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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看到這個題目時，有些人會問「後基督教國

家」是指甚麼？其實那是從英文Post-Christianity 
Countries翻譯過來的名詞；就好像Post-Doctoral是
指那些有心從事進深研究的人，在拿到博士學位

後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我們把那些人稱為「博士後

研究員」；可是，那些被認為是屬於後基督教的

國家，就沒有像從事博士後研究的人那麼光鮮與正

面了。後基督教國家是指已經離開基督教信仰的國

家；說清楚一點，就是指那些曾經是，現在卻不再

是基督教的國家。所以，很多人認為，今日歐洲的

國家就是屬於後基督教。筆者也發現「後基督教」

國家必然受到「後現代潮流」的強烈影響，所以在

許多後基督教的國家和社會可以看到後現代潮流的

痕跡。

美國雖然號稱是以基督教立國，但很多人認為

今天的美國已經離神很遠了；我們在2006年來到德
國事奉之後，發現歐洲的國家離開神更遠。如果北

美的基督徒今天沒有危機感或緊迫感，也不悔改歸

向神，十幾年後這些在歐洲的奇特社會現象和風氣

也一定會在美國發生，畢竟目前美國的信仰和社會

的光景是在步歐洲國家的後塵。

我們雖不能說德國是以基督教立國，但這個國

家近兩千年來都在基督教文化下，社會和人民所受

到的影響不淺，而且改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馬丁路

德最後幾十年就住在距離柏林一小時車程的小鎮裏

(Wittenberg)，一般人稱那小鎮為「馬丁路德城」。
從很多的歷史或文化的遺跡以及社會習慣上，可以

感受到基督教對德國的影響，例如柏林的小商店和

商場星期天是不營業的；西柏林的市中心有個戰爭

紀念教堂，那是二次大戰的遺跡，教堂的裏外都佈

滿了彈孔和被炮彈炸過的痕跡，德國人堅持不修復

這教堂(很難想像美國是否會把911世貿大樓被炸的
遺跡擺在那裏留給世人看)，一方面要讓後人看到戰
爭的恐怖，另一方面他們相信人只要能承認過去的

罪，他就能面對所犯的錯誤。神是信實公義的，祂

一定會赦免，也會救贖的。

基本上德國是屬於後基督教的國家；即便如

此，他們現在已離開神很遠了。

從宣教角度反省在
後基督教國家的
生活與事奉
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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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國的社會現象

以下我們從幾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看後基督

教國家裏一些奇特的社會現象，明顯是受到後現代

潮流的影響：

1. 性關係的混亂

有人說美國的性觀念很開放，但歐洲在這方面

更是開放得令人咋舌。比如，在美國一般的電視台

(指非付費的電視台)是不會播放色情電影或色情廣
告的，可是在德國，深夜之後幾個電視台會讓色情

業使用；美國的色情商店是被管制的，哪裏要開色

情商店一定要經過許多嚴厲的審批過程；美國的住

宅區裏更不可能明目張膽地開設色情商店；但是柏

林有許多色情商店，甚至可以看到公娼站在街上招

攬生意，在一些公寓的底層也可看到性商店或色情

夜店。

2. 賭博成了合法的娛樂業

在美國，賭場通常開在特定的地區如新澤西州

的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 New Jersey)或內華達州的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或開在一些印第安
人的保留區裏；但在柏林，賭場就好像便利商店一

樣到處可見，融入了百姓的生活環境。距離我所住

的地方不到兩百公尺就有兩家賭場，在一些住宅區

裏或公寓大樓的底層也有小型賭場。

3. 男女關係的混亂

歐洲政治人物如果離婚或有婚外情已不是一件

稀奇的新聞，這種行為也能被選民接受；但北美政

治人物就不敢明目張膽地有類似的行為，一般的北

美大眾也不能接受這種行為。此外，你能想像公共

場合的衛生間同時有男生和女生在使用嗎？我們在

德國租用的教堂就是如此，那些剛從外地或北美來

的弟兄姐妹見到這情形還真會不習慣呢！在北美，

我曾到過有洗浴和蒸氣浴的健身房，那一定是男女

分開的；但在柏林，很多健身房裏的洗浴和蒸氣浴

設備是男女混合使用的，你們能想像正在享受蒸氣

浴時突然跑進來一些赤裸裸的異性嗎？

4. 同性戀的正常化

北美社會過去十年對同性戀是越來越包容，而

同性戀的情形在德國和歐洲更是公開，同性戀行

為在這裏也更能夠被一般百姓所接納，柏林市長就

是個公開的同性戀者，每年6月柏林有同性戀大遊
行。而歐洲的政治人物帶著「同性的配偶」或「伴

侶」一起出訪，似乎也能被接受。這點在北美還沒

發生過，但你能保證幾年之後美國不會有國會議

員、州長或總統，公開地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甚

至帶著同性伴侶出國訪問嗎？

這些性關係的混亂與男女關係的模糊，無形中

給社會帶來道德觀與價值觀的腐敗。正常的教會一

向是對外開放的，教會會眾的組成通常是社會群體

分佈的縮影；所以許多社會上看到的問題和現象，

比如情慾問題、賭博問題、同性戀問題、婚外情

等，在教會中也會存在，只是這些行為不會明目張

膽地在教會中出現。

5. 夫妻關係的瓦解

因著道德觀與價值觀的敗壞，夫妻關係很自然

地都「商業化」了；男女生活在一起是為了相互利

用，而不是彼此互補來建立家庭。神所定的婚約是

慎重而不能分開的，其實神透過婚約要讓人知道祂

對人的愛就好像婚約那樣不改變的；如果人離開了

神，任何的約都成了捆綁和束縛，成了絆腳石。有

些人就利用婚約來綁住對方，或為了要移民或為了

有出國的機會，或為了財產，或得到身份。在德

國，許多人不願意結婚。我們碰到一些德國人，兩

人交往了七、八年，彼此很相愛也住在一起，好像

夫妻一般的生活，但就是不想結婚，他們怕婚約帶

來的負擔，也害怕離婚會帶來財物上的損失。所以

很多人情願同居，因為同居能帶來結婚所要的好

處，而且兩人只要「能合就好，不合便分」！

6. 事奉以「我」為出發點

教會不僅屬於基督，教會也是為基督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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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把大使命交給教會去領人歸主，訓練人成為基

督的門徒。但受到後現代潮流的影響，如今教會不

知不覺地是為了會眾的好處而存在；信徒來教會的

目的也不再是敬拜神或榮耀基督，而是為了自己；

所以很多教會的事工是以人的利益或好處為出發

點，信徒的事奉不再是為了討神喜悅或按神的呼召

來事奉，而是看這事奉對「我」有哪些好處？一切

的事奉要按照「我」的時間，也要按「我」的條

件來安排；「我」能不能在這事工中被凸顯，或

「我」有沒有上台事奉的機會，都成了很多信徒的

考慮因素。

7. 教會的講台不再是神話語教導的唯一來源

因著互聯網的普遍化，信徒可以在網上聽到各

樣資訊，聽到各宗各派傳道人的教導；使信徒對自

己的教會失去了向心力，不知不覺地走入了網路中

的「虛擬教會」，而不參與真正的有形教會。這些

人也以基督為「虛擬教會」的頭，他們的肢體就是

網路裏看不見的網友，他們也認為神的國會在虛

擬的教會中彰顯；不少人的所謂教會生活就是在

Youtube上聽詩歌敬拜，在網上聽幾篇信息。所以
這世代有很多信徒的聖經知識非常豐富，也懂很多

的神學術語，但生命裏卻沒有太多在真正的教會裏

團契生活被琢磨過的印記。這些人因著沒活在真正

的教會中，他們的屬靈生命沒有在鐵磨鐵的肢體生

活中經歷被神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建立和栽

植，因此不少信徒的血氣和肉體的生命與世人沒有

兩樣。

8. 教會的講道不再以基督為中心

後基督教國家的人對信仰沒有興趣，許多教會

為了要吸引人來參加，主日的資訊會講及一些時事

評論，或講一些討人喜歡卻與聖經不相干的信息；

有些傳道人喜歡講仁義道德或哲學和科學方面的資

訊；也有些教會習慣講些與基督教有關的藝術和音

樂資訊，總之教會傳講的訊息不再是以基督為中

心。很多人說這種現像是因為教會在迎合世人的胃

口，或許真正的原因是教會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

而越來越靠近所多瑪與蛾摩拉，以至於教會越來越

有埃及的影子。

後基督教國家的教會該如何面對後現

代潮流呢？

1. 教會不應該因害怕會眾的流失而傳講討好

人的信息，以迎合世人的胃口。

若我們講的訊息只有道德規範的教導，會眾大

可不必來教會，因為外面有不少的團體包括伊斯蘭

的清真寺，對仁義道德的要求比教會更嚴格，他們

這方面的教導甚至比教會更好；藝術家團體所講的

藝術史與音樂知識也達一級水準，學術團體所講論

的哲學更是專業無比，教會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比。

所以，如果只是為了討好人而跟隨世界的潮流，教

會一定失去她該有的屬天身份，忘了自己是被神按

立在地上來傳講基督的榮耀；教會也因而會有身份

認同的危機(Identity Crisis)，在這世代裏漸漸變成
「四不像」。

2. 教會需要再一次贏得會眾的信任，使成為

信徒生命得醫治、靈命得裝備的地方。

後基督教國家的信徒是失落的，他們對教會或

對傳道人很難予以信任。一個生病的人如果無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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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信任的好醫生，病情只能每況愈下；有了可信

賴的醫生，病人才會甘心接受治療或調理。同樣，

信徒需要信任教會，願意在教會的帶領下接受神話

語的裝備。教會也需要致力提升信徒屬靈的生命，

讓他們學習放下自己，放下「我」，讓會眾知道

「神必興旺，『我』必衰微」；使信徒看到與神之

間親密美好的關係，能使他們勝過從世界來的引誘

與試探。教會需要教導會眾來學習敬拜神和侍奉

神，知道在一切的事奉上高舉基督，以致信徒能在

學習事奉的過程中與教會一起成長，然後，他們能

在聖靈的帶領下積極地配合教會參與神國度事工的

開展。

3. 我們需要回到信仰的基本點，回到基督裏

重新得力，使教會再一次如鷹展翅上騰。

教會唯一有的就是基督，這是世上任何團體或

宗教所沒有的。雖然因時因地因人也因所處環境的

不一樣，每個教會的需要都不同，但耶穌永遠是世

人的盼望和滿足，因為神一切的豐盛都在基督裏；

所以教會需要不斷地傳講基督，高舉基督，更重要

的是教會要活在基督裏使世人不僅聽到，也看到耶

穌是人唯一的吸引與拯救。傳道人自己也要不斷地

發掘基督的豐富以至於他們可以很驕傲地在講台上

傳講基督的豐盛，而非講那些無聊的理學和虛空的

妄言以及世俗的小學。

4. 教會應該教導信徒在敬拜神中享受神、經

歷神。

這世代的特點是忙、盲、莽，以致人常常處在

茫茫然的光景中，不論在職場或教會裏，只要有一

點休閒的時間，有責任感的人會感到內疚，感到自

己沒有盡上全力而對不起周圍的人或對不起神。針

對這問題最有效的解藥是學習敬拜神；敬拜不僅使

信徒在靈裏得安息，那是更高層次的侍奉神。我們

老是想為神做事，其實神是不需要你我來幫忙的，

祂樂意在信徒的敬拜過程中做大事，難怪詩篇四十

六10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

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也只有在敬

拜中，你我才能認識自己的有限，才能經歷神的

大能，以致我們能學習與神同工來面對神國度的開

展。

5. 牧者需要接觸會眾和牧養會眾，對會眾的靈

命光景要敏感，以致能按時分糧牧養群羊。

正如箴言二十七23所說：「你要詳細知道你羊
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神要求牧人清楚

羊群的情況，照顧群羊的需要。隨著環境的改變，

在各樣的壓力和多方面的要求下，牧者在教會所扮

演的角色似乎也跟著在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漸漸

從牧養群羊，轉移到事物和事工導向，不知不覺中

牧者容易與會眾脫節；就好像這世代父母親的角色

也在改變，隨著外在壓力的增加，父母親和孩子之

間的關係似乎也越來越淡化。但這些現象不符合

神的計劃，父母親需要和孩子有不可分的連接與互

動，牧者也應該活在會眾當中，和群羊之間有緊密

的生活和生命的交集；這種互動關係不僅是神起初

安排的一部分，神更是透過這種在基督裏的互動和

緊密的連接來建立家庭和教會，使祂的國度在人的

當中開展。

6. 教會與牧者要肩負牧養和門徒訓練的責任。

因對知識的渴求以及互聯網的普遍化，信徒對

聖經的教導會感到興趣，所以很多教會有主日學或

聖經班的安排。這些課程很重要，也是裝備弟兄姐

妹的好管道，但教會不應該認為聖經知識的傳授便

等於牧養；因為知識會令人自高自大，但不能使人

成長，所以除了「教」，我們也需要有「導」。就

好像做人處事的道理是很重要的，光讓孩子知道這

些道理而沒有實際去養育他們是沒有用的；對信徒

也是如此。耶穌是最好的教師，他的教導是既風趣

又容易懂，但耶穌沒有因此就不牧養門徒，他與門

徒一起生活為要牧養和訓練他們。然而，牧養不是

牧者最終的目標，那只是訓練門徒的管道；在牧養

的過程中，牧者不能把會眾看成長不大的羊，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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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把信徒當成基督的門徒來訓練。牧養不僅是解決

人的問題或滿足人的需要，牧養的目的是要把信徒

訓練成耶穌的門徒。

7. 教會要積極地開展小組事工，讓信徒在團

契互動中學習過肢體生活。

隨著科技和經濟文明的進步，人的心靈也越來

越空虛，以致這世代的人際關係變得很冷淡，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可是在內心深處，人在

尋找屬於他的群體，渴望被其他人接納，就好像在

草原上離了群的大雁，孤單地看著天空，渴望能再

回到團隊裏去，牠知道惟有在大雁團隊裏才能得到

安全，牠才能有真正的成長和成熟空間，這種渴望

是神創造的一部分，那是神在大雁內心埋下的基

因。後基督教國家最缺乏的也是緊密與和諧的人際

關係，人們因為失去了群體生活而空虛。其實神當

初創造人就是為了群體生活，就好像魚要在水裏

遊，鳥應該在天空飛那樣的自然；而真正能滿足

人的群體生活就是教會的肢體生活，這是世上任何

的團體所無法提供的！在有神同在的教會小組生活

中，信徒會在基督裏被接納，被肯定，也被建造。

結論

面對後基督教環境對人性的腐蝕以及面對後現

代潮流的影響，我們好像是約沙法王當年面對著亞

蘭大軍的攻擊。聖經記載那時約沙法王透過禁食和

禱告來向神呼求幫助，求神參與；難道神不知道猶

大國正在面對大敵的壓境嗎？神早就知道這件事會

發生，約沙法的禱告好像是提醒神來幫助，其實他

的禱告是在提醒自己應該把神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讓神帶領他們來走前面的路。要知道耶和華是大而

可畏的神，祂的能力是遠遠大於亞蘭王的軍隊。這

位神今天也是高高坐在寶座上，祂必定會帶領我們

面對這些惡劣的情況。

求神幫助我們調整對祂的焦距，也只有當你我

把神擺在正確位置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神從來就

沒有離開過後基督教國家。神正等待著一些有心的

信徒來到祂面前呼求屬靈的復興；神當年如何為猶

大國為約沙法王成就大事，神今天仍然會為這世代

彰顯祂的榮耀！ 
主啊，願 復興教會讓 的子民知道如何使用

在基督裡的權柄引進神國的榮耀！

（作者為德國柏林華人教會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