年人可能缺乏足夠的

延續性去指引他們經過屬靈身份重建的過程」，這身份是透過他們在信仰旅

程中的疑惑、追尋、肯定和驗證，會可能被解構和重構(p. 51)。為了應付這個
挑戰，Cha和Jao (2000)假定，年青的亞裔美國人作為理解他們是誰，並在

信仰群體和主流的社會中找出這身份這艱鉅任務，他們正身處一個旅程之

中，要尋找有歸屬感的宗教經驗。在這個過程，社會價值漸漸由以個人為中

心轉向以群體為中心，作為由現代走向後現代的轉變的一部分(p. 232)。教
會最好藉著首先要轉化本身成為愛的群體來歡迎這個群組。這個愛的群體
有三個主要特點：

首先，亞裔美國人的教會必須學習成為一個恩典的群體，一個「為被羞

恥傷害而壓傷的亞裔美國人帶來醫治」的空間和地方(p. 233)。而且，這些

教會需要學習成為有聖經的能力與權威實踐的群體，這些能力與權威是表

達或顯示「聖經關於能力與權威的觀念不是侵犯性或自私的」，藉以對抗在

本土出生的人那種「懷疑的詮釋學」，他們帶有後現代的敘事，視自己為被權
力的欺騙和操控的受害人(p. 236)。最後，信仰機構必須成為真道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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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根據那信息是甚麼來講述真理，更要根據他們身為信使來傳述真理。而

友師經歷 (Mentoring Experience)

地「實行」真道(p. 237)。比Cha和Jao的研究更進一步，王健安(2015)確立，

與跨代影響和充滿活力的群體相似，友師勉導作為影響青少年和青

且，作為這樣的群體，教會必須學習，不單忠心地詮釋真道，也要真實和熱誠
那些為CBCC創造粘連的CCIC便是傾向這樣的群體，它們的領袖心胸廣

年宗教發展的重要變項已經得到廣泛研究(Abo-Zena & Ahmed, 2014;

和身份的教導(p. 551-557)。

Lanker, 2009, 2012; Magyab-Russell et al., 2014; Martinson, 2004;

闊，有清楚的異象，樂意從事在多元文化的處境下處理CBCC的種族價值觀
雖然後現代主義者陷入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的文化，這種文化歡慶著

名的「我、我自己和自我」(me, myself, and I)這種三重性，但他們也渴望

可以在充滿關心和愛的健康群體中，在與別人連繫時表達自己的身份，並重
視那些令他們得到真誠性的接納的群體。透過真誠性視窗作為將基督徒群
體與其他群體區分出來的一個主要維度，從而檢視基督徒大學生的群體經
驗，湯恩斯(Thoennes)(2008)總結說，雖然其他因素──例如共同性、多

樣性、一起生活、領導、相互作用和活動──都被發現為對建立基督徒群體
是重要的，但真誠性仍然十分突出。而且，研究指向兩個界定真誠性的重要

標記：讓人認識(be known)和不加論斷 (no judging)。以真誠性為標記的
宗教群體的成員是會彼此認識，
「這種認知得到十分重視，因為它會令個人

感到蒙愛」(p. 80)。這種認識要求成員願意透露他們的軟弱和需要，這些軟

弱和需要會在群體中以互相信任和敏銳感得到接納，藉以聆聽他們的掙扎。
信任則會促進透明度，特別是在討論個人的脆弱時加以開放，正如其中一個
參加湯恩斯的研究的人說：
「基督徒群體是關乎以脆弱彼此支持，並能夠自
由地活出真我」(p. 80)。與「讓人認識」緊密相連的是在界定真誠的群體時

「不加論斷」這個特點。湯恩斯指出，在「讓人認識」的過程中，群體完全接納

那些人分享他們的破碎和脆弱，而不是論斷他們，對建立真誠性是非常重要
的：
「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的醜陋十分明顯，他們也想得到無條件的愛，[完全
得到接納]。這個‘不加論斷’的元素對理解群體中真誠性這個概念是十分重
要的」(p. 82)。

Bowen, 2010; Cornwell, 1987, 1989; Dean, 2010; Erickson, 1992;

Parks, 2011; Pearce & Denton, 2011; Penner et al.,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Smith & Denton, 2005; Smith, Longest, Hill,
& Christoffersen, 2014)。按它的經典意義，友師勉導可以被界定為「兩

個人之間銳意和恰當地具有的相互性的關係，那兩個人中通常是一個較年

青的成年人和一個較年長，有智慧的人，來幫助較年青的人學習人生道理」
(Parks, 2011, p. 165)。友師和勉導群體具有塑造青年人的生命這個重要

角色，他們提供認可(也就是接納)和支持，向學員 (mentees) 發出挑戰，與

他們對話；在這樣做時，友師啟發學員探討自己的潛力，並發掘自己的意義、
價值觀和信仰(pp. 167-176)。結果，友師和勉導群體一起為受導者創造一

個歸屬的網絡，令他們意識到更高和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他們追尋和遇到的
意義、目的和信仰時需要正視的(pp. 176-184)。另一方面, 帕克斯(Parks)

設想信仰參與這個觀念為「在我們經驗最全面的維度中去尋找和發現意義

的活動」；而青年人會致力去參與發掘「那些透過傳承下來或以社交方式所

接受那些關於生命怎樣運作以及甚麼被視為是重要的假設……並在發掘的

另一邊為意義和信仰構成更充分的形式」(p. 10)。友師和勉導群體在青年發
展「內化依賴的信仰」時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p. 269)。

同樣，瑪雅卜-羅素等人(2014)表示屬靈勉導和榜樣對青年人有以下影

響：

「就為信仰群體的青年人過渡為成人的角色提供驗證」；作為「青年宗

教取向的發展及他們價值觀的形成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資源」；成為「在宗教

性和靈性的心理上一個有力的建構」，並「藉著作為‘抓力’的說明性範例」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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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屬靈成長(pp. 49-50)。他們進一步指出，關心和真誠性的勉導並不要求「

能以在教會的參與的經驗作為享受和回報」(p. 233)。最後，對移民教會這個

導關係中開放地鼓勵年青人」(p. 50)。博文(Bowen)(2010)也在他的研究中

過領導學員和銳意的勉導參與。在評論集中研究多元信仰群體的一個稱為

盲目服從」，而是創造「一個氛圍，在與年長人士和屬靈及宗教典範的友師勉
和應：
「人與人關係中最能夠幫助人們保持他們的信仰的是與友師的關係」
(p. 40)。

處境下的北美青少年來說，正面地影響跨代宗教傳遞的一種特別方式是透
青少年和宗教計劃的結論時，華納(Warner)和威廉斯(Williams)指出：

一般而言……最有效傳遞宗教參與的[例子]似乎是來自那些

就友師的整體同在來說，馬丁森(Martinson)(2004)主張，在支持青年

在主流[也就是由成年人主導的]宗教機構中具有公共和威榮的

多個具有活力信仰的友師這個因素排第二(p. 42)。鮑威爾和克拉克(2011)

人作為榜樣、教練以及對青少年學習和實行的事情作欣賞的觀

人以勇氣和力量維持與神的關係的八個因素中，在他們生命中有三個或更

進一步建議，要支持和協助持續青少年的信仰旅程，成人友師和受指導者的
比例應該是五比一(p. 101)。很多成人友師都被稱為自然式的友師，相對於

正式的導師。齊默爾曼(Zimmerman)、本根海默(Bingenheimer)和貝倫

角色，而他們自己却仍然是要倚靠別人的未成年人……而成年
眾。(p. 164)

特(Behrendt)(2005)界定自然友師勉導關係為一種特別的勉導關係，在其

脫離宗教和背教
(Religious Disengagement and Apostasy)

成年人和青少年連結起來形成這種關係下提供支持和引導」(p. 143)。至於

正如較早時提過，在年幼時在宗教環境中成長的人，長大後不一定會繼

中「那些並非父母的成年人，例如親戚、老師或鄰居，在沒有特別設計來讓

友師勉導的過程，蘭克(Lanker)(2012)辨別出不同階段：
「它通常由彼此認

續與他們的信仰和宗教群體有聯繫。那些脫離了屬靈聯系，拒絕了他們宗

(2016)，自然勉導過程通常經過以下階段：聆聽和發問探索性的問題；互相

識，但文獻提供多個定義。例如：拜特-哈拉米(Beit-Hallahmi)(2007)界定

識，到逐漸向彼此開放，最後是雙方描述為友誼」(p. 37)。根據歐文(Erwin)
自我揭露；一起與問題掙扎；作為勉導；真正關心──具真誠性的表達(pp.
207-208)。

但友師勉導作為一種實踐不一定在所有信仰群體中一致地得到接納及

遵守。迪安(2010)推測，部分原因是這種工作挑戰友師對自己信仰形成的自
信心，可能揭露他們無力將信仰轉化為實踐，讓其他人可以跟從。但那些在

友師勉導實踐中，特別是自然和非正式的友師勉導實踐中有效的人，很能夠
透過他們的信仰示範，將他們的經驗傳遞給受指導者(pp. 121, 125)。按著

這種自然友師勉導的概念，史密斯(和朗格斯特)(2009)總結說，青少年如果

「在宗教群體中有多些成年人可以讓他們尋求支持、建議和幫助」，他們會

在成年階段顯示有更強的宗教性(p. 233)。他進一步推論說，
「青少年在宗教
群體中越多享受與父母以外社會地位比他們高的成年人的關係，他們越可

教身份的人，有很多都採取背教的立場。雖然對甚麼構成背教並沒有一致共
背教為「對一個宗教團體不滿、偏轉、疏遠、脫離接觸和脫離關係」(p. 302)。
胡德(Hood)、希爾(Hill)和斯皮爾卡(Spilka)(2009)描述背教為對那些前
信奉者來說「是永久放棄信仰的程度」。這樣，很多成了背教者的人都被貼

上好像「不上教會」或「宗教上的『沒有』者」(Religious“Nones”)這樣的標
籤，而人們往往將他們的經驗接聯到童年過渡和委身的轉變這樣的背景來

研究。漢斯伯格(Hunsberger)(1983)指明背教者為那些不單「沒有宗教信
仰或不上教會或改變宗派的人」，而是「一些在宗教機構中成長，但後來將

宗教取向改變為『沒有』的人」(p. 21)。同樣地，貝克和史密斯 (Baker and

Smith) (2015)稱這個群體為那些「認為自己童年時有宗教歸屬，但長大時

卻與它脫離聯繫的人」(p. 18)。根據祖克曼(Zuckerman)(2012)，這個群體
是重要的，因為至少在美國，大部分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被假定為「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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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長時有宗教背景，然後在某個時候卻選擇放棄宗教」(p. 4)。
而且，對宗教脫離的研究在探討為何放棄信仰這一方面是相當完善的。

首先，有很多研究致力於確定甚麼是引發青年人放棄宗教認同的原因。例
如：博文(2010)找出以下引致前基督徒離開教會的潛在原因：

基督教的排他性；教會的問題(例如：封閉的心態、判斷主義、虛偽和種族

歧視)；缺乏關於基督教的信念；對苦難的意義的問題得不到回答(pp. 100105)。博文(2010)進一步提出以下原因去解釋為甚麼SBNR(屬靈但沒有宗
教者)──缺席的信徒──不再上教會：

生活方式問題(例如：倫理信念、性方面的教導、社會問題)；在「泡沫」以

外遇到有像基督徒道德品格的「非基督徒」；搬到另一個城鎮；缺乏歸屬感和
支持(pp. 136-144)。弗朗西斯和里希特(2007)則提出離開教會的十五個前
因：

關於信和不信的問題；成長和改變；生命轉折和生命轉變；另類生活和

另類意義；不能相容的生活方式；沒有歸屬感和格格不入；代價和好處；對教
會感到幻滅；對教會感到失望；適切性的問題；對轉變的問題；崇拜的問題；
對領導的問題；對保守主義的問題；對自由主義的問題。另一方面，金納曼
(2011)強調年青基督徒不再與信仰群體聯繫而離開它們的六個原因：

教會過份保護；青少年和二十多歲的人對基督教的經驗很膚淺；教會敵

視科學；年青基督徒在教會與性有關的經驗往往是簡單化和論斷性的；在接

受基督教的排他本質方面有挑戰；教會對有疑惑的人不友善(pp. 91-185)。
還有，蒂森(2015)找出六個原因引致那些在宗教上沒有的人離開宗教認同
和/或參與：

排他性；生命轉折；青少年的選擇；太忙碌；醜聞和虛偽；在理智上不同

意；人際間的張力；社交聯繫(pp. 129-146)。最後，祖克曼(2012)引述九個
很可能令人人們脫離宗教的影響：

父母；教育；惡運；接觸其他文化和宗教；朋友、同事和愛人；性；撒但和

地獄；宗教人士的惡行(pp. 153-163)。雖然我們不能將這些影響誤以為是

背教者放棄信仰的原因，但祖克曼主張它們可能「提高個人最終拒絕宗教的
可能性」(p. 165)。

不過，就根據身份(例如：無神論者或是不可知論者)來將背教者是誰

問題化來說，存在有不同的描述，沒有一致性，正如帕斯誇萊(Pasquale)

(2012)哀歎，去找到準確的用詞或用語，
「來有效及可靠地描述世俗性和它

可辨別的形式」是「其中一個最迫切的挑戰」(p. 5)。帕斯誇萊(2007)指出不
上教會的人有不同的綽號來區分他們自己：自然主義的、不可知論的、科學
的、人文主義的、世俗的、無神論的、反宗教的和懷疑的。另一方面，西爾弗

(Silver)(2013)將無神論者分為學術無神論者、活躍的無神論者/不可知論

者、尋道的不可知論者、反神論者、非神論者和禮儀上的無神論者(pp. 114-

120)。貝克和史密斯(2015)將他們的分類擴展到在世俗性的處境下的聯繫、
信念和實踐整個光譜，提出了以下的類別：宗教上沒有聯繫、無神論者、不可
知論者、沒有聯繫的信徒和具文化的宗教性(pp. 14-17)。

在嘗試明白無神論者是甚麼人，以及他們為甚麼走上背教的路時，布魯

斯特(Brewster)(2014)認為，
「對無神論者是甚麼人，以及他們相信甚麼，

仍然沒有清楚的共識」(pp. 4-5)。但她留意到近期文獻勾畫了那些強的無神
論者，也就是採取了「有原則和知情的」立場拒絕神存在的人，以及那些弱的
無神論者，也就是對神的存在流露出不肯定的人兩者的分別(例如不可知論

者)(p. 5)。布魯斯特也提出她自己的描述：新的無神論者是藉著對經驗事實

和數據創造「不切實際的定型」，積極地主動將「科學主義」推到議程上，去統
領道德，並作為對超自然信念的解毒劑(p. 6)。人文主義者是另一種無神論

者，他們選擇「淡化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的分別」，並「拒絕宗教關於它是道德
和價值來源的宣稱」(p. 7)。最後，帕克和史密斯(2015)提出，無神論者不單

更可能強烈反對建制宗教，他們也傾向「對私人的屬靈關注展示低程度的興
趣」(p. 204)。很多無神論者十分重視「建制科學，也往往重視‘科學和宗教

之間那神話化的爭鬥’，藉以構建他們對世界和他們的經驗的理解」(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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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科學的角色的聯繫，從研究浮現的其中一個對非信仰的預測

變量是與背教者對理智主義的取向有關。卡普諾維茲(Caplovitz)和謝羅

(Sherrow)(1977)特別提出，獻身於理智主義是預測脫離信仰的四個特定

的特徵之一(其他三個是與父母關係差，有適應不良或神經官能症的徵狀，

以及激進或左翼的政治取向)(pp. 51-76)。漢斯伯格和布朗(1984)也強調，

在他們的研究中，智力取向對預測背教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漢斯伯格、阿

或脫離關係的主要決定性因素檢視相關的文獻。這四個因素是：
跨代影響，充滿活力的群體，勉導經驗和脫離宗教及背教。在下一章，我

們的注意力會轉向於討論研究找出的不同宗教類型，數據的分析和研究的
結論。

利薩(Alisat)、潘采爾(Pancer)和普拉特(Pratt)(1996)指出，非宗教的青年

傾向展示更高的綜合複雜性(也就是以採取多角度思考問題，以及思考這些
問題怎樣彼此相關的能力)和更大的宗教懷疑。蓋倫(Galen)(2014)將這認

知面向接連到由童年的宗教過渡到「認知發散多元化」的過程，在那裡這些
年青人從與信仰不一致的來源中探究資料(p. 258)。他們傾向採取開放的

信仰追尋，接聯到複雜的認知和更大的懷疑。至於疑惑怎樣持續，漢斯伯格、
普拉特和潘采爾(2002)總結說，
「懷疑的產生是一致地與個人宗教性減低有

關」(p. 264)，也與傾向參考「反宗教的資料來源」有關，而這則可以預測將來
宗教聯繫性的程度較低(p. 255)。在這個處境下，阿爾泰米爾(Altemeyer)

和漢斯伯格(1997)指出，學術地位良好的大學生在進行與理智發生爭扎時，
傾向放棄童年的信念(pp. 120-121)。漢斯伯格和阿爾泰米爾(2006)推論

說，産生這種信仰的脫離，部分是因為在處理疑惑時開放地參考更廣泛的資

源，包括非宗教的資料，而那些宗教性更強的人則會倚靠宗教資料來肯定自
己的信念(p. 45)。最後，希爾(2011)報告說，在特定信念的某些方面(例如存
在超自然實體)減弱，於在就讀於精英大學的學生中更常見，可能因為他們

透過接觸到「世俗觀念、教授以及可能與這些機構的精英社會地位有關的身
份工作」而增強(p. 548)。

結論 (Conclusion)
正如之前提過，青少年和青年的宗教聯繫是由多種互有關連和複雜的

影響塑造和影響的，因為他們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走一條十分個人的路。這
一章就四個在他們的旅程中通常出現，影響他們對信仰和他們的群體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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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類型、分析和發現
(Religious Types, Analysis and Findings)
正如在第一章說，
《聆聽心聲》集中探討CBCC留守和退出這些群組的

委身比HE弱得多，而這也以某些方式削弱他們的信仰。

至於退出群組的類別，也浮現了兩組不同的人：屬靈『沒有』者和『終

信仰旅程，並檢視推動他們脫離CCIC和/或信仰，或者對基督教信仰保持

結』者 (Spiritual“Nones”&“Dones”; SND)以及不可知論者和無神

組進行訪問和電子問卷的調查中浮現的發現。正如我們在前面顯示，這個

仰，但由於好些因素，選擇不與信仰群體有接連。結果，大部分人對教會

很強的信念，並獻身於群體的因素。在這一章，我們會討論從對這兩個群
計劃以由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為主導的混合方法 (mixed

methodology)作為核心探究框架(Morse & Niehaus, 2009)。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數據分析首先檢視受訪者活出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我們
仔細檢查這個群體的宗教取向時，在受訪者中留守和退出兩個群組中都有

宗教類型的兩個次類別浮現。本報告無意提供準確的界限，只是大致為創造
宗教類型來澄清研究的對象群組相對於信仰聯繫的明顯性的身份(Baker

& Smith, 2015, p.7; Brewster, 2014, p4; Zuckerman, 2012, p. 5) 。正

論者(Agnostics & Atheists; A&A)。SND自稱沒有放棄他們對神的信

聯繫和出席都產生了一種冷漠，聲稱與建制教會再沒有聯繫，是宗教上的

『沒有』“
( Nones”)，或者對教會組織厭倦了，因此變成屬靈上的『終結』

“
( Dones”)，切斷與CCIC的關係。另一方面，A&A則似乎完全放棄了信仰，
不再自稱為基督徒，大部分人都否認神的存在；而在受訪者中，只有一個人
自稱為不可知論者。

透過分析受訪者活出的經驗，浮現出這四個宗教類型(也就是

如大部分類型，在應用到個人時，不同類別可能會重叠，因為它們是將人類

HE、LA、SND和A&A)，我們基於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對一些最好描述為

續與CCIC(也就是留守群組)的傾向性，並有效地與可能引致那些與這些宗

繫(參附錄A)的問題探明一個宗教性的綜合輪廓(composite profile)，從

經驗的複雜性簡化。隨著應用宗教類型，這個研究可以突顯推動那些決定繼
教群體脫離關係(也就是退出群組)的人的明顯因素作對比。在這樣做時，這
些宗教類型有助解釋引致受訪者與CCIC聯繫的原因和令他們在那個處境
下參與信仰之間的接聯。

在留守群組的類別中，我們區分了兩個宗教類型：高度參與者 (Highly

Engaged; HE)和較少歸依者(Less Affiliated; LA)。HE本質上都與教會
作為一個群體有強烈認同，也是委身的信徒。這個群組明確地確認透過第

一代領袖的支持和贊助，可以參與領導學員計劃，從而有機會發展，這一切
都促使他們在信仰中成長。另一方面，LA則顯示他們脫離信仰群體和移民

那一代，引述不健康的文化和令人沮喪的經驗。而且，這個群體對他們聲稱

聯接到(1) 崇拜出席率；(2) 基本信念的確信強度；和(3) 屬靈實踐和教會聯
中也可以找到這些類型的對應。基於這些相應的宗教類型對電子調查問卷

進行的分析，不單可以就回應者對問題的感受提供一個俯視圖，也可以基於
每個宗教類型提供詳細的分類，在其中可以探尋和確立宗教類型和問題之
間的相關性。例如：對「你的信仰有沒有在短宣中變得有活力？」(Q51)這個

電子調查問卷的問題進行分析，產生以下結果：27%的HE說有，而LA則有
23%說有；SND和A&A則分別有4%和8%說有。這顯示對那些留守群組來

說，短宣是具有更明顯的影響，對退出群組來說，影響則較小。這可以引致理
解參與短宣與更深的信仰確信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

在這個研究中，有739個回應者參加(量性)電子調查問卷，其中554人

CCIC失效的領導，妨礙他們在信仰中成長和打擊他們的抱負表示憤怒。LA

自稱是在加拿大本地出生的華人，他們相應的宗教類型細分如下：HE，209

的聯繫而感到痛楚。這個群組中有超過一半在接受訪問時想過離開CCIC，

問，根據宗教類型，他們的組成如下：HE，10人；LA，9人；SND，9人；A&A，9

並非總是表示他們疏遠信仰。他們可能仍然是委身的基督徒，但因為與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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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已經採取行動這樣做。因此，將LA從HE區分出來的是，他們對CCIC的

人；LA，208人；SND，75人；A&A，62人。而且，有37個參加者接受(質性)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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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電子調查問卷結果和受訪者回應的分析找出八個塑造宗教類型的

決定性因素，每一個類型都由一組兩個明顯的推動力被影響。這八個決定
性因素和它們相應的宗教類型是：友師經歷 (Mentoring Experience)
(HE)；充滿活力和真誠性的群體(Vibrant & Authentic Community)

十分明顯，有
很強的歸屬感
(一個決定性
因素)

不健康和
受剝削

沒有聯繫，
缺乏支持

幾乎不存在

正面但
不太留意得到

階級觀念十分重，
而且失效；沒有富
活力的異象，
教導不適切
(一個決定性因素)

沒有預備，
不投入和政治性

無能

支持但不明顯

非常不健康，
充滿衝突、政治，
虛偽和排他
(一個決定性因素)

沒有支持，
論斷

落後和疏離

生命轉折

有來自CCIC的
健康支持

CCIC沒有投入

在生命階段的
轉折中迷失，
沒有聯繫的群
體(一個決定性
因素)

較不易留意，
但在轉到大學時
因為科學論證而
迷失

戀愛的困惑

不明顯

經歷到破裂的
關係，但從CCIC
得到支持

與信仰群體關係
破裂和疏遠(一
個決定性因素)

作為一個因素
不存在

智力複雜性
的增加

沒有

留意不到

沒有

信仰和科學
是零和博弈(一個
決定性因素)

性和性取向

沒有教導或
教導不適切

沒有教導
或教導不適切

沒有教導
或教導不適切

教導有敵意，
改變遊戲規則去
驅逐信仰(一個決
定性因素)

在特別聚會
中經歷神

在聚會和
短宣中很明顯

存在，在短宣中
有點活躍

在聚會和短宣
有不平均的感受

幾乎沒有

父母的影響

弱至有點強，
但不是決定性
因素

弱至負面

弱至負面

弱至負面

充滿活力
和真誠性
的群體

(HE)；失效的領導 (Dysfunctional Leadership)(LA)；不健康的文化

(Unhealthy culture)(LA)；生命轉折 (Life Transition) (SND)；戀愛的
困惑 (Conundrum of Romance)(SND)；智力複雜性的增加 (Rising

失效的領導

Intellectual Complexity)(A&A)；性和性取向 (Sexuality & Sexual

Orientation) (A&A)。而且，有兩個額外的變量，就是在特別聚會中經歷
神(Experiencing God at Special Events) 和父母的影響 (Parental

Influences)也加入到分析中。這兩個變量與其他八個不同，它們主要不是

用來區分與特定宗教類型的相關性，因為正如我們稍後會解釋，它們並不是

不健康的
文化

特定宗教類型中清楚和獨特的決定性因素；我們把它們分辨出來，是因為它
們在CCIC的處境下與CBCC具有獨特關係。

為了對這些變量的影響提供一個高層次的概覽，以下包括一個圖表，總

結決定性因素在不同宗教類型中的影響。這一章的餘下部分會詳細講述對

這些決定性因素的分析。為了保障受訪者的私隱，我們以假名取代他們的真
正身份。

表3.1：總結不同宗教類型中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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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題

HE

LA

SND

AA

友師經歷

十分活躍、
正面和健康
(一個決定性
因素)

存在但
不太容易察覺

正面但
沒有決定性

負面和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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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圖3.1)指向過往友師勉導經歷和宗教聯繫之間

友師經歷 (Mentoring Experience)
正如前一章提到，很多研究都分辨出榜樣、友師、權威人物或對年青

的信仰旅居者 (faith sojourners)採取行動及表示興趣和關心的人，對

他們的信仰聯繫怎樣得到塑造和支持，是十分正面的影響(Abo-Zena &
Ahmed, 2014; Bowen, 2010; Cornwell, 1987, 1989; Dean, 2010;

Erickson, 1992; Lanker, 2009, 2012; Magyab-Russell et al., 2014;
Martinson, 2004; Powell & Clark, 2011; Pearce & Denton, 2011;

(34%)的經驗。不過，根據宗教類型來進一步分析則得出一幅更細緻的圖

畫：83%的HE有由「正面」(36%)到「非常正面」(47%)的經驗；74%的LA表

示有類似(38%+36%)的經驗。對比起來，53%的SND(33%+20%)和79%的
A&A(48%+31%)分別回應說有由「負面」到「非常的負面」的經驗。

對受訪者的詳細檢視也證實了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友師經歷作為信

Penner et al.,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Reimer & Wilkinson

仰粘著積極和正面的媒介，在HE群體中最能夠檢測到，而在SND和LA群

2005; Smith et al., 2014)。根據電子調查問卷，以下問題最能夠代表回應

致巴多羅買(Bartholomew)(LA)甚至表明，
「我不記得聖經課業或聖經經

[with Penner], 2015;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Smith & Denton,
者在思想他們的教會聯繫時的友師經歷。

如獲委派為少年小組的導師[counselor])，或者只是對年青的世代感興趣，

Q63：有為我這一代的友師和模範。

採取行動關心他們(例如提供支持的主日學老師)。例如：利百加(Rebekah)

Q87：我感到可以自由地向教會領袖提出問題。

(HE)描述友師經歷為只是有較成熟的成年人與她談話、聆聽她、容許她提
出困難的問題：

圖3.1：友師勉導經歷
100%

80%

1.6%
18.7%
34.1%

19.4%

47.4%
28.0%

60%
50%

48.4%
33.6%

38.0%

40%

20%

23.8%

21.6%

10%
0%

15.3%

8.5%

非常負面

負面

30.6%

4.3%

1.9%
HE

Total

20.0%

LA
正面

SND
非常正面

青時，因為學校的朋友或朋輩壓力，你比較[容易]受其他事物影
在教會實在是重要的。

而且，友師這個觀念可以與領袖的觀念合併。就這個研究來說，友師勉

導可以是行使領導力的一部分，雖然受訪者活出來的經驗顯示，領袖傾向集

33.3%

35.4%

30%

有個較年長的人和你一起，帶你走過信仰這個歷程……你較年

響。因此有人可以讓你和他們談論這些事情，提出困難的問題，

36.1%

70%

文……[但]我記得[友師]花了很多時間與我一起，甚至在我對課堂沒有興趣
的成年人投入的正式和非正式過程，他們在信仰群體中可能有指定角色(例

Q50：你的青少年領袖有沒有很好地向你示範基督教？

90%

體中則呈下降趨勢。例如：那友師影響是那麼正面，而那經歷是那麼明顯，以

時。他們也沒有放棄我。」就這個研究的目的來說，友師勉導可以理解為成熟

Q22：受到一個上教會的成年基督徒指導對我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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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強的相關性：68%回應者表示對勉導有由「正面」(34%) 到「非常正面」

A&A

中在信仰機構中的結構、權力和權威來強調他們的角色和經驗，而友師則傾
向留意對個人整體的關心、成長和支持。對利亞(Leah)(HE)來說，她在第十
二級時的主日學老師配合了這個描述：
「我在中學時的主日學老師。她對我

有很大影響，也是很好的友師。」在以下各節，我們會進一步討論受訪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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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友師經歷的明顯特點。
A. 友師的存在 (Presence of Mentors)
作為一個整體經驗，四組受訪者中有三組(也就是HE、LA和SND)對在

CCIC的環境中明顯的勉導參與表達正面的情感，這個結論與電子調查問卷
的分析一致。相反，A&A群組中的很多受訪者都對友師或權威人物有負面
甚至敵意的態度(例如以撒[Isaac]和摩西[Moses])，這種負面態度與電子

調查問卷的分析亦是一致，在那裡，在A&A群體中，79%有由「負面」(48%)或

「非常負面」(31%)情緒。另一方面，雖然友師經歷對SND在CCIC留下來不

說：
「我在青少時期有些友師，他們是好榜樣，我們有時仍會見面。」對馬太

(Matthew)(LA)來說，他仍然留在教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青少年時期主

日學老師對他的愛和關心。他相當感謝這些友師，他們明智和銳意地創造一
個歡迎、接納的環境，最終在他們與馬太和他朋輩之間建立了高度的連結。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可愛的友師深受尊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不

一定是第一代的友師，而是本地出生的大學生，他們兼任中學生的主日學老
師。這些友師主動在課堂以外與學生聯繫，藉著邀請他們去吃午飯和參加體
育活動，並在夏天時犧牲時間、精力和資源陪伴他們參加營會，來顯示他們
的支持、關心和關懷。馬太懷著喜樂和興奮談及這經歷：

我們有自己的主日學老師，[他們會]帶我們和他們一起，與他們

可以當為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變量，但有受訪者卻正面地講述自己在友師

一起露營。我們感到與他們有聯繫。我感到那是重要的，因為我

的保護下成長，這與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是一致，在那裡只有47%的SND對

視他們為榜樣。對。我留在教會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我視

CCIC的友師顯示由「正面」(28%)或「非常正面」(19%)的情感。我們可以說

我的信仰[為]重要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和]他們

對這個群體來說，友師勉導最多只可以視為在較年青時，個人成長的一個因

向我顯示的愛。那些主日學老師，他們是年青人……在讀大學，

素。對這些受訪者來說，在青少年期間生動的友師經歷仍然留在他們心中，

而我那時在讀中學。對，他們會花時間，在每星期的主日學後，

即使這經歷在後來沒有幫助他們與教會產生足夠的聯繫。例如：夏娃(Eve)

他們會約我們吃午飯。他們也會叫我們和他們一起做運動。我

(SND)談及參與勉導的過程：

我們有一個女孩的小組，我們也參與其中，較年長一代勉導我
們，一個來自大學的實習生會勉導中學的孩子。那好像傳遞下
去[也就是那棒]那種事情。

底波拉(Deborah)(SND)是同一個群體的一個同輩，她記得曾受一個青

年工作者勉導的經驗，那友師帶領她擴闊她的信仰視域：

那打開我的眼睛，令我發現信仰不單是好像「我與父母一起上

教會」，也就是只是你做的事情。那打開我的眼睛，讓我明白這
是[信仰中額外的]事情，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幾個LA提到他們成長時教會有友師存在，正如非比(Phoebe)(LA)
44

們經歷帶來很大的改變。

正如留守群組的受訪者描述那樣，友師勉導是正面的經驗，但HE

的一群特別喜歡這種經驗，十個受訪者中有八個(安德烈[Andrew]、雅
各[James]、約翰[John]、米利暗[Mariam]、利亞、彼得[Peter]、拉結

[Rachel]和撒拉[Sarah])都說勉導是他們強烈依附CCIC的其中一個主要
因素。這培育的經驗與電子調查問卷中HE回應者的回應一致，在那裡有

83%的人表示在CCIC成長時與友師有由正面(36%)到非常正面(47%)的經
驗。

例如：米利暗(HE)提到她的友師是「贊助人」(sponsors)，他們心裡

關注她和朋輩的利益，保護他們，建立他們的信仰。友師也被描述為「促進
者」(facilitators)，他們對受訪者的信仰發展擔任看守人，帶領他們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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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讀經和崇拜」等屬靈活動或參與好像「行星激光之夜[Planet Laser

Night]或[只是]玩遊戲」等建立團隊活動，讓他們都可以「彼此認識」。總括

來說，米利暗的友師對她「關心和鼓勵」，增強她的委身，並塑造她的信仰身
份。

而且，撒拉(HE)談及友師怎樣開放自己，流露他們的脆弱和真我，創造

信任和聯繫，幫助他們建立由青少年時期一直延續到大學時期的關係：
「他
們[例如主日學教師或輔導員]開放自己的生命時，我感到自己與他們的聯

教而離開時，那關係便終止了，令他再沒有親密關係的苦況：

在接近中學結束和大學開始的某些時候，教會和我的朋輩群體
之間有些失聯，因為我們很多主日學老師都去了宣教……好像
是長時間的宣教。

此外，在牧者轉換的時期，如果離開的牧養領袖被視為榜樣，CBCC的成

繫更緊密。我真的視他們為友師……即使在大學團契[小組]，我仍然是這

長中會有一個空隙。馬太繼續說：
「牧師是好榜樣，而那時牧師之間有很多轉

說她經歷了一段靈性枯乾的時期。在十一級和十二級時，帶著疑惑、學業的

樣。」同樣，達太(Thaddaeus)(SND)表達類似的想法，在英語堂中與牧者友

樣。」但撒拉的經驗是特別的，因為那經驗超越CCIC的範圍。在中學時，撒拉
壓力和情緒的波動，她感到無助和孤立，而且感覺不到神的同在。那時，她一
位朋友提議她向學校的輔導員尋求幫助，而那輔導員原來是基督徒。在他的
照顧下，撒拉的旅程改變了：

我的輔導員原來是基督徒，雖然我們那間是公立學校。他簡直

是神派來的。他對我有很大影響。我總是在他的辦公室哭，他會
以言語安慰我，並為我祈禱。他總是在那裡，給我聖經經文，以

很多理解和愛回答我的問題。我很感激他。在十二班那年，他真
的是我的祝福。

勉導的經驗擴展到大學，撒拉提到另一位友師，她個人和個別地花時間

在她的屬靈生命上，培養她，訓練她成為門徒：
「但在大學，她[那友師]與我
單對單相處，真的訓練我成為門徒。」

折……[那些轉折]在領導中製造了一個真空，我再沒有那麼多人作我的榜

師改善了和持續的關係可以逆轉他信仰旅程的方向。他以前的牧師離開後
在教會製造了一個真空，這位牧師以前會專程去校園培育他：

我們會一星期{見面}一次。他會來大學，我們會一起傾談和查

經。我認為[如果我]在較早時與牧養類型的人物有這種關係，那
會令[我信仰的發展]有所不同。

C. 友師勉導經歷的特點
(Characteristics of Mentoring Experience)
但甚麼構成友師勉導的經歷？對受訪者來說，持續的友師交往至少有四

個特點：它們一起在受訪者的信仰歷程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無論他
們接受勉導時是甚麼年紀，甚至在他們受訪時仍然是這樣。

B. 友師關係的瓦解
(Disruption of Mentoring Engagement)

1. 友師容易親近、容易找到，並主動與他們接觸
(Mentors are Approachable, Available,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ngage),

雖然友師關係可以是讓人成長的經驗，在一段健康交往的時期後終止

受訪者幾乎異口同聲地談及友師在他們生命中是多麼容易親近和容易

那關係卻可以成為離心力，令CBCC脫離信仰。經過一段長時間沉浸在友師
46

美好和具培育性的支持後，馬太(LA)記得他的友師因為在其他地方進行宣

找到。這個維度是最值得稱讚的，但如果從CCIC有相當的權力差異，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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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是你老師，你只在課堂跟他們說話，之後便與他們保

權威人物或者資歷深的人都受到尊重和服從這個角度看，這個維度是驚人

的。本地出生的人，無論多麼年青或成熟，在長輩在場情况下都傾向不會坦

白地說話，因為他們被視為第二梯隊 (second stringers)。容易親近和容易
特殊意義。例如：雅各(HE)愉快地記得，他的牧師因為他在中學時缺席教會

2. 友師耐心地聆聽，不是提出指摘，而是給予明智的建議
(Mentors Listen with Patience, Offering not Condemnation
but Sage Advice)

以談論一些你通常不會公開談論的事情，[例如關於罪和失敗的問題]。」

對很多HE來說，得到聆聽並不表示對方單是忍耐地聽這些本地出生的

找到這個的維度，在友師特別努力接觸受導者，關心他們時，對那相遇具有

聚會而向他父母表達關注，並主動去找他：
「牧師幾次約我去喝咖啡，我們可
好像雅各的牧師那樣採取主動有助創造信任和接納，而這則會產生善

意，讓雙方可以進一步建立更深厚的關係。利百加(HE)說她牧師的容易親

近和開放漸漸令她雖然有離開的想法浮現但卻仍然留在那間移民教會：
「那
是漸進的過程。那過程好像是唐納德[Donald]牧師真的歡迎我，而且是我
可以和他談論事情。每當他有空，他都向我開放自己。」馬可(Mark)(SND)

記得在他比較年青時，他的友師怎樣挑戰他的信仰歷程，而在這樣做時，加

深了他的信仰：
「有個人[也就是友師]總會問我很多問題，刺激我思考，那明
顯可以幫助我的信仰，令那信仰好一點。」撒拉(HE)也同意，她記得主日學

老師怎樣在主日學課堂以外開放自己，向她表達關心和關注，而且可以讓她
找到一個藉以與她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主日學教師[本來]並非總是親近的，我從沒有真正十分熟悉他
們，除了有幾個真的開放他們的生命。那時我感到我與他們有
較緊密的聯繫。我在主日學以外也多點與他們傾談。

巴多羅買(LA)對主日學教師也有類似經驗：
「他們尊重我，與他們一起

人訴說他們的委屈或痛苦。相反，聆聽是主動確認他們的掙扎，給予空間和

時間，讓他們的傷害和難題得到承認和聽見。友師提供明智的建議，沒有論

斷，而是富啟發性，令CBCC的信仰得到增強，也令他們恢復自信。在一些情

況下，受訪者只是從友師投射到他們身上的冷靜姿態，便學懂了一切都在神
看顧之下。在雅各(HE)的例子，他特別提到中學時發生的一件事件，那時他

在處理對信仰群體的懷疑和不滿。他花時間與一位友師在一起，在不怕受到
嚴厲責備或拒絕的情況下討論那些問題，最終令他恢復對教會的信任和信

心。而且他們的關係一直延續下去。我們可以明白為甚麼他稱讚說：
「他很擅
長聆聽，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因此到現在我都認為有友師是一大祝福。」

雖然馬可(SND)專注於他剛開始的小生意，在訪問時說神不是他生命

的中心，但他却高度讚揚他青少年和少年時期的友師。他們有緊密的聯繫，
而且都喜歡運動。他特別提到友師的耐性、平靜的同在和銳意的聆聽，讓他

可以更好地呈現他的信仰：
「[友師]聆聽和表達的方式幫助我更明白我的信
仰。」

同理性的聆聽(empathetic listening)可以成為宣洩的經驗，正如安

時我沒有感到不自在，雖然我不擅長社交，也比較害羞。這對我產生影響。」

德烈(HE)和他的友師大衛(David)牧師的情況。安德烈有一種先天缺陷，不

淡：

歧視和排斥他。當他開始到受訪時那間教會參加崇拜時，情況也一樣。很多

相反，摩西(A&A)充滿怨恨地談及他與主日學老師的關係是多麼疏離和冷

我不怎麼和他們交談……噢，坦白說，那不大[算是關係]，你只

48

持距離。

一定能是讓人容易看到的。他在幾間CCIC都經歷到人們至少避開他，甚至

人疏遠他。但那位安德烈形容為友師的主任牧師花時間以同情的態度聆聽

他和關於他這缺陷的生命故事，令他感到他的尊嚴得到尊重。安德烈確信他

「得到聆聽，他的傷害得到確認。」後來那牧師主動排除那缺陷不真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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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遏止那股不接納的潮流，將它變成歡迎的經驗。安德烈繼續這樣描述他
友師的行動：

他說話的方式顯示他明白我。他也[確保]我知道他聽到我的話，
我得到聆聽。雖然事情沒有立即改變，但我知道對我最重要的
是我的聲音得到聆聽。

彼得(HE)有類似動態的友師關係的經驗。他愉快地回想他的信心怎樣

因為青少年時期從少年領袖那裡得到關心和支持而增強：
「他們花時間回答

我的問題，關心我，教導我怎樣更好地事奉，他們也花時間栽培我，令我在屬

靈上成長。」他提出一個例子說明他的想法。在崇拜排練後，一個友師會駕車
送他回家：
「他通常會駕車送我回家，我們有很長的交談，我們通常談及很多

子，顯示傳統的華人牧師顯得疏離，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態，而且往往對他流

露一種「我不在乎你」的態度。而安德烈卻因為他的主任牧師那關心和支持

的程度而感驚訝。但那突破性的一刻是牧師以真正的謙卑來與他接觸，重視

他意見的那時候來到。牧師對他說：
「安德烈，我需要你幫忙。」安德烈懷著欣
賞的態度回想那次交談：

首先，我很少聽到中國人說這樣的話……「我需要你幫助我去

理解第二代，因為我有心照顧第二代。」而他是一位能明白有缺
陷人士的人。

那逆向指導的行動以互相尊重贏得安德烈的心。但更重要的是，它除去

事情」。這很長的交談反映友師作出積極的聆聽，以及彼得的學習。他的經驗

他因為傳統華人牧師和CCIC的經驗而產生的文化偏見。安德烈是那麼被這

途給他們關心和支持，從而與CBCC產生十分強的聯繫。

他是一位重要的友師。他在我感到沮喪時，在我回到愛和接納我的華人身份

指向一種「陪伴」(alongsideship)的實踐，願意與本地出生的人一起走，沿
3. 友師開放和透明，顯示他們的脆弱和樂意逆向來接受勉導
(Mentors are Open and Transparent, Showing Vulnerability
and Willingness for Reverse-Mentoring)
友師勉導經歷中啟發本地出生信徒的另一個特點是友師的開放和透

明，特別是在表達自己的脆弱方面，這必然令受導者有更深的認同和聯

繫。例如：彼得(HE)記得他與友師有一次關他們家庭背景的重要談話。

令人振奮和使人復元的經驗影響，以致他「要求[那牧師]做我的友師，而且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4. 友師身體力行，作出犧牲，花時間和努力，在需要時更提供金錢支持
(Mentors are Incarnational, Making Sacrifices and
Investment in Time and Effort, and Providing Monetary
Support if Necessary)
很多受訪者表示十分欣賞他們的友師對他們表示興趣，以犧牲的方式

他驚喜地發現友師公開地談及自己的破碎和脆弱，而那是源自他那失效

採取行動為這些本地出生的人示範信心，並培養他們的屬靈成長。作出犧牲

談及他壓抑的經驗，以及那經驗怎樣塑造他的牧養哲學和他對待來自破碎

更有效率的事奉方式，改為採用一對一的訓練門徒方法，正如撒拉(HE)在

(dysfunctional)和破碎的家庭。身為由單親撫養的孩子，這青少年的牧者
及正常家庭青少年的取向。這交談引起彼得的共鳴，他在成長時父親缺席，

他只由母親撫養。有他可以認同的友師，彼得與青少年事工建立了緊密的連
接和強而有力的團結。他說：
「我記得一次談話……是關於我倆怎樣來自破
碎家庭的。因此他和我聯繫得相當好，因為我們都明白對方。」

50

不過，却是安德烈(HE)透過文化的來角度看這個維度。他提到一些例

的意義就是總是想著受導者的利益，有時友師甚至放棄服事一大群人這個
大學校園與友師的查經經驗那樣。同樣地，雅各(HE)的友師投資時間在他

身上，在一段長時間中，每兩星期一次和他進行個人查經。那也可以是慷慨

的姿態，正如一位青少年牧師在彼得(HE)遺失了他的聖經後送一本聖經給
他。那可能似乎只是一個微小的動作，但那影響卻超越最初的投資。彼得解
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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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一位投資在我身上的青少年領袖……唔，[當]我遺失我

經歷和CBCC粘連性的信仰和與CCIC保持聯繫之間有很高的相關性。那

經，藉著這樣進入神的話尋求神。他做了一些我感到很有幫助

勉導, 撤回勉導，或負面的勉導經驗似乎令A&A較少聯繫。無私的支持、愛

的聖經時，他決定送一本[新的]聖經給我。他也鼓勵我每天讀
的事情，因為我今天還保存著那本聖經。

底波拉(SND)談到她的青少年牧師會帶她和其他青少年小組成員去露

營和進行其他戶外活動，藉以加深與他們的聯繫。以同樣方式，馬太(LA)讚
賞友師的犧牲，他們投資時間、精力甚至金錢在他和他的朋輩身上。正如較

早時提到，有一段長時間，這些友師都藉著接待他來照顧他，請他吃午飯，在
主日崇拜後與他的朋輩進行體育活動。但最決定性的是他們帶他去露營，並
負責所有有關開支。

最後，約翰(HE)有力地談及他教會的指導員(counselor)很樂意投資在

CBCC身上，他們實踐接待，甚至提供財政支持。他解釋一位指導員的憐憫
行動，他開放自己在巿中心的住所，讓學生在那裡過夜：

有一位指導員，[他]居住在巿中心，他在那裡有一間公寓，每當

有學生在學校留到很晚，他們都可以去他的公寓過夜。基本上，
只要他們需要，他便會提供房子給他們。他就是這樣實質地幫
助學生。

而且，約翰談及另一位指導員在學生有財政需要時的慷慨行動：

有另一位指導員，……曾經在幾個學生缺乏金錢時，我猜他給

了他們一點錢去幫助他們交那個學期的學費。他們總是提供幫
助。

總結 (Summary)
在這個研究中，在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和受訪者中都可以看到友師
52

經驗越正面，CBCC的參與程度便越高。這在HE群體中是最明顯的。沒有

心的關懷、積極的聆聽，以及樂意透明和表達脆弱，對CBCC來說是有力的
友師勉導的主要特徵。這個發現與很多研究者的結論一致，他們認為友師

經歷是影響青少年和青年宗教性的一個重要變量(Abo-Zena & Ahmed,
2014; Bowen, 2010; Dean, 2010; Lanker, 2009, 2012; Martinson,
2004; Pearce and Denton, 2011; Penner et al.,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Smith & Denton, 2005; Smith et al., 2014)，證
實和幫助他們過渡到成年，向他們灌輸信仰的價值觀，塑造他們的宗教身份
(Magyab-Russell et al., 2014)。當友師關係以自然和非正式的形式建立
(Erwin, 2016; Zimmerman et al., 2005)，而且以更對話式和啟發性的
方式進行時(Parks, 2011)，這種經驗特別明顯。

充滿活力和真誠性的群體
(Vibrant and Authentic Community)
根據研究，另一個正面地影響年青信徒信仰旅程的明顯影響是肯定認

同和積極參與信仰群體，促進成長和加深屬靈價值觀(Cornwell, 1987,

1989; Penner et al., 2012b)。這種參與則會促進信徒與信仰機構建立很
強的歸屬感。對很多CBCC來說，這歸屬感的經驗不單反映CCIC是一個族

裔社交化發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讓他們經歷喜樂和屬靈培育，塑造
和鍛造身份，建立和強化健康和有意義的關係，承擔痛苦和哀傷，在信仰歷

程中與朋輩互相激勵的場所(Abo-Zena & Ahmed, 2014; Ammerman,
1997; Barry & Christofferson, 2014; Bowen, 2010; Cha & Jao,
2000; Cooksey & Dooms, 2010; Flory & Miller 2010; Magyab-

Russell et al., 2014; Mammana-Lupo et al., 2014; Thoennes, 2008;
Whitney & King, 2014; Wo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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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電子調查問卷，以下問題最能夠代表回應者在教會聯繫和歸屬方

Q104：教會在我的社區中帶來不同。

Q27：根據我的經驗，參與宗教團體並不值得。

Q106：我得到機會在教會中實行領導。

面的群體經驗：

Q35：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言行一致。

Q37：我成長時，大部分朋友都是委身的基督徒。
Q38：我曾經透過教會的幫助經歷情感的醫治。

Q39：透過一個朋友的見證，我的信仰變得有生命。
Q49：你在教會小組中感到得到朋輩接納嗎？
Q52：你在青年小組中感到得到朋輩接納嗎？
Q61：培養我的屬靈成長。
Q65：聆聽和給予鼓勵。

Q66：肯定和重視我的貢獻。
Q69：視我為二等公民。
Q72：阻礙我成長。

Q76：容許我成長和行使領導。

Q78：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應付情感和屬靈挑戰。
Q79：我的朋友在那裡。

Q81：向建議和創意開放。

Q87：我感到可以自由地向教會領袖提出問題。
Q89：我個人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Q90：我父母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Q91：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重視少年人的意見。

圖3.2：群體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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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來說，過往的群體參與和教會聯繫有正面

的相關性(圖3.2)，77%表示有由「正面」(51%)到「非常正面」(26%)的

經驗。基於宗教類型進一步分析，在四個組別的三個中都看到肯定的經

驗更詳細和有說服力的故事，分別是：HE，87% (48%+39%)；LA，84%

(55%+29%)；和SND，65%(56%+9%)。對比起來，A&A組別中有63%顯示
由「負面」(53%)到「非常負面」(10%)的經驗。

不過，對受訪者來說，群體經驗可以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對HE來說，群

Q93：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歡迎任何種族的人。

體經驗的肯定影響引導CBCC，在委身於信仰和CCIC方面創造粘連，這與

Q98：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裝備人們去幫助別人的地方。

A&A被剝奪權力、感到不安全和對身份及對信仰的確信失去方向的部分原

Q94：教會領導層能夠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Q102：我認識的教會成員接納教會以外的人。

Q103：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重視教會節目多於重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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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5：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我的天份得不到欣賞的地方。

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一致；對比起來，負面的群體經驗是促成LA、SND和
因。正如在較後一節會審查，特別是對LA群組來說，一些受訪者反對的不

健康文化較多是源自對CCIC的領袖不滿以及跨代的衝突，而較少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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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C從信仰機構中的英語群體得到的友誼和正面支持。這樣，受訪者的經

驗與電子調查問卷對LA和SND回應者群體經驗的分析不一致，這兩個群組
顯示正面的情感，但受訪者的經驗則與A&A群組相當一致，他們幾乎有三
分二(也就是63%)表示有負面的經驗。

毫不令人驚訝，也肯定不令受訪者驚訝的是，本地華人移民教會很可能

是CBCC最早與他們產生聯繫的群體，正如亞比該(Abigail)(LA)表明：
「那

時[我年糼時]教會是主要的群體，也就是我父母[和我家庭]的主要群體。」雖
然大部分受訪者都指出，他們與和他們有聯繫或曾經有聯繫的CCIC的經

驗是正面或負面地塑造他們的信仰的一個重要部分，但HE群組(安德烈、雅
各、約翰、米利暗、拿俄米[Naomi]、拉結和彼得)顯示對CCIC作為充滿活力

的信仰群體有強得多的依附，那個群組在他們的旅程中留下正面的印記。以
下的討論會強調很多這些HE和其他人如何描述那種充滿活力的群體的主
要特點。

A. 一個真誠性的群體的本質：接納、互相支持和透明
(Essence of an Authentic Community: Acceptance, Mutual
Support, and Transparency)
研究指出，充滿活力的群體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具有真誠性和接納

(Thoennes, 2008)。根據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好些問題最能夠反映回應

者就接納、透明和開放對信仰群體的姿態有甚麼感受。就接納來說，問題和
分析如下：

Q49：你在教會小組中有沒有感到得到朋輩接納？

Q52：你在青少年小組中有沒有感到得到朋輩接納？
Q102：我認識的教會成員接納教會以外的人。

圖3.3：接納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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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電子調查問卷，大部分回應者都在群體接納的經驗中認同由

「正面」(38%)到「非常正面」(47%)的經驗(圖3.3)：幾乎有85%。不過，
基於宗教類型進一步分析則就四個組別中「正面」和「非常正面」的經

驗提供一幅更詳細的圖畫，呈現一個下降趨勢：HE，92% (30%+62%)

；LA，89%(38%+51%)；SND，72% (48%+24%)。但對A&A組別來說，與群
體接納的聯繫則下降到61% (47%+14%)。
就互相支特來說，問題和分析如下：

Q38：我曾經透過從教會得到的幫助經歷情感的醫治。
Q49：你在教會小組中有沒有感到得到朋輩接納？

Q52：你在青少年小組中有沒有感到得到朋輩接納？
Q61：培養我的屬靈成長。
Q65：聆聽和給予鼓勵。

Q66：肯定和重視我的貢獻。
Q69：視我為二等公民。
Q72：阻礙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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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6：容許我成長和實行領導。

Q93：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歡仰任何種族的人。

圖3.4：互相支持

Q104：教會在社區中帶來不同。

Q78：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處理情感和屬靈挑戰。

Q94：教會領袖能夠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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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都表示在群體接納和支持的經驗方面有

由正面(36%)到非常正面(39%)的感受(圖3.4)：差不多75%。但根據宗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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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接納和互相支持一樣，超過70%的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在對群體的

型進一步分析則顯示由「正面」到「非常正面」的經驗只在四個組別中的三

真誠性和透明方面的經驗有由「正面」(46%)到「非常正面」(24%)的回應(圖

(36%+27%)。相反，對A&A組別來說，57%表示在CCIC互相支持方面有由

到「非常正面」的經驗：HE，76%(46%+30%)；LA，73% (47%+26%)；和

個明顯可見：HE，84% (34%+50%)；LA，79% (36%+43%)；和SND，63%
「負面」(39%)到「非常負面」(18%)的經驗。

關於群體是否具真誠性和透明，問題和分析如下：
Q35：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言行一致。
Q81：向建議和創意開放。

Q87：我感到可以自由地向教會領袖提出問題。
Q89：我個人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Q90：我父母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Q91：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重視青少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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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真誠性和透明

3.5)。根據宗教類型進一步研究顯示，在四個組別中，有三個表示有「正面」

SND，64% (45%+19%)。對比起來，A&A組別中有50%在CCIC互相支持方
面有由「負面」(42%)到「非常負面」(8%)的經驗。

當焦點轉向受訪者時，有幾個似乎表示他們的經驗回應了「神是建立教

會的原因；[但]群體是人們參與它的原因」這句諺語。對這些受訪者來說，當
教會群體在不大有啟發性的形式下存在，它便不是讓他們在信仰中發展和
成長的地方，而只是一個社交中心，讓人們建立人倫關係而不是屬靈關係(
例如：雅各布[AA]和達太[SND])。但很多其他受訪者，特別是HE群組中的

大部分人，都十分欣賞地談及CCIC的經驗，並指出他們認為，有助塑造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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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念那種充滿活力和真實的信仰群體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與研究者

界定為真誠的基督徒群體的特徵的參數(Ammerman, 1997; Thoennes,

2008)相似：讓人認識、信任、透明、支持、經驗和傳遞像基督的仁慈、愛、憐憫

症這樣的精神病，而不會被貼上錯誤的標籤或被視為只是屬靈缺陷，只可以
透過運用信心和祈禱得醫治這種經驗：

及饒恕。馬太(LA)這樣表達：
「群體是一群無論怎樣都彼此相愛的人。因此他

我想[那是]群體的感覺。好像要向彼此學習，就聖經說甚麼受到

那是一個被視為安全以至可以讓人開放自己，不用害怕會受到譴責，可以感

們對在教會中的精神病有甚麼想法。

們會看穿你所有缺點，即使你做了令他們憤怒或討厭的事，他們仍然愛你。」
到得到接納、支持和鼓勵的地方和空間。這些完全接納和無條件的愛的屬靈
實踐反映一個真誠的屬靈群體應該是怎樣。馬太總結說：
「這些是神在天堂

想有的，祂將我們設計成我們都是在群體中，一起敬拜祂，一起聚焦於祂。」
但LA、SND和A&A群組的受訪者並非一致地有像馬太的感受，而HE群

組則較強烈地認同他的感受。例如：安德烈(HE)講述一次開放和接納的正

面經驗，他描述他的教會為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討論好像「金錢」這樣的
日常事情，也可以討論好像「異象」這樣的屬靈課題，
「雙方[也就是中文和英
語會眾]都可以坦誠地談及事情的情況」，
「任何一方都不會……感受到被論
斷。」對米利暗(HE)來說，信仰群體和她與它的聯繫是界定她信仰歷程的重

要因素。被問及在她成長和在受訪時仍然參加的那教會，甚麼是她最珍惜的

別人挑戰；還有能夠與其他信徒討論某些事情的感覺，例如他

沿著同樣的思路，彼得(HE)重視他的群體經驗，以及這些怎樣塑造他的

信仰和基督徒身份。他特別指出對事奉的委身、開放的溝通和集體或一起的
感覺是他信仰群體的主要特點：

我珍惜我們有的群體。我珍惜我們很多人在事奉上都很有紀律。我們認

真看待服事，我的教會有百分之五十的服事文化，[也就是說]會眾中大約有

百分之五十都有事奉參與。我珍惜的是我們可以沒有困難地彼此交談。就教
會來說，我們不豎起分隔和孤立的圍牆。我們彼此相愛，一起做[事]，我們經
常交談，我們有團契，由於我們教會的人數比較少，我們彼此都相當熟悉。

事情時，米利暗毫不猶疑地回答說：
「群體對我來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群

B. 歸屬和歡迎 (Belonging and Welcoming)

接受和付出。米利暗進一步說：

充滿活力的群體的另一個特點是關乎它有多歡迎不單是會友，更包括

體是會友推動互相支持、倚靠和鼓勵的地方。因此，成為群體一部分是關於

參與一群人，[他們]無論分開還是在一起，都在信仰生命中互相
支持。有一群人是你無論{環境}怎樣都可以倚靠的。對，那很可
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留下來的原因]。

簡單來說，對米利暗來說，屬靈群體是「每個人都真正投資在彼此的信

仰旅程中的地方。」

同樣地，我們要求拿俄米(HE)說出與CCIC聯繫最主要的好處時，她很

外人。年青信徒在信仰群體中越感到受歡迎，他們對那群體的歸屬感便越

大。另一方面，排他的實踐，例如基於相似的經濟和社會背景形成內圍小組，
很可能會妨礙青年在信仰群體中的屬靈成長(Penner et al., 2012b, pp.
52-64)。從電子調查問卷的角度看，以下問題最能夠衡量CBCC在CCIC經
驗到的歡迎程度：

Q93：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歡迎任何種族的群體。
Q94：教會領袖能夠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快地回應，表示她對信仰群體著迷，特別是屬靈成長和開放地討論好像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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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要求人們配合一套不合理的團體規範或者模仿膚淺的屬靈術語。在家

圖3.6：歡迎

裡不需要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感受。簡而言之，對米利暗來說，教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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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顯示，一般來說，在各種宗教類型中，CCIC都似乎是歡迎別人

的群體(圖3.6)，88% (25%+63%)的HE、87% (28%+59%)的LA、86%

(49%+37%)的SND和71% (47%+24%)的A&A都有由「正面」到「非常正
面」的回應。

至於受訪者，群體生命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成為群體一部分而產生的歸

屬感。歸屬是表示受歡迎、接納、擁有和全面問責。正如格里利(Greeley)

(1972)所提倡，CBCC有很強的歸屬感，可以歸因於透過與CCIC的聯繫，本

地出生的信徒的族裔身份得到肯定。格里利提出，族裔身份可以概念化為屬
於那個種族群體。科林斯(Collins)和索羅莫斯(Solomos)(2010)進一步指

出，
「在基本的層面，身份是關乎歸屬，關乎我們與一些人有甚麼共通點，以

及甚麼將我們和其他人區分出來」(p. 5)。但對CBCC更重要的是，就歸屬來

說，人們總是以兩個處境來理解：在教會內和朋友間信仰的意義和健康的關
係。這與王健安(2015)的發現一致，他表示「關係是歸屬的關鍵」(p. 283)。

就對教會群體的依附的歸屬來說，米利暗(HE) 有如下的描述：
「那感覺

很好。好像是家一樣。」家是一個安全，讓人得到接納的地方；接待得到實踐，
62

以好好地吵一場的地方。」在很多方面，開放和不論斷地接納這些明顯的特

點，都界定驅使馬太(LA)興奮地呼喊的歸屬：
「我想對我來說，我信仰的其中

58.7%

40%

屬靈的家，是「一個[我]可以放鬆……做自己……得到接納和愛，有時也可

一個最大的錨是我的信仰群體。我認為身為這教會的一部分，我們有很強的
群體，它總是令我鎖定到教會中。」

這兩條支柱──信仰的意義和健康的關係──是內在地交織在一起

的，在為CBCC帶來歸屬時，有時互相增強，有時好像因和果那樣運作。馬大

(SND)小時候雖然是天主教徒，但她的信仰沒有生根和變得真實，直到她在
大學校園參加了一個緊密接連的亞裔/華人基督徒團契，那是典型的CCIC
和華人教會組織的延續。馬大沒有跟從傳統對歸信過程的觀點，
「相信、成

為和歸屬」(believe, become and belong)(也就是個人必須先委身於信

仰基督，有時是在特別聚會，藉以成為基督徒，然後要屬於一間本地教會，
並通常透過洗禮成為會友)，而是依從一個「歸屬、相信和成為」(belong,

believe and become)的過程(也就是與信仰群體強烈認同或聯繫，有時這
是漸進的過程，令個人堅定信念，然後取得信仰身份)。她這樣解釋自己的經
驗：

在三年級時，我更投入團契，有十分美好的[經驗]，我周圍有很
多了不起的人。那時我決定我想與基督徒一起，並發現我想成
為基督徒。

是透過肯定和發現自己得到接納從而產生強烈的依附感，那是她形容

為對充滿活力的群體的經驗，雖然那時她仍未開始參加地方教會的敬拜：
「

那時團契對我十分重要，因為它為我建立群體，令我思想在團體中的基督徒
生命。」

歸屬感通常始於接待和歡迎的姿態，特別是對那些自稱為被排斥、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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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忽略或被誤會的人來說。對拿俄米(HE)來說，她的閃點 (flashpoint)是

Q79：我的朋友在那裡。

間CCIC中被邊緣化，在他受訪時所參加的教會感到歸屬始於得到歡迎、欣

Q49：你在教會小組中感到得到朋輩接納嗎？

她的精神病和抑鬱症。但對安德烈(HE)來說，却是他有先天缺陷以及在幾
賞和認可──首先是始於他的牧師，然後是整個信仰群體：
「他[牧師]能夠

帶領整個群體去愛有這種缺陷的人，我感到『他是明白我的人。』而他是第一
代牧師。」同樣是歡迎和接待，百基拉(Priscilla)(LA)呼應安德烈的經驗。當

反思接待怎樣令她開放自己去認識其他會友，也讓他們認識她，她談及令她
與教會產生強烈的聯繫感那種親密的教會經驗：

在聚會後，他們會在某人家裡喝湯，我感到我開始認識人們，我實際上

感到那教會是我的教會，我感到自己受到歡迎。我感到很得到教會群體喜
歡。

圖3.7：友誼的經歷
100%
90%

折到一間他們終於安頓下來的教會時一個帶來重大改變的因素：

我們從關係管理得很差的情況搬到一個社群，那裡的人真的開
始彼此關心。那轉折發生時，我們可以看見那景象，我認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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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28.0%

70%
60%

39.9%
46.4%

50%

4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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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Ruth)(LA)特別提到一個相同的受到歡迎的經驗，是在她全家轉

20%
10%
0%

45.2%
48.0%

30.9%
26.3%
9.6%

25.0%
8.7%

2.4%
HE

Total
非常負面

負面

LA
正面

30.6%
14.7%
SND

A&A

非常正面

在留守群組中，回應明顯比較好，71% (46%+25%)的HE和

是我們留在鍚安山[教會]而不是其他教會的一個主要原因，因

66%(44%+22%)的LA表示對友誼有「正面」到「非常正面」的經驗(圖3.7)。

候。

對友誼有「負面」及「非常負面」的經驗，顯示健康友誼對留守群組有正面影

為那裡的群體真的歡迎我們，雖然那時對我們一家是困難的時

C. 友誼和連結 (Friendship and Connectedness)
充滿活力的群體另一個對年青信徒有重大影響的明顯向度是信仰群體

怎樣有很強的友誼和連結(Barry & Christofferson, 2014; Cornwell,
1987, 1989)。在電子調查問卷中，以下這組問題最能夠回應者對他們在
CCIC成長時建立友誼的經驗有甚麼感覺：

Q37：我成長時，大部分朋友都是委身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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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9：透過一個朋友的見證，我的信仰變得有生命。

不過，63%(48%+15%)的SND和76%(45%+31%)的A&A則表示在CCIC
響，而退出群組則沒有經歷這種關係。

友誼和朋輩影響無疑是CBCC信仰旅程中一個重要變量(Wong,

2015)。在地方教會的處境下的朋輩小組中，每個人都說同一種語言，也有相
似的代際和族裔文化實踐，與這些小組的關係很可能會製造穩定的社交和

宗教連結(Ley, 2009; Putnam, 2000)。在這個處境下，強力的友誼和緊密

的聯繫無疑可以刺激他們成長；反過來說，破裂的朋輩關係可能令他們不願
意繼續與出現破裂關係的信仰群體有聯繫，甚至會阻礙他們這樣做。但對好
像達大的幾個SND來說，與同一群剛好上同一間中學和參加同一間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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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的友誼延續到整個中學階段，這是十分有益的：
「我在那裡花時間與朋

誼在他們信仰的發展中是重要的因素。例如：被問及在成長時，教會有甚麼

的友誼：

會]中學團契的職員會成員……是重要的。我在那裡建立了很多良好的[關

友一起，在那裡我很有滿足感。」另一個SND以斯帖(Esther)高興地回想她

一般來說，我享受參加每星期的團契[聚會]。我認為我在青少年
時期在那教會有那群朋友，那連結是相當強的。我享受我在那
裡建立的所有關係以及我們所做的事。我有好朋友，我享受我
們所做的一切。

對馬太(LA)來說，青少年時期與朋輩在教會的友誼是令他與教會保持

聯繫的原因，無論那看來是多麼脆弱：

對我來說，我不認為我在高中後會真的留在教會，但[只是]因為
我父母，很可能我只會在高中那時仍留在教會。但如果那時我
沒有任何朋友或群體支持，我……[可能]已經離開了。

一個主要的挑戰是，雖然團契可能很強，人們也經歷到群體的凝聚，但

對SND和LA來說，他們屬靈生命的基礎可能是無根的，部分是因為相對於

係]……那時的朋友現在仍然是我的朋友。」

事實上，不單很多受訪者的親密朋友和他們有相同的信仰，他們也在地

方教會的環境下一起成長，正如雅各(HE)承認：
「我會說我百分之九十九的
朋友都是基督徒。」他進而這樣描述在CCIC的友誼：
「我認為我個人結識了
朋友時，那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有基督徒朋友，支持他們，反過來也

得到他們支持便容易得多。」基於種族和信仰，這個現象也證明是與同質性

(homophily)有關的(Sepulavdo et al., 2015)。在區分普通友誼和更深刻
和更親密關係時，撒拉(HE)也有同感：

對我個人來說……有基督徒的親密朋友是更[重要]的……他們
對我的幫助大得多，我對他們的幫助也大得多。我認為我們比
與非基督徒朋友有特別獨特的聯繫。

很多時候，這種性質的友誼是在他們年少時開始。教會群體可以同時培

訓練門徒的文化來說，事工是強調樂趣和娛樂 (fun and game)。當樂趣消

養和考驗在青少年之間形成和發展牢固的關係。好像青少年小組、主日學和

有趣的地方，我是這樣看它。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去電影院。」摩西(A&A)呼

景相近的群體中創造聯繫和社交化網絡。事實上，雷默和威爾金森(2015)這

失，教會便不大重要。馬大(SND)證明這種經驗：
「那時我覺得教會真的是個
應那樂趣和遊戲的主題，這樣描述他較年青時參加教會：
「不是因為那很有
意義，因為你只是去那裡玩耍……好像你去主日學，然後在那裡玩耍，就好
像任何其他兒童一樣。」

至於在加拿大的處境下，甚麼製造粘連令少年人留在教會，博文(2010)

報告說，他研究的青少年對象群體中，80.9%表示，在他們持續信仰方面，友
誼重要或非常重要，緊隨著「友師」(82.3%)和「我與神的關係」(89%)。雖然

在上面提到的受訪者中，朋輩友誼似乎是明顯的，但它的正面影響在HE群
組似乎更顯著。與博文的發現一致，十個HE受訪者中，有一半直接指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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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是重要和得到珍惜的，利亞(HE)毫不猶疑地回答說：
「我會說身為[教

Awana(也就是北美流行的整套兒童節目)這樣的節目或事工是在年齡和背
樣解釋加拿大福音派教會這些事工的焦點：
「福音派『期望』他們的兒童和青
少年的屬靈塑造是優先的事情，也要為他們提供這方面的計劃。青少年的計
劃令教會更合格化」(p. 110)。同樣，很多CCIC積極推行一種稱為細胞小組

網絡的家庭事工，一小群通常是有類似背景和住得接近的家庭有定期聚會，
通常是輪流在他們家裡舒適的環境中進行。在這些聚會的幫助和鼓勵下，兒
童有自己的時間建立社交聯繫，而成年人則進行他們自己的活動，例如查

經。撒拉(HE)生動地講述在教會成長時，長期的友誼怎樣在細胞小組家庭
聚會中誕生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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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細胞小組聚會中]相聚時，總是真的真的很有趣，因為所
有父母都會帶同孩子聚集在一起。孩子會做他們自己的事情。

就在那裡連結[形成]，我也在那裡認識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在那

間的相互責任。她記得她在校園的基督徒同伴怎樣在增強她的教會聯繫這
事上為她扭轉方向：

在第一年，甚至在第二年，我完全沒有上教會。我寧願在星期六

段期間的關係就是在那時建立。

參加舞會，然後在星期日睡個夠。但我記得我其中一位在亞裔
基督徒團契認識的亞裔基督徒朋友，我們是朋友，她喜歡上教

相似地，約翰(HE)回味持久的關係怎樣堅固他和令他在信仰中有安全

會，我們會嘗試迫對方起床，一起上教會。那時我開始去得頻密

及強壯：

一點。

我珍惜他們的友誼，因為我猜你年紀小時，總想有朋友。你有越

多朋友，便是越好的人。我較年青時有朋友，而他們現在仍然是
我的朋友，那是意義重大的。

他年幼時建立的友誼與他的信仰創造了很強的聯繫，容許他最終承擔

正如這一節的檢視，參與充滿活力的信仰群體是多方面的經驗，會在一

它的發展：
「我真的與我小時候的朋友很親近，我們幫助彼此成長。」在其核

個具有歡迎和真誠的環境下支持強而有力的宗教價值觀，並促成信仰身份。

的接納鼓勵彼此成長，正如約翰證明：
「他們可以容忍我，他們接納我，他們

誼。

心，友誼形成真誠群體的基石的一部分，因為朋友互相明白和遷就，以完全
支持我，他們幫助我身為一個人在屬靈上成長。」

真誠的友誼不只是關於對彼此有情感上的感覺，而是承認人的脆弱，因

此在雙向的關係中要求互相問責。雅各(HE)坦白地談及這方面。他珍惜會

令他走正路的朋友，同時承認在那關係中容易受外界影響和不完美的本質。
談及面對好像大學的「泡吧」(clubbing) 這類社交參與的潛在試探時，雅各
說：

我認為那是很大的試探，即使你與基督徒朋友去「泡吧」，有些

人可能提出藉口說：
「噢，你知嗎？我的基督徒朋友會要我問責。
他們會阻止我做任何[愚蠢]的事。」但你知嗎？最終你是與罪人
一起走；你不知道他們的信仰有多強。

雅各以謹慎和防止的方式指向在教會中與朋友的問責，拉結((HE)則透

過支持和鼓勵大家在信仰中成長這正面的鏡片來看在基督徒群體中朋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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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Summary)

這種經驗令人加深對群體的歸屬感，促進和維持創造粘連的信仰的持久友
我們對受訪者的分析顯示，充滿活力的群體經驗在A&A群組中幾乎沒

有，在幾個LA和SND中則可以留意到，而在HE群組中則最明顯。這個結論
與這一節討論的很多電子調查問卷分析一致(例如友誼、歸屬和歡迎以及

群體經驗)。此外，這結論也與顯示充滿活力的信仰群體和較強的信仰依附
之間有很高相關性的研究(Abo-Zena & Ahmed, 2014; Ammerman,
1997; Barry & Christofferson, 2014; Bowen, 2010; Cha & Jao,

2000; Cooksey & Dooms, 2010; Cornwall, 1987, 1989; Flory &

Miller, 2010; Magyab-Russell et al., 2014; Mammana-Lupo et al.,
2014; Thoennes, 2008; Whitney & King, 2014; Wong, 2015)一致。

失效的領導 (Dysfunctional Leadership)
一個機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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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對清晰提供走向何方的方向(也就是異象)有多有效？
它多清楚地表明它存在的目的(也就是命令或使命)？

它有沒有完整地反映組織實際上是誰(也就是身份)和它代表甚麼(也就
是價值觀)？
它意圖實現甚麼策略性目標(也就是策略性計劃)？

另一方面，當一個這樣的實體失敗，它的生存出現危機時，領導通常是

最關鍵的問題(Gill, 2011, p. 26)。但與世俗的機構不同，基督教會並不基

於領袖的自我利益、機構的巿場價值或人的智慧來界定它們的異象和命令，
而是尋求屬靈的引導，而這引導是植根於教會的信仰價值觀和實踐，以及

它們的屬靈信念。為了這個目的，信仰群體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倚靠領導者
怎樣建立一個異象，這異象是建基於它們的核心屬靈價值觀和呼召，並以超

然的引導和個人榜樣，以忠於這些價值觀的方式來啟發追隨者，藉以實現事
奉的目標(Ammerman, Carroll, Dudley & McKinney, 1998; Wong,
2015)。

對CCIC來說，領導的景觀因為第一代領袖，包括平信徒和牧者，往往在

展示的族裔文化精神中，並於領袖和CBCC兩者中產生的衝突而變得複雜。
在這個研究中，HE群組中有些人肯定移民教會領導的價值、智慧，以及它帶
來本地出生一代的祝福。但這種情感被其他群組中很多受訪者所遇上那些
令他們反感的經驗所掩蓋，無論他們(LA)是仍然留在移民教會，還是因為

多種原因已經離開了(SND和A&A)。這些CBCC憂愁地談及他們在成長的

宗教團體中所經歷的停滯、混亂、虛偽和權力鬥爭。根據他們的說法，領袖傾
向戴上面具，他們對較年青一代的委身是虛假的，他們的實踐也是虛偽和不
真誠的。而且，華人文化行使領導的方式傾向以由上而下的進路，權力集中

在少數人手中，這被視為與西方的領導風格有衝突，因為西方的領導傾向開
放、由下而上的參與和由朋輩推動，所以這方式在就學及有事業經驗的本地
出生的人中取得惡名(Heimans & Timms, 2018; Wong, 2015)。因此，對
很多LA、SND和A&A群組的CBCC來說，CCIC的領導是失效的。

四種宗教類型中，LA是最難劃定和區分，因為這些受訪者不一定對信

仰不感興趣或不委身於信仰。相反，這個群組中有很多人表示他們與第一代
CCIC領袖捲入激烈的爭論，對於他們在情感上與信仰群體疏遠有很強的負
面情緒，正如九個受訪者中有五個(巴多羅買、茱莉亞[Julia]、非比、百基拉

和路得)在受訪時要不是積極考慮離開自己的CCIC，就是已經這樣做。大部

分人指出CCIC兩個決定性因素成為令他們離開群體的導火線：失效的領導
和不健康的教會文化。這一節根據受訪者的敘述，就甚麼是構成CCIC失效
的領導描繪一幅整體的圖畫。

A. 階級、權力集中和底層
(Hierarchy, Power Concentration, and Underlings)
受訪者對CCIC領導的其中一個主要抱怨是集中予領導看重的分階級

觀、權力集中和CBCC在信仰群體中被視為底層(underling)這些問題上。

不過，根據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回應者似乎沒有顯示教會的階級本身在妨
礙CBCC的成長和抱負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被問到：
Q62：[CCIC是否]有階級和失效時，

圖3.8：分階級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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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否定」而感到憤怒，他認為這種行為是華人文化的社交規範，這種文化

留守的組別中，54%的HE和51%的LA正面地回答說「不是」，而在退

出組別中，回應則一直下跌(圖3.8)：SND，48%；A&A，37%。不過，在同意
CCIC分階級和失效這方面，LA得分最高，29.3%的回應者選擇「是」(HE:
23.9%；SND：25.3%；A&A：29.0%)。

正如之前提過，對很多受訪者來說，一般來說，CCIC的領導給他們的印

象都不太正面，LA尤其如此。很多人當談及領導的陰暗面：不真誠、寡頭、不

透明的行事手法、很大程度上根據華人文化的規範處事，以及高度的權力區
分時都流露出鄙視。馬利亜(Mary)(LA)和摩西(A&A)最負面地描述CCIC

類似經歷的人一樣，在受訪時積極採取行動離開CCIC。同樣地，茱莉亞(LA)
也有相同的經驗和挫敗，第一代信徒沒有看她為平等而對待她：

我們[CBCC]仍然被視為兒童。我們舉行論壇時，人們──阿姨
和叔叔──上來說我讀小學時有馬尾辮，他們會提起這些事

情，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沒有被視為那間教會的領袖，我指英語
那邊。[但]在某個時候，你需要放手讓孩子成長。

CCIC領袖因為年齡和資歷而聲稱有權威，是其他受訪者也留意到的。

的領導：它是「虛假」的。馬大(SND)描述她牧師的行為是：
「家長式的」。亞比

例如：亞伯拉罕(Abraham)(A&A)描述「華人文化是非常由上而下的，你知

導為「令水持續流動，令金錢不斷進來」(keep the water running; keep

太強了。」非比(LA)指出權力怎樣集中在華人教會中少數在教會長執議會中

該(LA)描繪她牧者的領導風格為：
「獨裁的」。馬可(SND)稱他以前教會的領
the money coming) 。利亞(HE)同意說：
「華人事工中那些會成為執事的

成員為我們作決定，在每個月底令收支平衡，監督整座建築物和其運作。」馬
利亜(LA)這樣描述主任牧師和她那一代之間沒有聯繫，以及主任牧師沒有

能力與他們溝通：
「他來自另一個星球。」進一步被問及她與主任牧師的關係

是否良好，以及她會不會考慮與他分享信仰的問題時，馬利亜斷然強調地說：

「不好和不會。」在好像這樣的環境，CBCC十分關注他們的聲音不被聽見，
而即使他們的聲音得到聽見，也因為多種原因而得不到認真考慮。首先，幾

個人談及他們怎樣被第一代人視為底層。馬利亜(LA)簡潔地總結這個問題：

「華人教會好像年老的媽媽們[對待我們]。」底波拉(SND)進一步描述她那

一代人怎樣「因為較年青而被嚴重看不起。」同樣，已是三十多歲，並在本地

一間資訊科技公司任職中層經理的巴多羅買(LA)深受下屬和朋輩尊重，在

教會長執會中事奉了幾年，他沮喪地說：
「他們視我為[他們其中一個]孩子。

」這樣，他在教會事工中的聲音只是他「不說一些令他們[也就是華人長老]

感到不自在的話時」才是合法的。如果他說了那種話，
「他們[便會說他]是年

青和沒有經驗。」這種對待至少是令人驚訝的。身為有成就的專業人士，比信
仰群體中大部分其他華人都受過更好的教育，巴多羅買因為不時被第一代
72

「重視年齡和資歷[多於才華]。」他受辱和被邊緣化，好像LA群體中其他有

嗎？男人整體來說就好像：
『不要不服從我，也不要質疑』；我認為這樣控制性
那些資深成員手中：
「對，在教會已很長時間的人是有最大權力。」因為這個
原因，她自己的雙語教會在被建立時，權力是傾向華人會眾：

那是艱難的，因為教會以華人那一面開始，所以華人那面比較

大，他們有更多人、權力、作決定的[權威]。[他們]集中於某種做
事情的方式，是更傳統的，因為那更是那些成年人的作風[他們
作主]。因此，在為教會作決定時有點困難。

這感受也在亞比該(LA)的心裡迴響，她稱這些領袖為「桌傍的老男孩」

(old boys at the table) 。有這些「老男孩」在掌舵，無可避免地會創造一個

毒害的環境，以致一個人要完全透明地展示個人在信仰中的意圖、和他的破
碎感或真誠是永遠都不可能，也不被鼓勵的。因為這個原因，亞比該堅定地

總結說，她的聲音永遠不會作為CCIC一把合法和平等的聲音而讓人聽到，
正如她解釋：
「如果你想與那些大男孩談話，你需要有某個[重要的]角色，對
嗎？」但亞比該提到的那個角色只能夠在某人是第一代領袖時才會得到承

認，而她卻不是這樣的領袖。亞比該哀歎說她永遠不會得到這樣的角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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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與其他之前被提及的LA受訪者的經驗相似，群體中從來都視她為第二
梯隊(second-stringer)。她坦白地表達自己的沮喪，並哀歎說：

他們是偉大的叔叔。噢，他們生了根。他們會視我為「小小亞比

該」，對嗎？他是叔叔：
「某某叔叔，某某叔叔」。當然，他們看見我

長大；他們看見我長成青少年。他們教過我主日學，對嗎？[但]他
們不認識我，他們只知道我。因此這是我們談及的整個故事的

一部分，對嗎？他們知道我，但他們不認識我。他們從他們的視

窗中知道我是亞比該，但他們不是從神的視窗或更深刻的視窗
中知道我是亞比該。而這部分實際上是頗[令人沮喪]的。

這樣，堅持維持權力階級，忽視CBCC合法的資格、成熟以及渴望參與教

會的領導這樣的態度及立場，對很多受訪者，特別是LA來說，都是一個明顯
令他們與教會疏遠的影響。

述，據說這是反映CBCC身為加拿大華人國籍和種族身份的混合。因此，大
部分CBCC發現自己在協調一個身份，以致它能令他們對自己喜歡的教會

作一個超越種族界限的定義。這樣建立的話，對異象和使命的理解也可以在
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對以下兩個問題的回答中看到。例如，被問及：
Q82：[CCIC是否具]使命導向性 (missional)？

圖3.9：具使命導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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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異象或異象有衝突 (Lack or Clash of Vision)
失效的領導的另一個標記是缺乏整體重要的異象，去引導教會的方向

和運作。阿默曼等人(1998)主張教會的領導需要體現三個重要角色：

1. 就教會的特定處境和環境，幫助教會取得對目前狀況合乎現
實的評估；

2. 幫助會友對他們的集體生命培養一個關乎將來狀態的異象，
是一個忠於他們對神和神在此時此地對教會的目最佳理解的
異象；

3. 幫助會眾在教會的集體生活中實行那異象。(p. 17)

14.5%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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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HE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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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D

A&A

是

時，整體的回應是響亮的「不是」，高達68%(圖3.9)。透過不同宗教類型

分析時，浮現了以下結果：HE，70%；LA，72%；SND，63%；A&A，52%。雖

然負面情況在四個組別中都是明顯的，但回應的細微差別也不能忽略。留守
群組的回應比退出群組更負面。這現象部分可以歸因於一個事實：與退出群
組相比，對留守群組來說，使命和異象作為信仰機構的標記顯得更重要，退

出群組對這個問題「沒有回應」的比率較高，這種情感可以理解為冷淡或這
個問題對他們不是那麼重要。而且，在被問及：
Q85：[CCIC是否]太中國化？

對受訪者來說，異象這個觀念大致是圍繞種族和多元文化的外展來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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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顯示那樣。很多CBCC都指出，通常主導教會的長執會，並控制著CCIC決

圖3.10：太中國化

策過程的第一代領袖和本地出生的信徒之間存在有裂痕。英語會眾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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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所有宗教類型中，回應者的答案並不一致。41%的HE回應說「不

是」，50%的LA說「是」。而分別有36%和40%的SND和A&A回應說「是」(圖
3.10)。整體回應指向LA作為一個群組，對CCIC的族裔取向最敏感，正如我
們會在下一節解釋，這是與對訪問的分析一致的。

根據受訪者，CCIC缺乏異象一個頗為常見的原因是沒有人擔任主任牧

師。在這個整體領導的真空下，缺乏異象和方向是十分明顯，而對怎樣牧養

教會的重大分歧也相當嚴峻。例如：路得(LA)回想一件事，對聘請主任牧師
的政策的不確定在教會領導層中引發衝突：
「[沒有主任牧師]，執事會[只限

於少數男性]對某些政策沒有一致意見，而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聘請牧
師的程序。」非比(LA)在她的教會也留意到相同的現象：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尋找主任牧師，但卻找不到。但我認為如果

有主任牧師，便更能夠引導教會的方向，也可以幫助雙方[中文
和英文]更團結。

但非比的反應是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就是中文和英文會眾在CCIC

中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正如兩者之間那互相孤立的結構和互相競爭的異
76

吸引長執會的注意力。腓力(Philip)(LA)解釋英語會眾怎樣辨別出一個異
象，是要追求真誠、門徒和群體建立，但「這個異象[只]指向英語事工。另一

60%
50%

通常以表達與中文會眾十分不同的抱負和價值觀的形式出現，這可能不會

個……事工[也就是中文]則更集中在我會說是[追求]傳統的佈道。」但當英
語會眾嘗試爭取他們的自主，去營造自己的方向，找尋路徑實現這個方向

時，通常會與教會長執會產生衝突。這樣，馬利亜(LA)特別提出教會與英語
會眾的異象發生的衝突或被拒絕，是被視為作為妨礙她那一代屬靈成長的
主要障礙：

有時我感到它妨礙我們嘗試令人們同意我們想做的事情，以及

我們的異象。但由於長執會[成員]主要來自華人會眾，而他們有
評論，有想法，有意見，而且某程度上不信任我們[英語]牧師[和
領袖]。那是妨礙我們的會眾。

巴多羅買(LA)沒有忽略異象表面上的缺乏，他指出，他的移民教會「缺

乏關於異象的方向，無論是長執會和牧師都是這樣，他們似乎只是令教會像
機器的維持運作，計劃繼續進行。」當他和其他CBCC領袖嘗試特別為本地

出生的會眾設計一個事工的模式，容許他們有更大的自主時，長執會斷然拒
絕。過程涉及很多「衝撞」，無法確立任何協議。有了這個經驗，巴多羅買將

CCIC領導層抗拒改變歸因於迴避風險的理念立場，而這是深深植根於華人
文化中的：長執會「對維持現狀感到很滿意。他們對事情當時的情況感到很

自在。[他們的態度是]：不要搖動船隻。為甚麼要改變結構？為甚麼要嘗試新
事物？」

茱莉亞(LA)在受訪時準備離開她的教會，她也有類似的挫敗感。身為以

多重身份參與教會事工的CBCC領袖，她哀歎她參加的教會那些領袖在擁
抱新異象時那烏龜般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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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嘗試鼓勵整個教會思想更大的圖畫……[就]我們整體的異象
是甚麼來思想英語事工和中文事工已經十年了。人們也談論了

很多。但卻從沒有任何行動。而我已經說了十年。但人們甚麼也
沒有做。

茱莉亞將這現象歸因於好幾個因素。與巴多羅買的觀察相似，第一個因

素與長執會想維持現狀有關：

我們的教會非常擁抱現狀。如果它影響中文那邊，他們便不想

有任何改變，[雖然]我們可以以某種方式處理EM[也就是英語

事工]的「靜靜出走」[Silent Exodus]和缺乏增長[這個現象]，
但那意見卻被封口。長執會甚至不想談論這事。我們的教會只

是閉上眼睛，單單回應，而不是思想那大圖畫。他們沒有從大局
思考。

第二，她提及控制的問題。在一個偏重年長的家長式華人領導文化中，

這些年長人士是牢牢控制著教會，緊緊抓著事工：
「因為他們總是控制著一

切。就好像華人父母，傾向控制他們的孩子。」因為這情況，好像茱莉亞這樣
的CBCC 強烈感到他們對成長的渴望和自主的主張都受到壓抑和阻礙。
總結 (Summary)
一個建基於牧者和平信徒領袖的品格和謙卑而有效和合作性的領導

力能夠增強健康和成長的教會。相反，CCIC缺乏清晰的異象和使命，會令

CBCC離開移民教會，到其他教會參與聚會，例如本地出生的華人教會、亞
洲人的教會、多元種族的教會或主流的白人教會(Wong, 2015)，或者有

些會完全脫離崇拜，並且/或者放棄他們的信仰。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回
答關於階級和缺乏異象的問題時，傾向與受訪者的說法一致，雖然脫離教
會的因素在LA群體中比其他群體更明顯。這個結論與前面關於失效的領
導作為CBCC(和亞裔美國基督徒)脫離教會的一個因素的研究是一致的
78

(Alumkal, 1999; Cha & Jao, 2000; Chen, 2006; Tseng, 2005; Wong,
2015)。

不健康的文化 (Unhealthy Culture)
研究告訴我們，在組織或群體的處境下，個人的社會行為很大程度上受

到成員所接受的主流社會習俗或規範影響，而這些習俗和規範則反過來由
與那些成員有聯繫的組織或群體的文化所強調的集體假設和價值觀所塑

造(Hatch & Cunliffe, 2006, pp. 181-191; Schein, 1993, pp. 3-15)。
因此，文化可以理解為體現了一個群體的價值觀、規範、信念和傳統(Gill,

2011, pp. 184-185; Northouse, 2013, p. 384; Yukl, 2013, p. 286)。雖

然本身不一定是可見出來，但文化可以從與那群體或社會有聯繫的人的意
見、行為和行動中收集(Wright, 2009, p. 151)。一個有活力和賜生命的文

化令群體充滿活力。但有害或不健康的文化會在組織以及成員那些偏離明

確的價值觀的行為引致的腐敗甚至解體中反映出來。信仰群體也沒有例外。
教會文化建基於可持續的屬靈價值觀，植根於聖經的教導，以及耶穌犧牲

的榜樣，這樣的教會是傾向創造內聚、熱誠、充滿愛和成長的群體。相反，充
滿毒害的文化，有內在衝突或濫權的教會則傾向在成員中製造高度的分離
(Mammana-Lupo et al., 2014, p. 113)。

對電子調查問卷進行分析，回應者的整體教會經驗似乎稍微傾向認為

CCIC的文化是健康的。不過，正如以下對不健康群體的常見標記──被剝

奪權力的群體、不適切的教導、內部衝突和虛偽──的回應的分析顯示，這
些標記直接對應宗教類型在投入信仰或與CCIC交往的促進或減弱方面似

乎不太強。兩組問題說明這點。首先，以下問題描述一個權力被剝奪的群體
(disenfranchised community)這個觀念：

Q35：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言行一致。
Q36：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言行一致。
Q62：階級化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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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4：內鬥或衝突。

圖3.12：培育

Q83：有害。

100%

Q86：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往往對彼此無禮。

4.8%

90%

Q89：我個人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80%

39.7%
52.6%

70%

Q92：我經歷過教會分裂。

Q101：我感到我個人對生活方式的決定受到教會成員論斷。

40%

10%
11.3%

90%
80%

32.3%

38.8%

33.2%

29.3%

36.1%

38.9%

53.2%

60%
50%
40%

44.6%

41.6%

45.2%

44.0%

10%
0%

21.3%

30.6%

19.5%

15.8%

19.2%

3.6%

3.8%
HE

2.4%

5.3%

4.8%

LA

SND

A&A

Total
非常負面

負面

正面

非常正面

分析顯示，超過76%的回應者對CCIC的健康程度有由「正面」(44%)

到「非常正面」(32%)的感覺，雖然在各個宗教類型中反映了下降的趨勢
(圖3.11)：HE，80% (41%+39%)；LA，78% (45%+33%)；SND，73%
(44%+29%)；A&A，64% (53%+11%)。

第二組問題處理CBCC在CCIC中得到培育的問題：
Q96：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不關心我。

Q101：我感到我個人對生活方式的決定受到教會成員論斷。
Q72：阻礙我成長。
80

25.3%
17.9%

16.3%

11.0%

6.3%

3.8%

3.8%
HE

Total

負面

LA
正面

9.3%
SND

19.4%
A&A

非常正面

與對第一組問題的回應相似，分析顯示差不多76%的回應者對在

CCIC群體中受培育的經驗有由「正面」(36%)到「非常正面」(40%)的評

價，以留守群組有最高的對應(圖3.12)(HE：85%[32%+53%]；LA，80%

30%
20%

0%

37.1%

32.5%

非常負面

70%

38.7%

36.0%

50%

20%

100%

29.3%

60%

30%

圖3.11：被剝奪權力的群體

40.9%

(39%+41%)，65% (36%+29%) 的SND有同樣的感受。另一方面，57%的
A&A有由「負面」(37%)到「非常負面」(20%)的回應。

在這個研究的處境下，雖然每間移民教會都有本身的教會文化，但我們

可以基於觀察這場景中的人的行為和意見來檢視CCIC集體文化。從這個角
度，CBCC受訪者關於他們的領袖、父母和朋輩的敘述，是集體界定了移民

教會群體，並容許這個研究窺探CCIC的文化結構。在進一步檢視時，受訪者
談及與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不一致的現實。對很多受訪者，大部分是LA來

說，與他們聯繫的CCIC的文化最應該描述為不健康。簡單地說，一個在屬靈
上不健康的教會是一個沒有反映它是受託予實行神聖價值觀和異象的信仰
群體。亞比該(LA)這樣總結整體的視角：

教會並不健康。雖然我從童年開始便每星期都參加這個群體，
長達二十、三十或四十年，人們告訴我這是教會，這是基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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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靈]群體，但事實上它不是神對祂地上的國度所意願的那
樣。因此我實際上是去一間不符合神的意願的教會，教會的實
況就是這樣，這令我難過。

以下一節處理群體文化行為的四個特點，它們加起來是描繪CCIC不健

康的文化。

圖3.13：玩弄政治
100%
90%
80%
70%

49.5%

56.5%

50.5%

在跨文化的處境下，領袖和追隨者的權力差距往往被視為將領導和組

織文化問題化的標記。根據霍夫斯泰德(Hofstede)、霍夫斯泰德和明科夫
(Minkov)(2010)，權力差距理解為「一個國家[或文化]中的機構和組織中

權力較少的成員預期和接受權力是不平均地分佈的程度」(p. 61)。當權力差
距是巨大時，追隨者會傾向感到被排擠或邊緣化，更視自己為局外人，或者

對規範和行為實行最低程度的遵從，而不是熱誠地參與組織或群體的生活。
這種處境下的決策過程傾向模糊，權力則集中在領導的最高階層中。沒有透
明的領導和公開的溝通，追隨者傾向減低他們對領袖的信任，對組織的領

導文化產生反感。作為華人文化的熔爐，大部分CCIC都成了第一代領導和

CBCC之間權力差距巨大的縮影。很多受訪者──最多來自LA群體──稱

這種對領導文化的經驗為玩弄「政治」(playing politics)，因為它聯繫到階
級和男性主導這些種族文化實踐。以下這組問題代表了電子調查問卷回應
者在這件事上的感受：

30.6%

60%
50%

46.8%

40%

A. 教會政治 (Church Politics)

42.7%

30%

35.4%

31.1%

33.7%

42.7%

20%
10%
0%

16.1%

10.5%

6.2%

13.0%

10.7%

4.7%

6.2%

2.9%

4.0%

6.5%

Total

HE

LA

SND

A&A

非常負面

負面

正面

非常正面

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顯示，差不多85%的回應者對他們的群體在CCIC

的種族處境下沒有玩弄政治有由「正面」(35%) 到「非常正面」(50%)的

經驗(圖3.13)，HE有87%(31%+56%)；LA有84% (34%+50%)；SND有

85%(43%+42%)；A&A有77% (47%+30%)。不過，單單被問及種族問題

(也就是Q71) ，幫助人們處理種族權力差距時，宗教類型越傾向脫離教會，
便越傾向回答說「不是」(圖3.14)。看回應的另一面，LA最強烈感到CCIC民
族性太強(37%的LA，與27%的HE；32%的SND和32%的A&A相比)。
Q71：[CCIC]族裔性太強。

Q67：將我父母的種族傳統置於我的信仰之上。
Q71：民族性太強了。
Q73：很好的領導。

Q69：視我為二等公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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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作出的：
「我看到背後的教會政治，那真的很混亂，好像……人們對教會自

圖3.14：族裔性太強

立充滿怨恨。」對馬利亜(LA)來說，令她更脫離教會事工的是政治的負面。

100%
90%
80%

32.3%

27.3%

37.5%

32.0%

32.3%

50%

22.9%

22.0%
19.2%

26.7%

43.3%

41.3%

LA

SND

33.9%

40%
30%
20%

44.8%

50.7%

Total

HE

33.9%

10%
0%

不是

沒有回應

A&A

是

就CCIC整體的種族權力來說，受訪者講述的故事和電子調查問卷的分

析十分不同，他們描述的圖畫與回應者的回答不一致，唯一例外是對族裔性
是否太強這個問題的回應。對受訪者來說，就與華人教會認同的對比來了

解，在他們描述CCIC領導層的內在聖所的運作方面最明顯。HE組別中有幾
個人(雅各、約翰和撒拉)正面地談及領導，LA(底波拉、夏娃、達太和多馬)和

A&A(約書亞)中很多人描述CCIC主要的領導和運作為「政治」(politics) 或

「政治化」(political)，大部分指華人長老或執事那種寡頭的運作模式構成
管理教會那權力集中的基礎。

例如：多馬(SND)簡潔地講述為甚麼他離開教會：
「我離開母會，因為那

裡有很多華人政治。」喬安娜(Johanna)(SND)也同樣感到那是「政治」，
「教

會的內部運作方式」
「令她失望」，也令她質疑：
「為甚麼我們在這裡？」為她離
開教會埋下種子。
「教會的內部運作方式」是指CCIC「關上門」的運作，這個

框架往往被視為混亂，領導通常不需要向更高權威問責，他們所作的決定不
會好好地向人傳達背後的理據，也不會衡量不同選項。

在拿俄米(HE)的情況，她不清楚她教會讓英語事工獨立這個決定是怎
84

開有效和開放的對話，尋求富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如果問題浮現，我會聆

聽……但我嘗試不參與教會政治……我真的努力遠離教會政治。」她避免與

70%
60%

例如：在面對事奉的問題時，她寧願裝作看不見，也不想與其利益相關者展

領導交往的其中一個根本原因與第一代領袖的「驕傲」有關，根據馬利亜，他
們「不願意首先不加論斷地彼此了解。而這[態度」是源自文化。」
B. 不適切的教導 (Irrelevant Teachings)
一個信仰群體是否健康的另一個主要標記是它的教導事工怎樣反映它

是牢固地委身於信仰的教義，以及那些教導怎樣以合時和適切的方式傳達，
藉以教化和培育會眾。以下這組話最能夠表明CCIC有沒有這些特點：
Q68：不適切的教導。

Q88：根據我的經驗，教會的講道不能幫助我過有意義的生活。
Q97：根據我的經驗，教會在講道中處理困難的問題。
圖3.15：不適切的教導
100%

10.7%

90%
80%

36.1%

3.2%

38.5%
52.6%

70%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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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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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48.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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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37.8%
13.3%

11.4%

6.2%
3.3%
HE

6.0%
Total
非常負面

負面

正面

8.2%
4.8%

10.7%

12.9%

LA

SND

A&A

非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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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組問題的整體回應顯示，對CCIC的教導，83%有由「正面」

(46%) 到「非常正面」(36%) 的看法。就宗教類型來細分有以下結果(圖

3.15)：HE，90% (38%+52%)；LA，87% (49%+38%)；SND，76%(65%+

較和對比CCIC的教導，發現她更渴望有適切的教導。百基拉解釋說：

11%)；A&A，50% (47%+3%)。雖然根據宗教類型，對合時和適切的教導的

在我成長的教會，他們並不真正談論基本的真理，或者至少不

念。正如稍後考慮「性」(sex)這個課題時會討論到，這與各種宗教類型的大

很多基本的道理，但那也適用於更深刻的信仰……對我實際上

看法呈下降趨勢並不令人意外，但值得留意的是一半A&A的人反駁這個觀

部分受訪者的感受是一致的，A&A受訪者表達最強的負面意見。不過，正如
以下的討論會詳細解釋，LA受訪者對他們在CCIC得到的教導也有很強的
不滿。

CBCC基於加拿大國籍和華人種族而有混合身份，他們往往哀歎他們在

CCIC和主流社會的交匯之間走信仰旅程時面對的巨大挑戰。在日常的多元
文化環境中，CBCC正為著基督教信仰如何能夠在一個被世俗化和多元主

義支配的主流社會的政治、道德和社會議程，但宗教影響却在己式微的這個

時空中顯得適切而受到挑戰(Wong, 2015)。腓力(LA)簡潔地表達這個觀察：

「你明白嗎？很少人視基督教信仰為與他們的生命相關，」因為這個原因，
「

與[非基督徒朋友]分享我的信仰變成強行推銷。」但他的移民教會有時卻將

本身限制在提供「在聚會中[看]好像Hillsongs這樣的DVD……以及看這些
崇拜」的事工，作為令「基督教適切」的事工方法，而對他來說，這種進路不能
肯定信仰的適切性。

CBCC渴求的是建基於耶穌的言語和行為的實質教導，能在投入文化，

而且在處境上具適切性，藉以怎樣應付當前的問題，為他們提供堅實的基督
徒立場和方向。就他們可能欣賞CCIC的教導來說，CBCC有時只會稱讚英

語事工的努力，而不認同第一代華人教會的努力。例如：關於她珍惜教會甚

麼，亞比該(LA)說：
「真誠的時刻，[以及]現時[英語]牧師適應門徒身份的教

是用我真正明白的方式，但當你去白人教會時……他們會談論
幫助不大的是，我家裡的教會並不是針對那些不真正明白的人
想能夠掌握和從中學習的方式進行的方法來真正談論那些基
本的教導，。

以這樣的評估，她對能更深入挖掘健全的聖經教導，並將教訓應用到日

常挑戰中有所渴望，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認為我[成長]的教會唯一從沒有處理，但卻應該處理的事情

是，他們應該處理主流的問題，[例如]同性戀，因為人們需要能

夠以健全的聖經基礎來回答這些問題，而不是只是說：
「教會說
同性戀是錯的，我不同意，或者我同意。」所以我與非基督徒朋

友來往，當他們問我時，我會說那沒有問題，雖然我教會說那有

問題。很多人都讓這件事這樣結束，但從來沒有真正好的答案，
就向非基督徒朋友代表基督來說，這樣並不好。

最後，巴多羅買(LA)就CCIC講道的不適切性提供一個精簡的總結，是

反映到他和他妻子邀請去參加崇拜的非基督徒朋友的回應。很多這些朋友

都不是雙語人士，他們的共同抱怨是講道「在文化上不適切我們；[他們可能
是[講道時是說我的語言]，但[那信息]對我們這一代沒有吸引力。」

導。」但亞比該的經驗是一個例外。百基拉(LA)在回味她讀大學時在鎮上參

C. 虛偽 (Hypocrisy)

握得很好，但卻發現自己原來未能透徹明白的信仰問題挑戰她時，她的思想

正如在討論友師經歷時檢視過，CBCC受到CCIC的一些成年人啟發，這

加的一間主流加拿大教會的講道，以及主任牧師怎樣就她以為自己已經掌

得以透過良好教導得以擴展：
「[好像]我在中學時以為自已明白的[問題]，那
86

時我是，
『不，』聽了他說後，
『我才知道我並不真的明白。』」她回到家裡後比

些成年人在信仰旅程中與他們同行，作出犧牲，不論斷地積極聆聽，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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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信仰榜樣讓他們仿效。對這些本地出生的人來說，教導實踐示範了信

仰的真誠和信念，是他們想擁有的。對比起來，研究也顯示，領袖、父母、成熟

浮現認知和靈性不和諧的感覺。這兩者的切斷可能至少令他們對領袖或整

Penner et al., 2012a; Thiessen, 2015)。虛偽這個問題最能夠以電子調

與CCIC的教導疏遠，或者與整個屬靈群體疏遠。這種關於不一致的不協調

的成年人和朋輩的虛偽是不健康的信仰群體最有害的毒素(Bowen, 2010;
查問卷中以下這兩個問題來代表：

映受訪者自己的行為。例如：巴多羅買(LA)哀歎他教會的離婚人士被禁止

擔任任何領導職務，但教會卻傳講愛和接納時，這虛偽會產生傷害。令情況
更糟的是，這種做法是沒有任何正式的政策或官方立場加以闡明。同樣，茱

圖3.16：虛偽

莉亞(LA)毫不客氣地評估CCIC的領袖：
「問題是我認為領袖並非總是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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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60.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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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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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被各個類型的受訪者稱為虛偽，而這描述最常針對的是CCIC的領導。
導層，更在廣大的信仰群體──包括父母和朋輩──中明顯可見，有時也反

Q36：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言行一致。

70%

個群體的真誠或真摯產生困惑，甚至會引致譴責，這通常會令他們採取行動

不過，對LA來說，虛偽這個問題指向對一個更廣泛的現象確認，不單限於領

Q35：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言行一致。

27.4%

24.9%

26.0%

20.0%

9.6%

16.0%

32.3%

12.6%
8.6%

8.3%

3.8%

2.9%
HE

Total

負面

LA
正面

SND

A&A

非常正面

分析顯示，79%的回應者表示對整體教會群體的真誠性有由「正

面」(23%)到「非常正面」(56%)的回應(也就是他們言行一致)，頭三個
宗教類型的細分如下：HE，88%(25%+63%)；LA，86%(26%+60%)

；SND，64%(19%+45%)(圖3.16)。不過，超過59%的A&A顯示對教會群體

的真誠性有由「負面」(27%)到「非常負面」(32%)的感受。同樣，A&A的回應

會在稍後處理性的問題時更詳細探討。不過，與較早時討論的教導適切性這
個問題相似，也正如以下一節會詳細解釋，LA受訪者對他們描述為CCIC的
虛偽有強烈的負面感受。

一致。他們嘗試教導良好的價值觀，但我看不到他們總是跟從這些教導」。路

得(LA)看到教會在處理同性戀的問題時同樣表現出它的「虛偽」，正如她說：

「教會[怎]能傳講愛，但同時又顯示那麼多憎恨，[這是不能理解的]。」達太

(SND) 卻因為「我一些朋輩的虛偽」而感到困擾，這種虛偽在他們自相矛盾

的生活方式中明顯可見：
「[他們]過教會人士的生活」，同時「過另一種[作出]

讓步的生活。」他提出一個例子說明他的觀點，他的一些朋輩「與很多非基督

23.3%

非常負面

88

CBCC在移民教會感覺到或看到與教導有衝突或不一致的行為時，便會

徒」約會，
「好像這樣的事情令我質疑他們的信仰，」因為CCIC的教導傾向將
約會限制在信徒中間。同樣，非比(LA)藉著指出CBCC的生活方式與教會呼
召他們過簡樸、純潔的生活，以及幫助社區中的窮人、邊緣人士和無家可歸
的人不一致，來指出虛偽這個問題。非比認為，CBCC成長於社會經濟範圍

中的中間位置，而他們大部分的取向都是物質化的：
「就好像你想要甚麼便

買甚麼，想做甚麼便做甚麼，享受中產生活，你也可以幫助窮人，但那並不代
表甚麼。」這樣做時，CBCC的價值觀和行為並沒有與非基督徒區分出來：
「

因為看見自稱基督徒的人做和其餘世界一樣的事情，實在不好受。」在這方

面，非比也自我批評：
「我認為我們都是虛偽的，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我自己也
是這樣。」

最後，亞比該(LA)詳細講述她經歷過的虛偽事件。第一件是與她的基督

徒父親有關，她從他那裡受到很多屬靈和精神的虐待。她的父親因為與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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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父親有個人的仇怨而反對她與那個人約會時，亞比該因為父親的抗

D. 會眾的衝突 (Congregational Conflict)

說我可以和任何人約會。」但當她父親反對她與這個男朋友約會時，亞比該

正如在這一章較早時討論過，CCIC權力差距大和階級領導結構這種政

拒而感到十分困惑，因為本來他父親給她全權選擇約會的對象：
「基本上他

追溯到她父親以前強迫她去教會，而她卻在那裡遇到這個男朋友；但現在是

治性的表達往往將CBCC在教會事工的參與邊緣化。令情況更糟的是，信

惑，對這件事感到那麼沮喪，以致她決定暫時離開教會：

找安慰及平安(Mammana-Lupo et al., 2014; Thiessen, 2015; Wong,

她父親拒絕她的選擇，她在理性上不能接受這個決定。亞比該當時是那麼困

對，對，對。我十多歲時首先是爸爸想我去教會。由於他強迫我

去教會，我才遇到這個人，對嗎？那根本是不理性，對嗎？無論如
何，我就因為這樣而離開。

第二個問題是與教會的領導層在處理牧師的衣著時的那些不透明和沒

有明文表達的規定有關。她以前的青少年牧者因為他的衣著而受到譴責時，
亞比該將這歸因於這套包含在華人文化中令人費解的社交規範。當時，她和

很多其他英語會眾都感到牧者受到不公平對待，他們覺得長執會是「虛偽」。

2015)。對這個研究的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來說，教會的衝突這個課題最好
用以下問題來探討：

Q64：[教會是否充滿]內部爭吵或衝突？

圖3.17：內部爭吵或衝突
100%
90%
80%

但在受訪時，她卻將這指控升級，稱那事件為成年人的屬靈虐待：
「現在我實

70%

弱的人。」

50%

際上會稱它為成年人的屬靈虐待，利用屬靈權柄和屬靈權威去傷害比較脆

不過，亞比該將虛偽最糟的認知不一致歸給自己，她記得當她看到自己

的信仰與教會的教導完全錯位時，在崇拜中途跑出禮拜堂。亞比該描述那經

驗為教會掌試向她「洗腦」。那可怕的交往是那麼具破壞性，以致在她簡短的
回答中，她提到「洗腦」這個詞語幾次，稱整個經驗為虛偽。她說：

實際上，我[在]崇拜期間跑出去，我並不[清楚]記得，我實際上

60%

29.3%

25.8%

26.7%

33.9%

45.2%

44.0%

40.3%

LA

SND

A&A

32.9%

33.5%

35.6%

22.9%

22.0%

19.2%

44.2%

44.5%

Total

HE

40%
30%
20%
10%
0%

不是

沒有回應

是

對電子調查調查問卷的分析顯示，教會的衝突不一定是引致CBCC離開

離開，好像說這是──這是──這是廢話。我被洗腦。我有這個

信仰群體的一個很強的因素，因為整體回應顯示有44%的人回答說「不是」

開，跑了幾條街。我在哭，我在[說]，這是荒謬的，那麼虛偽，諸如

說「不是」。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在各個類型中，LA的感受最負面，差不多有

古怪的啟示，我被教會洗腦。那時我可能是十六或十七歲。我離
此類，就好像我剛被洗腦，我討厭這個地方，這是不對的。我感
到自從小時候開始，我便被洗腦，我被洗腦接受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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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群體中的衝突和醜聞也引致會友切斷與信仰群體的聯繫，去其他地方尋

(圖3.17)。這感受在各個宗教類型中出現，每個群組都有超過40%的人回答
36%回答說「是」，與HE的33%，SND的29%和A&A的25%相比。這感受與
這一節探討的LA受訪者的經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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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政治可能是更多地與領袖運用權力和權威有關，而內在的衝突可

以在CCIC的所有層面發生，由光譜的一端去到另一端都會發生──例如，

對某些問題的輕微意見不合──到另一極端，會眾就事工實踐、價值觀和文
化面對對抗性的不和。在所有受訪者中，教會內部衝突是一個一貫的主題。
由個人的仇恨(例如亞比該[LA]的父親與另一個長老的長期爭執) ，到設施

的安排(例如米利暗[HE]對音響部門的抱怨)，以及到會眾的爭論(例如亞比

該[LA]講述關於國語會眾和其他會眾之間的分歧)。很多受訪者有時將衝突

來對她叔叔和父親的傷害，以致他們被視為被「驅逐」的一群，因此，她「整家
人也」連帶「感到被驅逐」。這經驗產生的傷害在她的意識中留下一道不可磨
滅的疤痕，以致她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衝突，即使是要切斷與教會的聯繫。
結果，在參加另一間教會，重新經歷到受歡迎時，路得透過衝突的視窗來描
述安頓下來的決定：

描述為「戲劇」(drama)。撒拉(HE)講述會眾之間的問題爆發，她的教會失

他們非常非常歡迎我和開放，我認為那對我姊姊和我怎樣看教

和英語會眾分裂的同性戀問題時出現的「戲劇」，以及它怎樣使他繼續留在

印象。

落了它的使命時，
「戲劇」怎樣妨礙她的成長。達太(SND)談及在處理令中文
教會的決定上毫無幫助。最後，非比(LA)追溯這種戲劇的來源到她教會少數
的「長期會友」，他們在執事會，緊緊抓著權力和控制權：
「在這裡很長時間的
人都是有權的。」特別是在她的情況，為著翻新設備這個重要問題，
「戲劇」在
執事會和會眾之間出現，非比個人見證了衝突怎樣很快升級，由最初只是集

中在議案上，然後轉移到作決定的過程，最後針對某人，也就是主任牧師。有
些人開始質疑「他是否適合作主任牧師，因此很多人離開教會。」可惜她父母
也永久離開了本來參加的教會，到了另一間教會。

而且，這種「戲劇」或閃點的發生不限於會友之間關乎運作的爭吵，正如

米利暗(HE)那個關於怎樣管理音響系統的例子顯示。特別是對LA群組來

說，戲劇實在發生得太多，而且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人們描述衝突的方式

可以顯示青少年怎樣中斷與教會的關係，正如亞比該(LA)的敘述；或者像腓
力(LA) 的見證那樣，講述關於會眾分裂的故事。但衝突發生在事工領袖中

時，也可以非常有害。大部分時間，CCIC都不存在有效的衝突解決方法，正

如亞比該證明：
「沒有機制處理不同意見甚至衝突。」這些環境無可避免地引
致一些餘波，最終迫使領袖或牧者離開教會。好像這樣的經驗引致腓力「開
始懷疑甚麼[才可]令教會保持在一起。」

因此，對很多LA來說，在CCIC成長是充滿衝突的經驗。雖然這些事情

並非總是直接與CBCC有關，但即使身為旁觀者，他們仍然受到傷害。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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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詳細講述她在晚餐時聽到不滿的談話，是關於與教會長執會的衝突帶

會帶來新的亮光，那帶來影響，有些東西抹去我們對衝突的舊

被問及她會否考慮離開現在的教會時，路得回答說只有一個可能的原

因觸發她這樣做：
「避免衝突。」

不過，受訪者描述的最嚴重衝突集中在存在於CCIC那些會眾之間的爭

執，正如米利暗(HE)說：
「我見到最多的衝撞是在英語和所有華人會眾之間
發生。」留守群組的其他HE也有這種感受，雖然這不是引致較少聯繫的因

素，但卻是承認那是需要處理的問題。例如：拿俄米(HE)同情CCIC那華人
文化環境中的和諧：
「我珍惜……華人文化，[因為它]十分重視群體。」撒拉

(HE)也有同樣感受：
「但我真的，真的珍惜我們的多文化、多語言教會。」但

LA卻沒有這種感受。例如：馬利亜(LA)將會眾間的衝突歸因於偏袒年長的
第一代華人會眾，視本地出生的人為次等這種文化偏見：

華人仍然像華人……你要以某種方式做事情來[加以配合]。華
人教會總會論斷英語會眾所做的事。限制他們。但，你知嗎？外
表看來，他們好像：
「你們知道嗎？我們真的支持你們。」

同樣地，亞比該(LA)簡潔和坦白地描述存在於她教會那雙語、三會眾之

中的深刻分歧：
「國語和粵語會眾在爭鬥狀況中。」她進一步說：

他們處於一個狀態，甚至不想再爭鬥，因此廣東人建議他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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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離開。這個情況十分有趣。廣東人想離開，他們一塊錢也不想

好像不屬於中產的人，我感到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受到華人那邊

群組的身份投票。他們不想帶同說英語的人走，也不想帶同說

淨，他們便不想接納他。

帶走。整群會眾都想離開，他們已經以自己為一個群組和語言
國語的人走，我們現在就處於這樣的狀態。

這兩群華人會眾之間的爭執無可避免地影響到英語會眾，令長執會在

領導教會方面變得「失效」(dysfunctional)，不能提供任何清晰的解決方
法。因此，CBCC大部分時間感到沒有方向。

巴多羅買(LA)提出，在CCIC，衝突的來源在於英語和華人會眾之間

這種運作方式深深植根於華人教會的精神中，很難打破，因為「有些在

教會很長時間的人好像有最大權力。他們維持現狀。」非比進一步提出，問題
的根源可以很大程度上可以以華人和英語會眾之間的文化衝突來解釋，那

在於華人會眾的價值觀：以成功為取向，以表現為中心，以結果為導向。她總
結說：

不同的牧養哲學。英語會眾希望更投入，整合一個異象，超越只是挽留他

我認為由於很多亞洲人都很努力才達到現時的地位，所以他們

多自主，
「去誘發[更高的參與]和遷就」他們的需要。而且，如果移民那一代

有點像在說，
「為甚麼你不努力一點？」

們那一代的CBCC。這個異象和這種牧養進路是設計來容許英語會眾有更
放鬆控制，讓更開明的英語會眾可以歡迎他們參與，參加CCIC的非華人

會更感到受歡迎。但根據巴多羅買，華人會眾的異象和實踐集中在「會友

的大多數上[就是華人]，而這沒有擴展到英語事工。」他們的事奉取向傾以

節目為中心，而且「會運作很長時間」却沒有任何改變。那取向是「反應性」

(reactive)，並不真正知道「教會走向哪裡。」這樣的衝突對巴多羅買個人產

生影響，因為對他來說，這種事工精神對教會是「有害的」，也妨礙他成長。在
認真地考慮離開教會時，巴多羅買說：
「我想參與一些有意義的事工，而不是
就只關乎文化的事情與華人會眾爭執。那根本不值得。」

最後，非比(LA)與巴多羅買有類似的感受：教會文化和它的價值觀妨

礙CBCC的成長，特別是它偏好「安全」，這在華人教會的牧養哲學中反映出

來。以「安全」或迴避冒險的心態，華人教會傾向抗拒創新，也不「向新觀念開
放」，而英語教會則有熱誠去冒險和包容別人。非比(LA)總結說，如果「真的

[與華人]十分不同的人來到教會」，華人教會「會感到不自在，對與他們不同

的人感到擔心。」那不自在的感覺可能不限於種族，而是擴展到社會-經濟方
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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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例如他們不想有人從街上來，如果那人看起來不那麼乾

對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認為別人沒有他們做得那麼好。他們

總結 (Summary)
有毒害的文化和不健康的群體妨礙CBCC成長，也扼殺他們的熱心。因

為在改變CCIC的文化方面沒有進展而感到挫敗，在那方面又得不到機會
扮演主要的角色，很多LA認真考慮離開他們成長或與他們有多年聯繫的

CCIC，有些甚至已經採取行動這樣做。對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指向有健康
的教會群體這幅大圖畫，就如在檢視好像培育、CCIC玩弄政治、民族性太

強、不適切的教導和虛偽等個人維度，引向在這些維度之間的信仰聯繫有

相關性(也就是在參與程度較高的群體有較正面的感受，而在脫離程度較高
的群體有較高的負面感受)。不過，受訪者的經驗與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的

回覆並不一致，除了民族性太強和在CCIC經歷過衝突外。很多受訪者，特別
是那些在LA群體中的，都回應說他們的CCIC領袖太「政治」化，不能夠給予
合時和適切的教導，而教會則充滿內部衝突，信仰機構中也在很多方面出

現虛偽的情況。他們的經驗與很多對信仰群體的活力或者缺乏活力的研究

的結論是一致的(Penner et al., 2012a, 2012b; Smith [with Longest],

2009; Thoennes, 2008)，特別是在教會衝突這方面(Mammana-Lup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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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4)，群體虛偽和具封閉性(Bowen, 2010; Thiessen, 2015)、有不

適切的教導(Penner et al., 2012b)以及經驗膚淺、領導和適切等問題更加
特顯(Francis & Richter, 2007; Kinnaman, 2011)。

(40%)到「非常正面」(23%)的回應(圖3.18)。根據宗教類型進一步細分，可
「非常正面」(43%)的經驗；66% (51%+15%)的LA表示有類似經驗。對比

很多研究都強調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轉折性改變會引發那些在信仰傳統

中成長的人脫離宗教(Bowen, 2010; Francis & Richter, 2007; Penner
et al., 2012b; Thiessen, 2015) 。根據電子調查問卷，以下問題最恰當地
代表回應者在信仰旅程中反映的生命轉折經驗：

Q9：我今天關於神的信念與我成長時的信念不同。

起來，71% (39%+32%)的SND和77%(42%+35%)的A&A則有由「負面」到

「非常負面」的經驗。

與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一致，在退出群組中，轉折的影響明顯是負面

的。但在留守的群組的敘述中，這影響很大程度上沒有被提及。雖然大部分

A&A的受訪者特別提到其他引發他們放棄相信神的因素，但根據SND的敘

述，生命不同階段的轉折是影響他們信仰旅程的主要變量，是明顯和可以看

Q34：在這些日子，我因為太忙而不能定期出席教會聚會。

到的。在由中學到大學和由大學到工作中，SND的受訪者發現自己在轉換地

Q40：有時我的生活方式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方和改變生命優先次序；洽商一個可以延展的身份；與不同信仰群體建立新
的關係或重建舊的關係；以及面對學業上巨大的要求和嚇人的期望，要在學

Q41：有時由於地理上的遷移，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業和事業中調整和有出色表現時，在生命和信仰中面對前所未有的不確定。

Q101：我感到我個人對生活方式的決定受到教會成員論斷。

雖然HE和LA群組中很多人都有類似經驗，但生命轉折在影響SND脫離教

會這方面顯得特別負面。SND不上教會最明顯的原因是生命的優先次序改

圖3.18：生命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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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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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的感受，有63%表示與教會聯繫有相關的轉折經驗是有由「正面」
以對這經驗得出一幅比清晰的圖畫：83%的HE表示有由「正面」(40%)到

生命轉折 (Life Transitions)

90%

對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顯示，回應者對過往不同人生階段的轉折經驗

51.0%

39.9%

38.7%

50%
40%

41.9%

變，正如以斯帖說：
「我想由於現在我的生命很不同，我又很忙，我沒有將上

教會視為優先要做的事。我找不到……時間[回到教會]。」從SND的論述中，
他們改變優先次序背後有好些因素。這個研究在生命轉折這個廣泛的決定

性因素中，找到以下觸發的原因：成長的自然過程；職業調整；缺乏連結以及
教會搬遷作為參加的成本因素。以下一節會檢視成長的自然過程怎樣影響
SND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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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非常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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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15.8%

負面

LA
正面

非常正面

A. 成長的自然過程 (Natural Process of Growing Up)
青少年和青年在成長的過程和轉折的旅程中從一個地帶走到另一個地

帶時，他們無疑面對多重挑戰。轉折的經驗可以描述為阿默曼(1999)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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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現代性中的「流動和選擇」(mobility& choices)這雙重特點：
「人們不

教社交化過程很可能會改變。雖然電子社交媒體提供某程度的連結，但分離

沒有例外。就對著無論是正面或負面地看待信仰行使自決來說，生命階段的

分不同的學術壓力，基督徒大學生很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宗教參與的優先次

會一生都留在同一個地方，他們認為宗教是要選擇的東西」(p. 1)。CBCC也

轉折給他們一個機會脫離父母的影響，找出自己的成長的路。這可以在從中
學過渡到大學時發生，正如多馬(SND)提到他渴望試一試水溫：

我知道基督徒群體[中]的人總是談及，
「噢，你上大學時不能喝

酒，不能參加舞會，不能做這樣的事。」而我去與朋友享受樂趣。
我沒有找麻煩。我只是做[這樣的事]，你知嗎？那是當時的[社
交]規範。

從大學到進入工作階段的轉折也可以出現類似的困境。底波拉(SND)

生動地記得她的經驗：
「我完成大學，開始工作時，看見我的信仰有相當大的
改變，我變得獨立一點。雖然我仍然住在家裡，但身為成年人，我有多一點自
由。」而當她搬出去住後，底波拉便不再上教會，雖然這過程是逐漸演變的：

對，那是漸進的。我認為改變了的是，在我搬出去時，我不再生

活在父母監管之下。所以去不去[教會]完全由我決定，我認為從
那時開始，我便比較少上教會。

對那些從中學升到大學的人，一般來說，大學經驗可以被視為標誌著他

們成長為成人的里程碑。它代表一個時間點，是CBCC在成長的自然過程

中，開始有自主和獨立的生命，自行作決定，不一定需要倚靠父母的協助。

而且，正如奧巴馬總統(President Obama)(2016)在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的開學典禮的演講中說，在大學校園，有很多互相衝突但又吸
引人的觀念，而且人們以有力的方式來表達這些觀念。這樣，高等教育機

構是讓CBCC接觸多元思想，在智力上受到刺激，進行自由的性實踐，以及

序，特別是當在校園或校園以外，沒有那麼容易找到這些場所時。

對那些刻意為這種轉折作準備的CBCC來說，他們的教會在預先釐定這

轉折景觀是扮演重要角色。約翰(HE)講述那預備：

我們讀十二班，準備上大學時，當時的大學生會來分享他們的

想法，分享他們在大學時的掙扎。他們分享可能會有甚麼事發
生……他們也談及[成功和失敗]。

但很多CBCC在面對大學環境中偏好的多元精神時沒有好好準備。在

知識追尋、生活方式上面對多種選擇，而且大學校園也有不同宗教的信仰團
體，這些初進大學的人典型地經歷到「人生好像美食廣場」：你可以特別挑

選你認為或覺得是你自己的信仰或信仰系統。有好奇心去探討其他傳統，或
者接觸到不同觀念的基督徒可以選擇涉足不同團體或機構。有一旦進入大
學後「甚麽都可以做」這種想法，很多人受到世俗力量威脅，同時又受到性

自由和好像「泡吧(clubbing)」和「泡酒館 (pubbing)」(也就是從一間俱樂
部或酒吧到另一間)這些喜愛歡樂的社交實踐吸引。在這樣的環境下，走一

條仍然忠於基督教價值觀和信念的路無疑是令人生畏和非常富挑戰性的。
為了維持他們的屬靈方向，有些受訪者在校園積極投入自己信仰和種族的
社交網絡中(例如華人或亞裔基督徒團契)，表現高度的屬靈和文化同質性
(homophily) (Sepulavdo et al., 2015, p. 835)。不過，作為一個普遍的

現象，很多到遠離自己家鄉的巿鎮或城巿上大學的CBCC都改變委身和優
先次序，認為教會對他們不再重要，正如約書亞(A&A)承認：

有多元宗教展示的場所(Freitas, 2008; Hui et al., 2015; Gilliat-Ray,

[不參加教會崇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足夠的時間投入和不

去他們以前在家鄉的信仰群體中珍惜的親密的社交和宗教聯繫，他們的宗

序真的改變了。我寧願去戲院或者花一點讀書，[而不是參加教

2000; Small, 2011)。而且，如果他們讀的大學不在家鄉那裡，他們感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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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活動]。
很多受訪者都用「氣泡」(bubbles)來描述在父母和教會監管下成長那

種受保護，沒有嘗試接受不同觀念的真誠性的經驗，對那些受到想嘗試美食

我的朋友[圈子]擴展到不是基督徒的人，那時我真的掙開眼看
到世界是怎樣的。

社交化過程的一部分是適應一種與CCIC大部分教導相違背的生活方

廣場經驗的吸引，作為表達他們已經成年的CBCC來說，這是可以接受的社

式。CCIC否定以參加派對、喝酒和到俱樂部為標記的自由生活方式。有些

我的意思是，你上大學時，典型的情況是不再上[教會]，我就是這樣。我上大

脈，而「這樣做的最有效方式是與別人一起參加派對。」其他人則這樣做，藉

交規範，是很多人在進入大學時都選擇去實行的。例如：猶大(A&A)說：
「唔，
學後也失去很多朋友，[因為我們]離開了本來的城鎮。」他接著解釋這觀念

怎樣產生：
「[教會和父母]有這個一般的預測，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時會離開
[教會]，而我[也]離開。」另一方面，雅各布(A&A) 卻為「我尊重的人，好像教
授和我認為十分聰明的同學」表達的不同觀點而著迷。結果，對信仰的懷疑

人，好像多馬(SND)，想投入更大的社交網絡，藉以建立幫助發展事業的人

以一嘗多樣化的生活方式，正如夏娃承認：
「我在大學時，我們在夏天經常去
喝酒和『泡吧』。」以斯帖(SND)講述她「泡酒館」的經驗，以及它怎樣影響她
在大學時的教會生活：

滲了進來，他開始「提出問題，但我感到我[從基督徒或教會中]都沒有得到

後來在四年級時，我結識了很多新朋友，有些不是基督徒……

便積極尋找方法去放棄基督教信仰的真實性，受到非基督教材料的吸引，藉

睡到很遲]；我會因為宿醉太嚴重而不能上教會。

令我滿意的答案。」而且，那些好像摩西(A&A)的CBCC，當他上了大學後，
著追蹤網上無神論者和神學家的辯論滿足自己在智力上的好奇。他有點熱

心地談到：
「其中一場最重大的辯論是由漢姆(Ken Ham)和奈(Bill Nye)進
行的。那是其中一場最有力的[辯論，包含一些證據]真的堅定我離開教會的
決定。」但好像路加(A&A)這樣的其他人在類似的多元影響之下，卻只是緩
慢和迂迴地質疑他們的信仰。路加回憶說：

大概在大學二年或三年級之後，我開始質疑聖經的真實性，我
也開始尋找真理的旅程。我開始進行研究，你知嗎？包括哲學

[我們在星期六晚外出喝酒]。我在星期日會有其他事做[也就是
這樣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具挑釁性的多元觀念，以及擴大的社交網絡吸

引，大學環境無疑是一個溫床，讓上述受訪者主張生命獨立，過自己選擇的

生活，作為成長的自然過程一部分。但對很多SND和A&A的受訪者來說，這
種轉折經驗似乎令他們走上脫離信仰和屬靈群體的路。這個現象大致與電
子調查問卷的分析相符。被問及以下問題時：

Q25：我認為教會要求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完全是不切實際的選擇。

論證、道德論證和科學──整個領域，嘗試找出神是否真的存
在。

隨著CBCC在校園擴闊他們的社交網絡，很多人都與那些信仰價值觀和

他們不同甚至形成對比的人成為朋友，這些人的文化或宗教都與他們有距

離(Sepulvado et al., 2015, p. 835)。在這些社交化的過程下，他們的信仰
受到考驗，價值觀也改變。例如：夏娃(SND)回憶說：

在大學時，我真正留意到我會受到教會沒有教導的事情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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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在這些日子，我因為太忙而不能定期出席教會聚會。

圖3.19：對生活方式不切實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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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群組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從「正面」到「非常正面」地表達不同

意(HE：88% [39%+49%]；LA：82% [54%+28%])，而退出群組則

表示從「負面」到「非常負面」地表達的同意(SND：65%[48%+17%]

；A&A：80%[46%+34%])(圖3.19)。至於對在生活方式和優先次序作為成

長和轉折過程的一部分受到破壞性改變的SND和A&A來說，依從對保守生
活方式的要求事實上會被視為不切實際。
B. 職業調節 (Career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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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太忙以致不能出席教會聚會

24.0%

48.8%

70%

4.8%

26.5%

10%
0%

12.9%

30.6%

36.5%

30%
20%

14.5%

12.3%

36.0%

21.5%

11.7%

8.7%
5.3%

2.4%
0.5%
HE

Total
非常同意

同意

41.9%

LA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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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71%的SND表示有從「同意」(35%)到「非常同意」(36%)的反應，比

A&A(72%[30%+42%])稍為少一點，而LA和HE則分別有86%(36%+50%)
和97%(21%+76%)表示出由「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回應(圖3.20)。除
了因為忙作為不參加教會聚會的推動力外，對以下問題的回應表示生活方
式的改變是離開教會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Q40：有時我的生活方式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與那些在大學環境中的多元化，世俗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的多樣化，可能

令沒有準備的人被懾服而偏離信仰的不同，另一些SND却在由大學過渡到
工作時才開始離開信仰。雖然留守群組中很多人都同樣面對在工作要求和
參與信仰群體之間維持平衡的掙扎(馬利亜和利百加)，但這對SND的影響
似乎更嚴重。有些人似乎受到工作時間不固定影響，令他們不能恆常的參

加教會聚會，另一些人則指出職業改變和職業的要求是他們脫離教會的原

因。SND受訪者的經驗與這個群組在電子調查問卷的結果一致。在被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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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他在事業建立的路上落後於人，令他感到不安。在有機會與幾位中學

圖3.21：生活方式變更令教會出席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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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因為]我……想成功。」追求成功的動力的一部分是要求他星期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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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79%的SND回應是有從同意(47%)到非常同意(32%)的反應，是四

個宗教類型中遠為最高的(A&A：77%[34%+43%]；LA：49%[33%+16%]

；HE：29%[18%+11%])，顯示生活方式改變是令退出的群組不再出席教會
聚會的一個因素(圖3.21)。

但在更深的層面上檢視時，這些問題是聯接到羞恥、罪疚和更集中在外

在表現的屬靈觀, 而不是一個以饒恕、恩典和感恩這些基督徒價值觀的靈性
中來浮現。例如：夏娃(SND)投入醫療界，工作要求她輪值，因此不可能固定
參加主日崇拜，她開始產生罪疚感。她解釋說：

有些星期日我需要工作，[而即使不是這樣]，星期日也是我唯一

放假的日子……我不想起來[參加崇拜]。我要不是感到很糟糕，
就是懶惰。

隨著時間過去，發展出這種缺席的習慣，夏娃完全停止參加教會：
「我就

是不再在乎上教會。」

對馬可(SND)來說，經過兩年在海外宣教後，在回到加拿大時，與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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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和精力在生意上，這最終令他不能定期參加崇拜。他這樣將事情合理

整個星期我都沒有想到神。我是那麼投入到我的生意，建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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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非基督徒朋友一起開創一門小生意時，他投入其中，完全「被我的生意

9.3%

16.8%

生意，預備好，我認為我在整個星期都沒有做任何[屬靈]的事。
我不會說生意殺了我的信仰，[但]對我說那是我的焦點。
這經驗令他被困於選擇信仰和在生意上成功之間：

現在對我來說，我停止上教會是因為我被卡住。我感到神不是

我最[優先]的事情，因此祂完全不能成為任何東西……我知道
我現在關於神和宗教所說的話完全是錯的。

羞恥的感覺源自一種信念，如果「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祂就全然不是

主 」。這是他在教會成長時主導的教訓。對馬可來說，這個信念要求他實行

生活的方式是，在他不能達到視耶穌為他生命中一切的主這個高標準時，耶
穌在他的生命中便沒有位置。

同樣為了獻身於建立事業，達太(SND)在他父親的公司工作，是一位正

在冒起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士，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想證明自己是值得信賴的

僱員，而不會被人懷疑他有裙帶關係，達太為要回應支持客戶服務那艱巨工
作的要求時，
「每星期肯定工作60至70小時，包括星期日。」另一個推動他強
烈投入工作的原因是，他想：

留下自己的印記，而不是活在爸爸的陰影之下。因此在星期日
工作是其中一部分，而如果我星期日沒有工作，我在星期六也
會工作到零晨兩三點或甚至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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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他來說, 出席教會聚會便被推到較低的優先次序。

時，超過41%的SND的回應是表示有從「同意」(21%)到「非常

C. 母會的位置(搬遷)作為計算成本的因素
([Re]location of Home Church as a Cost-benefit Factor)
正如之前討論過，阿默曼(1999)指出，對後現代主義者來說，在描述他

們與信仰的交往時，有兩個特點非常突出：流動和選擇(p. 1)。可是，對一些
CBCC來說，流動卻反諷地不是一個選擇。由於在家鄉以外的地方求學，以
及因為職業要求而回到家鄉或到其他地方生活，他們需要搬遷。但對一些
SND群組的人來說，搬遷強調了地域轉移，即使在他們自己的家鄉，也會

在他們想參與他們成長的信仰群體時會產生干擾，這最終令他們決定終止

參加教會，正如雷納(Rainer)和雷納三世(Rainer III)證明那樣(2008, p.

73)。SND受訪者的這個經驗與這個群體電子調查問卷的結果一致。被問及：

同意」(20%)，是四個宗教類型中最高的(A&A：27% [18%+9%]

；LA：21%[14%+7%]；HE：15% [9%+7%])(圖3.22)，顯示教會或住所地域

位置的干擾很可能是SND群組比其他群組更多脫離教會的一個重要相關因
素。

例如，對達太(SND)來說，他一家搬到更遠的巿郊，令他到去巿中心的教

會聚會本來已經是很長的交通時間變得更長：

那時確實很困難，我一家搬到巿鎮東面的湯普森(Thompson)
時，教會離我家總是比較遠，星期日駕車到教會要花大約四十
五分鐘。

但對羅以(Lois)(SND)來說，情況幾乎相反，但卻有同樣的結果。她的教

Q41：有時由於地域上的遷移，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會在她讀大學時由巿中心搬到巿郊。羅以那時在巿中心居住和上學，對她來

圖3.22：由於地域上的遷移而令教會出席率下降

入職場後生命優先次序和其他改變，她對教會的參與進一步減少：

說，到巿郊與信仰群體聯繫需要花時間和努力，這對她並不吸引。加上在進

我記得大概在讀大學或完成大學後不久……有很多改變，包

100%
90%

29.3%

80%
70%

48.1%

51.6%

29.3%

50%

30%
20%
10%
0%

32.3%
30.8%

25.8%
17.7%
13.4%

8.6%

9.2%

13.9%

HE
非常同意

同意

17.7%

7.2%

7.2%

Total

21.3%

20.0%

LA
不同意

SND
非常不同意

括教會搬遷，我在大學很忙碌，而當大學完結時，我開始工作。
因此那五六年真的很混亂。我只知道我讀大學時，教會仍然在
巿中心，到我讀完大學，開始工作時，教會已經搬到湯斯維爾

66.5%

60%

40%

40.3%

9.7%
A&A

(Townsville)，而那裡遠很多，不容易去到。

但對其他人來說，情況剛好相反。很多人因為工作或移居關係，要搬到

離母會更遠的地方。例如：夏娃(SND)為了身為救護人員，要輪班工作，所以

搬到巿中心。但她的搬遷伴隨著停止了參加教會聚會，正如她毫無掩飾地說：

「三年前我來巿中心時，[對]，我不再定期到教會。」以斯帖(SND)有類似經

驗。從大學畢業，搬回家鄉後，她不再與家人居住在巿郊，而是搬到離辦公室
更近的巿中心。隨著這搬遷，她不再上教會：
「當我搬到巿中心時，便完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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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上[教會]。」
整體來說，這些受訪者表示，在考慮地域遷移的因素後，繼續與相同的

新居所附近的不同教會後描述這吊詭：

信仰群體交往的成本和效益並不相稱。不過，這引致他們為甚麼不參加較接

每次經過大約三,四或五個星期後，我便十分清楚知道，很容易

一個關於生命轉折更深刻的問題，是關乎這個群體的人以前與母會或大學

主日崇拜外，我也準備參加好些小組或上主日學，而那好像雞

近他們居住的地方或他們的社區的其他信仰機構這個問題。答案部分在於
的屬靈圈子建立的屬靈和社交聯繫終止的。這會在下一節討論。
D. 缺乏屬靈連結 (Absence of Spiritual Connectedness)
宗教社交網絡和親密關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們需要時間建立和

演化。但當它們一旦被破壞，無論是甚麼原因，都不能輕易地在其他地方的

群體或在同一個群體中被取代或重建。因此，那些受到影響的人會強烈感到
失聯，這會觸發他們脫離群體和信仰，正如馬大(SND)在與CCIC一位好朋

友關係破裂，又沒有復和後表示：
「我離開我的教會，因為我不[再]感到人們

歡迎我。」很多因為教會(例如羅以[SND])或居所(例如達太[SND])搬遷而停
止在母會聚會的受訪者真的嘗試與附近的信仰群體建立新的聯繫。不過，他
們沒有建立或保持穩定的出席。以斯帖(SND)見證這經驗：

大約兩三年前，我嘗試過去另外幾間[教會]。我有個在那個團契
[小組]的耶魯朋友搬到巿中心，他上這間教會。因此有時我會和
他一起去那裡。但那只是大概兩三個月一次。

夏娃(SND)回應說：
「我去過其他教會，是的。不是好像我不曾去過，只是

[我]不再在乎上教會。」

對這些受訪者來說，令他們不能投入這些新的信仰群體的一個主要因

素在於，他們沒有能力創造所需的粘連，重建與他們在母會曾經有過那種令
人滿足的連結相似的經驗。這肯定是夏娃(SND)的希望，但卻無濟於事。而

對達太(SND)來說，他發現這經驗是雞和蛋的難題：他需要成為一個群體的
108

一部分，才能有歸屬感；但他首先要參與，才能夠產生同樣的歸屬感。他來往

與那間教會發生的一切失去連結，而沒有真正投入其中。除了
和蛋，我在教會並不真的感到自在，因為我並不真的感到我是

那群體的一部分。但因為你沒有參與任何其他活動，你不會真
正成為群體的一部分。

友尼基(Eunice)(SND)經歷到同樣結果，但卻是從不同角度達到：由於

生命轉折而無力再打造屬靈的親密。友尼基講述她在大學年間在信仰中成

長，認為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與她一同居住的基督徒，反映朋輩在塑造青年
人的信仰上是一個決定性因素(Barry & Christofferson, 2014)。被包在

她居所那個小圈子中，友尼基和她的心靈伙伴創造了一個聖所，彼此支持並
維持問責和禱告。她高興地回想那親密：

我們四個人一起生活，我們每星期都有問責和禱告聚會。有一
年我們一起在長執會事奉。我們十分親密，也可以分擔彼此的
擔子和困難。我認為持續友誼和親密大大增強我的信仰。

但友尼基在校園經歷的這種屬靈親密並沒有好好預備她轉折到離開學

校後的生活。回到她家鄉以前的信仰群體後，友尼基發現不可能重新創造同
樣強烈的屬靈興奮；她因為兩個原因而感到無法投入。一方面，與教會以前
的朋友的關係在離開了幾年後需要重建。很多以前的同伴要不是因為工作

關係已經搬到其也城巿，就是因為彼此分開了幾年後變得疏遠。根據友尼基
的感受：
「與教會以前的朋友重新連結是困難的。」另一方面，她以前大學的

心靈伙伴分散各地，不再在她身邊繼續實行屬靈問責。要重新建立或刻意培
養深刻的關係需要多年時間，友尼基對此感到畏懼，她也感到迷失，開始與
曾經與她很親密的教會疏遠：
「這我是我不再去那裡的另一個原因，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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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去。我知道我的心並不真的在那裡。」
雖然轉折的干擾在受訪者離開信仰方面有重大影響，但除了考慮成本

效益和上教會的不方便外，很多人都指向他們關注的另外兩方面。第一方面
聯繫到這些受訪者描述的為對植根於以外在表現推動的宗教規條，而不是
以身份為基礎的靈性感到不足：一種對主張依從已界定好的基督徒標準的
宗教行為或實踐。友尼基(SND)明顯展示了這種靈性：

現在，我仍然相信神。我仍然相信耶穌，但我會說我的生活方式

並不承認神[的位置]。因此我不會自稱基督徒，因為我在自己生
命中看不見神，我也沒有好像神是我的神那樣來生活。
夏娃(SND)有同樣的確信，不再描述自己為好的基督徒：

我不一定做很多好的基督徒會做的事情。上教會，查經，參加祈
禱會，以及我在比較年輕時認為基督徒要做的所有其他事情。
我感到你做那些事情，而那令你成為基督徒。

這種扭曲的邏輯──你要做某些事情才可以成為好的基督徒，而由於

你不是好的基督徒，你便不再是教會的合法成員──把她的立場合理化，容
許夏娃逃避她從不再是以前所屬的群體信譽良好的成員而可能產生的罪疚
和羞恥感。同樣，在做小生意時追求成功的生活方式時，馬可(SND)有同樣

的心態，他不再能夠將信仰放在首位，包括高於他的事業。因此，他感到他不
能活出視神為他最終「首位」這神聖的期望：

我仍然被困於職場心態中……因為神不是我的首要，而如果我
說神不是我的首要，而你又不能做甚麼，那[表示]我完全，是完
全忘記神是怎樣恩慈或神是怎樣饒恕的整個歷史。

在不能與信仰群體就恩典和饒恕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下，這些受訪者對

他們不能達到較年青時受到教導的那種標準和期望，採用失敗和羞恥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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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正如底波拉(SND)進一步見證：

那時我有時感到罪疚，即使現在我仍然感到罪疚，但我猜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那感覺便會消失，而隨著你更習慣不上[教會]，
那感覺會漸漸減弱。

大部分受訪者都強烈地表達的第二方面是，他們發現，在他們誤入歧途

時，以前的信仰群體沒有給予支持。例如：被問及牧師或教會的領袖有沒有

聯絡她，有沒有查問她為甚麼離開時，羅以(SND)以失望的語氣冷靜地回答

說：
「沒有。」心懷不滿和怨恨，有些受訪者感到被遺棄和出賣。底波拉(SND)
因為自己雖然花了多年與會友建立關係，但在停止聚會後卻沒有人接觸她

而感到怨恨。她感到驚訝：
「我離開教會，原來那沒有甚麼大不了？似乎沒有

很多人關心。」由於這個原因，她這樣總結她的感受：
「我從沒有停止相信神，
或認為自己不再是基督徒。我只是對教會感到厭惡。」同樣地，友尼基(SND)
也因為她以前的教會，特別是牧師和其他領袖，沒有聯絡她而感到震驚。結
果她心靈產生受傷和被出賣的感覺。這經驗開始一個惡性循環，增強她的

後退：
「我不上教會，也沒有人聯絡我；而由於沒有人聯絡我，[我便不再上教
會]。」她憂愁地講述她的失望：

我兩個月或多一點沒有上教會後，發覺教會沒有人找我，問我
在哪裡，或者看看我怎樣，向我問責或關心我，或問我是否安

好。這令我感到深受傷害。我認為那很大程度上令我不再回去。
我幾乎在想，如果有人打電話問候我，鼓勵我回去教會……我

是會回去的。因為我感到為甚麼連我自己的牧師都沒有找我，

或至少顯示他關心我的屬靈健康，令我感到深受傷害和疑惑。
但當領袖有聯絡他們，給予支持的時候，也並非總能展示對受訪者有敏

銳心態或理解他們在事業上的挑戰，這情況是明顯的。夏娃(SND)詳細談及
她以前教會那種論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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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令我感到不是味兒的事,[是]我是英語會眾中其中一個

總結 (Summary)

期日不上教會而令我感到不安。或者如果我放假，他們則說：
「

對很多人來說，生命轉折都是錯綜複雜的經驗，人們通常需要在生命週

首先開始在星期日和週末輪班工作的人。最初他們因為我在星
為甚麼你星期日不來教會？」或者如果我在星期日早上放假，他

期不同階段摸索新的或複雜的領域。毫無疑問，當轉折發生時──例如進入

之前連續工作了十四小時，我不能來。

和青少年嘗試未經試驗的新觀念、多元文化或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些改

們便說：
「為甚麼你星期日早上不來教會？你不用工作。」唔，我

電子調查問卷中那些屬於退出群組的回應者也感到教會群體和領袖那

種論斷的態度。被問及：

Q101：我感到我個人對生活方式的決定受到教會成員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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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12.5%

14.7%

LA

SND

HE
非常同意

同意

根源，CBCC進一步受到挑戰(Wong, 2015)。正如很多SND坦白地談及他

們與信仰和參與群體搏鬥：就是在成長的自然過程中，在適應職業要求，面
對母會或自己居所的搬遷，以及在朋輩和會友中尋找或重新建立曾經很熟

不同意

對SND和A&A群組的受訪者來說，生命轉折是令他們終止與族裔的

CCIC群體聯繫的其中一個原因，很多人表示在這樣做時感到羞愧和罪疚，
並抱怨說在過程中缺之乏牧養關顧和支持。這種相關性在SND中最強烈，
卷的回應者一致，就關於搬遷對信仰和群體聯繫的影響，生活方式改變，太
忙以致不能上教會，以及對生活方式不切實際的要求這些個別問題，兩者

的反應也是一致的。信仰的投入程度越高，便越不受生命轉折的改變影響；

38.7%

26.8%

20%

多元的影響解構和重塑。作為一個群組，由於他們的族裔身份和在CCIC的

在A&A中程度低一點，受訪者不單在整體生命轉折的問題上與電子調查問

32.0%

36.8%

50%

4.8%
22.6%

80%
70%

變要不是帶來盼望，機會和在信仰聯繫中成長，就是價值觀和信仰被世俗和

悉和親密的屬靈連結。

圖3.23：感到因為生活方式決擇而被論斷

90%

新學校，建立新關係，或恢復與以前的同伴交往，在信仰環境中成長的少年

A&A

非常不同意

時，SND和A&A群體都表達從「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回應

(SND：53%[39%+14%]；A&A：72%[45%+27%]；與LA：46%[34%+12%]
和HE：37%[27%+10%]相比)(圖3.23)。正如在分析「性和性取向」(sex &

投入程度越低，宗教性和信仰發展也越低。而且，SND的經驗與近年研究

(Francis & Richter, 2007; Penner et al., 2015, Rainer & Rainer III,
2008)的結論是一致，也就是生命轉折、改變生命的優先次序和太忙碌，都
與減少出席教會和投入信仰群體高度相關。最後，隨著羞恥和罪疚逐漸浮

現，CBCC顯示這種情感是與深藏於亞裔文化中關乎榮譽和羞恥這些特徵
是一致的(Tokunaga, 2003; Wu, 2012)。

sexuality)時會解釋，A&A群組因為不同原因而感到在CCIC群體中被論
斷。但在這兩個群組中，這種態度都同樣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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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的困惑 (The Conundrum of Romance)

A. 破裂的浪漫關係(Fracture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戀愛關係對青年人來說是身份和屬靈發展的重要來源，因為情侶之

達太(SND)講述他在母會與一個女性同輩穩定地有富意義的關係，最終

間持久的親密傾向強化他們共同的價值觀、生命志向和信仰(Barry &

發展到談婚論嫁的階段。但由於她得到呼召要成為宣教士，所以與他分手。

2009)。作為屬靈場所和族裔社交中心，CCIC是讓這些關係萌芽和成熟的自

好些年，當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差，我們終於分手時，我減少上教會，我猜我就

Christofferson, 2014; Barry, Madsen, Nelson, Carroll, & Badger,

然環境。而且，大學校園也是開放和肥沃的地土，讓強而有力的社交聯繫可

以發生，發展成戀愛關係(Freitas, 2008)。健康的浪漫關係往往帶來延續終

生的持久委身，而感情破裂則可能引致身份破壞、憤怒和情感混亂(Barber,
2016; Fisher, 2016)。這種動盪的經驗實際上可能引致個人宗教信念和委
身動搖，向神抱怨那浪漫關係沒有成功，甚至歸咎於神。

就這個研究來說，電子調查問卷中沒有特定問題來量度戀愛關係的強

度和信仰的強度之間的相關性。不過，從受訪者的角度，一些CBCC終止與

教會的聯繫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浪漫關係這種有點微妙的經驗，而關係破裂

大大影響他們與CCIC的持續聯繫。在各個宗教類型中，三個來自LA群組的

那破裂的關係為達太與教會的聯繫帶來巨大打擊：
「我在教會與某人談戀愛
是感到不自在。」不知道怎樣以成熟的方式處理那段破裂的關係，也得不到
足夠的情感和屬靈支持，令他落入羞愧和逃避之中：
「我真的避開這個人，

因為那令我尷尬和不自在，而[不上教會]是容易的解決方法，可以避開那個

人。」這經驗，加上那時他一家剛好搬得離教會遠一點，令他不再出席教會。
友尼基(SND)也描繪類似的圖畫。在從大學回到家鄉，並予在重建可以

與大學那親密的圈子相比的關係那些轉折的混亂中有所掙扎，於是友尼基

在與一個非信徒的戀情中尋求安慰。那關係令她落入一個惡性循環：令她更
不想上教會。友尼基說：

受訪者(亞比該、巴多羅買和馬利亜)顯示浪漫關係的破裂在他們的屬靈旅

我的信仰已經不強，[因為]我根本不想上教會。我不想重燃與神

們重新與信仰群體聯繫。但對很多SND群組的人來說，破裂的浪漫關係或後

中……更令我不上教會。

程中確實製造了傷痕和創傷的經驗。不過，他們最終找到支持和醫治，令他
來透過與不上教會的人或天主教徒產生戀愛的委身而結婚或同居，是重大

脫離教會聯繫的原因。總體來說，浪漫關係要求重大的情感承諾，以致它的
破裂或讓非基督徒伴侶投入其中，都會令參與戀愛的人的價值觀和屬靈態

度改變。就前者來說，關係破裂時，由於兩個原因，維持與信仰群體聯繫並不
容易：前伴侶在信仰群體中出現，令仍繼續的參與那群體顯得困難或尷尬；
而且伴隨那關係破裂而來的失敗或羞恥感令他們離開那個場所。對後者來

說，與教會聯繫可能是不可取的，因為他們可能由於選擇了非基督徒伴侶而
被標籤，因為這種做法在CCIC中被視為禁忌。無論怎樣，這種浪漫關係的難

的關係。所以我讓自己與不是基督徒的人約會。而留在那關係

那段關係秘密地維持了兩年半，友尼基也沒有告訴父母，怕他們不同意：

「我也沒有告訴父母那段關係。所以他們不知道我和人約會。」沒有好像她

以前和心靈伙伴那種有意義的屬靈關係，又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選擇去取
代她在與非基督徒男朋友那浪漫關係中的情感投資，友尼基發覺自己陷入

情感混亂之中：
「我和那人約會，知道那是一種沒有出路的關係，但卻沒有預
備好也不願意與他分手。」

題都是令人脫離信仰群體的決定性因素，以致SND群體中有一半(底波拉、
以斯帖、友尼基、羅以和達太)都對這特定經驗，以及它怎樣終止他們與信仰
群體的關係和改變他們的信仰旅程給予負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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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非基督徒的浪漫交往改變人生的優先次序
(Romantic Engagement with Non-Christian Partners Alters
Life Priority)
皮尤研究中心(2016)指出，
「現時在混合宗教婚姻中的成年人，與和有

相同信仰的人結婚的成年人相比，宗教性弱得多」(p. 11)。這個結論同樣適

用於這個研究的SND回應者，他們與信仰不同或沒有信仰的配偶或同居伴

侶的戀愛關係令他們放棄與信仰群體的聯繫。例如：雖然破裂的浪漫關係是
影響達太和友尼基離開教會的重要因素，但它卻令以斯帖更在與非基督徒

伴侶的同居關係中尋求安慰。與達太相似，以斯帖在中學第十一級時與另一
間教會的一個基督徒談戀愛。由於大家的教會不同，她開始與男朋友的圈子

交往，並到他的教會聚會。但當他在大學三年級與她分手時，以斯帖便「停止
上[那間教會]，因為他在那裡，對嗎？之後我想，我就是不想再見到他。」作為

會：
「是的，我認為可能有。我認識他這前已經沒有穩定出席，因為我在認識
丈夫之前幾年已經搬到外面住。但那可能是另一個推動因素。」

底波拉為當時為甚麼她不想上教會，透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是與以

斯帖之前在教會那破裂的浪漫關係相似的。被問及那是不是令她離開教會
的一個原因時，她回答說：

我認為是的。我曾與教會中某人談戀愛，我猜那令[我]不想再去
那裡[的原因]。我從多倫多回來後，我仍然去「活水教會」，那時
我仍然有事奉，我開始與一個剛來教會的人有約會。

那關係維持了六個月，當它結束時，底波拉感到「被出賣和憤怒」，因為

安全網，以斯帖回到她少年時的教會，但卻面對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她以

在她不知情下，她的前男友繼續與舊情人來往，而且沒有坦白說出那段持續

搬走。結果，她「停止去我的母會。」在這個時候，以斯帖的屬靈旅程有重大的

督徒談戀愛的教導是否合理，因為她那段愛情沒有實現：
「我猜發生的事明

前的社交網絡已經不再存在，因為她以前的朋友在其他地方上學，或者已經
轉折。她放棄了之前在校園基督徒團契的領導角色，選擇世俗的生活方式，

開始與學校的非基督徒朋友交往，嘗試在新的社交網絡中找到安慰。透過與
一個非基督徒同學一起喝酒，以斯帖開始與他產生感情，最終與他同居起

來。這完全改變了她的生活方式和優先次序，因為她要考慮男朋友的非屬靈
價值觀和世俗的生活方式。結果，上教會已經不在考慮之列。對以斯帖而言,
這是改變生命優先次序，她這樣解釋她的離開：

由於現在我的生命十分不同和十分忙碌，我沒有將上教會當然
優先要做的事。我也沒有時間上教會。我們忙於處理很多其他
事情。我們通常會在週末外出，或者參加教會群體是次要的事
情。

在與非基督徒或不上教會的人談戀愛方面，以斯帖不是這個群體中唯

一的一個。例如：底波拉與一個名義上是天主教徒結婚。雖然她沒有將她脫

離教會完全歸因於她的婚姻，因為在他們談戀愛時她已沒有上教會，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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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確實有助令她更遠離教會。她這樣推論那關係有沒有阻止她參與教

的關係。整個經驗迫使底波拉不單衡量那關係，也質疑教會關於只應該與基
顯是[那關係]沒有成功，我猜我感到被那人出賣，我也感到被[教會關於談戀
愛的教導]出賣……我不知道我受到甚麼教導。」被出賣的感覺令她將約會

的選擇擴展到其他信仰的人，最終與一個名義上的天主教徒結婚，他在她生
命中出現，無疑改變了她對離開教會的看法。

最後，對羅以來說，她離開CCIC的原因並不是那麼強地聯繫到她的丈

夫，更強烈的是她對與童年的朋友失去連結的經驗。不過，她的婚姻確實令

任何重新投入教會的想法變得複雜。羅以的丈夫祖籍德國，小時候是天主教
徒，但現在只是名義上信奉天主教。她這樣描述她家庭的信仰圖畫：

他不上天主教會，但我們都信神，我們也嘗試有好基督徒的表

現，但我們在星期日不上教會。我們找不到我們喜歡的教會。但
我多提一句話，我們其實沒有真正花時間去找一間我們喜歡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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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生命的優先次序以及在選擇去甚麼教會(也就是多元文化教

會還是CCIC)時的複雜性對羅以來說成了重新與信仰群體連結的一大障
礙。

總結 (Summary)
簡單來說，就關係破裂和與非基督徒及/或不上教會的配偶或伴侶交往

來說，戀愛的困惑在塑造很多SND受訪者離開教會或可以與信仰群體重新
交往的決定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在這研究的發現與巴伯(Barber)(2016)
和費希爾(Fisher)(2016)關於破裂關係的研究，以及弗雷塔斯(Freitas)
(2008)關於渴望「建立關係」的研究一致。

Q88：根據我的經驗，教會的講道不能幫助我過有意義的生活。
Q97：根據我的經驗，教會在講道中處理艱難的課題。

Q99：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讓人們加深與耶穌的關係的地方。
圖3.24：CCIC關於社會和智力問題的教導
100%

6.5%
18.7%

90%
80%

36.6%

47.4%

70%

53.3%

50%
40%

44.0%
41.6%

是有神的信仰和建基於科學及實證推論的邏輯思維是水火不容(Baker &

Smith, 2015; Francis & Richter, 2007; Kinnaman, 2011; Thiessen,
2015)。拋棄信仰信念的邏輯進路是漸進地出現的，因為背教者傾向在一段
長時間中發展出疑惑和某程度的複雜思維去挑戰他們的信仰(Altemeyer
& Hunsberger, 1997; Caplovitz & Sherrow, 1977; Galen, 2014;

Hunsberger et al., 1996; Hunsberger & Brown, 1984; Hunsberger

et al., 2002)。雖然電子調查問卷沒有對應本地出生的受訪者面對那智力複
雜性冒起的問題，但對以下問題的答案最能夠提示我們理解回應者怎樣描

述CCIC關於好像科學和社會公義等理智和社會性問題的教導，以及CBCC
怎樣看「辣手的課題」，作為代表CCIC怎樣處理很多信徒──特別是A&A
群體──在信仰旅程中面對那不斷增加的理性主義：
Q68：不適切的教導。

Q75：不支持社會公義。
Q77：堅實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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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41.9%

20%
10%

研究指出前信徒因為多種原因而放棄相信神存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43.5%

60%

30%

智力複雜性的冒起 (Rising Intellectual Complexity)

41.3%

0%

16.8%

9.1%

2.5%

13.5%
1.9%
LA

1.9%
HE

Total
非常負面

負面

正面

26.7%
1.3%
SND

8.1%
A&A

非常正面

電子調查問卷的研究提示，大部分回應者過往對CCIC關於社會和

智力問題的教導的經驗都是正面的(圖3.24)：在整體回應中，差不多有

81%都反映有由「正面」(44%)到「非常正面」(37%)的回應。基於宗教類
型進一步細分對這經驗提供一幅更清晰的圖畫，89% (42%+47%)的

HE，84%(43%+41%)的LA，以及72%(53%+19%)的SND都有指出從「正
面」到「非常正面」的經驗。對比起來，50%(41%+8%)的A&A有由「負面」
到「非常負面」的經驗。因此，對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來說，CCIC的教導

對 HE 、LA和SND很可能不是離心的因素，令他們脫離信仰和教會。不過，
對A&A來說，它卻是他們離棄有神信仰的具影響力因素。正如我們會在這

節解釋，A&A受訪者指出，智力複雜性增加是他們離開的關鍵因素，而來自

CCIC教導卻沒有針對這些問題。當有給予教導時，卻證明是不足、不合時和
不適切的，這個主題與電子調查問卷中對A&A的分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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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A&A受訪者成長時都是典型的本地出生基督徒，因為父母的宗教

信仰而被帶到教會。A&A組別中有些人在青少年時期承認具有信仰，強烈
信奉基督教信念和實踐屬靈操練，好像靈修和參與教會事工等。例如路加

(A&A)這樣回想他的經驗：
「對，我頗為固定地靈修，開始讀經和祈禱；一星
期幾次。」而且，很多A&A都參與事奉，在青少年團契(例如在中學做輔導

員)、崇拜和大學校園中華人或亞裔人團契(例如雅各布和路加)中擔任領導。
他們參加短期宣教和「中學生春令會」(Teens Conference)，是在多倫多

的春季休閒週中舉行的中學生週年聚會(例如摩西)。在路加的情況，他甚至

回應講壇的呼召，將生命奉獻給神，在回應那呼召時眼中含淚。但同時，這個
群組也受到非宗教的影響。世俗主義在過去幾十年都主導西方文化，它在遍

佈學術課程和社交媒體及其他地方的文化環境中推動多元的議程。進化論、
宗教多樣化、道德相對主義、反傳統的性取向、反建制和反權威的詮釋學只

是這個研究的受訪者和回應者在成長時被灌輸的教導和被影響的一些例子
(Wong, 2016)。雖然他們在CCIC的成長中似乎受到正面的宗教影響，但正

如因為在這節稍後會探討的原因，A&A群組的CBCC選擇放棄對神的信仰，
正如以撒(A&A)說：
「我認為最終令我不再上教會，也不再作基督徒的原因

是我個人不再能夠相信。[因為]……理智上，它[信仰]並不合理。」A&A九個

受訪者中，有六個提出有力的論述，引述不信是他們離開信仰和教會群體的

原因 (以利沙伯[Elizabeth]、以撒、雅各布、約瑟[Joseph]、路加和摩西)。
A. 科學和信仰：零和博弈
(Science and Faith: A Zero-sum Game)
根據近年的研究，北美年青基督徒中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基督教是

反對現代科學，教會作為信仰機構，整體是反科學的，因此在智力上是落後

的(Kenneson, 2015, p. 9; Kinnamen, 2011, p. 131)。同時，很多無神論

者都十分重視「建制科學，以『科學和宗教之間那神話化的戰爭』來塑造他們
對世界和他們的經驗的理解」(Baker & Smith, 2015, p. 204)。對在世俗

課程中受教育，強調科學和進化論的CBCC來說，他們對神的信念可能受到
120

經驗和邏輯分析影響。對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來說，對以下問題的答案代表
他們怎樣走這旅程的一幅綜合的圖畫：

Q9：今天，我關於神的信念與我成長時不同。
圖3.25：信念與小時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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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調查問卷的分析結果顯示，61% (34%+27%)的回應者表示他們對

神的信念與他們成長時不同(圖3.25)。基於宗教類型進一步分解更深入研

究回應：大約51%的HE表示有從「不同意」(32%)到「非常不同意」(19%)的
回應。不過，對其他群體來說，那趨勢卻朝相反的方向走：64%(37%+27%)

的LA和72%(44%+28%)的SND表示有由「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反應。最
後，超過82%(37%+45%)的A&A表示從「同意」到「非常同意」地指出他們

對神的信念與成長時的不同。雖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清楚指明改變是

朝哪個方向發生，是正面還是負面，根據HE群組的本質，他們的不同意指向
信仰穩定地成長，對神的信念沒有太大改變；而對其他三個群組來說，轉變
指向離開信仰的態度增強，而以A&A的回應程度最高。

正如在較早時討論過，可能令CBCC放棄信仰系統的一個主要影響是他

們成長時接觸反有神論信念的世俗觀念和科學思想。電子調查問卷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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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回應讓我們明白在學校接觸新觀念怎樣影響回應者：

他們的性情傾向展示現代主義的信條，擁抱以經驗為基礎的理性，相對於那
些千禧世代的後現代立場。那些接受科學主義的人沒有追求後現代對現實

Q43：學校讓我接觸挑戰我信仰的新觀念。

那種以文本為基礎的理解，卻喜歡對現實以分析為基礎的自我詮釋(Smith,
J., 2006)。例如：約瑟有典型的反信仰心態：
「我不再相信聖經的故事是真

圖3.26：學校讓我接觸挑戰我信仰的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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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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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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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D

代時期，我不相信神蹟。」

這個群組中很多人都傾向建立了很強的好奇心，要在較年青時探討意

義更深刻的問題：神真的存在嗎？我怎樣能夠知道神存在？神這個觀念怎樣

38.7%

我可以客觀地確定神是不是真實的。」他們在青少年時受到刺激，在大學時

A&A

科學的推論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以利沙伯談及她怎樣在初中時受到批判

非常不同意

表面看來，整體回應顯示大約74%(41+33)的回應者同意，在學校接觸

新觀念，令他們的信仰受到挑戰(圖3.26)。但相對於HE和SND群組(分別

是66%[38%+28%]和61%[32%+29%])，在學校的經驗對信仰帶來挑戰在

得到鞏固，這些前CBCC的興趣植根於發展智力上的複雜性，要求以分析或
思考和科學推論吸引：
「我年紀大一點[在中學]時，開始真的更批判地看我

的信仰，以及甚麼對我來說是合理的。我也挑了與科學有關的課。因此，我十
分有邏輯，我也[培養出]以證據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路加在大學時副修
哲學，開始他認真探求的旅程：

LA和A&A群組中更明顯(分別是84%[46%+38%]和82%[43%+39%])，不

大約在大學三或四年班，那時我開始質疑聖經的真實性，那是

定性因素，A&A受訪者清楚表明這些挑戰可能是令他們脫離自小在CCIC

嗎？神是否真的存在這整件事。

過，與LA受訪者不同，他們沒有表示這些問題構成他們較不投入CCIC的決
認識的信仰的一個因素。以下對A&A受訪者的分析指向一個放棄信仰的主

題，是與電子調查問卷對相應的回應者的分析一致的，而其他群組卻對這個
課題沒有表態。

幾股力量加起來令A&A群體走上不信的路，很多都與將科學和信仰理

解為零和博弈有關：對科學越感到可信，便越不相信信仰。反過來也一樣。這

些受訪者都接受「科學主義」，這個觀點提倡以「像宗教那樣的教條和熱誠去
為科學辯護」，從而以科學取代信仰(Brewster, 2014, p. 6)。在這樣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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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開始消退。我也不相信神蹟……它們只是巧合。」雅各布呼應說：
「在現

與邏輯思考相容？例如：雅各布總結這種感受：
「好像理想地我應該能夠……

30%
20%

的，因為從科學角度看，我不能想像它們是可信的……[由於這個原因]我的

從科學開始……這個尋找真理的旅程……因此嘗試找出，你知
在就關於質証真理和信仰這些問題提出疑問時，這個群組相信他們只

是走在尋求真實性的路上，提出任何人──包括非信徒──都可能會問的

問題，正如約書亞主張，這些是「具爭議但又是合法的問題，是非基督徒會問
的。」在這樣做時，不單這些受訪者表示有強烈的意願去深入挖掘，他們的興

趣也反映強烈的懷疑，因為他們的思想被世俗主義和多元主義塑造和影響。
這些A&A的受訪者更因為認為CCIC在關乎神、科學和護教學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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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和信仰怎樣與科學交匯的教導無效而沒有進一步得到幫助和鼓勵。很多
藉著提出關於信仰和科學的問題開展了一個探索旅程的A&A受訪者都面

對兩個現實。首先，他們發現CCIC提供的答案不足夠。他們的回應由「不強

和不足夠」(路加)到「不令人滿意」(雅各布和摩西)到完全是「抱著高高在上
的姿態」(以撒)。而且，這些回應傾向沒有充分評估「世俗科學」的立場或假

設，而只是訴諸「宗教文本的字面詮釋」(以撒)。因此，用路加的話來說，答案
是不單基督徒不能接受，非基督徒也不能接受：
「聖經所說的話沒有任何根
據讓無神論者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因此，對，真的沒有強而有力的答

案。」最後，摩西的挫敗總結了在探求的過程中，甚麼構成了對教會的努力的
整體回應，而這反過來則令放棄信仰的決定更堅定。他以諷刺和蔑視的口吻
嘲笑教會：
「我最大的困難是我從教會中對合乎邏輯的好問題得不到……令
人滿意的答案……那是因為世人變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有知識，而你們卻
不能提供支持你們的護教學。」這些A&A的感受反映一種對CCIC在回應智
力的探求時有著深層的不信任，並感到CCIC無能，正如我們會在下一節進
一步解釋。

B. 對懷疑、科學和信仰的回應不充分和不一致
(Inadequate and Inconsistent Responses on Doubt, Science,
and Faith)
經歷到屬靈的懷疑是每一個信徒必經旅程的一部分，而且這個現象可

能比人們一般承認的更普遍。例如：巴納(Barna)(2017)報告說，多達三分二
自稱為基督徒的美國成年人要不是正在經歷對信仰的懷疑，就是曾經懷疑

或質疑過信仰(p. 1)。對很多少年人和青少年來說，解構以前的屬靈假設，重
構它們成為自己的信仰價值觀，是在一個實現健全宗教身份的成長過程的
重要部分(Magyar-Russell et al., 2014, p. 50)。以健康的方式處理疑惑

是這個過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在這方面，CBCC也沒有例外。但很多受訪
者──特別是A&A──都表達並且疑惑為甚麼和怎樣播下令他們脫離信

仰的種子這個難題。他們進一步抱怨說，CCIC的教導或回應從最好的角度

來看都是不適切的，但在最糟時，信仰群體亦不能充分地處理CBCC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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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種感受與電子調查問卷對以下問題的回應一致，特別是A&A：
Q94：教會領導層能夠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圖3.27：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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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說出由「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反應，與電子調查問卷

回應者的宗教類型與教會聯繫或中斷聯繫相關(圖3.27)。在留守群組

內，22% (17%+5%)的HE顯示這種回應，30% (26%+4%)的LA也有相

同答案。對退出群組來說，回應變得十分明顯：58%(46%+12%)的SND和

67%(43%+24%)的A&A表示出由「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回覆。我們

可以說，對A&A回應者來說，教會領導層幫助他們處理艱難問題的能力要
不是十分令人不滿，就是無效。

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很多A&A受訪者也提到，教會無力解決他們

的疑惑，並給他們屬靈指導，並要求他們單單倚靠信心來應付他們的好奇，
都是令他們完全放棄相信神的原因。摩西進一步解釋：

我不上[教會]，因為除了教會一般來說已經令人感到很煩厭外，
你們也不能提供答案。為甚麼我要獻出金錢的十分一？為甚麼

第 三 章 : 宗 教 類 型 、分 析

和發現

125

在你們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這些令人煩厭的事情以外，我
要在星期日起床[去崇拜]？

信仰群體沒有就疑惑或不信與CBCC建立有意義的對話，受訪者見到一

論」，以及這辯論怎樣「成為其中一個最強的[論據]，真的堅定我離開教會的
決定。」最後，在回應CCIC可以做甚麼來逆轉這種姿態時，以撒這樣總結他
的立場：

種保守而封閉的心態主導著CCIC的教導，這種心態本質上是把任何懷疑去

我個人就是看不到信仰對普通人有任何基本的價值……它似

耶穌的神性等事情。摩西非常反對教會催促他放棄他的推論，要他信靠神：

能[有任何實質]。我不能相信那[觀念]。因此，雖然……我以前

乎更像是建構出來的。但在它的基本層面，我不能認為那裡可

窒息，推動對「不動搖」的信心的需要，不鼓勵甚至禁止人們質疑神的存在和

的教會可能在怎樣有效方面作出重大改變，改變他們的教義，

「 我不知道如果我沒有答案，卻信靠神，相信信仰，那──對不起，那是廢

或他們與別人接觸的方法，但仍然不會動搖[我的立場]。

話。」同樣，雅各布描述他的教會為「保守」，以及講員怎樣傾向把他們的講

章設計成「反科學」，去處理關於信仰和科學的提問。以撒在主日學課堂也有
類似經驗：
「老師要不是非常無能，不合教導科學課題，雖然他的資歷卻不是
這樣反映；就是在知識上不誠實，達到好像邪教般的迷信程度。」他這樣總結
那經驗：
「從編輯的角度看，我會說我不認為對宗教文本那普遍的保守詮釋

是不正確；但我覺得它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過時，並顯示一種很不寬容的 [態
度]。」

A&A因為信仰群體的回應不足和無能，於是轉向求助予非宗教的資源，

藉以滿足他們對知識龐大的胃口，並進一步支持他們的科學或邏輯論證。
像以撒、雅各布、路加和摩西這樣的受訪者記得他們參加會議和看現場或

YouTube關於無神主題的辯論。或許他們心裡已經傾向拒絕神的觀念，他
們越注意這些資源，便越堅定那不信的立場，認為基督教的神是不值得相

信，因為祂的存在十分可疑。例如：路加談及他研究無神論的成果是得出這

個態度：
「我做了足夠的研究，從我的發現，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是神不存
在的。」雅各布也回想：

我開始越來越質疑它[也就是神的存在]，然後開始在網上聆聽

一些關於它的辯論。我發覺那總是無神論或非基督徒那邊讓我
覺得更合理。

而且，摩西提到觀看「漢姆和奈」(Ham &Nye) 關於反對創造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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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Summary)
電子調查問卷探尋隨著時間過去，回應者對關於神的信仰可能怎樣改

變，以及學校怎樣令他們接觸新觀念，指向基於宗教類型，在信仰的粘連和
教會聯繫之間大致有相關性。而且，A&A群組表示認同他們在學校接觸到
的世俗課程對他們信仰改變和影響有強到非常強的同意。此外，A&A對教

會有能力幫助他們經過信仰和科學之間的角力也顯示出由「不同意」到「非
常不同意」的回覆。

A&A受訪者是唯一對科學和信仰這個問題表態的群組，其他群組對這

個問題保持沉默。分析顯示，對這個群組來說，信仰和科學作為零和博弈以

及他們放棄信仰身份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他們對理智主義、科學和信仰的
態度與阿爾泰米爾和漢斯伯格(1997)；貝克和史密斯(2015)；卡普洛維茲和
謝羅爾(1997)；蓋倫(2014)；漢斯伯格等(1996)；漢斯伯格和布朗(1984)；漢
斯伯格等(2002)；肯尼森(2015)；金納曼(2011)和蒂森(2015)的研究是一致
的。

性和性取向 (Sex and Sexual Orientation)
正如較早時在戀愛的困惑那一節反映，性是少年和青少年在成長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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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必然涉足和不能迴避的領域(Booth, Crouter, & Snyder, 2016)。不

如果有人走到[台上]說：
「我與色情物品搏鬥」，而他是敬拜隊的

教導卻是簡單化，與時代脫節(Kinnaman, 2011; Penner et al., 2012b)

地位便下降，你不想人們知道你不完美，對嗎？因此你對那事保

過，研究顯示，年青基督徒在關於性這個課題上在教會的經驗往往是教會的
而且，父母可能沒有足夠重視在青少年過渡到大學時在性、愛情和戀愛等

領域讓他們作好準備(Freitas, 2008)。信仰群體整體包括會眾、牧師、領袖
和父母，在處理性和性取向的問題上都似乎有很大的空隙需要填補，在這

方面，CCIC也沒有例外。在各個宗教類型中，性和性取向的問題都困擾受訪
者，他們對CCIC怎樣處理這些問題感到苦惱，這是反映CCIC在以適切和合
時的方式處理更廣泛的當代問題時的不足和無力。大部分，甚至所有CCIC
因為深深植根和交滙於保守福音派和華人文化的教導，所以對婚姻和性都

抱持傳統的聖經觀念。對他們來說，婚姻是神聖的制度，是作為引導丈夫和
妻子的關係，而性行為只能夠限制在婚姻的立約盟誓之內。任何在聖經那

配偶框架以外的性活動都明確地受到譴責，並被標籤為有罪，正如祖克曼

(2012)這樣總結說：
「由已婚異性戀夫婦經驗的性是好的，而人類所有其他

形式的性表達都是壞的。」(p. 83)。不過，隨著電子科技和社交媒體出現，它

們讓大眾輕易地以影像、錄像和聲音接觸資訊，從事性活動的方式已經大大
改變了。例如：從色情的角度看，供應的範式徹底由在報攤的色情刊物封面

看「賞心悅目的人」
“
( eye candy”)，變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網

上瀏覽淫蕩的材料。多媒體資訊的普遍供應在較年青一代特別明顯。賈弗里
(Piper Jaffray)(2017)一個研究美國青少年花錢習慣的調查顯示，76%擁

有iPhone，比2015年的65%增加了，這個群體通常每天花六小時在互聯網
上，用手機發訊息和接觸社交媒體(Twenge, 2017, p. 51)。他們沉浸在一

個偏愛並推動性自由的世俗文化之中，並受到他們追祟的明星或流行歌手
(例如格蘭德[Ariana Grande]、佩里[Katy Perry]等)激動，CBCC發現在

持沉默，不會變得脆弱。

就理解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對性這個問題的理解來說，對以下這組問

題的回答最能夠代表他們在信仰處境下的態度和價值觀：

Q28：我認為教會教導說性應該限制在婚姻中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Q29：教會應該容許女性好像男性一樣擔任領袖。

Q30：教會應該容許保持獨身的男女同性戀者全面參與事奉。

Q31：教會應該容許過同性戀生活方式的男女同性戀者全面參與事奉。
Q32：教會應該為男女同性戀者主持婚禮，就好像他們為異性戀者主持
婚禮一樣。
Q80：包容性別

Q100：在我成長的教會，女性沒有她們應該有的權利。
圖3.28：性別、性和同性戀
100%
90%

60%
50%

得CCIC不是讓他們可以公開談論他們的掙扎的群體，正如在雅各布(A&A)

20%

去「地位」或聲譽。忚抱怨說：

22.6%

23.6%
37.3%

1.6%
12.9%

32.0%

70%

40%

的情況，那是帶有羞恥或罪疚的，而猶大(A&A)則表示害怕被群體驅逐或失

6.7%

80%

處理自己的性欲望，同時又從CCIC那裡得到很少幫助而要走一條忠誠和純
潔的路時，實在是進行艱苦的糾戰。而且，有接觸色情物品的CBCC可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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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那只會降低他在教會的地位……[如果]人們坦白，他們的

44.0%

48.0%

53.6%

30%
26.0%

26.0%

10%
0%

56.5%

48.1%

9.1%
0.0%
HE

6.3%
Total
非常負面

負面

3.4%
LA
正面

29.0%
13.3%
SND

A&A

非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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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的層面，超過68%的回應者對性抱持一種由正面(44%)到非常

正面(24%)的傳統觀念，這與大部份主流保守和福音派信念一致，特別是關
於接納同性戀、讓他們擔任領導和為他們主持婚禮這些問題上(圖3.28)。不
過，與對其他問題的答案相似，深入宗教類型進行分析更清楚顯示哪些群

組具有更同意或反對這種傳統姿態：差不多91%(54%+37%)的HE群組抱

回應者中，84%(29%+55%)有持有同樣立場。
圖3.30：容許獨身的同性戀傾向者全面參與事奉
100%

持非常保守的觀點，而LA則有70%(48%+22%)。至於退出的組別，61%的

90%

也就是性別平等和接納同性實踐及同性婚姻)，而A&A群組則與HE群組剛

70%

SND表示有從強(「負面」48%)到非常強(「非常「負面」13%)的自由派觀點(
好相反：85%表示由強(「負面」56%)到非常強 「非常負面」
(
29%)地接受自
由派觀點。

80%

60%

4.0%

6.2%

12.1%

0.0%
5.3%

3.8%
10.1%

32.0%

19.4%

40%
57.2%

55.1%

62.7%

74.2%

44.5%

20%

14.8%

36.1%

33.0%

Total

HE
非常同意

同意

9.7%

29.0%
38.0%

45.3%

56.5%
39.2%

36.4%

38.9%

33.3%

Total

HE
非常同意

同意

LA
不同意

SND

A&A

非常不同意

這一個開放性的態度在回應接受維持獨身的男女同性戀傾向者全面參

75%有從「同意」(36%)到「非常同意」(39%)地認同這個建議。根據宗教類
型分析顯示類似的一致性：HE，69%(33%+36%)；LA，77%(38%+39%)

；SND，79%(45%+34%)；A&A，85%(29%+56%)都顯示有由「同意」到「非

常同意」的反應，顯示宗教類型越脫離CCIC或他們的信仰，接受程度便越高

10%
LA
不同意

SND

A&A

非常不同意

這個相關的趨勢。

不過，在進一步查詢對與同性戀實踐有關的問題的回答，卻顯示相應宗

不過，對個別問題的回答顯示，不論宗教類型，CBCC對性別平等都比

教類型來說，對實踐同性戀有正面或負面的態度的整體趨勢是一致的(也就

性好像男性一樣擔任領袖。」)的回應反映所有群組都一致地贊同(圖3.29)

該為男女同性戀者主持婚禮，就好像他們為異性戀者主持婚禮一樣。」)是這

CCIC那傳統的亞裔文化持更開放的立場。例如：對Q29(「教會應該容許女
：HE，75% (31%+44%)；LA，86%(29%+57%)；SND，94%(32%+62%)

；A&A，94%(20%+74%)，顯示出由「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回應，而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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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與事奉這個問題(也就是Q30)中繼續有所表示(圖3.30)。整體回應者中有

30.6%

50%

0%

15.4%

40%

0%
1.6%
4.8%

28.8%

28.9%

60%

30%

14.3%

4.8%

10%

18.7%

80%
70%

8.0%

30%

圖3.29：女性應該和男性同樣擔任領袖

90%

7.7%

15.8%

50%

20%

100%

10.5%

是說，越投入信仰的組別越不同意。越不投入的卻越同意)。問題32(「教會應
種態度一個重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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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同性婚姻在加拿大合法化，很多這些受訪者都沉浸在這些價值觀中。

圖3.31：教會應該為男女同性戀者主持婚禮
100%
13.3%

90%
80%
70%

47.6%

47.8%

32.0%

71.8%

60%

9.7%
4.8%

35.5%

50%
40%

21.1%

26.0%

20%
10%
0%

16.8%

50.0%

17.2%

16.8%

14.3%

8.1%

9.6%

Total

2.9%
HE
非常同意

同意

29.3%

LA
不同意

SND

保持沉默，以及對性的討論只限於一個宗旨：婚前性行為是有罪和被禁止

的。而且，很多A&A都因為CCIC關於同性戀的教導而感到吃驚甚至憤怒，

他們描述這種教導為「沒有愛」和「充滿仇恨」。他們的感受也因為CCIC有時
會中發現他們在當中，要將他們押出教會，」正如路加講述。CCIC的教導和

實踐，與CBCC所理解耶穌是愛罪人，無論他們犯了甚麼罪二者之間的不一
致而更進一步強化後者的同情心。

A&A

非常不同意

整體回應顯示大約69%(21%「不同意」+ 48%「非常不同意」)偏向反對

為同性戀者主持婚禮這個保守觀點(圖3.31)。但進一步分析時，回答卻顯示
差不多有89% (17%+72%)的HE和74%(26%+48%)的LA分別表達「不同

意」或「非常不同意」為同性戀者主持婚禮。不過，差不多56%的SND「同意」
(25%)或「非常同意」(29%)這樣做，而超過85%的A&A都「同意」(35%)或

「非常同意」(50%)接納這種做法，與HE群組剛好相反。

總括來說，CBCC的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在接受性別平等和獨身的男女

同性戀者參與事奉方面或許比他們的移民父母持更開放的態度。但在接納

同性戀實踐和為同性戀者主持婚禮方面，他們的態度便開始不同。HE和很
大程度上的LA仍然保守地拒絕這種態度，而SND和特別是A&A則採取開

放和自由得多的立場。事實上，對A&A受訪者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全面看
到這種自由派觀點，正如我們會在下一節討論到。

至於A&A的受訪者，他們很多人都對同志友善，其中兩人表明自己是同

性戀者。他們對同志友善的態度受好些因素推動。在加拿大的世俗文化中成
長，這裡的社會環境和價值觀都鼓勵對同性戀(LGBTQ)群體包容和開放，
132

性和同性戀有整全的理解──而受到推動。很多人都談及CCIC對這個課題

對同性戀者那種敵對的態度而加劇，譬如好像以下的做法：
「如果我們在教

25.3%

30%

他們的態度進一步因為教會不做，或即使做也做得不好的事情──教導對

性取向對教會來說是那麼富爭議性、逆轉潮流的問題，但將教會對同性

戀的反應放在太高的基座上是具風險的。CCIC領袖反映那種反對同性戀的

文化特徵和保守態度；相信自己忠於聖經的教導，並與清教徒的聖潔傳統一
致；也受命引導和看守群羊；所以激烈地反對這種性取向。但他們傳達的情
感等同敵對，完全沒有愛和憐憫。那情感是那麼粗糙，以致很多CBCC視它
等同為與福音背道而馳。而對很多A&A受訪者來說，這種態度成了他們放
棄信仰的催化劑。

但這問題比這個群組所面對的更具淵源深遠。CCIC對性和同性戀的教

導有它們的歷史和傳統根源。直到近年，加拿大華人移民的更正教教會都

主要是由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由來自香港、台灣和亞洲南部的移民建立
(Wong, 2015)。雖然隨著在過去十年有更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情況有
點改變(Wong, 2016)，但CCIC的教會文化反映出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

初的基要主義更正教宣教士的傳統，以及保守的華人種族文化的混合。這種

混合的教會精神，其中有部分要求人們處理性這個問題有迴避的態度，這亦

伸延到處理同性戀的問題。例如：雖然今天大部分CCIC都放棄了這種做法，
但曾經有段時間，教會崇拜的座位是根據性別來安排的：男性要和女性分

開。而且，傳統華人父母由於種族文化的保守性質，傾向避免與兒女公開談
及性的問題。因此，從這研究的受訪者的角度來看，性和同性戀的問題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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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禁忌，不能討論；或者CCIC的教導對這個課題保持沉默，也就不是
偶然。即使這個課題得到討論和教導，也從沒有以整全的方式處理，提出好

示由「不同意」(21%)或「非常不同意」(71%)來回應這句話(圖3.32)，幾乎

揚它的美和實踐？在處理性這個課題時，大多數只是呼籲人們在約會和在婚

出群組，則表達了完全相反的觀點：69%的SND顯示出由「同意」(43%)到「

像以下問題：為甚麼性是重要的？在甚麼處境下它是重要？我們應該怎樣表

前避免性行為這個處境內進行。因此，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很多CBCC表示，
他們學習性和同性戀的主要來源是學校的課程。在世俗主義和社會對同志
權利和同性婚姻的開放影響下，很多退出群組的受訪者都對同性婚姻顯示

某程度的開放，視之為同性戀者的權利和自由。這種態度與之前提過的電子
調查問卷分析一致。

調查問卷回應者的態度：

Q28：我認為教會教導說性應該限制在婚姻中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100%

9.3%

90%
46.4%

47.6%

24.5%

33.7%

10%
0%

53.2%

16.4%

21.1%

12.6%

4.8%
3.3%
HE

Total
非常同意

同意

進行的分析一致。留守群組可能在CCIC的領導這課題上對性別平等表達同
情，但他們對關於性和同性戀的保守立場和教導卻沒有偏離。另一方面，退
出群組的回答與對實踐同性戀和讓同性戀者參與事奉的開放觀點一致，因

的影響。但當這樣的事情時發生，教導通常都是意圖集中在怎樣幫助CBCC
避免在世俗處境下那些不良的性實踐，而不是廣泛地教導對性作一個整全

的理解，正如較早時提及那樣。例如：以撒(HE)記得他的教會在他讀中學時
怎樣進行一連串「四至五星期關於性的談話」，講員帶領他們祈禱，祈求他

們節制和純潔。而且，夏娃(SND)談及她怎樣透過CCIC對性的教導贏得尊

重：
「那令我更尊重自己，學懂在性方面遇到朋輩壓力時應該說[甚麼來作回

13.9%
4.8%

不同意

SND
非常不同意

但大致來說，這些少數受訪者的經驗是鮮有的例外而不是常態。超過一

半受訪者(也就是亞比該、安德烈、巴多羅買、以利沙伯、以斯帖、以撒、雅各

布、約翰、利亞、羅以、路加、馬利亜、馬太、米利暗、摩西、腓力、非比、拉結、
即使他們得到這方面的教導，那影響也是負面的。在回應訪問的問題：
「你童
年或青少年時期教會有沒有關於性或同性戀的教導是正面或負面地影響你
的？」時，主導的答案是教會有不足。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回應，可以清楚

26.7%

LA

也就是關於性的教導]從教會那裡得到很多指引。」

路得和達太)描述他們幾乎沒有在CCIC接受過關於性和同性戀的教導。而

42.7%

30%
20%

9.7%

32.3%

50%
40%

4.8%

21.3%

70.8%

60%

法。這劃分與較早時電子調查問卷就性別平等和同性戀者參與事奉的看法

應]。」底波拉(SND)呼應夏娃，提到在十多歲時，她怎樣「在生命的那些方面[

圖3.32：教會關於性的教導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70%

非常同意」(26%)地認同這句話，超過85% (32%+53%)的A&A也有同一看

對受訪者來說，其中有幾個人確實講述他們在性方面從CCIC得到正面

關於CCIC對性和它的實踐的教導，對以下問題的回答最能夠代表電子

80%

有92% 的人表達這種感受。緊隨其後的是LA的81% (34%+47%)。至於退

此對這句話受到由強烈到非常強烈地贊同。

A. 性：在CCIC是禁忌，得不到討論
(Sexuality: A Taboo and Muted in CCIC)

134

正如分析顯示，根據信仰聯繫的程度，明顯是存在二分。絕大多數HE表

A&A

顯示CCIC對性和同性戀的教導是多麼沉默：
「不，教會不談及性。」(亞比該，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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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不，那甚至不在[他們的視野]雷達上。」(安德烈，HE)
「完全沒有談論性這個課題，那是禁忌！」(巴多羅買，LA)
「我不記得有任何那些教導。」(以利沙伯，A&A)
「很少談及[性和同性戀]。」(以斯帖，SND)

「我上教會時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談及同性戀。」(夏娃，SND)
「我不認為教會明確談及它[性]本身。」(以撒，A&A)

「我不認為我們的教會真的談及[性]，或者至少我們在主日學不談論
它。我們在大學時也從來沒有談論過同性戀。」(約翰，HE)

「噢，那是[也就是性和同性戀]很大的禁忌，他們不談論它，除非是譴責
它……那是你不可觸及的課題。」(猶大，A&A)

「我不記得有任何關於[性和同性戀]的討論。」(羅以，SND)
「我不記得有任何[關於性]的事情。」(馬太，LA)
「同性戀？沒有任何正式的教導。」(米利暗，HE)
「我不認為那得到經常談及。」(腓力，LA)

「我們不大談及它[性和同性戀]。在教會那是一個沉默的課題。」(非
比，LA)

「我不認為我的教會有談過這課題。」(拉結，HE)

「性[和同性戀]總是我們視而不見的課題。」(路得，LA)
達太簡潔地總結說：
「人們從沒有真的提出性這個課題，而每當它被提

出時，總是以非常沉默的方式[進行]。」拿俄米也呼應說性和同性戀是「禁忌

的課題」。下一節會討論CBCC認為性在CCIC是不能提的禁忌的主要原因。

B. 華人對性的保守文化將教導交給學校
(Conservative Chinese Culture on Sexuality with Teachings
Ceded to School)
在很多方面，對受訪者來說，教會明顯缺乏教導或沉默都不令他們感到

意外。很多人都將這歸因於華人文化固有的保守主義，在其中性這個課題在
信仰群體中很少在公眾場合和/或公開論壇中出現。這個觀察被套入一個更
廣泛的關注，也就是CCIC在處理當代和艱難的課題方面缺乏教導。那些回

應電子調查問卷的人在被問及以下問題，作為代表CCIC怎樣處理困難的課
題時也呼應同樣的關注：

Q97：根據我的經驗，教會在講道中處理困難的問題。

圖3.33：教會在講道中處理困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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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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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LA
不同意

37.1%

4.0%

4.8%

SND

A&A

非常不同意

超過58%的A&A表達從「不同意」(42%)到「非常不同意」(16%)的反應。

相比於52%(44%+8%)的SND；40% (34%+6%)的LA和28% (22%+6%)

的HE(圖3.33)。對電子調查問卷的A&A回應者來說，處理困難的問題時沒
有教導似乎是更多令他們脫離CCIC和信仰的離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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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訪者都談及華人文化的保守本質，避免處理好像性這樣的敏感

和艱難課題。心裡想著排他和保護的種族精神，羅以(SND)的評論毫不客氣：

「我認為華人教會沒有勇氣處理那課題[也就是性和同性戀]。」保守華人文

化的思想在受訪者心中引發一種屈從和諷刺的感覺。例如：路得(HE)驚呼：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保守的！」亞比該(LA)擴展這想法：
「[這些課題得不

到討論的原因是]那是華人文化！」而引伸出來，正如友尼基(SND)補充說：
「

傳統和保守的信仰群體傾向視同性戀為「不受歡迎、不能接受和完全是不聖

潔的」(Zuckerman, 2012, p. 161)，而對這個課題的教導則「太有限制性」
(Penner et al., 2012b, p. 71)。不過，正如較早時反映，CCIC很大程度上

在對性和同性戀的教導方面保持沉默。在有例外時，受訪者反映他們對同性

戀的察覺和理解是怎樣在自己的信仰群體中產生出來。亞伯拉罕(A&A)講述

教會是頗為保守的。」而因為這個原因，茱莉亞(LA)主張，
「[同性戀的實踐][

「在[我之前那間]教會，關於同性戀的教導是它是不容許的。」一般來說，理

的傳統教導的實踐，例如閱覽色情物品，都會受到譴責，正如雅各布(A&A)

(HE)說：
「神創立婚姻是給一男一女的……而神稱那為婚姻。」非比(LA)補

在華人教會中]被[視為]錯誤的。」而且，在CCIC的處境下，任何違反關於性
證明說：
「我看一次色情物品後會感到非常內疚。」

正如較早時提到，如果性得到討論，也不是以全面的方式進行，而是只

限於約會、呼籲人們持守貞直到結婚這個處境之內。底波拉(SND)記得貞潔

由很簡單：教會處理同性戀和同性婚姻的教導是視它們為罪，因為正如彼得
充這個想法：
「我相當肯定，他們認為同性婚姻是錯誤的。」百基拉(LA)也是

這樣：
「我教會總是教導說同性戀是錯誤的。」猶大(A&A)記得他的主任牧師

談及「世界怎樣腐敗，以及人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你知嗎？男人和男人結婚，

女人和女人結婚。」因為這個原因，同性戀受到譴責，而正如以撒(A&A)解釋：

這個課題怎樣聯繫到「約會和婚前性行為」而得到談論。腓力(LA)呼應說：
「

「有很強大的推動力反對它。」撒拉(HE)的教會也有類似的立場，她思想這

應該遵守背後那些[貞潔和節制的]原則。」馬利亜(LA)的回憶是直接的：
「不

姻在破壞社會。」路加(A&A)同意說：
「[教會]對同性戀有更強烈的反對。」

如果你只談及關係以及婚姻和約會中的性……我猜人們談及的是在約會時
要在婚前有性行為，就是這樣。」在我們繼續追問下，很多人都同意，無論他
們學到甚麼關於性的事情，他們這一代都是從學校學到的。而如果忚們是

個課題：
「教會的觀點是反對它。」雅各布(A&A)提到講員怎樣談及「同性婚
但持有反對的立場並不一定包含整個教導。幾個受訪者提到將微妙地

在公立學校系統，而不是在獨立的基督教學校上學，課程是包容性和對同

把不同的態度從行為區分出來這些細緻的處理。茱莉亞(LA)解釋説，有罪

妮(Ann)(SND)記得：
「任何好像那樣的東西[也就是性和同性戀]都在學校[

的……而我們明白人們可能有那些傾向。有罪的是那行為，但我們需要愛那

志友善的，指向CCIC錯失了一個教導機會，而卻將它割讓給教育機構。安

受教導]。」對此，拉結(HE)也和應：
「無論我學到甚麼，我們都是在學校學到
的。」

C. 對同性戀的敵對性回應引致背教
(Antagonistic Responses on Homosexuality Contribute to
Apostasy)
性取向和同性戀的課題在過去幾十年浮現，在北美福音派群體中成為

主要焦點，而CCIC也屬於這個群體。越來越多基督徒對婚前性行為和同性
138

戀採取自由化的觀點(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2017; Brown, 2015)。

的是那同性行為，但同性戀者應該得到愛：
「在華人教會中，同性戀是錯誤

個人。」利亞(HE)呼應同樣的感受：
「[雖然][沒有]關於同性戀的特定講道或

討論，但我們受到鼓勵去愛每一個人。」但教會並不總是接受這種區分，正如
另外幾個人提出，CCIC關於同性戀的教導是以敵對和沒有愛的語調進行，
實在令人反感，也與基督教關於效法基督那無條件的愛的教導和實踐不一

致。例如：路加(A&A)記得他教會的領袖怎樣談及需要對同性戀者採取迅速
的行動：
「我記得有些執事說，如果[在他們當中]有同性戀者，你們要將他押
出教會。」教會領袖告訴拿俄米(HE)，如果她面對這個問題，要以進取的行

動去處理：
「同性戀是病。你要醫治它。」但她進一步說，同樣的領袖「以非常
沒有愛的方式談及這事。」基督關於愛和饒恕的教導和CCIC本身對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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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勸誡之間的重大分歧變得那麼討厭，以致CBCC以鄙視和怨恨來回應。
達太(SND)提到這種分歧是他離開教會的原因：

對我來說，那就是那樣[也就是離開的原因]。那令我離開「貝希

爾教會」(Bayhill)。這些人教導我們關於基督的愛。無論你是否
罪人，聖經中最低階層[或]最污穢的人，基督都很愛他們。但同

樣這些人卻轉過來對別人那麼憎恨。我的意思是無論你相不相

脫離基督教信仰，猶大指出帶來轉變的最大原因是教會教導說「同性戀是

罪。」而他却「深陷在[他]的罪中」，以致他不再感到自己配稱為信徒，認為責
任在於信仰群體：
「我受到壓迫。」在被污名化下的羞恥和恐懼之下，猶大沒

有採取任何行動向教會、牧師或父母表露自己的性傾向和同志身份。只有幾
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的性取向。但他總結說，他在教會不會受到歡迎，因為
領袖對同性戀LGBTQ群體的態度和實踐那種虛偽。猶大進一步闡釋：

信那是罪，他們都是神的兒女。神愛他們。所以我就是不明白人

我們的牧師會說：
「我們需要愛這些人；我們需要歡迎和接納他

說，那似乎非常虛偽。

的一面，他們會取笑同性戀者。而，對，那是虛偽的。因此我假設

們[甚至]說：
「神是錯的，這些人不值得愛」的理據……對我來

正如在達太對他脫離教會和信仰的敘述所反映，教會在教導中反映極

端的敵意及領導層顯示反同性戀的行為是播下了種子，直接或間接地引致

大部分A&A受訪者，也就是九個中的六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布、猶大、路
加和摩西)放棄信仰。摩西在描述他的教會和父母恐同和對同志懷有仇恨時
有類似的見解：
「基本上我是直[straight]][非同性戀]的，我[也]不相信同性

們。」但問題是那是虛偽的，因為同時他們對同性戀有非常負面
我的教會對它[有]負面的一面。

由於漸漸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和同志身份，以及知道他的信仰群體怎

樣對待同志，從而與教會失去連結或感到不投入，猶大覺得自己不再屬於那
個群體。他這樣總結對信仰的中斷：

我猜那與[那時]我因為性取向而[開始]在教會感到疏離有關。

戀是對的，但我不如教會一些人那樣憎恨他們。」他進一步闡釋他的看法，他

那時我開始留意到，噢，我不屬於這個群體。

相信那是與教會中流露那種特別針對同性戀的敵意相反的：
「我不視它[同

性戀]為最討厭的敵人[或]東西。[而]對我來說，那與一個人想與五個不同女
人上床沒有任何分別。」

猶大(A&A)在受訪時自認是同性戀者，但沒有活躍的性行為，他談及在

上第九級時發現自己的性取向，不再能夠有意識地否定自己的同性身份和

受到男性吸引時，在信仰旅程中經歷到的痛苦和掙扎。他描述自己在青少年
時期是信仰的旁觀者，他表示他教會的教導和父母在生命和教養中展示的

信仰，在對他打造持久的信仰依附這方面沒有多少正面影響。就他視自己為
基督徒來說，那也只是在名義上，並沒有反映任何信仰的實質。雖然他上基

督教的教會，由基督徒父母撫養，讀基督教學校，參與基督教活動，但在受訪
時，他不會稱自己為「其中一員[也就是基督徒]」，他解釋說「我感覺不到[神]

的存在，因此我不真的認為自己是基督徒。」身為同性戀者，並聲稱已強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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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A&A群體所有受訪者中，亞怕拉罕是最直接表明自己是堅定

的同性戀前基督徒的。他在成長時接受保守的異性戀基督教價值觀，他記

得：
「人們教導我跳舞是錯的，喝酒是錯的，吸毒是錯的，紋身也是錯的。」但
被問及是否仍然相信耶穌時，他的回答展示他在態度的複雜性方面有所轉

變：
「那有點像──我猜，是的，我相信，但只是就我從小受到教導要相信來
說，[但實際上我並不相信]。」換句話說，亞伯拉罕的信仰，就個人可以描述
的程度來說，從來都不是他自己的，而因為與他同志的生活方式有關的問

題，它已經被放棄了。回想同性戀的問題，他很快地指出他與教會的主要爭
執：

第一件推動的事是在于我是同志，我嘗試找出為甚麼那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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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卻沒有人可以真正給我一個答案，我甚至不能找到或想

出一個答案……因此，我不能想到任何真正的原因，解釋為甚
麼同性戀是錯的，為甚麼[我]有男朋友是錯的。

那時，教會沒有嘗試區分同性戀傾向和同性戀行徑，也沒有對他們表示

歡迎，即使是那些傾向守獨身的同性戀者：

就人們實際上會否表態說他們是否是同志，或他們有沒有與任
何偏差的性行為或傾向有掙扎來說，[同性戀]仍然是其中一個

在[視頻]雷達之下的地下問題。而在那時，我不認為人們有區分
取向和行為。它們只是被同等對待。

唔，如果教會可以選擇[檢視是否]接納同志，如果他們讓辨別力
或證據或邏輯帶領他們，他們需要樂意走到另一邊，對嗎？但事

實是大部分教會都將自己限制在唯一一個[立場]中──聖經的
立場……因為他們視去到另一邊為異端。

最後，亞伯拉罕提到可能令他考慮重新加入教會的條件：領袖必須有勇

氣開放自己，他們必須認為同性婚姻是可以接受的，並預備好放棄任何地方
教會或宗派對同志那教義主義式的觀點。

雖然同性戀的課題對很多A&A群組的受訪者來說仍然是令人沮喪的問

聲稱就這個問題，他在母會得不到同情的對待，也找不到人明白他的歷

題，其他人則描述它對CCIC來說是扭轉潮流的爭議，信仰群體和本地出生

會，尋找可能接納或至少容忍他同志身份的教會，無論是移民教會或主流的

的處理，同性戀這個課題可以在CBCC和CCIC整體中引發更大的分歧。以

程，亞伯拉罕在受訪前五年離開了教會。不久之後，有段時間他走訪不同教

加拿大教會。但卻找不到這樣的屬靈群體。對亞伯拉罕來說，主要的原因是
教會嚴格依從聖經在這個問題上的教導和實踐的重要性：

後來我到訪其他教會，西方教會和就種族和宗派來說的不同教會。我發

覺就他們怎樣受聖經規限來說，他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問題，
都是：
「聖經怎樣說？」從沒有甚麼事情是他們自行思考的。我不喜歡那樣有
規限性……他們不願意改變他們對事情的信念，好像他們標籤為[好像]同
性婚姻這樣基礎的事情。

對亞伯拉罕來說，爭論的核心，是他不願意接受聖經和它的教導作為人

類道德和行為唯一的整體裁斷，正如那些基督徒群體主張那樣。亞伯拉罕聲

稱，他的道德不應由信仰界定，而應該基於「不傷害別人」(harm no one)這
個原則：
「如果我傷害某人或如果那傷害你，那便是錯的。」他強烈抗拒接受

聖經作為同性戀問題的權威，而是尋求他所說的「公平辨鬥」(fair fight)，
一個公開和民主的辯論，容許同志有一個平台，提出他們那邊的論據。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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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的教會沒有一間願意進行這樣的辯論：

的人在信仰旅程中必須處理他們的價值觀和信念。如果得不到恰當和充分
撒(A&A)這樣總結說：

我認為在廣泛的研究下會顯得有趣的是對同性戀的不同看法。
那是有趣的，因為我感到它讓人想起以往的社會爭鬥。而這是

一個轉捩點。因此，無論它走向[哪一]方，[它都會對整個群體產
生重大後果]。

總結 (Summary)
電子調查問卷對性別、性和同性戀這些綜合問題的回應顯示，保守主義

和留守群組之間，以及自由觀點與退出群組之間都具有相關性，HE(91%屬
於保守派)和A&A(85%屬於自由派)處於光譜的兩極。不過，就性別平等這

個問題來說，堅定的信徒和接受平等之間似乎沒有相關性，因為四個宗教類
型都似乎是開放地接受這立場的。當將焦點轉到接受維持獨身的男女同性

戀者全面參與事奉這些問題上時，各個類型仍然維持開放性。至於為男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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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者主持婚禮這個問題，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浮現了一幅十分不同的圖

al., 2012b; 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對神的正面經

受這種婚禮的立場之間也有很強的相關性，HE和A&A彼此完全相反(整體

彭納等人(2012b)指出：
「當屬靈的覺醒在宣教旅程中發生時，那些年青人更

畫：留守群組和反對這種婚禮的立場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而退出群組和接
HE有89%反對；整體A&A有85%贊成)。這幅圖畫顯示，雖然留守群組的回
應者在接納性別平等方面可能比他們第一代的長輩較前衛，但他們與父母
那一代一樣維持保守的觀點，持守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

我們進一步探究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對教會關於性的教導不切實際

這個說法有甚麼感受時，留守群組和整體上對這說法不同意之間有很強的

相關性，而退出群組和整體上對這說法同意之間也有很強的相關性，HE有

92%不同意，而A&A有85%同意，兩者同樣處於光譜的兩極。至於關於教會
在講道中是否預備好處理辣手課題這個問題，整體上對這問題不同意和退
出群組之間，以及整體上對這問題同意和留守群組之間有類似的相關性。
性和同性戀的課題對所有受訪者來說都是令人痛苦和帶來分歧的，他

們都將CCIC描述為立場保守，未預備好，甚至不願意主動就性和性取向進

行健康的對話發揮領導力，這反映了CCIC在面對其他當代挑戰時的心態。
受訪者談及在學校而不是在教會學習關於這個課題的事情，因為大部分

CCIC對這個課題都是沉默的。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它有好些因素引致A&A
群組背教，放棄他們成長時的信仰，包括對這種同性取向的憎恨態度；被認
為與耶穌關於接納、愛和饒恕的教導不符；如果他們「出櫃」(come out of

the closet)，或者在他們「出櫃」時，CCIC缺乏同情心，他們也感到被CCIC
排擠。對這個課題的發現與布朗(2015)、金納曼(2011)、彭納等人(2012)和

歷確實對應信徒較高程度的屬靈聯繫和對宗教群體更大程度的投入，正如

有可能成為[信仰]參與者」(p. 98)。在這一節，我們檢視參加會議和退修，一
個被稱為「中學生春令會」(Teens Conference)的特別聚會，以及參與短
宣與CBCC信仰旅程的關係。

A. 令會和退修(Conferences and Retreats)
會議，無論是像在加拿大東岸和西岸舉行的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冬令會

這種跨宗派的地區的令會，或好像厄巴納(Urbana)這樣的宣教大會，或是

由個別教會主辦的退修或營會，聚會通常都是維持多天的活動，撥出時間和
空間促成一種集中的嘗試，通常是透過以主題為本的課題，由一或幾位主講
者闡釋，並以工作坊和特別的崇拜支持，從而創造一種與神超越的親密。就
這個研究來說，對某些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就是有關那些來自安大略以
西的加拿大省份參與加西冬令會的人，他們的回應進行分析，產生不一致

的結果，只有26%表示曾經參加(參Q126)(圖3.34)。從宗教類型的角度看，
參與(回答「有」)的比例對應信仰的聯繫呈下降的趨勢：HE，37%；LA，28%
；SND，6%；A&A，11%，顯示參與這會議和信仰聯繫有相關性。

Q126：如果你現時或以前居住在加拿大西部，你有沒有曾經參加過加
拿大華人基督徒冬季會？

祖克曼(2012)的研究一致。

在特別聚會中經歷神
(Experiencing God at Special Events)
很多關於信仰參與的研究都以不同程度確立了神的同在是可以在好

像會議、退修和短宣等特別聚會中明顯感受得到(Dean, 2010; Penner et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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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4：參加加西華人基督徒冬令會

圖3.35：參加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

100%
90%

5.8%
26.1%

80%

11.4%

100%

28.1%

37.1%

1.4%

1.0%
2.0%

2.4%

99%

60%
50%

94.2%
73.9%

88.6%

98%
98%

71.9%

62.9%

30%

100.0%

98.6%

99.0%

97%

20%

98.0%

97.6%

97%

1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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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HE
沒有

LA

SND

A&A

96%

Total

有

相反來說，加拿大東部華人基督徒冬令會通常吸引來自安大略和其他

HE
沒有

LA

SND

A&A

有

至於受訪者，他們對神的同在予屬靈旅程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明

東部省份的人參加，超過97%的整體回應者顯示，他們從沒有參加過這會

顯的經驗有更一致的回應。這種相遇通常激發屬靈成長、肯定信仰的信念，

信仰聯繫提出任何對應，在統計學上是微不足道的。

都在個人靈修或小組查經這些場合中有超越的經驗，正如撒拉(HE)見證說：

議，只有1%表示有參加(回答「有」) (參Q128)(圖3.35)，這顯示對回應者的
Q128：如果你現時或以前居住在加拿大東部，你有沒有參加過加東華
人基督徒冬令會？

並令他們對加深一生跟隨神的引導的決定變得清晰。例如：幾個HE受訪者
「我真的感到神的同在，」也可能透過在教會服事別人有這經驗，正如腓力

(LA)記起在一個艱難時期：
「我在生命中遇到很富挑戰性的時期時，人們有

機會彼此服事，我以[服事]的形式，對神的同在得到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令會和退修會作為經歷神同在的一個場合，十個HE受訪者中有五個

記起這些聚會對他們的信仰帶來持久影響的屬靈親密。例如：撒拉深情地

談及在退修會時一次神聖的相遇：
「很多事情都在退修時發生，我在那裡真

的感受到聖靈的同在。」米利暗解釋這種影響：
「我們在那裡[在會中]有的經

驗……那是為甚麼它對我是重要的一大原因，因為它向我顯示，我身為基督
徒擁有的喜樂。」彼得講述參加一個夏令營怎樣轉化他的信仰，並令他不能
否認地確信神的存在：

我去夏令營……我不能解釋地經驗到神的同在和愛。我感到神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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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愛我，神真的關心我，那可以說是轉化了我整個世界。自從

那時開始……我永遠都不能回去說神不存在……[就是]因為那
強烈的經驗。

類似地，利百加記起一次教會退修會怎樣幫助她在偏離後重新堅固她

的信仰：

(九個)LA受訪者中也有兩個表示有正面經驗。例如：亞比該談及小時候

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參加加西冬令會，後來在十多歲時與青少年小組一起參

加，以及在那個場合她怎樣身為基督徒教師，回應講壇的呼召。馬太也對參
加退修會有比較肯定的感受：

在週年退修的時候，我離開學校和家人，專注於神，我經歷[神]

我們有一次退修，我們整個中學團契都參加。我會說那是我第

但我離開那忙碌的節奏，去參加退修時，卻出現了對[第十二級]

己的。那時我第一次真的感到神的同在。

好像在第十二級時經歷的那樣，因為這經歷我已有點忘記了。
那經驗有重訪。

最後，安德烈總結令會怎樣幫助他宣認他的信仰：
「我開始[連續三年]參

加基督徒令會時，開始有經歷。那開始肯定我的信仰；信仰便開始變得更是
屬於我的。」而且，在令會期間他對自己是加拿大華人這個身份開始變得牢
固：
「我認識來自整個加拿大西部的華人基督徒，那時我家鄉沒有太多華人
基督徒。」

相對於參加特別聚會確實令這些HE受訪者有正面的經驗，一半的SND

一次明白，我需要認真看待這信仰，那信仰必需要成為是我自

在A&A受訪者中，只有一個談及有關對令會的記憶，而那經驗卻沒有帶

來正面的信仰發展。摩西講述他在厄巴納回應講壇的呼召，認為那不是順

從神的邀請，而是「那氣氛、群眾的興奮、那情緒和群體」，推動他上前回應
呼召。但這種感情的回應沒有產生對委身的持續影響，正如摩西提出：
「那

是……屬靈的興奮，或者你喜歡怎樣稱呼它都可以，只是強烈的感情……只
是幾個月後……你便開始沒有那感覺，你不想[對它]做任何事。」

簡單來說，電子調查問卷對參加令會的分析，對它怎樣聯繫到宗教類型

群組(就是十個中的五個)提出這些聚會對他們有不平均的影響，是從沒有

沒有提供任何重要的洞見，因為出席率要不是很低(也就是加拿大西部冬令

如：友尼基提到，在她教會定期參加夏令退修會，是她成長旅程的一部分，

經歷神在一些HE受訪者、LA群組中的兩人和SND群組中的一些人都似乎

影響到正面影響。但那些正面影響沒有為他們的信仰創造持久的粘連。例
但卻沒有提到任何特別的影響。羅以只記得一次在新澤西(New Jersey)
參加青少年退修會的經驗，但那經驗沒有對她的信仰產生任何「重大的

影響」。不過，夏娃描述一次參加厄巴納，一個由美國的校園基督徒團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舉辦三年一度的宣教會議怎樣將她
帶進到一次到中國的宣教旅程。另外，底波拉講述一次改變的經驗：
「我記得
十多歲時，我在一個少年……大會中重新將自己奉獻給神。」最後，達太也講
述一次正面經驗：
「我真的在一次宣教大會中感到[神的]同在。」那經驗是那

麼強烈，以致達太對信仰變得更熱心，也大膽表示他渴望公開表明自己是基
148

督徒：
「我要去並禱告。我要去告訴別人成為基督徒是甚麼意思。」

會)，就是不顯著(加拿大東部冬令會)。對受訪者來說，透過參加會議或退修
同樣明顯。但對SND來說，這種經驗並沒有強到足以最終抗衡其他負面影

響，為教會聯繫創造足夠的粘連。因此，對受訪者來說，雖然參加會議確實在
某些人中創造正面的影響，但它不是一個突出的主要因素，能夠相應地支持
宗教聯繫。

B.「中學生春令會」(Teens Conference)
在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及受訪者提到的所有特別聚會中，其中一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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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學生春令會」)主要由安大略省的CBCC參加者對理解參與特別聚

(約瑟、馬大、羅以、利百加和撒拉)。其餘十三個受訪者表示有參加過，四個

得研究。一個由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Ambassador For Christ Canada)

對這活動有負面看法，而第三個最多也只是中立，最後一個則有點正面。在

會可能怎樣影響他們對神同在的感受，從而創造更強的信仰聯繫，特別值
在每年春季假期時(通常在三月)，為中學生在多倫多舉行，為期兩天的聚
會，這個「中學生春令會」每年吸引了來自大多倫多區(Greater Area of

Toronto)及安大略省其他城巿超過750人參加(Ambassador For Christ
in Canada, 2018)。被問及以下問題時：

Q39：你在GTA讀中學時，有沒有參加GTA的「中學生春令會」？

90%

15.3%

7.7%

15.9%

22.7%

30.6%

第一個是與受訪者在聚會中經驗的單是原始情感(raw emotion)，以

及這情感怎樣不一定轉化為屬靈成長持久的推動力有關。事實上，他們很多

學生春令會」後的經驗是屬靈高漲之後的災難時，他便開始警覺起來：

你想去服事耶穌，但過了一會後，高潮過後，你崩潰，有些人不

再回到信仰。[他們只是有]很興奮的時刻，然後崩潰。我認為那

60%
50%
84.7%

92.3%

84.1%

77.3%

30%

69.4%

20%

令人們耗盡。

約翰(HE)勾畫出類似的圖畫，他回想他在渥太華的教會在他在2007和

2008年參加了兩次後，但因為那活動可能令參加者「[在會議期間]屬靈高

10%
Total

HE
沒有

LA

SND

A&A

有

整體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中，只有15%表示「有」參加，部分原因是因為

只有40%回應者表示自己居住在大多倫多區(圖3.36)。不過，根據宗教類
型來細分則顯示，出席和宗教類型有反向的相關性：HE，8%；LA，16%
；SND，23%；A&A，31%，表示高參與率對信仰聯繫有逆向影響。

不過，受訪者對他們參與這種事件描述了更細緻的圖畫。在訪問時自稱

為居住在安大略的十八個受訪者(一個來自滑鐵盧[Waterloo]、四個來自渥

太華) [Ottawa]、十三個來自大多倫多區中)，五個沒有提到參加過這春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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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他們的經驗時，浮現了兩個主題。

的朋輩應該參加的，好像經歷屬靈成長必須要通過的儀式。但當他描述「中

70%

0%

牢固依附之間有没有對應方面表示出沒有任何一致性。不過，在這些CBCC

(HE)最初談及他怎樣享受那活動，視它為有活力和重要的屬靈聚會，是他

80%

40%

HE群體中，他們的經驗對指出參加「中學生春令會」聯繫到他們對CCIC有

人都稱這聚會的經驗為「興奮」，但很快會消失的那種高漲情感。例如：雅各

圖3.36：參加「中學生春令會」
100%

是HE，一個是LA，七個是SND，四個是A&A。來自HE組別的四人中，兩個

漲，但卻不能真正幫助我們的小組成長」而停止資助這活動。馬可(SND)特

別記起的是這種情感強烈的經驗，而不是聚會的核心教導：
「我不記得很多

教導。我記得那些教導是好的。[但]很多都只是粗糙的情感。」那種情感的展
示可以從那事件只是有趣和娛樂中心並有很多「高潮」這個角度來解釋，正
如猶大(A&A)說：

很多人在「中學生春令會」中得救，但你只看見人們為了表演而
在那裡，為了音樂而在那裡，為了那呼喊和歡呼等事情而在那
裡……他們實際上專注於有趣的事情，而那不一定是壞事，但
在這種被激勵起來的信仰，那真的很可能是以情感為基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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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我的意思嗎？好像很高漲(hype)，很高漲。
第二，就對參加者的宗教性有影響來說，在不同宗教類型中，效果並非

均勻的。有些人提到屬靈成長的打造是在乎於在聚會中參與事奉，而不單

是出席令會。例如：多馬(SND)記得最初他「第一次參加時並不喜歡」這春令

會。不過，獲邀更深地投入令會的事奉後，他再參加多三屆。換句話說，參與，
而不單是出席，對多馬帶來正面影響：
「那時候我很可能經歷到最多屬靈成

長。」拿俄米(HE)有類似的經驗。她對參加聚會有簡短而有點正面的評價：

「我參加了兩年，並有成長。」最後，友尼基(SND)愉快地講述她在春令會中
成為委身的基督徒，將信仰視為屬於她自己的。她進一步解釋：

來說，
「中學生春令會」的經歷本身不是產生很強的影響因素，令他們保持與
CCIC高度連結，或者為他們的信仰創造粘連。對某些人來說，那是正面和成
長的經驗。但對其他人來說，
「中學生春令會」是讓人們社交的地方，提供樂

趣和娛樂，引起「高漲的」情緒。同時，參加此聚會沒有產生很強的影響，顯示
它可能播下種子，令SND和A&A離開教會和信仰，因為後一個群組的三個

受訪者對令會的影響最多也只是採取中立的姿態。因此，與較早時討論過的
特別聚會整體經驗相似，參加「中學生春令會」可能對某些受訪者的成長創
造某程度的正面影響，但它不是強烈支持信仰聯繫的影響。

我接受基督時，那第一次是我個人的決定。那是在聽完一堂道

C. 參與短宣 (Short-term Mission Engagement)

是我第一次為我的信仰負責，第一次擁有我的信仰和我的旅

加拿大福音派教會十分重視塑造青少年和兒童的信仰身份，為了達到

和人們見證，以及發現我想作個人的選擇，跟隨耶穌。因此，那
程，而不是只是做父母要我做的事，或相信他們所相信的。

不過，其他受訪者卻沒有表示那令會對他們的信仰有這種正面影響或

任何明顯的效果。拉結(HE)只是提到她參加了兩年，沒有講述那對她的旅

程有任何影響。馬利亜也有這種中立的姿態，她是安大略省的受訪者中唯一
的LA，她說：
「我去了兩年。那是可以的。我結交了一些朋友。但我不喜歡與
陌生人談話，我也不喜歡交朋友。我不是很外向的人。」相似地，夏娃(SND)

只是視她的參與為在CCIC成長的其中一個儀式(rite of passage)。另一方
面，來自A&A群組的路加和摩西持平靜的態度，沒有談及他們從參與春令

會中得到任何屬靈的好處。最後，對雅各布(A&A)來說，參加此聚會實確有「
某種宗教經驗，是我第一次去『中學生春令會』時得到的。」但他的講述很快
轉向活動是關乎樂趣的這方面，而不是它可能創造的屬靈影響：

那很有樂趣，[但]在那時，我相當肯定我喜歡的是我們隨意去

某些地方睡覺。與朋友一起在運動場打籃球或做其他有趣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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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對安大略省群組中唯一的LA受訪者和那些曾參加令會的HE

這個目的，它們刻意地設計了一些事工來透過與神的同在有意義的相遇，

增進他們對信仰的委身(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 p.
180)。短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其中一種努力(Penner et al., 2012b)。史密

斯(和朗格斯特)(2009)指出，在青少年時期參加更多宣教旅程，與成年時有

較強的信仰委身有聯繫(p. 218)。CCIC也並不例外。很多教會都組織海外宣
教旅程或到國內原住民「第一國家」(First Nations)的社區，嘗試透過事工

和服事當地人培養與神的同在更深的聯繫。這些旅程通常在夏天舉行，藉以
配合學校的時間表，不過，對這個研究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來說，對短宣

的整體參與並沒有顯示它是令他們視作高度投入的事件，68%表示「沒有」
參與(參Q46)(圖3.37)。但根據信仰類型進一步細分，卻指出這種參與和信

仰聯繫有某種一致的對應(也就是說，那些傾向有較高信仰聯繫的人明顯有
更大參與)。HE有40%「有」參與，LA有31%，而SND只有9%，A&A卻打破

這趨勢，有16%。被進一步問及他們的信仰有沒有因為參與短宣而充滿生命
活力時(參Q51)(圖3.38)，整體回應者中只有20%說「有」，或許是因為參加

的比率本來就低。不過，在各個宗教類型中，信仰的活力和信仰聯繫之間都
有對應：HE，27%；LA，23%；SND，4%；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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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6：我在成長時參加過短宣。

對受訪者來說，對短宣旅程中經歷神作為成為增強信仰聯繫的一個變

Q51：在短宣旅程中，你的信仰有沒有變得有活力？

量有不同的表達。因為他們的描述沒有提供這種參與和持續委身於信仰及

圖3.37：參與短宣

三個類型(HE、LA和SND)的七個受訪者，九個受訪者則有中性或負面的經
驗，另外二十個受訪者則表示沒有參與。在那些表示有正面影響的人中，浮

100%
90%
80%
70%

29.8%

39.7%

2.2%

60%

CCIC之間有任何具體相關性。就從短宣產生任何正面事情來說，它影響了

31.3%

9.3%
2.7%

16.1%
3.2%

與任何短期或長期的宣教事工，而另外五人(約翰、利亞、米利暗、拿俄米和

50%
88.0%

30%

68.1%

58.4%

80.6%

66.8%

10%
Total

HE
沒有

LA
沒有回應

SND

A&A

4.0%
27.3%

8.1%

23.1%

70%
60%
50%

93.3%
72.7%

64.1%

83.9%

70.7%

20%
10%
6.9%

8.6%

6.3%

2.7%

Total

HE

LA

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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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到時，並非立即明顯看到。但一旦你認識那些人，真的與他
們交談，開始聆聽他們的生命……那真的開了我的眼界，讓我

正面影響屬靈成長的經驗在約翰的旅程中也是明顯的，正如他講述參

與短宣的目的：

那是要推進神的國度；讓人們認識神的愛和福音。我認為這是

30%

0%

一個原著民區的短宣怎樣重要地令她看到將世界的需要聯繫到神的愛這屬

明白這個世界多麼需要神。

80%

40%

成為短宣隊的領袖。相似地，米利暗強烈講述持續每年參加到英屬哥倫比亞

認識那裡的人，看到你在這裡不一定看到的破碎。你去到時，最

100%
20.4%

程，而利亞則在大學時參加過兩次短宣，不過她沒有承認它有任何影響。就

靈現實：

有

圖3.38：在短宣旅程中信仰變得有活力

90%

撒拉)則提到有參與。例如：拿俄米只是承認有參與到另一個城巿的宣教旅

參與多次短宣來說，撒拉記得這些參與怎樣推動她由只是一個參加者，變成

20%

0%

確實堅固他們的信仰，並激發他們成長。

在HE組別中，十個人中有四個(雅各、彼得、拉結和利百加)從來沒有參

1.9%
1.9%

40%

現了一個共同主題：參與短宣確實令他們更看到神的工作和目的，而這經歷

沒有回應

有

8.1%
A&A

主要的原因。我認為短宣就是要將神的話傳到各處。它也幫助

我學習更多，取得更多經驗，在分享我的見證，與任何人分享我
的信仰時感到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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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LA群組的五個受訪者(亞比該、茱莉亞、馬利亜、非比和百基拉)也

談及參與短宣。茱莉亞、非比和馬利亜只是提到她們有參加，卻沒有提及它

學時去過非洲「好幾次」，每次為期六星期，他表示那時對他的信仰有非常正

經驗，就是她怎樣在去墨西哥時受到啟發，她突然清楚知道那樣的努力的核

到非洲作較長期的宣教。

的影響；另外兩人則愉快地回憶她們的參與。百基拉講述一次令她開眼界的
心目的是甚麼，以及以真誠的方式實踐信仰是甚麼意思：

面的影響：
「那是瘋狂的！」這些參與後來令他在大學畢業後用了兩年時間回
最後，只有兩個A&A受訪者有提及參加短宣的經驗，但他們沒有其他群

我們[在第九級]時去墨西哥宣教……那是我第一次去宣教……

組的參加者那種愉快的經驗。路加簡短地提到他到格拉納達(Granada)的

沒有感到自己與同學親近，因為我們從第一級開始便在一起。

虛偽：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人們真誠地禱告，我猜那是大開眼界。我從
我猜我從未見過他們這樣真誠。好像他們在屬靈上開放了。

亞比該在短宣中也有類似經驗，她說那是「改變生命的……而且非常有

力」，因為她「感到[向]街上的陌生人宣告我的信仰那膽量和勇氣。」

就SND群組來說，四個受訪者(以斯帖、友尼基、夏娃和馬可)表示曾參加

短宣。以斯帖和夏娃顯示她們有參與，但沒有詳細講述那參與的影響。不過，
友尼基記得神的同在怎樣透過短宣隊的領袖那忠心的榜樣而變得有生命動

感，以及那宣教參與怎樣迫使她離開安舒區，做一些不是慣常表達基督徒經
驗(例如崇拜)的事情。那時這經驗增強她的信仰，也加深她的信念：

我會說就那些短宣來說，我只記得聆聽領袖說話，以及他們見
證神怎樣改變或塑造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怎樣變成現在的

樣子。只是聆聽故事，並擴闊我的信仰，也就是走出我的安舒
區，與陌生人交談，與人們談話，講述神，這是我以前從未做

過的。我發現這就是成為基督徒的真正意思。那不是我在雷灣

(Thunder Bay)會做的事情，去與我不認識的人交談。因此，[

它]令我看到基督教另一個更深刻的面向，也看到我的信仰是甚

麼意思。這好像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不是只是一天一天地活，
而是告訴別人關於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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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是另一個SND，我們可以將他描述為一個積極參加短宣者。他在大

旅程，而猶大則表示有負面的經驗，不是關於那短宣旅程，而是關於領袖的

在我上大學前去的那次短宣，主任牧師和粵語堂牧師也一起

去。我認為大部分時間，那主任牧師都沒有做任何事，他只是，
你知嗎？吩咐那位較年青的牧師做所有事情。

這個討論立下了基礎，讓猶大更深刻地談及領袖的權力和階級的課題，

在他回想「真的令人討厭的階級政治」時產生非常令人困擾的反應，而那不
單與短宣有關，也與他教會的一般事工有關。

總括來說，短宣不是大部分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和受訪者都參與的事

工。但對有參與的人來說，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確實指出這種參與和宗

教聯繫之間有某程度的相關性。不過，對受訪者的分析顯示與電子調查問卷
的結果並不一致，短宣的正面影響在三個類型十六個受訪者中的七人(三個
HE，兩個LA和兩個SND)中出現，顯示這種參與和較大程度的信仰粘連之

間沒有直接的相關性。不過，我們可以提出，整體來說，那影響在留守群組中
比退出群組更可見和明顯，這可能與HE和LA受訪者比其他群體對信仰有
較高程度的粘連相關。

對那些表示在成長方面受到影響的人來說，短宣令他們比參加令會或

營會可以花更長時間來事奉(通常是一到兩星期)。這種參與似乎令他們在

不熟悉的環境和語言中更意識到超越的同在。這種經驗點明參加者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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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除去他們固定的外表，令他們更接近神怎樣透過宣教實行祂的作為這超
越的現實。

總結 (Summary)
就這個研究來說，參加會議(包括「中學生春令會」)、退修和短宣對一些

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和受訪者可能有正面結果。但我們發現程度不均勻的
影響。對一些人來說，明顯有持續的轉化性改變；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參與

這些事件在CBCC的宗教性中可能是屬靈的加速器，但持久的影響成疑。對
其餘的人來說，參與這些事件帶來中性或負面的經驗。換句話說，在各個宗
教類型中，沒有清楚顯示在這些特別聚會中的經驗，與信仰聯繫或脫離聯

繫之間有明確的相關性。這個發現與近年的研究(Dean, 2010; Penner et
al., 2012b; Reimer & Wilkinson [with Penner], 2015; Smith [with
Longest], 2009)不一致。

Q6：在我成長時，我爸爸定期讀經。

Q7：我在家居住期間，我父母在教會的出席率大幅下跌或其至完全停
止。
Q8：我父母鼓勵我探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圖3.39：父母的宗教性
100%
90%
80%
70%

專家普遍認為，父母的宗教性對孩子的影響是對理解較年青一代的

50%

17.2%

14.4%

12.4%

20.2%

26.7%

20.1%
24.0%

22.2%

35.5%

30.7%
25.8%

40%
24.0%

30%
20%

50.2%

39.0%

10%
Total

HE
非常同意

同意

21.0%

41.3%
18.7%

17.7%

SND

A&A

LA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分析顯示，61%的回應者表示有從「同意」(22%)到「非常同意」(39%)

信仰參與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因素(Myers, 1996)。很多研究辨別出父母的

父母委身於宗教的實踐(圖3.39)。根據宗教類型對回應進一步細分顯

2012b; Smith [with Longest], 2009)。相反，父母虛偽則是他們孩子背教

中，父母的宗教性明顯較高，而在退出組別中，父母的宗教性則較低。一

敬虔是青少年保留信仰的主要決定性因素(Dean, 2010; Penner et al.,

的主要原因(Zuckerman, 2012)。對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來說，對以下這
組問題的回答最能夠代表他們怎樣透過父母們好像參與崇拜、禱告和讀經
等宗教實踐，來看到雙親的宗教性：

Q1：在我成長時，我媽媽定期參加宗教聚會。
Q2：在我成長時，我爸爸定期參加宗教聚會。
Q3：我相信我媽媽除了謝飯外也定期祈禱。
Q4：我相信我爸爸除了謝飯外也定期祈禱。
Q5：在我成長時，我媽媽定期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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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60%

0%

父母的影響 (Parental Influences)

19.5%

示，父母的宗教性和每類型的參與程度之間有明顯的對應，在留守群組
般來說，70%(%20+50%)的HE和65% (24%+41%)的LA對這種宗教

性有正面「同意」到「非常同意」看法，而57%(31%+26%)的SND和61%
(26%+35%)的A&A則有負面「不同意」到「非不常同意」的回應。

不過，透過(1) 家庭的靈修實踐；(2) 父母身為基督徒的信仰身份；和

(3) 明確承認父母的影響的三個變量來作理解受訪者父母的影響作為影響
CBCC具體信仰聯繫的主動代理，分析結果卻指向一個沒有那麼確定的方

向，因為在各個宗教類型中，我們沒有一致或平均地發現它是一個明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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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量(參附錄E)。一般來說，有些受訪者指出父母透過在CCIC參與事奉的

結和利百加)則說在她們年幼時，靈修是家庭不被重視的屬靈操練。還有，這

子在信仰中成長的持久影響。特別是，退出組別中有幾個受訪者表示他們父

長時受到父母正面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家裡有非華人的父母(米利暗)。不過，

榜樣確實對他們產生某程度影響。但單是這種參與並不一定變成對他們孩

母是他們成長時的教會的牧者(亞伯拉罕、友尼基和摩西)、執事或平信徒領
袖(雅各布、路加和多馬)。雖然父母的事奉角色或職位令假設他們孩子有較
強的信仰聯繫顯得合理，但這些退出群組的受訪者以他們的宗教類型表示
事實並非這樣。

就這個研究來說，父母的宗教性最佳情況也只是表現為中性的媒介，既

不促進留守群組持續與教會保持聯繫，也不令退出組別放棄信仰，因為(三

十七個)受訪者中有二十七個回想父母對他們信仰旅程的影響是「弱」到「中
性」，另外五個人則表示有「負面」影響，餘下五個表示有「弱到正面」到「正

面」的影響(附錄E)。而且，就退出群組的受訪者討論他們年小時候的家庭靈
修來說，只有幾個顯示他們有這樣做。而當他們有這樣做時，也是不定期進

行，而且通常在這些CBCC進入青春期時停止(以斯帖、雅各布和路加)。其他
人(底波拉、友尼基、馬可和多馬)不記得有家庭靈修，一個受訪者(羅以)表示

「弱到強」和「強」類別中的三人(約翰、利百加和撒拉)有提到他們父母是值

得跟隨的好榜樣，以很強的宗教信念撫養這些CBCC，要求他們對自己信仰

發展問責。與LA群體不同，HE中大部分在「中性」到「弱」類別的人都由父母
帶到教會，而他們父母繼續積極參與CCIC。十個受訪者的其中一個(彼得)

表示有「負面」的影響，他詳細講述在成長時感到自己「沒有父親」，因為他父
親幾乎缺席，常不在家。而當他在場時，卻為彼得帶來身體(也就是打屁股)

和精神的虐待。彼得在很小的時候便開始上教會，那時他父親視自己為基督

徒，後來卻放棄信仰，並堅持要彼得「張開眼睛，看其他事物，看其他宗教。」
彼得廣泛地參與教會事奉時，他父親「想我不再上教會。」根據彼得的說法，
這個父親的問題給他帶來很多傷害，影響他在十多歲和少年時的心理和屬
靈健康。

最後，HE組別中的兩個人(約翰和撒拉)正面地談及他們父母在他們成

不可能這樣做，因為她不明白母親的語言(也就是中文)。最後，兩個A&A受

長時的屬靈旅程中有「強」的存在。兩人都明確強調他們想在信仰旅程中效

大)或「要逃避的事情」(摩西)。在以下一節，我們會根據受訪者的每個宗教類

動與他進行屬靈談話，刺激他明白聖經，藉著這些交流傳達信仰。他們也容

訪者對他們家庭靈修的經驗有反諷和鄙視的看法，將它妖魔化為「笑話」(猶
型，更詳細檢視父母的影響作為推動CBCC信仰委身的動力。
A. 高度參與者(Highly Engaged; HE)
正如這一節和下一節的討論會顯示，父母對留守群組的信仰有強的影

響這一個假設並不是一致地觀察得到。對HE來說，在不同受訪者之間，父母
的影響不是一個一致的因素，以致我們不能得出結論說父母的影響對他們

與CCIC和他們信仰的粘連有「正面」效果。這個群組的十個受訪者中，有六

個在信仰旅程中整體受到父母「中性」或「弱」的影響(參表E.1，附錄E)。四個
(安德烈、雅各、利亞和米利暗)沒有提到家庭靈修，而另外三個(拿俄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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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群組中有三人(安德烈、米利暗和拿俄米)沒有明確提到他們在信仰中成

法父母成為好榜樣。例如：約翰表示欣賞父母怎樣雖然忙於事奉，但仍然主
讓他在對信仰的事情有疑問時開放地與他進行討論。在約翰不想參加教會

活動的動盪時期，他父母溫柔地引導他持續那旅程，在回想他父母怎樣在他
生命中留下一個不能忘記的印記時，約翰承認和驚歎：
「我很感恩。」撒拉的
描述同樣充滿活力。她在年紀很小時被帶到教會。雖然撒拉由父母撫養，但
她母親才是家裡信仰的支柱：
「就帶領家裡的基督徒生命來說，我媽媽強得

多。」家庭靈修雖然不頻密，但一貫是家庭活動的支柱，而將它們連結起來的
正是她母親。當撒拉「對屬靈生命有富挑戰性的問題」，或甚至對性這個課

題感到好奇時，她會毫不猶疑地先向母親尋求指引，然後才會去找例如主日

學老師來查詢。不過，最終是她父母在生命中一直獻身於教會事奉最影響撒

拉，這種委身在她在信仰中成長時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和十分正面的影響。
她愉快地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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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回想自己小時候，發覺父母雖然有四個孩子，自己也有

影響：
「那[信仰]不是我媽媽的，它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屬於教科書的。」她描

以阻止他們，[好像]有時有些[其他的]成年人會抱怨說：
「噢，我

觀怎樣驅使她更疏遠他們，因為這些價值觀阻止她向他們透露她面對人生

工作做，但仍然非常非常非常活躍地在教會事奉。沒有事情可

現在有個嬰孩，我需要停止事奉。」對[我父母來說]，那是「有個
嬰孩仍然繼續事奉。」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我們有四兄弟姊

妹。那真的讓我明白事奉神，事奉祂的孩子和教會的重要性。
有父母事奉的足印向她招手，要她跟從，撒拉愉快地總結說：
「他們是我

很好很好的榜樣和模範。」

B. 較少歸依者(Less Affiliated; LA)
對較少歸依者的群組來說，主要有「弱」到「負面」的影響，九個受訪者中

有八個表示父母的影響是「弱」的(一個)、
「中性」(五個)和「負面」的(兩個)，
只有一個受訪者明確表示父母在他信仰旅程中有「強」的影響(參表E.2，附

錄E)。這八個受訪者中，兩個在小時候由朋友或不信的父母帶到教會。腓力
在受訪時表示他父母並非信徒，馬太則提到他父母在他參加教會崇拜多年

後他們才歸信。另外兩個受訪者(馬利亜和百基拉)是由母親介紹到教會，因
為她們的父親不是基督徒，在受訪時仍然不是。在這種家庭環境下，由於父

母並非都是信徒，沒有集體進行屬靈談話或實踐，家庭靈修幾乎並不存在。
九個受訪者中有三個表示在他們信仰旅程中，父母的影響是「弱」或「負

面」的，因為他們明確指出父母妨礙他們的屬靈成長。例如：亞比該談及她父

親是專制的人，有虐待行為，雖然他是執事。這個組別的受訪者有家庭靈修，
但對其中兩人(馬利亜和路得)來說，那只維持了幾年，到小學初期或中期。
路得表示她教會和家庭都不視讀經為重要的基督徒實踐，因為「我認為[教

會只有]少數人實際上以榜樣帶領，只有少數人真的顯示讀經是多麼重要。」
對亞比該來說，家庭靈修以「太別扭和太強制」的方式進行。

就父母明確的影響來說，馬利亜談及在她成長時父母對她的信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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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父母對她的信仰來說為「疏離」，接著強調亞裔人「羞恥」和「榮譽」的價值

的重要的掙扎，例如她男朋友曾虐待(身體和情感上)她，因為害怕父母會非

難或指摘她。另一方面，路得記得在晚飯時那些關於教會領袖和不同家庭的
衝突和個人仇怨的談話帶來的負面印象。這些談話消極地震撼她的信仰，令
她對教會領袖產生不信任。至於靈修這屬靈實踐，她的父母似乎只有興趣單
單進行一些屬靈活動，而不是專注於在信仰中的個人成長。路得進一步解
釋：

他們從沒有真正主動嘗試找出我和妹妹的信仰是怎樣的，就

信仰來說，我們的情況怎樣，他們從沒有積極這樣做。因此，對
他們來說，那好像：
「噢，你有讀聖經嗎？你有祈禱嗎？好的，[你
有]。好。」

在LA群組的所有受訪者中，亞比該提到最負面的影響。她清楚記得她受

到父親長期的靈性和情感虐待。例如：他不同意她選擇成為宣教士，有幾年
因為她與男朋友的關係而拒絕她。亞比該將她父親的頑固歸咎於她父親和

他在教會中的對手存在的個人恩怨，而剛好那對手就是她男朋友的父親。那
仇恨最初在兩人在任於教會長執會時的爭吵引發。她父親留在她心裡和靈
魂中的傷痕經過多年才能癒合，她也曾需要接受專業的屬靈輔導及治療。
最後，巴多羅買於LA群組中是一個例外，他表示父母在他信仰旅程中

有「強」的影響(也就是明確提到父母在推動成長中是榜樣)。在所有關於他

們影響的討論中，最突出的是家裡持續有每兩星期一次的家庭靈修(與更大

的家庭，因為在訪問時巴多羅買已經結婚)，整個家庭，包括孩子和他們的配
偶，一起讀聖經，然後他父親會講一堂「微型的道」(mini-sermon)。更重要

的是，他父母以他們的「行動」支持他們的「言語」，正如巴多羅買見證他們彼
此尊重那模範行為：
「我看見行為，我看見我父母怎樣互相尊重。」從他父母
身上，巴多羅買見證了慷慨的美德和實踐簡樸及節儉。最後，他父母在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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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成長時從沒有強迫，而是提供溫柔的引導，讓他自行發展信仰。
C. 屬靈的『沒有』者和『終結』者
(Spiritual“Nones”&“Dones”; SND)
父母整體的影響作為SND群組屬靈旅程的一個變量似乎是「弱」和「中

性」的，九個受訪者中有八個在談及影響時反映這種感受(參表E.3，附錄

E)。與其他群組(例如LA)的許多人相似，這個組別有幾個受訪者(九個中的
三個)說他們父母不是基督徒，所以對他們的屬靈成長沒有影響。至於家裡

的屬靈實踐，這個群體的九個人中有六個不記得有家庭靈修(底波拉、夏娃、
羅以、馬可、馬大和達太)，而其餘三人(以斯帖、友尼基和多馬)則提到偶然有

會，我們做這事，我們做那事。」但我們並不真正深入談論我們
的信仰。我認為他即使與朋友一起時也不是那種人。

至於友尼基，她父親的忙碌對家裡的宗教談話製造了一種負面的骨牌

效應，正如她指出沒有這種談話：

我不記得與父母有很多屬靈談話，特別當我年紀較輕的時候。
我年長一點時，我猜我可以問父母不同的事情。但我比較年輕
時，我感覺到問朋友[屬靈的問題]會比較自在。

在這樣的環境中，友尼基在與父母分享個人困難，好像與非基督徒男朋

這種活動。在這個群組中，沒有或少有這種活動的原因不同。例如：羅以來提

友關係破裂等事情時感到不自在。而且，她父親沒有在事奉和支持家庭之間

文)。另一方面，夏娃、馬大和達太則不能與父母有這種屬靈實踐，因為他們

感到被遺棄。友尼基表達：

出語言障礙，因為就屬靈談話來說，她不能明白她母親說的語言(也就是中

不是信徒。最後，友尼基有點沮喪，因為她身為牧師的父親總是忙於事奉，將
家庭靈修推到很低的優先次序，那在她家裡只是不定期地進行：
「我記得我
爸爸很多時候都不在家裡，因此我認為我們並不真的有那些時間。」

至於父母透過跨代的宗教談話傳遞信仰價值觀這方面，同樣，夏娃、馬

大和達太都表示與非基徒父母沒有這種經驗。另一方面，馬可由他母親帶到
教會，而在受訪時，他父親仍然不是基督徒。但他沒有表示與母親有進行屬
靈討論。羅以描繪同樣的圖畫──語言障礙妨礙溝通。但對多馬來說，宗教
談話只發生在「生命掙扎的時候……我們不會真的深入談及，直到[我媽媽

與她的信仰]有掙扎時。」以斯帖有類似偶然討論的經驗。我們要求她描述這
種交流時，她回想：
「不很多。我猜我並不真的知道怎樣和[我媽媽]進行那些

屬靈的談話。我並不真正想開放地与與她談那些事。因此我認為我們沒有很

深入地溝通。」底波拉也呼應，她回想在家裡「沒有很多」宗教談話，但卻提供
不同的解釋，歸因於她父親的性格和由表現推動，偏好行動多於言語的神學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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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較不可能談及他的情感，對他來說那好像：
「我們上教

取得平衡，對友尼基有很大影響。她在動盪或逆境時需要他支持，但卻有點

因為我爸爸不在而對他有點憤怒和受傷的感覺……[因為]他重
視教會多於我。我並不感到自己得到珍惜或重要。好像我頭腦

上知道爸爸愛我。我知道他關心我。但我小時候他不在身邊，令
我感到受傷和憤怒，感到我對他不重要。

那被遺棄的強烈感覺令她在上大學時因為「壓力而觸發」抑鬱，有段時

間她要透過專業輔導來處理這個精神健康問題。

D. 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 (Agnostics & Atheists; A&A)
對A&A群組來說，父母的影響似乎多傾向「負面」(參表E.4，附錄E)，有

六個受訪者表達「中性」(四個)和「負面」(兩個)的感受，其餘三個則強調可

以視為「弱」的影響。以家庭靈修作為例子，很多A&A受訪者都沒有提到這

種經驗。但對那些有提及的人來說，靈修要不是只在他們年少時候進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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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和雅各布)，就是不定期地進行。雅各布這樣描述那種做法：
「我小時候[我
們有靈修]，對。我想到我上中學時那便停止了或變得很少進行。」路加也有

整個群體中，父母對子女信仰的影響最好也只是「中性」或「弱」(例如：在三

路加描述他是「非常[偏重]參與教會，但不一定獻身於私人的宗教操練。」他

以部分歸因於一些受訪者的父親或父母不是基督徒，部分則是因為家庭靈

類似感受，他記得他小時候是他母親帶領家人「定期」靈修的。至於他父親，
進一步解釋：
「我爸爸是……有點更[偏向]……只是參加崇拜活動，並不真
的……進行靈修。他自己基本上不讀經或祈禱。但他重視在教會事奉。」最

後，兩個A&A受訪者(猶大和摩西)對家庭靈修的經驗有非常「負面」的看法，
描述那是「笑話」；
「由上而下」；
「並不是有機性的」；不是「對我們的信仰有幫
助的事情」(猶大)；到「要避免的事情」；
「非常令人煩厭」(摩西)。

雖然大部分A&A都是基督徒的兒女，有些更是CCIC的牧師(亞伯拉罕

和摩西)和執事(路加)的後代，但幾乎所有人對父母對他們信仰旅程的任何

明顯影響都沒有任何表示。例如：被問及父母在他的屬靈成長中有沒有扮演
一個角色時，猶大明確地表示沒有：
「我認為沒有！」而且，在家庭環境中，交

流應當是個人、定期和親密的，有利地傳達信仰的價值觀和在CBCC感到好

奇時恰當地給予引導，而可以透過開放地與本地出生一代談話而進行。但更
常見的情況卻是，在這群組中，大部分受訪者都不記得有這種交流。即使這
種討論有出現，父母表達在信仰中遇上的動盪(例如對神的抱怨)或對事奉

的負面反應(例如對教會的抱怨)，也可能令CBCC厭煩。例如：與路得(LA)的
經驗相似，她從晩餐桌得知教會的所有衝突和內鬥，因而對CCIC留下不可
磨滅的負面印象；摩西(A&A)也因為透過聽父母的談話而知道他的牧師父

母怎樣在CCIC被會眾誹謗而感到厭惡：
「我父母喜歡在家裡彼此談論他們
應付的那些廢話。」

總結 (Summary)
對這個研究的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來說，父母的宗教性和宗教類型

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其相關性以下降的趨勢展示出來：父母對好像祈禱、
讀經和崇拜等宗教實踐的參與程度在HE中最高，在A&A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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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相關性並不對應受訪者的經驗。正如附錄E的表E.5顯示，在

十七個受訪者中，其中十六個父母的影響是「中性」，十一個是「弱」)。這可
修和屬靈討論只是零星和不一致地實行，最後也是因為父母沒有成為榜

樣，或者對塑造子女的屬靈品格和信仰不感興趣。至於幾個表示有正面影

響的受訪者，他們將自己很強的信仰聯繫歸因於父母的榜樣，他們以信任、
尊重和慷慨這些屬靈美德引導孩子。對受訪者在父母的影響方面的整體發
現與很多研究的結論不相符，這些研究的結論是大部分實踐信仰的父母對
他們的兒女都有正面影響(Bader & Desmond, 2006; Cornwall, 1987,

1989; Erickson, 1992; King et al., 2002; Myers, 1996; Nelson, 2014;
Pearce & Denton, 2011; Penner et al., 2012b; Powell & Clark,
2011; Smith [with Snell], 2009; Voas & Storm, 2012; Winston,
2006)。

結論 (Conclusion)
正如較早時提到，這個研究的目的是在CCIC的處境下探討CBCC中留

守和退出群組的信仰委身和脫離宗教的塑造的影響原因。這個研究顯示很

多因素有助形成CBCC的信仰身份，支援和助長他們旅程的方向。在他們成
長的過程中，CBCC有很多與主流對應有相似的經驗，例如學校。但這個群

組也有一些獨特的地方。透過對受訪者的信仰經驗和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

回答的分析，這個研究首先在留守和退出群組中分辨出四個宗教類型，以代
表就與移民教會聯繫，以及他們有多強地擁有信仰或沒有信仰來說，CBCC

有甚麼身份：高度參與者；較少歸依者；屬靈的『沒有』者和『終結』者；以及不
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而且，研究浮現出八個決定性因素，是在這些宗教類
型中十分明顯，塑造他們成為他們那樣的人。我們也額外強調兩個變量，因

為它們對CBCC在CCIC的旅程的經歷有關，雖然它們並不是塑造他們宗教
身份的獨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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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HE群組來說，道成肉身的實踐、犧牲和不加論斷的友師勉導關係在

委身的根基。結果，很多SND選擇放棄好像出席教會這樣的宗教實踐。對從

正式友師勉導進路的功效，在其中勉導通常是由友師的關心和支持開始，

與信仰群體變得非常困難。其他SND則在自己的住所或教會搬遷時嘗試努

他們裡面示範和建立了很強的信仰信念。透過這樣的支持，這個群組證明非
他們樂意藉著放下自己的權力，以不論斷的態度實行積極的聆聽，從而與

CBCC建立緊密和模塑性的關係。在這樣做時，這些友師贏得信譽和信任，
可以提供明智的建議和榜樣，引導CBCC應付艱難的生命課題。而且，強烈

感到依附一個以完全的接納、相互支持和生命透明來建立牢固的歸屬感，
充滿活力和真誠性的屬靈群體，能夠強化CBCC的宗教身份，啟發他們在

CCIC中繼續走上具有健康和真誠的信仰旅程。這種群體經驗也在安全的環
境中堅固連結和友誼，在那裡他們可以表達脆弱和破碎，不用害怕會有餘

波。相反，這種親密關係的減弱或消失會中斷他們與CCIC的聯繫，這在很多
SND的經歷中可以明顥看到。

反過來說，在失效的領導中，因為CCIC具很高的權力差距，也沒有啟發

人的異象，還有，LA在教會中遇到的虛偽、衝突和不適切的教導顯明的不健

康的文化，推動他們認真考慮離開CCIC，雖然不致完全放棄信仰，有些人甚

至已經採取行動這樣做。在這種教會思潮下，LA群組中的CBCC因為被領袖
視為底層人士，輕視他們這一代為未預備好扮演任何重要的領導角色而感

到挫敗。對他們來說，第一代領袖傾向自命資歷高，有事奉經驗，但卻似乎是
保護移民一代的利益，而不是擴闊CCIC的異象去包容主流的人士。CBCC

經驗到CCIC是不健康的場所，因為它們是充滿虛偽、政治和內部衝突，而且
通常偏袒華人會眾，並妨礙他們的成長和成熟。對大部分LA來說，這種經驗

所帶來的結果是明顯的：採取行動在CCIC以外的崇拜場所擁有和表達他們
的信仰身份。

至於SND，他們在生命轉折的不同階段面對多重挑戰，驅使他們放棄積

極投入信仰表達和屬靈群體，同時仍宣稱繼續保持對神存在的相信。在從中
學轉換到大學時嘗試取得自由和身份，很多SND面對他們未預備好要應付

的挑戰。如多元教導、世俗價值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對「嘗試生命就好像美
食廣場」作出選擇挑選不同生活方式這種做法的好奇，一起來動搖他們信仰
168

大學過渡到工作的SND來說，他們有些人遇到不尋常的職業要求，令定期參
力與宗教群體(再)聯繫時受到考慮成本效益的挑戰。對另一些SND來說，他
們受到戀愛的困惑刺激，因為愛情關係終止和與沒有共同信仰價值觀和優

先序的伴侶(也就是非基督徒和名義上的天主教徒)結婚或同居。整體來說，
這些源自戀愛的困惑的生命轉折事件和困難為SND的信仰旅程帶來重大影
響，令他們放棄與CCIC的聯繫，雖然不致完全放棄信仰。

對A&A來說，他們生命中存在有智力複雜性強烈的冒起，是源自他們

確信科學和思維的論證，從而開始對宗教產生懷疑。這個群組視信仰為與
理性沒有聯繫，與科學不相容，兩者之間的關係最好描述為零和博弈。此

外，CCIC在處理他們的疑惑時以不客觀和不令人滿意的方式給予不足和不
恰當的回應。很多人在十多歲時開始這個過程，並在大學時因為接觸反宗

教的資源，支持他們的不信，從而加深他們無神論的信念。而且，A&A厭惡

CCIC對同性戀問題的處理方式，很多受訪者，包括兩個自稱的同性戀者，指

出教會敵視和不饒恕的態度是他們放棄信仰的原因。同性戀的問題，以及性
取向的問題，都反映一個大部分受訪者都提到的更深刻難題：CCIC在關於

性的教導方面沉默，而即使有這面的教導，也只限於處理約會的實踐，而不

是整全地去理解人倫關係中性的課題。這兩個決定性因素，也就是思維複雜
性和性，加起來成了令A&A背教，放棄對神的信仰的明確因素。

最後，我們檢視了兩個題目，它們在CCIC的處境下，與CBCC的信仰旅

程有關係密切。我們分析了受訪者在好像會議、退修和短宣等特別聚會中對
神的經驗。雖然在HE、LA和SND群組中，參與這些聚會傾向增強受訪者與
神同在的屬靈親密，但那經驗並不平均，也不一致，令它對這個研究探討的

CBCC依附或脫離信仰方面在總體上不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另外，在受訪的
CBCC旅程中父母的影響是由「弱」到「負面」。這部分是因為一些受訪者的

父母並非基督徒，而其他人的父母在信仰來說不是好榜樣，也沒有持續地與
子女進行靈修或採取行動與他們進行屬靈談話。這些標記(也就是父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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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依附；家庭靈修；以及明確承認父母的正面影響)加起來指向父母對CBCC
的信仰作為一個決定性因素，最多也只是「中性」。

在關於CBCC的信仰聯繫檢視這個研究的結論時，可以提出以下觀察。

首先，雖然就宗教類型怎樣受到這些因素塑造和影響，我們有找到一些決定
性因素浮現出來，但沒有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單獨地發揮影響。在個別及/或

橫跨所有宗教類型中，很多因素都在運作。例如：正如在討論自然成長過程

時明顯看到，CBCC的教養和他們的宗教委身是多面的經驗，可以有不同面
向。單一的決定性因素的力量實際上可以被其他因素抵消。例如：友師的影

響可以被其他的經驗中和，例如被教會的階級或不健康的文化減弱。雖然每
個個別因素在塑造CBCC的品格，無論正面或負面，都有它本身的功能，但

在處理CBCC信仰旅程的挑戰時單單看個別因素，可能並不完全足夠，需要

在每一個信仰群體中進一步處境化。第二，與關於這些課題的大部分文獻相

路，在SND中發現與教會沒有連結和戀情破裂的影響顯示，它們的延伸力實
際上接連到他們生命中根深蒂固的華人種族文化(例如榮譽和羞恥)，以及

來自CCIC不足夠和不恰當的牧養關心帶來的影響。同樣，單是關心處理這

些問題，而卻沒有重新確定CCIC需要怎樣重構它整全的教導和事奉，引導
CBCC面對世俗力量和他們生命的轉折，可能會證明是不足夠的。最後，關

於LA經驗到的失效的領導和不健康的文化的發現，這些決定性因素對這個
群組來說雖不是令他們放棄信仰的改變媒介，但是因為是有這樣的經驗而

令CCIC感到的厭惡是那麼強烈，以致這些力量驅使他們在移民教會以外的

地方表達他們的信仰。在這方面，雖然對CCIC來說仍然是損失，也是信仰群
體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些CBCC的命運與另尋去路組別而不是
與退出群組接近。

本研究結論的分析指向CCIC在回應CBCC信仰旅程的決定性因素

反，在特別聚會中經歷神和父母的影響這兩個主題，要不是在特定的宗教類

時的要有一個重要方向：採取的任何行動都要結合探討和理解這些因

去理解它們的影響要在這個研究的處境中作出考慮。因此，在為CCIC找出

單提出挑戰，也提供機會處理CBCC的需要，並防止較年青一代進一步

型中不一致地明顯，就是在所有宗教類型中都有點「中性」。由於這個原因，
任何含義時，在是否給予這兩個因素和其他決定性因素同樣比重方面需要

小心。例如：在受訪者中，父母的影響是「弱」到「中性」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一
個父母或父母兩人不是基督徒(也就是三十七個受訪者中有十三個在受訪

素以及它們可能怎樣在CCIC的個別場合顯明出來。而且，這些結論不

離開教會。在下一章，我們會建議八個方向性行動(directional action
recommendations)，讓CCIC整全地處理在這個研究浮現的結論。

時表示父母中有一人不是基督徒或兩人都不是基督徒)。從非信徒父母那裡

得不到屬靈影響，令他們很難勾畫出其後果，因為有些人可能視這觀察為與
CCIC的現實相反，在那裡大部分CBCC都是第一代移民信徒的孩子。雖然
這樣，這結論仍然是一個需要探討的重要方面，因為單單父母的存在不一
定增強孩子的信仰，正如很多受訪者見證那樣。父母積極和明確與他們進
行信仰對話和作榜樣卻增強孩子的信仰。而且，參與好像短宣和令會這樣

的聚會在留守群組和SND群組中創造明顯的正面宗教委身，雖然作為決定

性因素，它們沒有聯繫到任何特定宗教類型，但卻是在CCIC要考慮的變量。
第三，研究的發現指向CBCC從十多歲到青年時期遇到的更廣泛問題或更

深刻的困難。例如：就A&A的決定性因素來說，智力複雜性的增加和性這兩

個問題象徵一個更深刻的困境：CBCC怎樣受到世俗主義挑戰。沿著同樣思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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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式轉移─
方向性

行動建議

A Paradigm Shift─

4

Directional

Action

Recommendation

範式轉移─方向性行動建議
(A Paradigm Shift – Directional Action
Recommendation)
這個研究的結論描繪一個崎嶇的地貌，是CBCC在CCIC的處境下成長

期間，在他們的信仰旅程中需要走過的。有些受訪者分享他們在信仰旅程中

的盼望、夢想、喜樂和得勝，肯定移民教會的領導層的價值觀，以及它們給本

地出生一代的智慧和祝福。但很多其他人，無論是仍然留在CCIC，或者因為

多種原因而已經離開的，都對他們在成長時在教會所面對的停滯、混亂、拒

絕、虛偽和權力鬥爭感到苦惱。這些結論要求CCIC清醒地思考，找出和採取

有意義的行動，去增強他們在幫助CBCC繼續投入信仰方面已經做得很好的
事情，並處理令CCIC與本地出生一代的信仰信念有距離的那些漏洞。

正如對研究的分析顯示，沒有任何單一的靈方或妙藥可以完全處理

兩代浮現，克服障礙和影響的力量，為了神的國度和榮耀前進。最後，這些

建議是一個號角，要求CCIC和CBCC的領袖和會友一起，以尊嚴和相互問

責處理本地出生一代的屬靈成長和福祉，以及這個群組從CCIC出走的問題。
這樣做時，華人教會群體可能需要承認，它們被呼召走一條新路，是要求相

互謙卑和尊重，以跨代合作為標記，不單反映本地移民教會的優先次序，也
反映神的國度那更廣濶的利益，是超越國家和種族界限的。

1. 從“餃子”到耶穌 (From “Jiaozi” to Jesus)
加強以福音為中心的講道和教導，以整全地來處理信仰、宣教、召命、身份、
群體、文化和價值觀。

北美的福音派華人移民教會傾向根據佈道、教會增長和門徒訓練這些

CBCC留在或離開CCIC及/或持續他們的信仰的根本原因。任何緩和這現象

核心使命來組織它們的事工。要在不同文化和次文化光譜(例如中國大陸的

的挫敗，以及對他們信仰委身浮現出來的決定性因素，並遏止CBCC放棄信

言(也就是英語、國語和粵語)，目的是以會眾的母語促進信仰的溝通，藉以簡

這個目的，這一章提出八個方向性行動建議，去改善對CBCC的關注，並以

導位置是傾向被華人會眾(也就是說粵語或國語的人)佔有，來策劃教會事

的嘗試都很可能需要多管齊下。因此，為了回應CBCC不滅的抱負和要面對

仰聯繫這個趨勢，CCIC需要在事工範式和實踐上有重大的改變。為了達到

華人和香港的華人)中實踐這些使命，教會的結構往往偏向對它們便利的語

化內化的過程，並推動信徒之間的屬靈交流。但由於偏向最早來到的人，領

在CCIC和其他地方已經進行的事工為基礎，加深年青一代的信仰信念。同時，

工的議程，包括教導和講道事工。在以這樣的教會結構作為背景下成長，很

教會不同。這些建議只是粗筆描繪，不是設計來作為「一刀切」
“
( one-size-

踐之間的分別感到迷惘(Wong, 2015)。在這個研究中，很多本地出生的人

我們必須明白，每間教會的事工都是高度處境化和獨特的，因此也與其他

fits-all”)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組“即插即用”
“
( plug-and-play”)的快速

多CBCC都記得，在會眾之間文化差異明顯的情況下，他們對族裔和信仰實
都清楚表達對CCIC的教導偏向文化喜好而不是以福音為中心的信息的關

修復程序，或者是一套詳細的執行倡議。相反，它們一起構成一個框架，讓

注。移民父母和教會以及他們的後代之間的談話和實踐背後有價值觀的衝

該改變。

些方面浮現。華人移民那一代因為主要的興趣是向華人傳福音和創造帶來

CCIC徹底來檢視它們身在多堂會的事工處於甚麼狀態，以及有哪些方面應
轉化從來都不是容易的，實現轉化的過程也不會沒有障礙。將這些行動

建議轉換成每一間CCIC需要採取的事工步驟，要求屬靈群體有謙卑的態度，

以禱告精神的行動，並樂意進行坦誠和開放的對話，所有利益相關者以刻意
174

的聆聽進行細緻的談話。只有這樣，新的內聚異象和清晰的使命才會在上下

突，這些問題似乎最常在圍繞教會的異象和方向、事工取向和個人召命這

團結性的社交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所以更傾向塑造接觸族裔

群體的事工取向(Ley, 2008; Pearce, 2008; Putnam, 2000)，
「有利於支
持特定的互惠和推動團結」的連結(Putnam, p. 22)，並容許「移民建立強

的身份意識，在緊密的群體中執行規範和禁制」(Pearce, p. 4)。但本地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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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似乎更在意與主流社會建立聯繫，實行「各國」多種族的宣教命令，以

及支持與外面的世界連接性的社交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更有

其中一個，她描述她父母的拒絕為：
「他們是華人[及華人化]。」她的痛苦指

22)。這些是與外在團體的連結，容許移民和他們的孩子投入「主流社會，並

研究中的很多受訪者都哀歎就選擇大學課程和或職業來說，他們的選擇怎

本 (social capital) 的二分只是兩代之間主要文化差別的其中一方面。正

只能夠選擇專業課程：會計、工程、醫科、藥劑等。他們很少與本地出生一代

歧，而不是神學上的不同意見(Chang, 2017; Wong, 2015)。

華人移民以勤奮工作著稱，他們的工作倫理籠罩著以成功為導向的精神：由

利於外在資源[external assets]連結以及發佈訊息」的聯繫(Putnam, p.

接觸在種族群體中找不到的不同資訊和服務」(Pearce, p. 4)。兩種社交資

如一些人會指出，很多CBCC離開移民教會，更多是因為不能容忍文化的分
迪安(2010)引述布格曼(Brueggemann)(1985)對列王紀下十八至十

向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文化偏見和以福音為中心的價值觀之間的衝突。這個

樣受到父母限制。大部分人都談及父母怎樣運用不成比例的影響，限制他們
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或富啟發性的討論。與其他國家的移民相同，第一代

結果推動 (result-driven)，以表現為中心(performance-centric)。存在

這種心態，是因為很多移民來加拿大為後代尋找安全和更好的教育(Wong,

九章的詮釋作為基礎，提出後現代的文化條件要求教會好像「雙語群體」那

2015)。實現這些願望的路是在社會及經濟方面向上移動 (upward mobi-

與主流的文化溝通，同時又拒絕屈從於它的要求，並忠於神聖言的能力(pp.

為受文化價值觀推動。例如：當他們似乎確信神的帶領，好像他們理解聖經

樣行動，同時熟悉教會的傳統和主導文化的敘事，指出信仰群體必須培養

113-114)。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父母和教會領袖蒙召為下一代成為文化和信
仰的翻譯員，以在他們的處境下重新詮釋道的意義為目標的人(p. 130)。

信仰群體要成為這樣的翻譯員，需要採取的其中一個主要步驟是在事工

追求中更創新。CCIC需要創造一個環境，是可以建立信任和支持，以致可以

令移民教會從作為保存文化的堡壘，變成活生生和跨代的群體，獨特地表達
和見證活著的基督。這種冒升起來的群體是一個帶有醫治、饒恕、和好及真

誠團契的地方，讓年青一代可以以真面目來到，帶著他們所有的不完美，毋

須害怕玷污家庭聲譽，被懲罰和拒諸門外。要這樣做，CCIC需要鼓勵人們除

去那些障礙，阻礙CBCC在信仰的真誠信息中追尋自我發現，重新體驗福音
描繪的新生命，是那「應許有自由不單成為我們自己，更透過基督徒的門徒
訓練成為我們蒙召要成為的人」(Joseph, 2014, p. 36)。

對很多CBCC來說，CCIC的教導雖然合符聖經，但有時卻摻雜了文化細

節甚至存有偏見。好像「聽從父母」(弗六1)這樣的經文以家長式的語調來教
導，並以父權的方式實行，這是非常華人式的。雖然這些信息無意用來屈服

本地出生的一代，但它卻往往被視為傳達僵化的思想，沒有留下討論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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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亞比該渴望成為宣教士，但她的熱誠被父親壓制，只是眾多例子的

lity)，如果不是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的話。但本地出生的人很多時視這種做法
的描述那樣，以完全獻身於牧職這樣的職業來跟隨基督時，他們卻往往面對

「文化的」拒絕。安德烈講述一個故事，在一個兒子表示想回應神的呼召，到

中國宣教時，自私的父親責備他說：
「我們[移民]來加拿大是為了讓你不用回
去中國。」安德烈提出自己的反駁理由：
「聖經教導我們聽從父母。但就跟隨

基督來說，祂必須是我們的首位。」相應這個父親和亞比該的父親相似的反應，

以及以追求物質成功為首要的教導，驅使J. Kim (2003)講述第二代韓國人
的渴望：
「教導我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情，而不是韓國文化，」或者「不要給我“

泡菜”(kimchi)，只需給我耶穌」(p. 63)。或者根據CBCC的處境來理解：
「不

要給我們餃子，只需要教導我們耶穌。」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CCIC需要將它們旳教導牢牢植根於祂的道，同時

又要存有對聖靈怎樣引導它們在CBCC的處境中詮釋聖道的敏感。教會被

鼓勵要注意的其中一個主要方面是，在加拿大移民群體這個處境下，它們怎

樣處理種族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例如怎樣以聖經呼召、接納、實現和跟從

這些價值觀處理成功、面子、羞恥和榮譽等亞裔教導)。正如施泰策(Stetzer)

(2014)要求信徒以不變的福音對待文化，這種對待需要明白怎樣處理CCIC
和CBCC身處其中的多元文化環境，以及怎樣需要在處理這環境時塑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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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身份(例如怎樣超越文化處境中的種族界限來肯定信仰身份)。雖然應付
這挑戰是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CCIC必須察覺到它們帶到群體中的文化細

節和實踐(例如怎樣支持華人的宣教也同時支持全球不同族裔宣教的參與)。
CCIC必須掌握一個觀念，就是耶穌，以及引伸到以福音為中心的教

導，是本地出生的一代在他們混合文化(也就是華人-加拿大)和信仰的交滙

中建構身份的核心。福音是價值觀和真理的裁決者。這樣，以福音為中心的
教導可以告次(inform)、改革(reform)、轉化(transform)和創造(form)

文化(Carson, 2008; Crouch, 2008; Kim, M., 2017; Kraft, 2005;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1978; Newbigin,

破裂關係，以及特別是戀情的破裂，很可能會令CBCC脫離他們的信仰群體，

正如SND群組所顯示那樣。問題部分是在於很多CBCC視人際關係為終極

的事情，有時甚至比與神的關係更重要。而當親密關係，特別是戀情，受到破

壞時，與信仰群體的聯繫不再有粘連，特別是在明顯有榮譽和羞恥文化環境

中，人們可能會視這種分手為失敗。

要處理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一個雙重的行動。首先，要清楚闡明要確立

一種不是植根於與派系、氏族、誰是首批移民或社會背景有關，而是植於根
於神的屬靈關係價值。這是基礎的價值、教會所有其他關係都必須建基於

1986; Niebuhr, 1951; Platt, 2015)。首先，福音藉著批評好像「各耳板」(可

此。與神的關係不能用以製造樂趣和刺激的節目和活動來增強，這個現象與

著明智地強調文化實踐腐敗的方面而加以改革，令它回復它整全的意圖，例

架；我們則號召他們奉祂的名尋求樂趣」(p. 155)。而且，主日學的課程不能

動他們因為他們在主裡的信仰身份而順從父母。最後，福音以召喚信徒跟從

巴多羅買)抱怨說。真正神聖的歸屬只能夠由個人追求跟隨基督和順從神的

可能視為創新或激進的東西，正如登山寶訓的教導一樣，從而轉化和創造文

個人以看、聽和觸摸的感官經驗，而不單是以頭腦思考追求的神聖相遇，從

代表達了對以福音為中心的信息有不能滿足的渴慕：只要給他們耶穌。

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一3)的基石。只有以與主這種深刻、個人和親密

七9-13)這樣的人為傳統是多麼的不正確和錯誤而告次文化。其次，福音藉

如「在主裡聽從父母」，不容許父母利用這指示作為宰制兒女的理據，而是推

基督的榜樣，完全放棄世俗文化和社會規範(例如追求物質成功)，選擇世界

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裡和其他研究(Wong, 2015)檢視過的本地出生一

2. 從歸屬到激進的門徒身份
(From Belonging to Radical Discipleship)
開展及實施一套激進但基於聖經、可以接納冒險並能塑造終生的獻身的門徒
訓練原則和實踐。

正如這個研究顯示，留守群組的HE與CCIC有牢固的認同，也堅定地委

陶恕(Tozer)(1997)勸誡人們要避免的事情相似：
「基督呼召人們去背十字

設計來只是傳講故事，但卻沒有傳遞聖經真理，正如幾個CBCC(例如摩西和

呼召這親密經驗來建立。約翰壹書提供一個這種追求的清晰藍本：建基於整

而與永恆的生命建立持久的關係。這整全經驗的關係是約翰壹書描述為「與
的豎直(vertical)綜合經驗才能夠促成和塑造健康的橫的 (horizontal)關

係，包括親密的友誼和信徒之間的戀情，是可能發生並持久的：
「使你們與我
們相交」(一3)。這豎直和橫的關係框架為信徒形成一個在屬靈上倚靠基督

的基礎，是不容易被人際關係中的任何缺陷傷害的；而且可以轉化面子和羞

恥的文化價值。

第二方面是透過關鍵地理解聖經的跟從實踐 (followership)必須是怎

樣構成來作解釋的。雖然基督確實呼召祂的教會和跟隨者去「使萬民作門

身於他們的信仰。他們保持有強大的聯繫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強調在CCIC

徒」，但跟隨者必須首先成為門徒。在這個處境下，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論據，

群體中的同質(homophily)和連結(Wong, 2015)。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

主的呼召和效法祂獻身於神的國，然後藉著建立和磨練屬靈實踐(例如默想

中建立的友誼。這種關係創造一種屬靈團契以及強而有力的社交結合，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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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組別的一個主要標記是承認有強烈的歸屬感。但同時，同輩之間一般的

就是門徒不是製造(made)而成，而是塑造(shaped)出來的，首先藉著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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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禱告和實踐安息)，引向培養敬虔的品格以及對跟隨祂更深的委身。只有

這樣，門徒才能啟發別人加入這旅程。保羅是塑造門徒的模範使徒。他在哥

林多前書十一章1節對效法的闡釋(「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清

楚表明，領袖必須首先是追隨者，基督的追隨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挑

戰腓立比人不單要觀察他的生命，更要實踐他示範那樣來成為基督的追隨

3. 從教科書的指導到踏上生命旅程
(From Textbook Instruction to Journeying)
打造一套有機而非正式的友師實踐，為逆向友師關係和互相支持提供空間。

從HE組別的信仰經驗可以明顯看到的，我們可以推斷，對CBCC來說，

者：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

在信仰中成長，要求的不是傳統教科書的指示，而是有人在旅程中陪伴他

課程，或者要立即達到的目標，例如得到一張結業證書。門徒訓練首先和首

乎是這樣回應第一代人的：
「你們經常吩咐我們要做甚麼[和不要做甚麼]；但

的品格，建立植根於祂的教導的價值觀。因此，終身的屬靈追求最重要的一

向甚麼方向和去哪裡！」類似地，艾爾莫爾(Elmore)(2017)提出，今天那些

都要去行。」( 腓四9)如果是這樣，門徒訓練便不再是一個個人需要參加的

要是一生的旅程，
「捨己，背起十字架」(可八34)，跟從基督的方向，效法祂

們。這不是說指示不重要。但如果對CCIC的教育精神有任何關注，CBCC似

你們很少幫助我們知道必須怎樣成長；也從沒有啟發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朝

面不在於注意「付諸行動」(acting out)，而是在於「沉浸其中」(baking in)

會成為未來領袖的新一代青少年和年青人渴望成年人成為「嚮導」(guides)

(doing)，關心「模塑」(shaping) 多於「製造」(making)。如果這個對門徒

焦的地方。他界定領袖為「得到信任的人，藉著走在前頭指出那條路來塑造

的委身。換句話說，門徒訓練的焦點更多在於「所是」(being) 而不是「所為」

訓練的理解是可以接受，那麼只有一個信仰的模範是我們必須效法和跟從

而不是「神」(gods)。對格林利夫(Greenleaf, 2003)來說，這是領導應該聚
別人的命運」(p. 32)。在教導十二門徒時，耶穌將他們分別出來，藉以讓「他

的：主耶穌基督衪自己。在將千禧世代描述為『沒有』時，艾涅(Aigne)(2015)

們常和自己同在」(可三14)，從祂個人的生命榜樣進行觀察和學習。對祂來

(Dear church: an open letter from one of those Millennials you

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大可能在課室的環境中實現，而需要在生命事奉這個經

在一篇題為〈親愛的教會：一封來自你不明白的千禧世代其中一員公開信〉
can’t figure out)中細味他自己的旅程，並指出他那一代對教會追隨基督
的教導的其中一個觀察是：「 講壇傳講的耶穌不大像拿撒勒人耶穌。」

CCIC需要藉著回到聖經中的耶穌，聚焦於祂激進本質的生活方式，以

及祂那些帶來轉化的價值觀，作為門徒訓練的基礎，重新校正它們的方向：

冒險、勇敢、完全倚靠父神、道出真理、憐憫和同情、施行公義但總是帶著恆

久的愛、以信心順服和受苦、在完成救贖命令中堅忍并深深地委身。問題仍
然是：我們是否滿足於現狀？還是我們樂意為年青一代帶來一種驚歎的感

覺，要成為好像基督的門徒，為主而冒險，無論神呼召他們成為甚麼人，到哪

裡，都願意跟從？

說，裝備十二門徒是涉及一個以示範和塑造來建立他們的呼召、品格和能力
驗的環境中實現。這種教學的轉移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可以從路得那裡找

到，她說：
「我們這一代更重視經驗。」但這個洞見似乎與CCIC直接指示的傳
統背道而馳，它們偏好以課程為本的計劃或由課程推動的訓練。CBCC欣賞

的「 陪伴」(alongsideship) 要求友師願意將自己的自我價值降低到令學

員感到自在的程度。這需要一種身體力行的實踐，以無偽的謙卑和學徒交往，

尋求互相問責，而不是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這表示要銳意地承認脆弱和破
碎，同時又維持透明度。迪安(2010)指出很難找出友師，因為他們「對自己

信仰的形成缺乏信心。」(p. 121)。雖然這樣，友師勉導的實踐不一定需要有

正式的計劃或結構，雖然這總是有幫助的。HE見證的非正式友師經驗反映

了友師們渴望或樂意進入學員的真實世界，盡他們所能幫助年青一代，包括
在時間、財政和精力方面的自我犧牲。HE組別中的學員表示欣賞友師的支

持，他們樂意聆聽，不加指摘地按學員的本相接納他們，關心他們的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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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他們的信仰。對這個群組似乎最好的友師經驗較不強調導師的職位，而

些人是這樣]，離家是為了回家，回到更成熟和更內聚的身份和世界觀的先

贊助他參與領導。

的兒童是沒有預備好迎接成年生活[也就是在中學之後]」(PR Web, 2017)

是更強調那關心的真誠性，正如安德烈見證他的牧師怎樣承認他的缺陷，並
CCIC可以怎樣培養一群這樣的友師呢？正如門徒需要複製門徒，需要

有為友師的會友刻意複製友師。德普雷(De Pree)(2014)將培育友師的過

程聯繫到「對生命和領導一種立約的進路，」表示一種要求毅力和堅忍的委

身。但那得到的結果是值得這樣努力的，如果CCIC委身於培養一代健康的

本地出生信徒，獻身於追隨基督。不過，雖然這可能顯得嚇人，信仰群體可以
考慮設立一個非正式勉導的先導計劃，招募一些願意開放自己，對與本地出

其他研究顯示，進入大學的青少年較少受到被目的模造，很少人有清晰的方
向(Clydesdale, 2007)。以這點為重心，父母和信仰群體可以怎樣培養和支

持年青一代，是以有培育功能但不以強制的方式進行，以可以預見和應付他

們在轉折經驗中可能面對的挑戰的方式裝備他們？

湯瑪士(Thomas)(2006)是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家

庭事工的著作。他提出父母對教養孩子的關心可以歸納為兩點，而且可以把

生的一代同走這旅程有興趣的成年人。而且，CCIC也可以明智地建立一個

它們塑造成禱告。首先，父母向主祈求：
「保護他們[也就是孩子]」(protect

重要的是，受到啟發去培養新一代成長和成熟的委身成年人，可以單單藉著

11、19；三十五22；三十八21)。第二，父母求神「改變他們」(change them)

自己對他們的利益和好處感興趣，從而開始勉導過程。正如建屋是一塊磚一

的孩子而感恩：

正式的「同行」友師計劃，強調友師想為了促進CBCC的成長而作出犧牲。最

向CBCC提供幫助，或者在喝咖啡或吃飯時與他們進行非正式的討論，顯示

塊磚地來進行，友師關係實際上也可以一步一步地建立。雖然持久的影響可

能不會立竿見影，但友師無私的仁慈和培育性的關心是學員會記得和倚靠的，

正如HE群體見證那樣。

4. 由保護到預備 (From Protecting to Preparing)
為高中生進入大學、以及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制定一個具體的轉折適應計劃。

隨著CBCC經歷由童年到青春期，由青少年到青年，以及由大學校園到

職業追求的生命階段轉變時，他們經歷轉折的自然過程，不單干擾他們的生

活方式，也挑戰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和規範，透過旅程中不同的社交網絡，他

們無可避免地會與背景和價值觀都與他們不同的人交往。根據這個研究，這
種性質的轉折很可能引發一個信仰和身份的解構和重構過程，這是CBCC

長大成熟時必然經歷的，正如瑪格-羅素等人(2014)在身體和信仰轉折這些

處境中看到：
「離開[家裡到大學]的目標不是成為意識形態的流浪漢[雖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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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條件」(p. 50)。不過，美國近年一個研究顯示，70%的成年人「說今天長大

them)，然後演繹傳統大衛式詩篇的請求：
「主啊，不要遠離他們」(詩二十二

(pp. 75-76)。不過，湯瑪士提出，還應該有第三個禱告，向主表達我們為自己

神啊，為了祢在他們生命中作工的方式感謝祢。為了我看見祢
怎樣使他們成為聖潔而感謝祢。為了與我的孩子一起生活的

喜槳而感謝祢。為了有幸以我的生命與他們一起而感謝祢。(p.

76)

雖然湯瑪士的主張是值得讚許，但還有一個更基本的禱告是CCIC和移

民父母需要向主坦白地要作的：
「在祢改變他們[也就是孩子]之前，求祢先改
變我們。」父母需要首先委身於成為基督真正的追隨者這轉化的道路，藉以

產生道德和屬靈權威，邀請孩子在屬靈追求的各方面效法他們(申六4-9)。
這個研究中的很多CBCC都形容他們成長時教會和家庭那保護性環境為

「氣泡」“
( bubbles”)、
「受庇護」“
( sheltered”)、
「舒適」
“
( comfortable”)

(例如友尼基、夏娃、約翰、馬利亜、馬太和拿俄米)，沒有對信仰的真正考驗，

也沒有任何機會透過與世界有意義的接觸建立他們的信念，正如非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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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長那個沉悶的保護性環境：

我猜那就是我受到培養的方式。那真的是正常的。你知嗎？我不

立他的品格。因此，需要以他們在信心和聖靈引導下想成為怎樣的人這種驚
歎的感覺來撫養孩子。容許神引起孩子的興趣的一個好方法是擴展他們對

知道有任何其他不同的方式。好像我父母是基督徒，而我的學

世界的視野，從屬靈的角度看它實際是怎樣的：破碎、有罪和墮落，以及神正

當受到保護的]。

他們的世界(也就是那「氣泡」)，到明白「世界是教會/神的國度。」在這樣做時，

校是基督教學校，我在教會的其他朋友是基督徒，因此那是[相

要將培育的路徑由保護改為預備和裝備，CCIC和移民家庭可以藉著找

方法引導CBCC從耶穌的角度看世界，從而明智地塑造他們的世界觀和靈性。
而這過程需要在青少年轉折到大學之前很久便開始。在接受穆勒(Mueller)

(2018)訪問時，研究中學生過渡到大學的研究員克萊德斯代爾(Clydesdale)提出，

那些在大學時離開信仰的人，早在讀大學之前很久已經作出那

決定……很多時候，這些青少年表示在大約青春期初期[十二到

十四歲]時已經對信仰產生一些重要的問題，但父母或牧師都沒
有理會他們這些問題，沒有認真看待，深思地對待。

他繼續提出，
「在青春期初期，信仰軌跡[以及其他生命軌跡]定下來，因

此青春期初期是必須進行預備的時候。」那預備過程應該是一個植根於由文

化價值觀轉到信仰價值觀的地震位移 (seismic shift)，而這首先需要在父

母那裡發生。作為心態的改變，父母必須改變撫養孩子的範式，由可以描述

為「為孩子預備道路」(prepare the path for the child)，變為「預備孩子
踏上那道路」(prepare the child for the path)。
「為孩子預備道路」在華

人移民家庭的處境中可以由世俗的成功被推動，透過專業的職業和物質成

就的道路，以名氣和成就為標記，是成功神學強調的特點。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這個範式暗指追求理性思維的能力(competency)。例如：本地出生的

孩子下課後被送去參加其他課程，藉以增強他們的分析技巧，令他們可以在

數學和科學等領域有好表現，而這是進入醫學院或主修會計的先決條件。對

比起來，
「預備孩子踏上那道路」的進路是一種尋求從根本上轉變的心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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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追求不是由能力推動，而是要幫助孩子發現他生命中的目的和呼召，並建

在那裏作工去以愛、盼望和憐憫救贖它。這可以將CBCC改變，由視「教會為

會令年青一代由只是地上商品的消費者，變成為神國作出貢獻的人。與孩子
參與宣教，對留守群組和一些SND是一個明顯因素，可以有效地開放CBCC
的生命，接觸外面的世界，塑造他們從順服基督的呼召，倚靠祂的引導，來

成為基督的追隨者。透過這種參與服事和事奉，孩子可以身處更佳的屬靈框

架中，清楚自己生命的呼召，回應世界的需要。一旦那呼召開始萌芽，父母要

明智地肯定和支持，即使那呼召要求孩子接受物質回報較少的職業，例如全

職宣教，正如有一句格言說：
「做你認為會討主喜悅的事，而不是會令你富有
的事」(Do what you think would please the Lord, not what makes

you rich) 對這個研究的受訪者來說，他們對追求全時間事奉怎樣引起父母

不滿甚至拒絕大有怨言。例如：一個受訪者分享她成為宣教士的夢想，以及

她父母怎樣對待這消息：
「我父母非常反對。為甚麼？因為[成為宣教士]不太

像華人……因為它不能賺很多錢，也不明智……我家人是華人，他們不喜歡
那樣。」

「預備孩子踏上那道路」要求在很多方面刻意裝備：建立年青一代的屬靈

價值觀和信仰身份；與他們開放地談論進行性行為的自由，以及為甚麼這樣

做與屬靈價值觀不一致；透過建立在對神根基深厚但又持久的經驗，以及以

基本和整全地去理解基督教主要的教導來增強他們的信仰。
「預備孩子踏上

那道路」也可以表示預早為孩子描繪校園生活會涉及甚麼挑戰的那個圖畫，

邀請那些現在或過去有經驗的人與他們談及那生活情況，與他們同行。而且，

可以提出關於信仰和校園社交生活的檢視性問題，並預先尋找潛在答案，以
便可以與本地出生一代進行富成果的談話，從而鼓勵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
(Freita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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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聖徒博物館」到「療癒創傷的醫院」
(From “a Museum of the Saints” to
“a Hospsital for the Wounded”)
打造一個既安全而得到尊重的環境，容許人們表達懷疑、問題、和失敗而不
受到責備。

如果在信仰中前進被視為透過生命階段作朝聖，這個旅程實際上可以

充滿喜樂、痛苦和眼淚，反映在神的院宇中的得勝歡慶，以及在流淚谷那苦

惱的經驗(詩八十四)。谷中那令人煩擾的掙扎可以是十分孤單的。在這種困
惑中的寄居者渴望找到同伴，可以分擔眼淚和痛苦，或者有一個安全的地

方，讓他們恢復信心和盼望。但受訪者的描述顯示，CCIC並非總能夠提供一

個「安全的房子」
“
( safe house”)或「避難的城巿」“
( city of refuge”)，一個

地方和空間，讓CBCC可以自在地表達他們的懷疑，談及他們的創傷和傷害，

調：
「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可二17)，CCIC可以考慮

──正如一些CCIC已經實行──建立一些實踐，以顯出教會必須怎樣讓人
看見的價值觀的：一個接納、饒恕和挽回的群體。換句話說，正如聖徒相通

(communion of saints)和罪的饒恕(forgiveness of sins)在使徒信經

(Apostles’Creed)中得到提倡，兩者必須並肩同行。這種實踐要求僕人領
導，以活像基督的思維來塑造信仰群體。

在僕人領導這個處境下討論接納和同情時，格林利夫(2002)宣告說：

「偉大的領袖……可能有粗野、苛求、不妥協的外觀。但在裡面深處，偉大的

人對那些跟隨他們領導的人有一種同情心和無限的接納」(p. 34)。在這方

面，他從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詩《僱工之死》(The Death of a Hired
Man)(1915)找到靈感。在詩中，一個農夫與妻子討論家是甚麼：
「家是一個

找尋屬靈治療，修復他們的信仰委身。亞比該總結得很好：
「我真的感到憂

地方，你要去那裡，而他們要接納你」(pp. 20)。家不單是一個安全的避難

馬大和摩西)都害怕被譴責的後果，並擔心經歷神的憐憫和醫治這渴望可能

必須做的事情，創造一個環境，在其中領袖和追隨者可以經歷完全和無條件

又急於批評。帶著保守的精神和教導，CBCC視CCIC成了對任何屬靈疑慮

人」
“
( offended”)全面恢復在基督裡的「兒女」身份的尊嚴和價值。家也是一

在這底下，排他的文化似乎是植根於沒有對饒恕及和好有所實踐，那姿態更

成為家裡正式成員的地方。他們會感到是在家裡，不是因為出於責任，而是

愁……教會不能成為醫治的地方。」很多時候，CBCC(例如亞伯拉罕、友尼基、

被壓抑。因此，在一些受訪者眼中，CCIC是缺少鼓勵，對人的失敗缺乏耐性，
表達不滿的屬靈機構，這部分是因為它們渴望維持教會那「聖潔」本質。不過，
多是建基於榮譽和羞恥的文化，而不是接納和憐憫這些聖經的價值觀。這不

所，它也是一個讓人找到和接受不配得的接納的地方。而這正是僕人領袖

的相互接納和饒恕。這會容許「冒犯人的人」
“
( offender”)和「受到冒犯的

個人不再是陌生人，受到敵意和不歡迎的對待的地方，而是受到全面被擁抱，
家是保證會給予接納的地方，一個即使這人並不配得到接納，但仍然無條件

是說CCIC應該輕描淡寫地對待有罪的行為。但對那些在谷中掙扎的人提供

地得到接納的地方。格林利夫(1996, p. 310)宣告說：
「家好像不是賺來的恩

少機會在神的恩典和饒恕中回復過來。最終的目標應該是透過一個植根於

督的愛成為這樣的家。

整全的支持，必定不能以簡單和直接的審判開始和結束，令受苦的人沒有多

基督示範的愛、尊重、修復、接納和同情地培育的環境將人挽回。

由於我們討論過的文化和實踐，CCIC整體被視為範布倫(Van Buren)

典；它就是讓人得到，沒有任何附帶條件。」CCIC可以藉著聖靈的加力和基

要實踐反映接納、無條件饒恕和追求挽回的價值觀，可以採取具體步驟，

將教會由「聖徒博物館」變成「療癒創傷的醫院」。CCIC可以空出一個地方，

(1964)所說的「聖徒博物館」，一個只歡迎完美的人的地方，而CBCC在掙扎

例如「安全角」“
( Safe Corner”)、
「青少年中心」
“
( Youth Hub”)或「樓上房

的地方和空間。在這方面，CBCC渴望他們的信仰群體可以是範布倫進一步

致他們在表達懷疑和追求復元時會得到聆聽。這種實踐是重要的，正如有些

的時候最需要的是一個安全、透明、願意給予憐憫和支持，然後才施加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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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
「教會是罪人的醫院，」擁抱那些需要愛和挽回的人，呼應耶穌的強

間」“
( Upper Room”)，讓青少年可以進去，感到安全、舒適和得到保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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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中學生在得到容許表達懷疑和困難，越經歷到開放和安全時，轉折

到大學便越健康(Melleby, 2011; Power & Clark, 2011)。而且，我們可以

整體多堂會眾環境下討論移民教會來說，CBCC很快指出第一代信徒那種

整全福音的重要一面。這個步驟的重要性不單在於那行動，而更多是在於向

工的取向和氣氛更多地反映「祖家」的文化實踐，而不是朝向以聖經為中心，

因而受命要「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你們一樣」(弗四32)

踐的事實浮現時刻，不單顯示文化差異，也顯示CCIC在這些實踐的風格、進

提醒CCIC，以福音為中心的事工不單聚焦於救恩，也聚焦於追求聖潔，這是

整個屬靈群體發出的信息和姿態，身為基督追隨者，我們只是被饒恕的罪人，

6. 從僵化到流動 (From Rigidity to Fluidity)
以一種以聖經為依據又具有文化適應力的方式（例如：崇拜、氣氛、事工取
向和實踐），來重新構想和部署教會的禮儀和標誌。

對很多CBCC來說，第一代信徒進行事工那種「老家」的做法有時令人困

惑和不適切。在CBCC(例如雅各、馬利亜、米利暗、非比、拉結和達太)心中

引發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其中突出一點是在CCIC實行聯

排他心態，這通常與本地出生一代包容他者的渴望背道而馳。他們提出，事

在「新家」的精神中肯定基督徒身份。對CBCC來說，聯合崇拜變成便是這實
路和意義上的神學差異。例如：有些人提出在崇拜時提供傳譯，遷就不同會

眾的需要這做法是混亂的。由於並非所有會眾都能夠熟悉CCIC的三種語言，

通常需要傳譯成粵語、國語和英語這三種語言的其中兩種，但並非總能夠提

供有效和一致的傳譯，有時甚至沒有傳譯，或者傳譯在中途跟不上(例如米

利暗、拉結和達太)。而且，對本地出生的人和其他會眾來說，好像聖誕節這

樣的重要場合是最好的機會來邀請未信的朋友參與崇拜，認識基督教信仰。

不過，語言障礙和「老家」的文化實踐似乎減低本地出生一代(例如拉結)邀請
新朋友的動機，因為那經驗不利於他們享受敬拜。例如；馬利亜抱怨所有那

些華人的「額外東西，是我們看不到有甚麼價值的。」但在關於聯合崇拜的語

合崇拜時出現，這種崇拜在基督教年曆中好像聖誕節和復活節這樣的重要

言和文化實踐的抱怨背後，有他們看到的華人會眾的「權力遊戲」，這些會眾

但很多受訪者都對它感到厭惡。有幾個人承認，設立聯合崇拜是為了歡慶移

麼崇拜的語言傾向方便華人，然後傳譯成英語。這個現象令我們想起，在教

日子舉行，讓說不同語言的會眾一起崇拜。雖然並非所有人都反對這種做法，

傾向接管崇拜的設計和安排(例如米利暗)，根據很多CBCC，這解釋了為甚

民教會的合一和共同一面，但大部分CBCC都發覺CCIC的會眾結構是相當

會初期，哥林多的基督徒群體在事工實踐中怎樣站在亞波羅、保羅、彼得或

會」似乎只限於英語會眾，而不是整個華人移民教會的整體。這個現象部分

點：
「[基督是]我們的公義、聖潔、救贖」(林前一30)。保羅的勸誡對CCIC的含

孤立(siloed)的。就本地出生一代對他們的「教會」經驗感到正面來說，
「教

是因為語言障礙，這令CBCC和其他會眾不能有任何有意義的屬靈交流。但

更重要的是，CCIC被視為以一個結構組織起來，那結構反映一個權力基礎，
是偏向最早初期來到那些建立教會的群組，而那通常是說粵語的人。對很多
CBCC來說，聯合崇拜代表了怎樣根據這種偏好來設計事工和分配資源。在

耶穌那邊。保羅受到神的智慧啟發，藉著將他們與基督聯合來重塑群體的焦
義是不能忽略的：與文化或以語言為中心的權力連結不是所有會眾合一的

基礎，無論它們說英語、粵語還是國語。基督才是那基礎。

這些問題不單象徵CCIC在崇拜風格中無力適應文化，更指向事工一些

這種安排下，不同語言的會眾受到推動，在不理會他們之間的分歧下配合權

更廣闊的操作實踐(例如CCIC的宣教預算偏向支持華人群體的事工)。CCIC

那權力結構對他們不利。這種實踐在處理要在所有會眾中推行的事工計劃

正如另一個研究反映那樣(Wong, 2015)。雖然華人會眾──說粵語和國

力結構時作出偏袒(take sides)。CBCC傾向默許這種安排，雖然他們承認
或活動──例如聯合崇拜──時會令會眾產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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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爭論指向圍繞CBCC與CCIC的聯繫一個更深刻的不和諧。就在

的文化氣氛實際上可以是令CBCC不願意繼續與信仰群體有結連的因素，

語──在大部分CCIC中仍然是大多數，如果它們採納謙卑的姿態，將聯合

崇拜的控制權交給CBCC，塑造他們成為第一階梯的棟樑，是會有幫助。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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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一代便可以學習怎樣執行重要事工的實踐，讓他們也可以被視為群體

置」(position) (也就是角色)，
「過程」(process) (也就是影響機制)和「人」

追求上變成對跨代友善和在種族取向上持中性。例如：對那些熟悉科技的本

參照框架，屬靈領袖不是為了抓著位置的權力，而是根據主的呼召產生屬靈

中成熟的成員。為了實現這個目的，CCIC需要願意重塑他們的事工取向，在

地出生一代來說，將聖經的應用程式安裝在手提電話中是十分常見的做法。

的權力，從而行使權威。而且，領導的影響可以透過委派方式和領袖的啟發

在崇拜時禁止使用手提電話，而假設這樣做反映不尊重，或者等同在發訊

而分配出去。在這個觀念下，領袖並不單是指示跟隨者：
「你做這事」，而是邀

需要文化適應和擁抱數碼科技，令不同世代的人彼此靠近。

的國度而成為更大的屬靈運動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領袖知曉

息，這並非總是事實。很多人用手提電話來看聖經和做講道筆記。在這個時候，
另一方面，本地出生的一代需要明白第一代人的神學和實踐。例如：就

崇拜來說，第一代人在一種傳統中成長，會眾進入聖所時必須嚴肅 (谷二

20)，這並非表示崇拜不能生動。另一方面，以流行音樂的氣氛，好像樂隊式
的當代崇拜風格似乎更傾向文化吸收。陶恕(2011)這樣指出那危險：
「崇

拜反映我們週圍的文化而不是我們裡面的基督時，崇拜便不再是崇拜」(p.

請他們參與：
「讓我們[一同]做這事」。這種領導的實踐令跟隨者可以為了神

所有解決方法。藉著在CCIC領袖不熟悉但對CBCC來說有更專門知識的領

域中借助他們協助，透過這個容納的過程，可以在那領域中產生更大的影響，

實現更佳的目標。即使這些跟隨者不都是專家，更多參與會令他們感到自己

受到重視，而在這樣做時，年青一代的領袖便可以浮現。

不過，CCIC在它們的事工運作中反映的一個亞裔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在

i)。崇拜的衝突只是更廣泛的跨代不和的一個縮影。CCIC需要重塑怎樣以富

領袖和跟隨者之間存在巨大的權力差距，正如這個研究顯示那樣。雖然領

是同時適應文化，又植根於聖經，適合兩代的。

奉中的僕人身份這些教導來緩和(Plueddemann, 2009, pp. 97-98)，但在

創意的新的構思來取代在文化上陳舊的事工形式，讓信仰群體可以重塑實踐，

導中的權力差距可以以基督教關於信徒地位平等(也就是信徒皆祭司)和事

CBCC的經驗中，巨大的權力差距仍然十分明顯。毫不令他們大部分人驚訝
的是，第一代的牧師和教會領袖仍然主導著CCIC的權力結構。他們是權威

7. 從階級制度到權力距離的收窄
(From Hierarchy to Lower Power Distance)

人物，有時要求底層的人蹙縮。第一代領袖被視為對資歷敏感、寡頭和精英

重新思考和重置領導實踐，以致：(a) 權力差距收窄；(b) 以本地出生的人為

參與。從亞比該將她第一代移民教會的領袖描述為「桌旁的老男孩」“
( old

本、開放對話、分配決策和信任的架構；(c) 鼓勵學員成為領袖。

CCIC的領袖在亞裔文化背景中成長，接受傳統事奉哲學訓練，傾向對

領導實踐假定一種聚焦的觀點，主要以權力和權威來界定，更多是基於「

強人理論」(也就是成功和失敗由一個人決定，而他在階級結構中處於頂層

位置)。這種領導實踐安全地將決策責任放在少數人手中。不過，這個研究
顯示，CCIC領導層運用權力和控制的方式並不完全合符聖經，有時是看

重領袖在教會中資歷或地位的優勢。對比起來，在本地出生的一代更熟悉

的更廣濶意義和處境下，領導可以被視為不單是「權力」(power)，而是「位

190

(person) (也就是領袖的德行和品格)(Jackson & Parry, 2011)。以這個

主義，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佔有著教會事奉領導的內閣，不讓本地出生的一代
boys at the table”)，可以明顯看到這個現象。權力差距是那麼大，以致馬

利亜在被問及她是否敢於與教會中好像主任牧師等第一代領袖分享她信

仰上的問題時，十次以漸強的語調發出驚歎：
「不，不，不，不，不，[與]菊牧師

不能這樣[溝通]，不，不，不，不，不！」。但對透過在學校或職場參與主流社會，
受到公平和平等這些理念影響的CBCC來說，他們希望自己的聲音和抱負可

以讓人聽見和留意。雖然渴望在領導層參與教會事奉，CBCC發現自己面對

CCIC領導層那種華人事奉實踐存在不能接受的偏見，正如撒拉很好地總結
說：
「你在領導層時，並不應是某一種文化[也就是華人]比其他文化[也就是

西方]好。[因此，領袖不應該偏袒華人文化]。」很多CBCC在遇到年長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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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時繼續經歷某程度的虛偽。馬利亜的感受表明這種感覺，正如她說：
「華

人會眾[和領導]總是論斷英語會眾所做的事，限制他們。但在表面上，他們則
好像：
『你們知道嗎？我們真的支持你們。』我認為那十分政治化，很假。」

權力差距其中一個在CBCC的經驗中顯明的特徵在於CCIC領導層怎樣

力。而且，他們也被鼓勵去擁抱一種不同的領導的姿態，是帶出包容、讓人參
與、尊重、信任和加力的。這些領袖也可以聽從摩西對以色列未來君王的勸

告：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申十七20)，並不總是運用與領導位置有關的
權力，而是縮短權力差距，讓兩代之間可以更緊密地連結。耶穌身為僕人君

將他們當為「孩子」看待。例如：底波拉記得，
「我總感到由於[我們]比較年青，

王，是供人效法的完美榜樣：謙卑、以服事為中心、重視來到祂跟前的小孩子。

麼改變的希望，一些CBCC受到那操作方式調校，接受維持較低地位這個

導的姿態。

人們視我們為不重要，或者不認真看待我們，或者看不起我們。」看不見有甚
觀念，正如利亞慨歎：
「我們這一代喜歡居住在父母的地庫。」但另一些人不

滿足於被置於這樣孤立的地方，不能成為主家的組成部分，他們想主張自主，

伸展他們的翅膀。不過，他們繼續經歷到被視為第二梯隊 (second strin-

gers)，被標籤為「永遠未準備好」("never-ready")的一代，而不是得到培養

成「預備好」("get-ready")的未來領袖。

在提出會眾必須怎樣吸納新移民到教會領導層時，埃博(2003)提出：

[接納]新移民來擔任領袖的表示，新來的人不單是從加入會眾

中得益的客人，也是決策群體的一部分，為教會創造未來，舊人

往往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因為他們可能花了幾代時間建立和維
持教會。(p. 234)

我們可以從埃博的觀察中引出一個相似的地方，提出同樣的開放也擴

與大牧人基督作為效法的基礎，移民教會的領袖可以考慮擁抱這種僕人領

要實現這點，如果CCIC要確保本地出生的一代持續參與培養和合作的

關係，我們鼓勵他們在領導實踐的四方面進行範式轉移。

第一方面與領導的語言和姿態有關。較年長的發言人開始引述自己經

驗和資歷作為帶領的優點，或者在討論時用層壓式從上而下語言，而不是

跟從刻意聆聽的做法，讓CBCC的願望和渴望可以讓人聽到時，CBCC可以

感覺到權力遊戲的浮現。好像在吃飯時邀請CBCC謝飯，邀請他們帶領討論，

或主動清楚地分派權力給他們等姿態，對年青一代都是重要的，顯示他們得

到認可，他們的貢獻被視為有價值，也受到欣賞。

領導的第二個面向是關乎促進運用界限管理(boundary manage-

ment)，而不是微觀管理(micromanagement)，以致可以就執行事工的

範圍和界限給予清晰的指引，在其中可以分派權力給CBCC作自決。當使命

展到那沒有完全得到歡迎，也沒有得到無條件接納的本地出生一代，令第一

和界限清楚地確立：給予年青一代空間、信任、支持和關心、讓他們有所發揮，

主要資金來源。在被問到她想教會多點做甚麼幫助她在信仰中成長時，路

力的實施。

代人讓他們作決定，那些第一代的人建立了教會，而且往往是CCIC事工的

得呼應埃博的論點。她毫不猶疑地回答：
「我真的喜歡友師勉導這個觀念[也

就是在領導發展這個意義上]。我真的喜歡這個意念，建立人們，讓他們領導，

建立每一個人，目的是讓他們成為領袖。」

在抗衡CCIC固有的權力差距時，第一代領導可能需要檢視他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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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他們的位置上有權威和權力，但實際上卻失去對本地出生一代的影響

接受有限和合理的失敗，藉以容許他們從這些經驗學習，便可以明顯看到加
第三個面向關乎清晰和開放的溝通。很多時候，第一代領袖作決定，完

全知道他們有權力和權威這樣做。不過，無論那決定有怎樣的邏輯，在他們

領導行為中都明顯看到「永不道歉，永不解釋」這種姿態。但健全的溝通要求
他們尋求CBCC的資料、反饋、意見和投入，然後才作重大決定；或者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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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決定時也加上理據和選項，讓本地出生的一代可以得知，尋求他們支持

有的破壞性社會、經濟、人口和宗教力量時，有活力和能力適應的教會，是那

執行時他們有更深刻的認同及所有權。

要求的教會(pp. 346-349)。相反，那些抗拒或不能作出所需改變，反而維持

執行決定。換句話說，如果CBCC知道他們在過程中可以發聲，這會促進事工
領導的最後一個面向是處理培養CBCC領袖這個問題。根據大部分受訪

者，培養領導的實踐要不是不存在，就是通常以不充分的取向實行，正如安

現狀的教會，很可能面對緩慢的衰退，最終「消失無踪。」對它們來說，
「[群體
的]死亡是[教會]生命週期不可避免的部分」(p. 345)。阿默曼的觀察與箴言

明智的勸告沒有分別：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29:18)。至於異象在CCIC的

德烈提出：
「他們傾向將領導當為一個角色和功用，而不是作為一個成長和

福祉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王健安(2015)在他其中一個發現中總結說，沒有

過程的一部分時，HE組別的很多CBCC(安德烈、雅各、約翰和米利暗)都讚

成長和成熟，也迫使他們完全離開CCIC，去尋找更開放、更有前瞻性和具有

發展的過程來談論。」但在有機會接受領導角色，作為學習教會事奉的發展

揚那參與的經歷。對他們來說，領導發展的經驗超越單單是授權的實踐。那

是贊助(sponsorship)的投入，在其中CBCC可以實際上受到邀請以一個正

式全面夥伴的身份參與領導。這些CBCC沒有被輕視為年青和沒有經驗，
「

永遠未預備好」
“
( never-ready”)的領袖，而是可以坐在前排，學習、觀察、成

長，成為「預備好」
“
( get-ready”)的領袖，正如發展過程意欲那樣。

在計算過風險後，轉移領導取向和實踐讓CBCC坐在前排，就事奉實踐

異象和預見力(foresight)去刺激和啟發本地出生的一代，不單會阻礙他們

共同理念的教會群體，活出他們自己對異象和身份的信念(p. 534)。

這個研究的發現顯示，受訪者──特別是LA群組──提出的其中一個

關注是與CCIC拒絕讓CBCC參與，擴大教會的異象，處理他們渴望在事奉

方向上更獨立，能夠包括接受包容多元文化取向有關。而且，CBCC渴望為

世界帶來與別不同的變革，為他們關心的事情作出貢獻；他們渴求與他們有
聯繫的屬靈機構對他們有所支持。他們傾向在予參與公共領域課題這焦點

尋求他們的貢獻，刻意在CCIC推行預備性 (readiness)的事工訓練，不單聚

而受啟發，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和被邊緣化的人，並在佈道和參與全球宣教之

如問：
「你學到甚麼？」)，移民教會的領導可以打開大門，讓CBCC得到承認為

的異象，是令他們考慮，甚至採取行動離開CCIC的離心力，正如他們總結說，

焦於失敗(例如問：
「為甚麼你失敗？」)，而是創造一種學習和反饋的文化(例

事奉中冒起的批判性伙伴──不單為了CBCC一代和移民教會，也為了神
的國度。

8. 從「困在中間」到「重燃異象」
(From Being “Stuck in the Middle” to
“Reigniting the Vision”)
重燃CCIC的異象，藉以：(a) 吸納本地出生一代的建議和投入；(b) 為了神
的國度和整全的全球宣教使命，透過實踐跨代事奉增強本地出生一代所有權的份
額。

在一個關於全美國教會變遷的研究中，阿默曼(1997)指出，面對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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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傾向發揮創業和適應的能量，去應對他們的異象、價值觀、使命和身份的

同時，處理社會不公義的問題。LA組別中有很多人都明確指出，缺乏包容性
與一個沒有相同異象心態的屬靈機構有結連是虛無的。

教會異象的目的是要把群體集體生命將來的狀態投射出來；它應該以

忠心的方式闡述，要對神在它們於此時此地教會前行時的整體意願有最好
的理解(Ammerman et al., 1998)。要CBCC實現他們相信是神呼召他們

去成為和實行的目的，他們的抱負需要受人注意和被聽見。雖然他們已長大，

有專業成就，成為行政人員或中層管理人員，很多CBCC仍然繼續被視為缺
乏經驗，有時在教會事奉中更因為被視為乳臭未乾而感到憤怒。在將來的

方向方面拒絕接受CBCC的參與，是CCIC向他們傳達繼續擁抱現狀的心態，
實行現存計劃和活動，而不尋求創新和轉化，更沒有包容CBCC對成熟、自

主和成長的渴望。在這些環境下，本地出生的一代所經驗的教會整體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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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毫無生氣，缺乏迫切感和意願去站在影響第一代會友和他們孩子的社

會、文化和教會變遷的前沿，來善用外展機會，接觸CCIC以外的群體。因為
這一個意識，雖然有些CBCC願意妥協，接受教會「困在中間」這個觀念；但

其他人則考慮或甚至採取行動離開CCIC (Wong, 2015)。

從第一代領導的角度將這個課題來問題化，我們對為甚麼教會以那個

模式運作，至少可以推斷出三個可能的解釋。首先，一些CCIC第一代牧養

領袖可能接近退休年齡，可能缺乏開展重大變革所需的耐力和精力，特別是
關乎與他們自己以外的文化交往，以及不是他們專長的方面。在這樣的環

境下，領袖可能選擇延遲這些重大變遷，留給繼任他們的領袖進行。而且，還

有處理CBCC的異象時帶來的恐懼、不確定和疑惑這些人性因素。對未知事

情的恐懼可能和要與主流交化交往的擔心有關，懷疑這樣的「交往和合作很

可能模糊教會和社會之間的次文化界限，可能令福音派教會失去它的獨特

性」(Reimer & Wilkinson, 2015, p. 133)。最後，還有華人會眾和英語事

工之間異象的不相容或衝突，好像前面提過的團結性和連接性的社交資本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雖然很多受訪者都提到CCIC勇

敢地嘗試向鄰近或更大的群體打開大門，但大部分人都承認這些努力是無效，

根本原因在於CCIC無力完全擁抱一個包容性的異象，不單去處理種族和文

化差異，也處理社會-經濟光譜中的差異。這種感受在非比哀歎那些「不屬於

中產的人不會那麼容易受到華人那邊歡迎」時明顯反映出來。而正如安德烈

也呼應：
「那就好像你有一個歡迎告示說進來吧，但卻把門鎖上一樣。」

如果CCIC要在未來追求興旺的跨代事工，他們需要擴闊異象，同等重

體：一個接待、說真理、感恩和忠誠的群體，反映神的救贖和祂愛、恩典、憐憫

和公義的品格。

結論 (Conclusion)
二十一世紀的地貌滿佈後現代和世俗的動力，例如宗教多元化、

民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消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社交

媒體的進步。這些推動力一起形成一股大有影響的力量，塑造加拿大

的社會價值觀和規範，而它們在過去數十年則直接或間接影響CCIC

和它們的事工。基督的教會在歷世歷代都面對變遷的力量，CCIC在

它們的處境下應付挑戰和破壞方面也不能免疫。雖然改變的面貌在

各個時代都不同，但每一個影響都迫使教會去更深化它的信念，重新

肯定它的信仰和核心價值觀，更聚焦於堅固它聖潔和僕人的身份，加

倍努力繼續忠於基督來愛鄰舍，使本地和全球的人作門徒的誡命。在
CCIC要應付的眾多挑戰中，我們可以說培養CBCC健康地成長和成

熟，是移民教會需要檢視和執行的其中一個主要命令。為了達到這個

目的，這個研究對CBCC在信仰旅程中的所表達的抱負、挫敗和痛苦
提供了洞見，指出塑造他們的宗教身份和委身，以及他們與CCIC的

聯繫的決定性因素。加在一起，這個研究的結論和方向性的行動建議

可以整體地建立一個新的框架，促進CCIC和CBCC走出一條新路，為
著神的國度和祂的榮耀而結成伙伴，在事奉中合作。

視CBCC的貢獻，藉以產生和促進對信仰和事奉的所有權。CCIC必須明白，
雖然語言和種族偏見對它們來說可能是障礙，在加拿大的處境下，教會的異

象需要具有動態和靈活，以致可以在大使命這個命令下，與主流文化交往(

太二十八)。雖然第一代的移民可能不是完全有能力實現在這個環境中要求

的所有命令，但他們可以提供豐富的事工智慧、明智的引導和慷慨的資源支

持，促進CBCC在這種交往中變得更有效。而且，兩代人都需要考慮將事工

推到超越語言、文化和種族的層面，藉以塑造一個植根於神國的價值觀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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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研究方法
方法論 (Methodology)
這個研究緊緊跟隨《流血的信仰》(HF)(2012)的研究框架，運用混合的

與CCIC和他們的信仰聯繫和脫離結連的故事(Chadderton & Torrance,

2011; Creswell, 2013; Stake, 2005; Yin, 2012, 2014)。

電子調查問卷的結果──量性的數據──經過檢視，去補充質性訪問的

數據；不單補充分析，也擴展分析的豐富程度。在這樣做時，我們看到有時會

出現聚合、分歧甚至有衝突的觀點，因為混合方法分析往往指向數據的驗證

或三角檢證法、互補性和差異，正如較早時提到一樣(Lee & Smith, 2012)。

方法論(mixed methodology)，包括量性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不過，我們在分析時會小心避免只偏好質性研究的結果，或低估量性問卷的

境下增強對CBCC提問的能力，問卷調查和訪問的問題都經過修改，藉以

涉及同時分析質性和量性的部分，容許我們有效地綜合研究的發現。

(關於完整的調查問卷和問題，請參看附錄B和C)。我們選擇混合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和過程 (Research Instrument and Process)

的問卷調查和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訪問。為了在CCIC的處

找出種族和華人更正教傳統可能怎樣在CBCC的信仰歷程中扮演一個角色
論而不是單一方法論，是因為它在跨學科的複合研究中具有全面性(Morse

& Niehaus, 2009, p. 15)。在詰問混合方法論研究的數據和結果時，可以

將三個主要的條件應用到對數據的評估：驗證(三角檢證法)、互補性和差異

(Lee & Smith, 2012)。而且，混合方法論研究要求有一個核心部分──量

性或質性，這主要用來作為領導或核心方法，導引研究回答指明的研究問題

(Morse & Niehaus, 2009, pp. 14-15)。對目前這個研究來說，我們選擇了

由質性研究推動的混合方法作為核心，因為身為移民的孩子，在CCIC的環

境中成長是多層和多面的活生生經驗，涉及在家裡、學校、教會和其他社會

機構中的社會化，而信仰歷程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分解這個旅程中

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研究團隊選擇主要強調對受訪者質性
的研究，去解讀那些數據，因為這個研究方法論是恰當地設計來更深入地

挖掘活生生的經驗的(Denzin & Lincoln. 2011, p. 8; Cornwell, 2013,
pp. 47-48; Klenke, 2008, p. 121; Mercadente, 2014, p. 15)。而且，由

結果(Greene, Kreider & Mayer, 2005, p. 279)。採取反覆和遞歸的進路，

正如較早時顯示，雖然這個研究容許我們使用HF的工具，但研究團隊

最終修改了調查問卷，並補充了一些我們自己想要了解的問題，反映需要將

CCIC特有的課題來問題化。而且，雖然研究依從HF的廣泛混合方法論進路，

僱用Vision Critical──進行HF的調查的同一個服務供應商──這個研

究的量性抽樣方法與HF並不相同。我們沒有採用隨機抽樣(random sam-

pling)進路──那是HF採用的，因為Vision Critical有現存基礎廣泛的加

拿大抽樣面板，是它使用來進行研究的──但服務提供者沒有關於加拿大

華人的這種面板。研究團隊採用稱為「受邀抽樣」“
( invited sampling”)的

方法，本質上是透過六個城巿和以外的信仰把關者以及透過Vision Critical協助找到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徵求電子問卷的回應者。

由於研究要求電子調查問卷和訪問中兩個互有關連的部分，研究以

於研究的範圍集中在留守和退出兩個群組，目的是根據宗教類型，發現甚麼

一個先導計劃開始，在2014年夏天在安大略省的霍爾頓(Halton)和皮爾

質性的個案研究進路最適合這種性質的探究。個案研究容許調查在每一個

是容許研究隊伍消除數據收集過程中的任何潛在障礙，評估最初的回應，並

因素塑造他們，以及在CBCC決定留在或離開CCIC背後的因果機制，所以

宗教類型中看個案內和跨個案在共同性和分別方面的分析，藉以比較和對

比這些類型不同的細緻差異，而這則可以提供線索，讓我們交織出CBCC

(Peel)地區實行電子調查問卷，以超過十間CCIC為目標。先導計劃的目的

在需要時採取矯正或改善行動。與HF不同，它是由訪問作開始，藉以為問卷

200
附錄和參考

201

問題確立一個更廣閣的框架，
《聆聽心聲》不受約束，因為研究採用了經修

改的HF調查工具，是以額外問題作補充，藉以探究那群體的種族面向。而且，
團隊認為首先透過調查收集數據，容許在整個推廣研究的過程中創造勢頭。
為了開展先導計劃，研究團隊組織了一個簡介會，交待了研究的背景和

開展調查的過程。我們在那會議接觸了把關者──那些教會的牧師和領袖

──得到他們承諾在他們教會推廣調查。我們提供和散發了好像書簽和錄

另外、這個研究的受訪者是透過CCIC的把關者以及電子調查問卷的邀

請找到的，有些人在電子調查問卷中表示樂意接受訪問，也有時間這樣做。

為了幫助招募的過程，我們預備了一個受訪者的概況，列明研究的範圍、目

標受訪者的條件以及那半結構化的訪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進

路的簡介，將它發給把關者和侯選的受訪者。轉介過程中獨特的是，這些把

關者幾乎全都是在CCIC裡面帶領英語會眾的牧師及研究團隊所認識的人。

很多人都鼓勵他們的會眾，在某些情況下則是前會眾，在族裔信仰群體中談

影等資料和推廣物品。我們也建議了公告的樣板，促進把關者接觸本地出生

及他們的經驗。我們確立了十八到三十五歲的侯選受訪者的最終名單。我們

邀請已離開教會的人參加調查。除了一間教會因為關注探究的某一個特定

組有來自全國的七十二個受訪者，屬於同一個年齡範圍(也就是青年人或千

的會眾，加上提供好像年齡和出生地等條件，以及關於怎樣透過他們的會眾

方面，而最終退出先導計劃外，先導計劃十分成功，有大約五十位回應者參
與調查問卷調查。

先導計劃之後，我們在蒙特利爾(Montreal)和渥太華(Ottawa)(2014

年9月)；愛明頓(Edmonton)和卡加里(Calgary)(2014年11月)：大溫哥華

挑選這群人，原因有兩個：預期方便與HF群組進行比較和對比，HF那個群

禧世代)。第二，85%本地出生的加拿大華人福音派信徒是三十五歲之下，就

人口來說可以更容易招募得到(Statistic Canada, 2014)(參表1.3)。

受訪者一旦被確定後，我們便謹慎地接觸他們。對大部分人，我們都採

取一個兩個步驟的進路：首先，透過電話或Skype溝通，向他們解釋研究的

地區(Greater Vancouver Area)(2015年2月)；和大多倫多地區(Greater

目的、訪問的過程，要求他們透過簽署同意書表示同意被訪，並確定第二節

加拿大華人人口和華人移民教會(參表1.2)。調查問卷在每一個城巿或大都

些不能面對面接觸或居住在這兩個大都會區以外的受訪者則透過Skype接

Toronto Area)(2015年3月)推出電子調查問卷。這六城巿構成大約87%的

訪問的時間。大溫哥華和大多倫多地區的大部分訪問都是面對面進行，而那

會區推行時，亦會產生中期調查結果，評估那地區的進展，並適時向把關者

受訪問。訪問由2015年5月開始，最後一個訪問在2015年10月完成。所有訪

結束，共完成了627份調查問卷回應。不過，在全國逐步推行調查問卷時，我

以兩部錄音機錄音，以便產生後備紀錄。除了其中一個受訪者外，每一個訪

發出提醒，請他們在他們的群體繼續推廣工作。電子調查問卷在2015年5月
們發覺已離開教會者的回應者比預期少。看到需要為這個群體尋找更多人

參與，於是團隊和Vision Critical找了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是專門在“可見

的少數群體”“
( visible minority”)中進行民意調查的，我們從它那裡找尋

回應者。結果，額外招募了112個符合條件(本地出生，父母至少有一人是華

人和第一代移民，曾經參加過華人移民教會，但在完成調查問卷時已沒有再
參加教會聚會)的人在2015年6底前完成調查問卷。這兩個群組加起來的總
回應人數是739。收集了調查數據後，有效回應的數目由739下降到554，因

為有185人自稱在加拿大以外出生。

問都由研究團隊主領王健安來進行，先確定他們同意接受訪問，每次訪問都
問錄音都由第三方服務提供者賸寫。

數據分析(Data Analysis)
研究訪問被紀錄並受編碼並立定主題。關鍵詞一部分是透過編碼說明

和NVivo實行，供進一步分析。紀錄經過多次檢視，確保有關主題和觀念的
細緻之處和差異都得到充分的捕捉。寫下報告和發現後，所有受訪者的名

字都小心地被假名代替，保障他們的私隱，正如同意書上說明一樣。一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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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受訪者活生生的經驗的編碼，便確立數據範疇去找出主題和決定性因

Q13： 我個人經歷過神的愛。(3分制：非常同意=3，溫和同意=2，溫和

出宗教類型的次範疇，在留守群組中有高度參與者(HE)和較少歸依者(LA)，

Q23： 沒有基督教信仰，不值得活下去。(3分制：非常同意=3，溫和同

無神論者(A&A)。

Q107：你多經常作私人禱告？(6分制：每天=6，一星期幾次=5，大約一

素。將那些主題和決定性因素與受訪者的宗教面貌配對，容許研究進一步找

而在退出群組中則有屬靈的『沒有』者和『終結』者(SND)以及不可知論者和
透過分析受訪者活生生的經驗浮現了這四種宗教類型後，基於電子調

查問卷回應者對以下三組問題的回應確定一個宗教性的複合面貌(com-

posite profile)，也找出這四個類型的對應。那些問題最能夠由三個標記來

描述：(1) 與敬拜參與的結聯(以下簡稱為「參與」
“
[ Attendance”])；(2) 在

基本信念和屬靈實踐中的確信程度(簡稱為「確信」
“
[ Conviction”])；(3)
教會聯繫(簡稱為「聯繫」
“
[ Affiliation”])。
參與 (Attendance)

例如：對以下問題的回答最能夠顯示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參加宗教聚會

的密度。得分與參與密度成正比，也就是得分越高表示越頻密參與。

Q53： 除了婚禮和喪禮，你有多經常參與宗教聚會？(5分制：一星期超

過一次=5，一星期一次左右=4，一個月一兩次=3，一年一次或幾

次=2，很少=1，從沒有=0)

確信 (Conviction)

而且，對以下這組問題的複合回應容許研究確立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

的宗教確信和屬靈實踐的程度。得分與確信的強度成正比，也就是確信越

強，得分越高。

Q12： 我相信神回應我的禱告。(3分制：非常同意=3，溫和同意=2，溫和
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

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

意=2，溫和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

星期一次=4，一個月兩三次=3，大約一個月一次=2，幾乎沒有=1，
從來沒有=0)

Q108： 你多經常閱讀聖經？(6分制：每天=6，一星期幾次=5，大約一星期

一次=4，一個月兩三次=3，大約一個月一次=2，幾乎沒有=1，從來
沒有=0)

聯繫 (Affiliation)
最後，對以下這組問題的複合回應最能夠描述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與

教會聯繫的程度。

Q24： 我認為上教會是無意義的。(逆向3分制：非常同意=0，溫和同意
=1，溫和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

Q26： 教會與社會中重要的事情脫節。(逆向3分制：非常同意=0，溫和
同意=1，溫和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

Q40： 在某個時候，由於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了。(3分
制：非常同意=3，溫和同意=2，溫和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0)

Q43： 學校讓我接觸挑戰我信仰的新觀念。(逆向3分制：非常同意=0，
溫和同意=1，溫和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

Q44： 對我來說，上教會會是虛偽的。(逆向3分制：非常同意=0，溫和
同意=1，溫和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

一旦對這三組問題的複合回應由SAS程式編製，便可以確立一個準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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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法來估計這三個標記，藉以確定相應宗教類型的複合面貌。計算法包括

以下部分/公式：

表A.1：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宗教類型

就以下分類來說：

宗教類型

# 回應者

高 = 等如或高於第一個四分位點

HE

209

LA

208

低 = 等如或高於第三個四分位點

SND

75

A&A

62

總數

n=554

中 = 等如或高於中位數

非常低 = 低於第三個四分位點

如果出席率「超過一星期一次」：

如果聯繫或確信是高的，那人便被歸類為“HE”

如果他/她不符合以上要求，那人會被歸類為“LA”

如果出席率是「大約一星期一次」:

如果聯繫和確信都是高的，那人會歸類為“HE”

如果他/她不符合以上要求，那人會歸類為“LA”

如果出席率是「一個月一兩次」：

如果聯繫或確信是溫和(但不是低或非常低) ，那人會歸類為“LA”
如果他/她不符合以上要求，那人會歸類為“SND”

如果出席率是「一年一次或幾次」：

如果聯繫和確信都是溫和(但不是低或非常低) ，那人會歸類為“LA”
如果他/她不符合以上要求，那人會歸類為“SND”

如果出席率是「很少」或「從不」：

如果聯繫或確信是低(但不是非常低) ，那人會歸類為“LA”
如果他/她不符合以上要求，那人會歸類為“A&A”

透過計算法建立了複合面貌，我們發現在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中可以

確立對應的宗教類型(表A.1)。

基於這些相應的宗教類型對電子調查問卷進行分析，不單就回應者對

問題的感受提供一個俯視圖，也可以基於每個宗教類型提供一個詳細的分類，
讓我們可以探究和確立宗教類型和問題之間存在相關性。例如：對「在短宣

旅程中，你的信仰有沒有變得有活力？」(Q51)這個問題的回應顯示，27%的

HE回答「有」，LA則有23%回答「有」；SND則是4%，而A&A則是8%。這顯
示宗教聯繫和參與短宣之間有中等的對應。

研究的限制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人們可能擔心這種性質的研究會顯得偏頗(Francis and Richter,

2007, p. 5)。例如：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可能填錯了回應；受訪者可能隱

瞞他們放棄信仰的真正原因。而且，有人提出，視CCIC為同質的實體，沒有

留意每間教會的本地處境和機構的獨特性，是一個缺點。還有，研究沒有找
出任何地區細微差異，來對回應者和受訪者的宗教性進行進一步的比較和

對比。此外，沒有在千禧世代之內根據年齡和性別進行分析，也是研究的一

個限制。

《聆聽心聲》符合量性研究健全抽樣的標準。在54,000的人口中554個本

地出的回應者，等同98.2%的置信度和5%的誤差範圍。不過，由於我們電子
調查問卷回應者的群體是透過「邀請抽樣」建立，推論統計分析不能確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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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但我們可以在同樣的因素分析中得出相關性和觀察到可能性。而且，
雖然我們不能保證受訪者有沒有在回應中模糊或隱藏他們的真正感受，但

附錄 B：質性半結構化訪問：招募、

訪問過程、數據分析和訪問工具

大部分受訪者沒有為了禮貌而有所保留，而是以情感十分強烈的方式表達

自己(例如流眼淚和有身體動作的表達)。在討論他們的性身份；他們的抑鬱；
他們對教會領導和妨礙他們在信仰成長的障礙感到的挫敗；以及與他們父

引言 (Introduction)

連繫的宗教機構和領袖流露出一種鄙視和敵對的態度；而那些屬靈『終結』

這個研究質性的一面是始於修改《流血的信仰》(HF)的訪問問題，刪去

母的要求搏鬥時都是真實的。受訪者中的宗教『沒有』群體對曾經與他們有

的人最好時會讚揚他們，但最糟時會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從不以貶損的方式

談論他們。

那些研究團隊認為無關的問題，並加上在CCIC處境下反顯CBCC信仰歷程

的問題，正如在工具那節 (附錄C) 列出的問題可以清楚看到。

招募 (Recruitment)
受訪者來自三個來源。第一個和第二個來源是把關者和父母的轉介。雖

然來自父母的轉介人數很少，大部分這些轉介的受訪者都屬於A&A群組；

而由把關者介紹的則傾向屬於HE和LA。第三個受訪者來源是電子調查問

卷的回應者。推行電子問卷調查時，我們刻意在問卷中加入一個問題，問回
應者是否想與研究團隊進一步討論他們的信仰歷程。如果他們想的話，我

們會要求他們留下電郵地址，方便進一步聯絡。我們對來自這個群體的侯選

受訪者進行進一步篩選，確保他們是年齡由十八到三十五歲，在加拿大出生
的千禧世代。接著我們發出一封邀請信與那些符合這些條件以及由第一個

第二個來源轉介來的人聯絡，信中清楚列明(1) 研究和訪問的目的；(2)尊重

私隱、對訪問數據保密以及限期；(3) 要求同意；(4) 訪問過程(三個步驟的過
程：[a] 用15至30分鐘討論邀請信和評估背景；[b] 用90至120分鐘進行實
際訪問；[c] 如果有需要，可能進行跟進訪問，進一步處理一些問題或者澄

清一些事情)。實際的訪問場地是透過電話或電郵安排和溝通。大部分訪問

都在安全和可靠的環境進行，沒有干擾或只有低度干擾。有幾個訪問則透過
Skype進行。每一個訪問都用兩部錄音機錄音，確保談話的內容完全記錄下

來。除了其中一個錄音記錄外，每一個記錄都由專業的賸寫服務提供者賸寫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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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結構性訪問工具：訪問問題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Instrument: Interview Questions)
以下問題構成與每一個受訪者進行訪問的框架。雖然我們嚴格依從這

個框架，但每個訪問不一定包括所有問題，因為與受訪者的談話可能沒有時
間探討一些與他們的信仰歷程關係密切，在受訪者的熱誠和興趣引導下引

致宗教聯繫「更厚實」的意義的次課題(例如父母虐待；精神病)。不過，我們
成功地嘗試將談話帶回訪問的主要問題：為甚麼他們留在或離開CCIC。
童年的信仰和教會參與

Q1： 告訴我關於你的教會參與，先由童年開始，然後是青少年時期。

Q2： 告訴我關於你成長期間參加的教會。你可以描述那些你參加了一
年或以上的教會嗎？

Q3： 關於你小時候以及青少年時期對神或基督教信念的信仰，你可以
告訴我甚麼？

Q4： 告訴我關於你小時候和青少年時期自己的私人宗教實踐。

Q5： 你能否記得任何成長時的重大宗教經驗，例如感到神的同在、禱
告 蒙應允、神蹟或醫治等？

Q6： 讓我們談及透過你參加的教會產生的宗教經驗和事件。你成長時
有沒有參加主日學和/或少年小組？

Q7： 你有沒有參加宗教營會、短宣或教主日學，或參與任何教會活

動，例如教會日營、男孩和女孩的會社、教會詩班或戲劇等？如果有，

告訴我多一點關於這些活動的事情。

Q8： 回顧你小時候和少年時的教會經驗，你會描述自己為旁觀者(事

情由別人替你做)還是參與者(你的恩賜和天份得到發展和欣賞)？

Q9： 讓我們談談你成長的家庭的宗教氣氛。宗教在多大程度上是談話
的課題？你在家裡提問關於宗教或道德的問題，包括質疑教會的

教導的問題時感到自在嗎？你們在家裡有沒有全家人一起祈禱或
進行其他宗教實踐？你父母是不是總是在家裡？還是他們大部分
時間都在外面或住在其他地方？

Q10：你由幼稚園到第十二級接受哪種學校教育(家庭學校、公立、私立
還是天主教？)？如果你上私立基督教學校，告訴我們它對你信仰
的影響。

Q11： 你在學校、童年時人們知道你是基督徒嗎？在青少年時期呢？

Q12：你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教會關於性的教導，有沒有甚麼是正面或
負面地影響你的？

Q13：現在回顧起來，關於你童年或青少年時期的教會參與，有沒有任

何事情是對你真的很有意義的？你因為它們是你過去的一部分而

高興？

現時的信仰聯繫

Q21： 以下哪句話最能夠代表你現時的宗教聯繫和教會活動？
如果回答：我視自己為基督徒。

去QA22至QA27。

如果回答：我不視自己為基督徒。

去QB22至QB27。
A. 回應說是基督徒

QA22：告訴我關於你現時身為基督徒的經驗。作基督徒對你是甚麼意
思？

QA23：在你中學後的日子，有沒有在那個時期你的信仰大大提高？如果
有，那時你生命中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在那時你的信仰大大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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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24：在你中學後的日子，有沒有曾經考慮放棄你的基督教信仰？如果
有，那時你生命中發生了甚麼事？

QA25：告訴我關於你最親密的朋友的宗教性。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在選
擇朋友和維持友誼方面，有共同信仰有多重要？

QA26：想一想基督教信念。基督教宣稱：#1.「罪的赦免透過耶穌基督

的生命、死亡和復活而來？」和#2.「基督徒應該與別人分享」這

個宣稱。你對這些宣稱有甚麼想法？你同意這些宣稱嗎？你認為
基督徒應該向別人見證這些宣稱嗎？你個人有沒有這樣做？

QA27：關於另一個課題，你認為一個人可以是基督徒但卻不參加地方
教會嗎？

B. 回應說不再是(或從來都不是)基督徒

QB22：告訴我你怎樣認為自己不是基督徒的故事。你的生命中有甚麼

事情發生？你那時年紀多大？你認為為甚麼你的信仰在這個時
候減低？

QB23：你從不再是(或不是)基督徒中得到甚麼？有沒有甚麼你特別珍

現時的教會活動

Q28：以下哪句話最能夠代表你現時的教會活動？
如果回答：我至於每月去一次教會。

去QA29至QA32。

如果回答：我一個月或以上都不去教會一次。

去QB29至QB32。

A. 回應者一個月至少去一次教會

QA29： 告訴我關於你參加的教會的事情，以及你怎樣參與。
QA30：你從參加教會中得到甚麼？

QA31： 想一想你最親密的朋友。有多少個是和你參加同一間教會的。在
選擇朋友和維持友誼方面，與他們有相同教會有多重要？

QA32： 現在想一想生活方式的問題。它怎樣配合你教會的教導？你的夜
生活又怎樣？

B.回應者說不再每月或更長時間上教會一次

惜的東西？有沒有甚麼你不喜歡或感到不自在的東西？

QB29： 現在回想你教會出席率大幅下降的時候。你那時多少歲？那時

徒？在選擇朋友和維持友誼方面，有共同信仰有多重要？

QB30： 你不再定期參加教會對你有甚麼含義？有沒有甚麼是你掛念的？

的生命、死亡和復活而來？」和#2.「基督徒應該與別人分享」這

QB31： 你回想你參加教會的時候，你在教會一些最親密的朋友的名字

QB24：告訴我關於你最親密的朋友的宗教性的事情。有多少個是基督
QB25：想一想基督教信念。基督教宣稱：#1.「罪的赦免透過耶穌基督

個宣稱。從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到現在，你對這些基督徒信念的理

解和委身有沒有改變？怎樣改變？你認為基督徒應該與別人分享

他們所信的嗎？

QB26：你可以預見將來某時候你可能會重新成為基督徒嗎？為甚麼會
或不會？

QB27：關於另一個課題，你認為一個人可以是基督徒但卻不參加地方
教會嗎？

你的生命中發生了甚麼事？

有沒有其他東西是你因為除去而感到高興的？

是甚麼？你現在與他們有聯絡嗎？你離開教會時，他們有沒有任

何人聯絡你，問你為甚麼離開？
結論：所有回應者

Q33a： 如果你青少年時期居住在安大略，你有沒有參加由加拿大使者

協會舉辦的「中學生春令會」(Teens Conference)？如果有，請

告訴我們你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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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b：如果你現在和/或以前居住在加拿大西部，你有沒有參加加拿大
華人基督徒冬季會？如果有，請告訴我們你的經驗。

Q33c：如果你正在或曾經上專上學院及/或大學，你有沒有參與過校

E. (給那些放棄了信仰的人)你現在對信仰有甚麼概念？你仍然相信神
嗎？你對基督教價值觀有甚麼看法？為甚麼？

園基督徒團體，例如IVCF、導航者(Navigators)、校園傳道會

(Power to Change)、華人基督徒團契(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或亞裔基督徒團契(Asian Christian Fellowship)？如果有，請告訴我們你的經驗。

關於加拿大華人移民會的補充問題
1. 給留守群組：

A. 華人移民教會有甚麼東西是你珍惜的？

B. 華人移民教會有甚麼東西是你相信妨礙你在信仰中成長的？
C. 你有沒有得到自由去成長和領導？

D. 你有沒有想過離開教會？或者你有沒有想過放棄信仰？為甚麼？甚麼
事情推動那意念？

E. 你對教會領導層有甚麼看法？他們有效嗎？是否分階級？是否失效？有

給你自由領導和作決定嗎？讓你在桌邊有發聲權嗎？在你需要他們時

可以讓你找到嗎？

F. 你認為你參加的華人移民教會需要做甚麼來幫助你在信仰中成長？
2. 給退出群組：

A. 發生了甚麼事？甚麼令你離開教會/放棄基督教信仰？
B. 華人移民教會有甚麼東西引致你決定離開信仰？

C. 你對教會領導層有甚麼看法？他們有效嗎？是否分階級？是否失效？有

給你自由領導和作決定嗎？讓你在桌邊有發聲權嗎？在你需要他們時

可以讓你找到嗎？

D. (給那些只是離開教會但仍然保持信仰的人)你怎樣看你與信仰的關
係？你仍然相信神嗎？你仍然持守基督教價值觀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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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電子調查問卷工具：
「何去何從」

謝謝你花時間完成「何去何從」」
《聆聽心聲》
(
前用的名稱)調查問卷。這

個調查設計來在加拿大華人教會的處境下了解你的信仰旅程。我們歡迎十

三歲或以上在加拿大出生的華人基督徒參與。

你的看法對我們很重要。我們在這裡收集的資料會與加拿大的華人基督

徒分享，但你的參與完全是匿名的，個別調查問卷的結果會歸入整體研究報

告中，不會提到任何個別回應。由於你的參與，如果你完成調查，你會得到一
份調查報告。

家庭信仰
加拿大人在各種家庭中成長。有些有宗教背景，有些沒有。我們想了解

你成長時你的家庭是怎樣的。就你所知，請在以下問題選是的、不是或不記
得[隨機化]：

 是的
 不是

 不記得

1. 我成長時我媽媽定期參加宗教聚會。

7. 我還在家裡居住時，我父母的教會出席率大幅下降或完全停止。
8. 我父母鼓勵我探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個人信念：
這裡是一些人們用來形容他們的信念的話。請表示你同意或不同意，是

溫和還是強烈。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重要的是你怎樣想。[隨機化]：
 強烈同意

 溫和地同意

 溫和地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9. 我今天對關於神的信念與我成長時的信念不同。

10. 我人生的主要目標是快樂。

11. 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是個人意見的問題。
12. 我相信神應允我的禱告。
13. 我個人經歷過神的愛。

14. 我對基督教的私人信念比任何教會的教導更重要。
15. 我樂意和朋友一起查經。

16. 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同等有效。

17. 在來生有得到獎賞的地方，那地方有時稱為天堂。

2. 我成長時我爸爸定期參加宗教聚會。

對教會的感受：

4. 我相信我爸爸在謝飯以外也定期禱告。

以下是一些人們表達他們對教會有甚麼感受的話。請表示你同意或不同

3. 我相信我媽媽在謝飯以外也定期禱告。
5. 在我成長時我媽媽定期閱讀聖經。

6. 在我成長時我爸爸定期閱讀聖經。

意，溫和地還是強烈地。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重要的是你怎樣想。[隨機化]：
 強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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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和地同意

 溫和地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18. 在家裡私人進行宗教閱讀和祈禱與上教會一樣。

19. 我認為教會有特別為青少年而設的節目是非常重要的。

20. 我認為教會有特別為青年人而設的節目是非常重要的。
21. 教會在幫助教會以外有需要的人方面做得不足夠。
22. 得到上教會的成年人導引，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強烈不同意

33. 小時候，我感到被迫參加宗教聚會。

34. 在這些日子，我因為太忙而不能定期出席教會聚會。
35.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言行一致。
35.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言行一致。

37. 我成長時，大部分朋友都是委身的基督徒。
38. 我曾經透過教會的幫助經歷情感的醫治。

39. 透過一個朋友的見證，我的信仰變得有生命。

23. 沒有基督教信仰，人生也沒有價值。

40. 有時我的生活方式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25. 我認為教會對生活方式的要求對我來說完全是不切實際的選擇。

42. 經過個人一段艱難的時期，我的信仰變得更堅定。

24. 我認為上教會是無意義的。

26. 教會與社會中重要的事情脫節。

27. 根據我的經驗，參與宗教團體是不值得的。

28. 我認為教會教導指出性應該限制在婚姻中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41. 有時由於地域上的遷移，令我的教會出席率下降。
43. 學校讓我接觸挑戰我信仰的新觀念。
44. 對我來說，上教會會是虛偽的。

29. 教會應該容許女性好像男性一樣擔任領袖。

在教會的經驗：

31. 教會應該容許過同性戀生活方式的男女同性戀者全面參與事奉。

以下是一些在你是小孩或嬰孩時可能有或沒有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30. 教會應該容許保持獨身的男女同性戀者全面參與事奉。

32. 教會應該為男女同性戀者主持婚禮，就好像他們為異性戀者主持婚
禮一樣。

對教會和基督教的感受：
以下是一些人們表達他們對教會和基督教的感受的話。請表示你同意

或不同意，溫和地還是強烈地。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重要的是你怎樣想。
 強烈同意

 溫和地同意

 溫和地不同意

就每一條問題，請表示有、沒有或不記得。
 有

 沒有

 不記得

45. 我青少年時期有參加教會少年小組。
46. 我在成長時參加過短宣。

47. 我參加(過)教會的青年小組。

48. 我在大專/大學校園參與基督徒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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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參加教會少年小組]

49. 你在教會小組中感到得到朋輩接納嗎？
 有

 沒有

 不記得

50. 你的青少年領袖有沒有很好地向你示範基督教？
 有

 沒有

 不記得
[如果有參加短宣]

51. 在短宣旅程中，你的信仰有沒有變得有活力？
 有

 沒有

 不記得
[如果有參加青年小組]

52. 你在青年小組中感到得到朋輩接納嗎？
 有

 沒有

 不記得

53. 除了婚禮和喪禮，你有多經常參與宗教聚會？(+)
 一星期超過一次
 大約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兩次

 一年一次或幾次
 很少
 從不
[如果不是從不]

54. 你生命中有沒有任何時期是你停止上教會的？(+)
 有

 沒有
[如果有停止上教會，去Q55]

55. 你停止上教會時，你生命中或在教會中發生甚麼事？(+)

56. 你在讀公立學校的年紀時，通常有多經常參加宗教聚會？(+)
 一星期超過一次
 大約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兩次

 一年一次或幾次
 很少
 從不

57. 你在中學時期，通常有多經常參加宗教聚會？(+)
 一星期超過一次
 大約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兩次

 一年一次或幾次
 很少
 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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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有參加宗教聚會，小時候，青少年時期]
58. 小時候你是否與父母到同一間教會？(+)
 是

 不是

59. 你父母那時/現在的教會，或者你成長時參加的華人移民教會有多
大？(+)
 少於100人

 100至500人
 超過500人

 我不知道/不記得

 我成長時沒有參加父母的教會或華人移民教會
[如果小時候參加同一間教會]

60. 你現在是否與父母參加同一間教會？(+)
 是

 不是

63. 有為我那一代的友師和榜樣(+)
64. 內鬥或衝突(+)
65. 聆聽和鼓勵(+)

66. 肯定和重視我的貢獻(+)

67. 將我父母的種族價值觀放在我的信仰之上(+)
68. 不適切的教導(+)

69. 視我為二等公民(+)

70. 很好的敬拜(+)
71. 族裔性太強(+)
72. 阻礙我成長(+)
73. 很好的領導(+)
74. 傳統的敬拜(+)

75. 不支持社會公義(+)

76. 容許我成長和行使領導(+)
77. 堅實的教導(+)

78. 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應付情感和屬靈挑戰(+)
79. 我的朋友在那裡(+)

對加拿大華人移民教會的感受：(+)

80. 性別包容(+)

以下是一些你可能會或不會用來描述你少年時與父母一起參加的教會

82. 宣教性(+)

的詞語或詞組。請將每個詞組歸入右面兩欄的其中一欄：描述你父母的教會，

或並不描述你父母的教會。

 描述你父母的教會

 並不描述你父母的教會

61. 培養我的屬靈成長(+)
62. 有階級和失效(+)

81. 向建議和創意開放(+)
83. 有害(+)

84. 重視傳統和文化多於信仰(+)
85. 華人色彩太濃厚(+)

對教會一般的感受：
以下是一些人們用來描述他們對教會的感受的話。請表示你同意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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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溫和地還是強烈地。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重要的是你怎樣想。[隨機化]：
 強烈同意

 溫和地同意

 溫和地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86.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成員往往對彼此無禮。
87. 我感到可以自由地向教會領袖提出問題。

88.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的講道不能幫助我過有意義的生活。
89. 我個人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90. 我父母曾經受到教會領袖傷害。

91.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重視少年人的意見
92. 我經歷過教會分裂。

93.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歡迎任何種族的人。
94. 教會領導層能夠幫助我探討最艱難的問題。

95. 我認為教會運用好像面書、推特和Youtube這些新科技是重要的。
96.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不關心我。

97.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在講道中處理困難的問題。

98.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裝備人們去幫助別人的地方。

99.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讓人們加深與耶穌的關係的地方。

100. 在我成長的教會，女性沒有她們應該有的權利。

101. 我感到我個人對生活方式的決定受到教會成員論斷。
102. 我認識的教會成員接納教會以外的人。

103.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領袖重視教會節目多於重視人。
104. 教會在我的社區中帶來不同。

105. 根據我的經驗，教會是我的天份得不到欣賞的地方。
106. 我得到機會在教會中實行領導。

個人信仰實踐：
107. 你有多經常進行私人禱告？
 每天

 一星期幾次

 大約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兩三次

 大約一個月一次
 幾乎沒有
 從未試過

108. 你有多經常閱讀聖經？
 每天

 一星期幾次

 大約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兩三次

 大約一個月一次
 幾乎沒有
 從未試過

個人資料(+):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問題，幫助我們將你的答案分類。你差不多要完成了。

109. 你在哪一年出生？(+)

110. 你是否在加拿大出生？(+)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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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加拿大出生]

111. 你在哪裡出生？(+)
 中國北部
 中國南部
 香港
 台灣

 東南亞

 其他地方

112. 你的性別？(+)
 男
 女

113. 你母親是否華人移民？(+)
 是

 不是

 選擇不回答
[如果你母親是華人移民]

114. 你母親來自哪裡？(+)
 中國北部
 中國南部
 香港
 台灣

 東南亞

 其他地方

115. 你父親是否華人移民？(+)
 是

 不是

 選擇不回答
[如果你母親是華人移民]

116. 你父親來自哪裡？(+)
 中國北部
 中國南部
 香港
 台灣

 東南亞

 其他地方

117. 成長時你有沒有讀基督教學校？(+)
 有

 沒有
[如果有讀基督教學校]

118. 你在以下哪個時期讀基督教學校？(+)
119. 幼稚園？(+)

120. 小學(也就是第一級到第六級)？(+)

121. 初中(也就是第七級到第八級)？(+)

122. 高中(也就是第九級到第十二級) ？(+)
123. 你現在居住在哪裡？(+)
 多倫多區
 溫哥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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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加里區
 愛明頓區

 蒙特利爾區
 渥太華區
 其他

[如果居住在多倫多區]

124. 你更具體是居住在哪個地區？(+)
 多倫多巿中心

 土嘉堡(Scarborough)

 多倫多北部(例如列治文山(Richmond Hill)、萬錦(Markham))
 多倫多西部(例如密西沙加(Mississauga))
 多倫多東部(例如皮克林(Pickering))
 其他地方

[如果在溫哥華區]

125. 你更具體是居住在哪個地區？(+)
 溫哥華巿

 列治文巿(City of Richmond)

 溫哥華東部(本那比(Burnaby)、高貴林(Coquitlam)、高貴林港
(Port Coquitlam)、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等)
 北岸(北溫哥華、西溫哥華等)

126. 如果你現在或以前居住在加拿大西部，你有沒有參加加拿大華人
基督徒冬令會？(+)
 有

 沒有

 沒有居住在加拿大西部

[如果有參加西部冬令會]

127. 你參加了……(+)
 只是一次？
 超過一次？

128. 如果你現在或以前居住在加拿大東部，你有沒有參加加拿大東部
華人基督徒冬令會？(+)
 有

 沒有

 沒有居住在加拿大東部
[如果有參加東部冬季會議]

129. 你參加了……(+)
 只是一次？
 超過一次？

130. 你讀中學時有沒有居住在GTA(大多倫多地區) ？(+)
 有

 沒有
[如果有居住在GTA]

131. 你在GTA讀中學時，有沒有參加GTA的青少年會議 (Teens Conference)(+)
 有

 沒有

[如果有參加青少年會議]

132. 你參加了多少次GTA青少年會議？(+)

133. 少年時期，你有沒有參加任何基督教夏季體育聯盟球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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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

 不知道

[註：這電子調查問卷工具取自HF調查工具，經過修改配合這個研究

的研究問題。額外問題以(+)標示，加入這些問題是為了引出關於CBCC和

CCIC的恰當數據。]

[如果有參加體育聯盟球類活動]

134. 你參加過多少次基督教夏季體育聯盟球類活動？(+)

135. 我們偶然會想聯絡你，進一步收集你關於宗教的看法和意見。你
想我們聯絡你嗎？
 想

 不想
[如果想我們聯絡你]
姓名：

電郵：

電話號碼：
[複選框]我改變主意。我不想你們聯絡我。
[如果選了這裡，便不再需要填寫以上資料]
一旦我們編寫了這個調查的結果，如果你提供電郵給我們，我們可以傳

送一份結果給你。我們保證我們只會透過這電郵地址與你聯絡，發研究報告
給你，如果你同意提供電郵的話。請留意結果會在2016年完成。(+)
姓名：

電郵：

[複選框]我不想收到研究結果。
謝謝你願意在這個調查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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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
和研究受訪者的概況

圖D.1：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的性別

由於這個研究運用了調查問卷(也就是量性)和訪問(也就是質性)的混合

方法，參加研究的人包括兩個群組：電子調查問卷的回應者和受訪者。這個

女性,

附錄首先提供回應者的概況，然後交待受訪者的概況。

54%

男性,

46%

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的概況
(eSurvey Respondents Profile)
共有739人完成調查問卷，其中554人自稱在加拿大出生。為了與我們研

究的範圍──也就是檢視本地出生一代的旅程──一致，量性的分析只限

於利用這554人作進一步分析和找出洞見。這不是說其餘185個回應者沒有
提供有價值的回應，讓我們檢視他們在CCIC成長的經驗。不過，接觸1.5代

群體可能是棘手和有問題的，因為在就他們對自己國家身份與文化或種族

身份之間的偏見探究他們的認知，從他們移民到達加拿大的年紀這個角度

來看，不能夠找出清晰和一致同意的劃界方法。正如人們說，那實際上是給

不同的馬匹走的不同的馬場(a different horse for a different course)。
根據一個近年的分析，全國家庭研究(National Household Study)辨別出
超過54,000個加拿大華人為非移民，他們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或他們的後

代(Wong, 2015)。對比起來，HF在電子調查問卷中報告說在18,253,795的

人口中有2,039個參加者自認為加拿大的非移民基督徒，如果包括移民人口

圖D.2：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的年齡分佈

>34, 19%

< 18, 12%

30-34, 13%
18-24, 37%
25-29, 19%

則是22,102,745(Statistics Canada, 2014)。圖D.1至D.3就性別、年齡和

地區提供參加者的進一步概況(n=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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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D.3：電子調查問卷回應者的地區分佈

其他, 2%

表D.1：受訪者的地域/地區

卡加裡, 14%

溫哥華,

28%

愛民頓, 7%
蒙特利爾, 3%
渥太華, 6%

多倫多,

40%

城巿/地區

# 受訪者人數

大多倫多區

15

大溫哥華區

13

卡加里

3

渥太華

4

愛明頓

1

其他

1

總數

37

表D.2：受訪者的性別

受訪者的概況 (Interview Participants Profile)
正如在報告的其他地方表示，研究的範圍以留守和退出群組為目標。就

離開或是留在教會來說，有好些變量影響研究的範圍：性別、年齡、地區、留

性別

# 受訪者人數

女性

19

男性

18

總數

37

在或離開的教會類別、宗派等。為了支持這個研究的範圍，對受訪者的焦點

檢視十八到三十五歲的青年過去童年或青少年時的信仰歷程，以及他們在

受訪時的情況。與HF的72個受訪者相比，這個研究訪問了37人：19個在受

訪時自稱穩定參加教會，另外18個則沒有穩定參加教會。在那些不再參加教

會聚會的人中，9個仍然自稱是基督徒或依從基督徒價值觀。8個則聲稱是無

表D.3：受訪者的年齡
年齡

# 受訪者人數

神論者，最後一個則自稱是不可知論者。而且，另外有一個受訪者被排除，因

18-22

12

為他在二十多歲時成為基督徒，不符合要求，因為他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沒有

23-26

7

任何與CCIC的經驗。最後，有一個在範圍以外的人，年齡介乎36和40歲，研

27-31

10

究團隊相信，將她包括到受訪群體中是有益的。

32-35

7

36及以上

1

總數

37

以下圖表(D.1至D.5)就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受訪時居住的

城巿提供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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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受訪者的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性別

宗教類型

姓名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地區

LA1

路得

女

18-23

單身

大溫哥華區

LA2

腓力

男

30-35

單身

大溫哥華區

男性

女性

單身

15

15

已婚

2

3

同居

1

1

LA3

茱莉亞

女

30-35

已婚

大溫哥華區

離婚

0

0

LA4

亞比該

女

36-40

已婚

大溫哥華區

小計

18

19

LA5

巴多羅買

男

30-35

已婚

大多倫多區

LA6

馬利亜

女

24-29

單身

大溫哥華區

LA7

馬太

男

18-23

單身

大溫哥華區

LA8

非比

女

18-23

單身

大溫哥華區

LA9

百基拉

女

18-23

單身

卡加里

宗教類型

姓名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地區

SND1

羅以

女

30-35

單身

滑鐵盧

SND2

多馬

男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SND3

友尼基

女

30-35

同居

大多倫多區

SND4

以斯帖

女

24-29

單身

大多倫多區

總數

37

而且，以下我們會以受訪者的假名，基於他們的宗教類型提供進一步個

人資料：

表D.5：受訪者的個人資料

宗教類型

姓名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地區

HE1

彼得

男

18-23

單身

卡加里

HE2

撒拉

女

18-23

單身

渥太華

HE3

利百加

女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HE4

雅各

男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SND5

底波拉

女

30-35

單身

大多倫多區

HE5

利亞

女

24-29

單身

大溫哥華區

SND6

馬可

男

24-29

單身

大多倫多區

HE6

約翰

男

18-23

單身

渥太華

SND7

馬大

女

24-29

單身

大多倫多區

HE7

拉結

女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SND8

夏娃

女

24-29

單身

大多倫多區

HE8

米利暗

女

30-35

單身

大溫哥華區

SND9

達太

男

30-35

單身

大溫哥華區

HE9

拿俄米

女

18-23

單身

渥太華

HE10

安德烈

男

30-35

已婚

大溫哥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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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宗教類型

姓名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地區

A&A1

路加

男

24-29

同居

大多倫多區

A&A2

亞伯拉罕

男

24-29

單身

大溫哥華區

A&A3

以撒

男

24-29

單身

愛明頓

A&A4

雅各布

男

24-29

單身

渥太華

A&A5

約瑟

男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A&A6

以利沙伯

女

18-23

單身

大溫哥華區

A&A7

猶大

男

18-23

單身

大多倫多區

A&A8

摩西

男

24-29

單身

大多倫多區

A&A9

約書亞

男

24-29

單身

卡加里

父母對受訪者信仰形成的影響

表E.1：父母的影響──高度參與者 (Highly Engaged)

受訪者
(HE)

由誰
帶到
教會

最初到
教會時
父母是
否基督
徒？

受訪時
父母是
否仍是
活躍督
徒？

沒有提及

沒有提及

沒有談到
家庭靈修

中性

沒有提及

沒有談到
家庭靈修

中性

她在16-18歲時停
止上教會，父母沒
有介入，在信仰旅
程中不想以父母
為榜樣

提到一起禱告；
「不記得
有家庭靈修」

弱

拿俄米

媽媽

媽媽

媽媽；
爸爸與
媽媽離
婚，因
為媽媽
成為基
督徒

米利暗

姨姨
和叔
叔

不是

不是

明確提出父母對
信仰的影響

家庭靈修

年紀很小時與
媽媽一起讀經，
但年紀大一點
便停止了

整體
父母
影響

弱

媽媽是；
安德烈

父母

是

爸爸不
再上教
會

拉結

父母

是

兩人都
是，但
去不同
教會

雅各

父母

是

是

父母在出席團契
方面要他問責

沒有討論
家庭靈修

弱

利亞

父母

是

是

在信仰旅程中想
跟從父母的榜樣

沒有討論
家庭靈修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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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2：父母的影響──較少歸依者(Less Affiliated)

利百加

父母

是

是

「父母以基督教信
仰撫養我」；如果
我提出問題，爸爸
會在星期日分享和
教導屬靈教訓

一起祈禱和
讀經，「但那
不太重要，
我不是自己想
這樣做」

弱到
強

受訪者
(LA)

彼得

約翰

撒拉

媽媽

父母

父母

媽媽是；
爸爸不
再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承認在破碎家庭中
與爸爸有問題；成
長時爸爸並非總是
和自己一起；經
歷身體和精神虐
待；爸爸不鼓勵他
上教會

父母帶領進行宗教
談話，探討聖經問
題，製造機會傳達
信仰；父母開放和
抽時間和他討論信
仰問題；為父母在
他不想上教會時鼓
勵他，忍耐並介入
而感恩

沒有家庭靈修

曾經每星期
舉行家庭靈修，
維持了一年；
停止是因為家
人個別參與事
奉時間有衝突

無論順逆，父母都
是事奉的好榜樣；
家庭靈修不是
媽媽在屬靈上比爸
每星期都舉行，
爸強；因此撒拉向
但至少一個月
媽媽提出關於「屬
一次，有讀經、
靈生命」的問題，
祈禱和代求；
包括性問題。「他
「如果有時間，
們給我聖經去閱
我們會以桌遊
讀，他們也會談及
結束。就好像
他們對[問題]的理
──有多點家庭
解」；撒拉在向主
時間」
日學老師求助前會
先找媽媽

負面

強

馬太

最初到

受訪時

由誰

教會時

父母是

帶到

父母是

否仍是

教會

否基督

活躍督

徒？

徒？

不是

是

同學

明確提出父母對
信仰的影響

整體
家庭靈修

父母
影響

沒有提及；對父
母不斷將現實歸
因於神表示厭惡

沒有家庭靈修；
小學前每晚睡
中性
前禱告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一星期讀一次
聖經和其他故
中性
事書(也就是維
尼熊)

非比

父母

是

是；
但媽媽的
信仰比
爸爸強

百基拉

媽媽

只有
媽媽

只有
媽媽

沒有提及

沒有；
哥哥是導師

中性

是

沒有提及

沒有提及
家庭靈修

中性

不是

沒有提及；
與父母的價值觀
有衝突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只有
媽媽

沒有提及；不願
意告訴父母自己
被男朋友虐待，
因為知道他們曾
不同意她在中學
時拍拖；對分手
感到 「羞恥」
和「自豪」，害
怕被論斷

在第二或
第三級前，
媽媽每晚
與她一起讀經

弱

朱莉亞

父母

腓力

父母

只有
媽媽是，
但交給
爸爸

不是

強
馬利亜

媽媽

只有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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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比該

路得

巴多
羅買

父母

父母

父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爸爸很專橫；行
為上虐待(不是身
體上，而是精神
或靈性上)；由
於爸爸與她男朋
友的父親有私怨， 爸爸每晚向家
威脅要不認她；
人讀經；有家
父母經常不在身
庭靈修，直到
邊，因此令亞比
青春期之前，
該與他們和其他 「但那是別扭和
人產生「信任」的
太強制的」
問題；父母反對
她成為宣教士；
亞比該需要接受
專業輔導去處理
過去的內在世界

記得她怎樣深受
家裡飯桌時關於
教會領導的磨擦
和仇怨的負面談
論影響。父母專
注於屬靈活動而
不是他們生命的
目標

父母活出真實的
信仰，一家人透
過神的供應經歷
到祂的同在；提
到父母是榜樣(慷
慨、尊重別人)；
父母給他空間在
信仰中成長，促
成他自己擁有信
仰；完全信任
父母

表E.3：父母的影響──屬靈的『沒有』者和『終結』者
(Spiritual “Nones” & “Dones”)

由誰
帶到
教會

最初到教
會時父母
是否基督
徒？

受訪時父
母是否仍
是活躍督
徒？

明確提出
父母對信
仰的影響

家庭靈修

整體
父母
影響

羅以

媽媽

媽媽

父母都已
去世

沒有提及

由於語言障礙，
沒有與媽媽一起
讀經

中性

多馬

父母

是

是

透過宗教
實踐的榜
樣影響

「每個月一起禱告
一兩次」

友尼基

父母

是

是

多種感受，
由正面到
「不是很固定」
怨恨

弱

以斯帖

父母

是

是，
但父母
已分居

媽媽帶領
她接受基
督

與媽媽一起禱告，
直到她自行禱告

弱

父母在參
與團契方

只與其他家庭一
起查經，只有成

面要求她
問責

年人參加。不記
得有家庭靈修

負面

她年紀很小時
一起有家庭禱
告，但到了小
學中期便停止；
她感到父母和
教會都認為讀
負面
經不重要：「
我認為很少人
真的以榜樣帶
領，也很少人
真的顯示那多
重要」

每兩星期一次
家庭靈修，甚
至在受訪時仍
然繼續

受訪者
(SND)

強

弱到強

底波拉

父母

是

是

弱

馬可

媽媽

媽媽

媽媽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馬大

叔叔和
姨姨

不是

不是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夏娃

祖父母

不是

不是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達太

朋友

不是

不是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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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父母的影響──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
(Agnostics & Atheists)

表E.5：父母的整體影響相對宗教類型

受訪者
(A&A)

由誰
帶到
教會

最初到教
會時父母
是否基督
徒？

受訪時父
母是否仍
是活躍督
徒？

明確提出
父母對信
仰的影響

路加

父母

是

是

亞伯拉罕

父母

是

以撒

父母

雅各布

「屬靈的『
「不可知論
沒有』者
者」和「無
和『終結』
神論者」
者」

家庭靈修

整體
父母
影響

整體影響

沒有提及

小時候有「間歇
性」的家庭靈修

弱

強 (Strong)

2

1

0

0

3

是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弱到強 (Weak to
Strong)

1

0

1

0

2

是

是

沒有提及

小時候有
家庭靈修

弱

弱 (Weak)

4

1

3

3

11

父母

是

是

沒有提及

中性

中性 (Neutral)

2

5

5

4

16

約瑟

父母

是

是

沒有提及

沒有提及

中性

負面 (Negative)

1

2

0

2

5

以利沙伯

姨姨

是

不是

沒有提及

沒有家庭靈修

中性

總數 (Total)

10

9

9

9

37

猶大

父母

是

是

沒有影響

年紀較小時有家
庭靈修，但稱那
為「笑話」

負面

摩西

父母

是

是

沒有影響

較小時候有嘗試
家庭靈修，但表
示它「很討厭」

負面

約書亞

媽媽

媽媽

沒有提及

沒有提及

沒有提及

中性

與父母有靈修，
直到初中

「高度參與 「較少歸依
者」
者」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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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關於思考和討論方向
性行動的建議問題

1. 從“餃子”到耶穌：加強以福音為中心的講道和教導，以整全地來處理信仰、
宣教、召命、身份、群體、文化和價值觀。
a) 你教會的教導和講道有多少是以福音的價值觀(例如建立好像基
督品格的同情、憐憫、謙卑)為中心的？還是你教會有多少是隱晦
地受到文化/種族價值觀影響？

b) 有沒有銳意嘗試圍繞以福音的價值觀對比文化價值觀來塑造你

教會的教導，藉以幫助年青一代塑造他們的信仰身份(例如成功、

差恥)？

c) 你教會的教導有多少是一致地連結到心胸廣闊的宣教，同時處理
本地和全球的機會，而不是集中在特定的種族群體或地區？

d) 你教會的教導有沒有啟發會友繼續委身於基督和祂的使命，還是
只是加強他們參與教會聚會的責任？

2. 從歸屬到激進的門徒身份：開展及實施一套激進但基於聖經、可以接納
冒險並能塑造終生的獻身的門徒訓練原則和實踐。

a) 你或你教會有沒有建立一個使命導向性/委派性的門徒訓練進路，

d) 你對你教會的門訓計劃有甚麼看法？建立追隨者，接受一種生活

方式，是好像犧牲、憐憫、簡樸和對福音的熱誠等聖經價值觀來界

定的？還是傳遞一些對成長可能有或者可能沒有的處境性和影響

性洞見的資料？

3. 從教科書的指導到踏上生命旅程：打造一套有機而非正式的友師實踐，
為逆向友師勉導關係和互相支持提供空間。
a) 較年長一代有多願意勉導較年青一代，不是根據自我成就和權力
差距來進行，而是傾向渴望與他們一起踏上旅程？

b) 你教會的勉導進路是圍繞一套正式的課程或結構，還是建基對「

道成肉身」強烈的理解來樂意以謙卑，除了言語外，也透過行為的
榜樣來示範？

c) 在友師勉導經歷中，實踐了多少同理性的聆聽，尋求先理解，然後
才尋求讓別人理解？

4. 由保護到預備:為高中生進入大學、以及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制定一個
具體的轉折適應計劃。

a) 你的教會怎樣裝備父母去引導他們的孩子在學習和職業發展上
辨別神的呼召？

b) 你的教會有甚麼預備的行動計劃去幫助中學生過渡到大學？

是焦點集中在門徒成長上的？還是它是以計劃為本的進路？

c) 你的教會透過多少接觸或用了多少支持去為會友中的新大學生

作塑造？以身份為中心還是用責任作推動？

d) 有沒有銳意實踐去幫助大學畢業生適應回到母會/自己本家的城

b) 你的門訓進路是否單單集中在行為結果？還是跟從基督的品格來
c) 你教會在門訓方面的努力背後的敘事是甚麼？聚焦在神在生命中

提供持續的培育？

市？

的目的，還是消除生命中苦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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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聖徒博物館」到「療癒創傷的醫院」：打造一個既安全而得到尊重的環
境，容許人們表達懷疑、問題、和失敗而不受到責備。

a) 你的教會怎樣對待存有懷疑的人？你們的教導有甚麼語調和姿態？

8. 從「困在中間」到「重燃異象」：重燃CCIC的異象，藉以：(a) 吸納本地出生
一代的建議和投入；(b) 為了神的國度和整全的全球宣教使命，透過實踐
跨代事奉增強本地出生一代所有權的份額。

是寬容和鼓勵的？還是只是好像教科書那樣？

a) 你教會的異象又怎樣呢？它有沒有從跨代的角度讓會眾參與，確

是譴責，而不理會涉及個人和群體在關係上的健康？

b) 你教會在執行使命時是怎樣的？它是反映有限的使命參與，受到

b) 處理失敗或有罪的行為又怎樣呢？饒恕、挽回卻仍然立場堅定？還
c) 教會的氣氛又怎樣呢？它有沒有令會眾感到可以安全地表達自己

保中文和英語會友都擁有它？

種族和地域界限而限制，還是不區分本土的事工和全球事工？

的缺點或疑惑？還是他們在說出自己的心底話時可能感到被排擠？

6. 從僵化到流動：以一種以聖經為依據又具有文化適應力的方式（例如：崇
拜、氣氛、事工取向和實踐），來重新構想和部署教會的禮儀和標誌。
a) 你教會的崇拜和禮儀反映了多少「老家」的傳統？你們在崇拜和推
行事工時對採納新觀念有多抗拒？

b) 你教會的聯合活動──例如聯合崇拜──是怎樣的？它主要是朝
向中文，還是容許英語會眾在詩歌和講道有所塑造的表達？

c) 你的教會怎樣鼓勵與本地出生一代有更多元的文化交流，在宣教
和外展中更包容？

7. 從階級制度到權力距離的收窄：重新思考和重置領導實踐，以致：(a) 權
力差距收窄；(b) 以本地出生的人為本、開放對話、分配決策和信任的架
構；(c) 鼓勵學員成為領袖。
a) 你教會領導層的組合是怎樣的？有沒有本地出生一代的參與？

b) 你教會有沒有銳意嘗試創造一個平台，去聆聽、了解和將本地出
生一代的抱負吸納到教會的事工方向和實踐中？

c) 你的教會怎樣運用領導權威？有沒有任何銳意的努力去分派權力
給CBCC或加力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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