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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對華人教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看

為新移民的踏腳石，有些人看為不善適應主流文化

的老移民保留區。然而，以主的大使命為大前提，

華人教會可以作為培訓門徒的有效器皿。此外，以

天國心胸為心態，在我們這個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社

會，華人教會可以提供許多獨特的功能 ，1 如：

一、幫助新來的人口

近年來，交通方便加速了人口的遷移，不少的

移民和留學生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有的是公司或

政府派來這裡發展業務或受訓，有的是來探親，甚

至有些是被騙或被拐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說

「世界來到了我們的門口」。

當然，新來的人參加美國主流教會可以得到一

些益處，如結交美國朋友，或體驗美國的生活。然

而，提供中文事工的教會具有獨特的媒介，可以幫

助他們明白福音及作門徒的要求。2

在蒙召成為全職牧師之前，我曾在工作的地方

帶領查經班，自然是完全用英語的。記得有一位很

成功的華人職員，已能說很流利的英語，但她還是

喜歡用中文討論屬靈的事情。後來，我也碰上幾位

與她有同感的人。

透過三種語言(粵語、華話、英語)，我們接觸

到很多的學生和專業人士。沒想到，近年來我們還

可以接觸為數不少來探親的父母。感謝主，好幾位

願意決志信主；他們通常喜歡在這裡接受洗禮，然

後才回國。

他們是怎麼找到我們的呢？雖然有少數是從電

話簿上查到，但許多都是親友帶來的；然而，近年

來，很多是從網上找到我們的。其實，隨著互聯網

的方便，他們只要輸入單詞「教會」，加上地點及

語言，就很容易找到類似我們一般的教會。

他們為甚麼來呢？他們有些是追求屬靈的答

案，而大多是有關切身的需要，如：找朋友、找住

房、關心子女道德教育、找「同聲同氣」的人、讓

父母有機會說中文、來學英語、來履行法庭判決以

社區服務代替坐牢等，不管帶著實在需要或不切實

際的期望，其中一些因此認識了主耶穌。

正是透過中文的福音事工，我的曾祖父有機會

在舊金山聽到福音而信主，於1860年在舊金山受

洗。他的童年生活坎坷，於年幼時被拐，輾轉的被

運送到舊金山。我感激當年有天國心胸的美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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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牧師！他們愛一群被人鄙視的少數種族，開始

了華人教會的先河。而且，除了維護華人權益，他

們還學會了粵語，幫助新來的華人能聽到福音。3

二、裝備有正面影響的門徒

因為一些有愛心的美國基督徒，不少留學生信

了主，其中一部分留學生很自然地隨著他們到美國

的主流教會。但，我們驚奇地看到，他們不會用自

己的母語祈禱及表達信仰。

我們常聽到一個的口號：「帶領留學生信主，

然後讓他們回去作宣教士。」聽起來很不錯！但若

就這樣讓他們回去，他們能表達的見證是有限的；

更糟的是，他們加強了負面的形象――基督教是

「洋教」，以前被稱為「洋鬼子的宗教」的形像就

難以改變了。

當然，讓他們接受裝備後才回國，他們能發揮

的影響比較有效。我們已看到不少正面例子，不少

學人回國後成為當地教會的領導，或校園團契的導

師。而且由於美國現在的經濟衰退和就業機會下

降，東亞的經濟正在冒升，那就導致有更多的海歸

學人。因此，能用母語來培育他們的信仰變得更為

重要。

華人教會事實上也培育了不少對同胞有負擔的

信徒。假如北美沒有華人教會，東亞福音及培訓事

工就會缺少很多同工了。

三、找出相關未得之民的群體

華人教會比較容易注意同胞中隱藏著的「未得

之民」。很多時候，這些群體是處於福音已經廣傳

的國家之內，但因為他們與主流社會有著不同的文

化、語言和社團，往往被忽視了。而且，由於他們

的艱苦生活條件或漫長的工作時間，接觸他們就更

有限了。下面是一些例子：

成衣廠工人  因為工廠設在美國，產品可免關

稅並標籤「美國製造」。所以20年前，紐約市有

超過500家成衣廠，雇用25,000名華人婦女。4 10年
前，在小小的塞班島上就有超過30,000名從中國去

的成衣廠工人，他們的人口甚至超過了當地的土著

人口。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常常工作超時，少機會

與外界接觸。5

監獄裡的華人   他們可能是因犯罪而被捕入

獄，有些是因為違反移民法，也有因為不懂美國法

律而致觸犯法令的。由於屬少數，他們往往被忽

視；也由於他們的英語能力有限，傳統的監獄事工

難以接觸他們。雖然不容易，感謝主讓我們看到正

面的回應，有透過分發福音單張及書籍而決志的。

中國餐館工人  這個群體是一個特別大而又分

佈廣泛的未得之民。據估計，海外華人有一半跟這

個行業有關係。在歐洲，據估計約有80％的華人參

與餐飲業。在世界各地許多大城市中，有成千上萬

的中國餐館，然而，向他們傳福音的人委實相對較

少。6

在東亞的獨特群體  因著語言和親屬關係，華

人教會比較容易意識到在東亞的未得之民，及向他

們傳福音的機會。民工就是一個好例子，7 據估計

有近3億之多，這個數字比世界上98％的國家的人

口還大呢！

四、處理與文化有關連的問題

大多數的福音派信徒都會說聖經是他們的最高

權威。然而，他們可能對不同文化的虔誠基督徒

對聖經的誡命有不同的重視程度和應用形式感到驚

訝。

華人常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有關孝敬父母。是

的，這是十誡中的一條，也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弗六2)。然而，在我們所生活的西方社會裡，

這個誡命常常被忽視；有些輔導員甚至建議新婚的

夫婦遠離父母，越遠越好。不過，對受中國孝道影

響的信徒來說，常常需要探討如何照顧老邁的父母

及回應他們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在我們教

會的十小時婚前輔導中，差不多用一小時來討論這

個話題。

此外，西方教會也很難理解華人面對的許多實

際問題，華人教會常常要幫助信徒處理生活的實際

問題，常常要找出合乎聖經而又合宜中國情理的方

式(functional substitutes)，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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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習俗方面：處理中國民間信仰的衝擊，如

給祖先上香火、在墓地擺放供物、信主後處置神主

牌的方式等。

婚禮方面：給父母的禮物及娘家的禮金、誰該

負責婚宴的費用等。

家庭方面：妻妾或外遇的影響、外室生的孩

子、重男輕女的習俗、兒女與父母的語言文化差

距、「太空人」(指因工作經常夫妻分離)對家庭的影

響等。

五、培養了解多元文化的信徒

華人教會只是給移民的嗎？當然不是！對於一

些已同化於美國而又說流利英語的信徒，華人教會

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場，讓我們成為雙語和雙文

化的人。除了可應用於宣教工場外，這些特質對國

際貿易及與不同文化的鄰居溝通都有幫助。不少人

到華人教會來是為練習中文，事實，華人教會也

幫助我學得流利的中文。當我仍作專業工程師的時

候，中文讓我有機會在東亞地區服務。

有些人往海外事奉前，會先到華人教會來體驗

跨文化事奉。與到海外相比，這也委實是一個較便

宜又安全的實習機會，就算處理文化衝擊不周全，

也不會有太嚴重的後果。

六、為培訓下一代的門徒

華人教會對土生土長的華裔有特別的角色嗎？

當然有！誠然，他們並不需要到華人教

會，而且他們已經熟習北美的語言和文

化，況且在北美有不少主流文化教會

可供他們選擇。但是，假如他們能認

同我們的異象，甚至作我們的同工，

我們會特別珍惜和感謝的。因此，教

會早期雖然土生華裔寥寥無幾，我

們仍然選擇以英文為同工會(如長老

會、執事會)的主要語言，而教會的

聯合聚會(如禱告會、宣道年會、感

恩聚會)也以英文為主。這個刻意的

選擇讓我們今天仍然有華裔及非華

人參與事奉。

華裔實際也是我們教會整體事工不可或缺的同

工，他們更是我們的下一代，在屬靈和服侍上效法

的典範。若沒有了他們，在教會長大的孩子會誤以

為華人教會只是給移民的，長大後自然會離開。

七、讓我們的社會有屬靈的多元化

近數十年來，我們的城市和學校有越來越多不

同文化的人口，也開始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我們

經常被邀請作華人文化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華

人教會可以在多元的浪濤中，帶著一個為主作光作

鹽的微波。

社會上因為「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不少人正

向東方的哲學尋找精神上的答案。又因為「後基督

教」的趨勢，不少西方教會的會友變得所謂更「開

明」，而且表示願意接受東方的宗教信仰。因為東

方的背景，華人教會有獨特的機會去提供我們要尋

找盼望的原由。

八、促進天國的心胸

當然，我們要小心民族優越感或只關心同鄉的

心態。其實，一些主流文化的教會也會有這種心

態。就算號稱「多元文化」的教會也可能是由一個

或兩個文化為主導。因此，所有教會都需要以大使

命為焦點，並以天國胸懷為心態，如刻意的支持其

他民族的宣教士及不同族裔的福音事工，8 教會應

對其他民族表示歡迎。為此，今年的美國的國家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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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很高興有一家非洲裔美國教會來到教會與我

們一起祈禱。

在上帝的國度裡，以民族為主的教會有特別的

作用，可以善用我們特殊的文化和語言的方便，向

同胞傳福音及培育門徒。9 期望我們在中文事工上

的專精，不會被人有民族優越感的錯誤形象。我們

歡迎所有和我們信仰相同及異象相同的信徒。在我

們當中有不少非華人的寶貴同工，這反映了我們的

天國心胸。為了避免任何誤會，在我們的核心價值

的小冊子裡有下面的一段：

聖經的教導是，神的國度包含來自各族、各

方、各民、各國的門徒(啟五9-10)，我們歡迎所有

和我們信仰相同異象相同的信徒。樂道堂創立至

今，在我們當中的不少非華人，不僅反映我們的天

國心胸，更是我們寶貴的同工。

註釋

1. 華人既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也是最大的「未得之

民」之一。因此，華人教會更顯出事工的策略性。不

過，這些獨特功能也可以應用於其他民族。當然，並

非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樣的，在許多方面會有所不同，

如：語言、教育水平、對福音的開放、祖國的宗教自由

等。(請參Samuel To,“Harnessing Ethnic Churches for 
Kingdom Outreach,＂Great Commission News, Summer 
2011, . pp.1-4)

2. 在這一方面，賭博工業可說是比較了解和「愛」我們

的同胞。數十年前，一些賭場已經提供粵語的服務。

那些賭場老闆不會說「他們是在美國，應該懂英語」

或「他們都是中國人，應該明白普通話」。以前的感

恩節，在大西洋城木板路(boardwalk)上走的人常有九
成以上是中國人。

3. 杜恩沛《醫生還鄉記》(美國：中信，1999年。)

4. 我們很珍惜現在能支持這一項事工的宣教士。有時，

她們甚至會利用工廠內的播音器讀出信仰見證。雖然

不算是跨文化及國界，但她們接觸到一群傳統宣教機

構沒想到的「未得之民」。

5. 自從2004年塞班島失去了的稅收優惠後，工人的數目

已經少了很多。

6. Samuel To, “Chinese Restaurant Workers: unresponsive or 
neglected?” Challenger, January 1999, pp7-8.

7. 經濟發展令大批農民從農村到城市打工。他們跨越省份

到大型工廠，可能就是做一些單調的工作。在1,000萬人
口的深圳，據說有八成以上是民工。2010年，富士康公

司的民工跳樓自殺事件引起各界關注這些民工的需要。

8. “Ethnic churches have great value.  Like a mosaic, the 
whole spectrum of cultures – and ethnic churches—
enriches God̓s world. ….When ethnicity is treasured as a 
gift but not worshiped as an idol, God̓s world is blessed.” 
Miriam Adeney, “Is God Colorblind or Colorful – the 
Gospel, Globalization & Ethnicity,” Missions Frontier, May 
2010, p15. 

9. 除了支持非華裔的宣教士外，我們也支持非華人的福

音事工，包括曾殘害華人的國家如日本等。

（筆者是美國馬里蘭州大學城中華聖經教會樂道

堂主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