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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下名字在城市

化和科技化的社會中，有一種古怪得近乎奇特的聲

音。有些名字—好像安提阿、希伯崙、示羅和

伯特利山—提醒我們，以前世代的基督徒比今

天的教會會友更熟悉聖經的地名；其他名字則令

人想起很久以前的鄉村美國：碧遜草地（Pleasant 

Green）、皮內樹林（Piney Grove）、石渣山（Gravel 

Hill）及和諧谷（Harmony Valley）。有些附帶人

名，可能是創立者的名字—伯頓紀念館（Burton 

Memorial），或者是一個仍然顯赫的家族的名

字—沃克聖堂（Walker’s Chapel）。

我們說的是會友人數不多的教會，這種教會，

過去對數以百萬計美國人的生命都有重大影響，而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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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現在仍然如此。在美國，幾乎每一個社區，都至

少可以找到一間這樣的教會—通常可以找到幾

間。這些教會的數目不是以千計，而是以萬計。說

小型教會仍然是美國更正教最主要的教會類型，應

該不是言過其實。

雖然小型教會的普遍形象是鄉郊的，而這些教

會大部分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但並非全部都是這

樣，有很多是位於市中心的。在全國各城市數以百

計的住宅區一些規模不大的建築物中，都可以找到

一些正在掙扎求存的小型更正教教會；在每個主要

的大都會中心內城的社區，都可以找到很多臨街的

教堂。

我們可以用「矛盾」這詞來描述教會人士對小

型教會的感覺。很多人透過懷舊這塊美麗的鏡片

來看它，一廂情願地渴望回到從未真正存在的過

去—一個田園般純潔的世界，山谷中棕色（或白

色）的小教堂，是社區生活的中心。這同一羣人卻

也有一種痛苦的感覺，認為小型教會是二流的，在

今天的世界中有點落伍。

其他人，特別是神職人員和宗派領袖，則視小

型教會為不合時宜的事物，只是頑固的人讓它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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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喘；這些人抓住一種應該容許它死去、甚至應該

鼓勵它死去的教會不放。他們認為這些教會妨礙人

們發展今天需要的那種教會。同時，小型教會繼續

存在，做它和基督教會一直都在做的事情，雖然做

得並不完美：贏得追隨者，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培

育他們，每星期聚集他們崇拜和聽道；在很多鄉間

的羣體裏，最後更會把他們埋葬在與教會相鄰的墓

地，深信他們成功跑完了當跑的路，並得著了信心

的獎賞。

這是一本關於小型教會的崇拜和講道的書，也

就是會友名冊上只有二百人或以下的教會。有一半

到三分之二的更正教教會都屬於這個類別。而且，

如果我們考慮到教會會友名冊的不準確，以及已遷

離該區的會友的數目，便會看到雖然教會年報中報

告有二百人，但實際參與教會的人沒有那麼多。這

也顯示普通的主日崇拜只有少於七十五人出席。

本書會思考這些小型教會的性質，以及它們歷

久不衰的原因—它們似乎無視神職人員和宗派

領袖想要改變它們的種種嘗試。我們的主要焦點會

放在小型教會做得最好的事情上：它提供一個基督

徒羣體，在那裏，人們參加崇拜、聽道、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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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事更大的社區。

有四個原因令我們感到需要有這本書。首先是

教會領袖嘗試處理他們認為是小型教會的「問題」

的方式，就是嘗試透過合併或某種教區安排將它變

成更大的教會。在這兩種情況下，那模式都是大型

教會，小型教會被迫變成它通常不能變成的事物。

第二個原因是，當代關於牧者職事的踐行和

神學思想，往往忽視講道，以及特別是崇拜的重要

性。很多牧者現在似乎感到，他們在教會或社區的

大部分努力都比講道和崇拜重要。這忽略對普遍教

會都是災難，但對小型教會的禍害特別大。在講 

道／崇拜中，小型教會可以恢復它們的獨特身分和

對世界的使命，以及它們對基督那更大的身體的特

別貢獻。

第三是牧者需要更明白小型教會的性質和事

奉。由於有很多這樣的教會，很多神職人員的事奉

有一部分，甚至全部，是在這些教會進行的。如果

他們要有效地事奉，在呼召中找到滿足，那將會是

在小型教會的處境中達致。

第四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平信徒需

要明白，小型教會可以是有效的牧養工具，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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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崇拜和講道。平信徒總是知道崇拜和講道是重

要的，否則他們不會繼續每星期都參加。藉著更明

白崇拜和講道的性質，平信徒不單可以在這些活動

中肯定他們長久的信仰，也會發覺自己星期日早上

的經驗變得更豐富，更有意義。

小型教會也有本身的困難。不過，作為一間教

會，它一直都會與我們一起。只有現實地明白它的

長處和短處、它的困難和潛力，平信徒和神職人員

才能夠幫助它盡量發揮最有效的牧養事奉。如果本

書對這事奉有點貢獻，便實現了它的目的。

很多人士和多個機構都對這個研究作出了重大

貢獻。自從在超過半世紀之前成立以來，杜克基

金（Duke Endowment）的鄉郊教會事務部（Office 

of Rural Church Affairs）便與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數以百計的鄉郊教會合作，興建教堂，從

事教區發展和領袖訓練。杜克基金的費希爾（Albert 

F. Fisher）和內斯比特（M. Wilson Nesbitt）在我們預

備這本書時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他們讓我們翻查他

們的檔案，並對有關研究提出批評。杜克基金的奧

蒙德中心（ J.M. Ormond Center）提供的支持，令我

回歸聖道與聖禮排版.indd   17 2014/6/25   上午 10:36:48



xviii

小堂會，大啟示─回歸聖道與聖禮

們可以對小型教會進行額外的研究。我們特別感謝

伯格蘭（ John K. Bergland）協助撰寫有關講道的各

章、在小型教會擔任牧者和同工的杜克大學神學院

（Duke Divinity School）畢業生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洞

見、奧蒙德中心的祕書丹尼斯（Anne Daniels）把手

稿輸入電腦。關於平信徒對講道的反應的資料，是

在宗教研究專款（Reserve for Religious Research）

的資助下收集得來的，該專款由聯合衞理公會事工

總議會（General Council on Ministries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管理。

我們希望這本書幫助小型教會的會友和牧者，

在全國各地向他們的社區作見證和服事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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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數人聚集的地方

謝爾登（Donald Sheldon）在伯特利山（Mt. Bethel）

和森特維爾（Centerville）兩間中西部小型教會擔任

牧者已經踏入第四年。這是他從神學院畢業後的第

一個事奉崗位。最近有一間大型教會接觸他，邀請

他成為他們的助理牧者。他不大想接受這個職位，

但又不想推辭。在與一位牧者同道討論這件事時，

他說：「我喜歡與伯特利山和森特維爾的人一起工

作，他們是委身的基督徒；他們想我留下。不過，

兩間教會都不會增長，而且他們給我的工資已經差

不多是他們能夠負擔的上限了。我的朋友說，我留

在這些小型教會，是浪費我的天賦。我傾向留下，

但我又擔心如果我推辭這個聘請，對我的事業會有

影響。」

謝爾登的困境說明了小型教會的不解之謎。這

些教會需要牧者，但只能負擔微薄的薪金。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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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由他們有沒有能力去更大的教會決定。在重視

增長和規模的社會，小型教會卻依然故我；它不增

長，又拒絕死去。它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似乎沒

有多少改變，甚至完全沒有改變。

有三種小型教會。第一種是新成立的教會，

現在雖然細小，但正在增長，或預期會增長。在可

見的將來，這些教會會變大。第二種是正在衰亡的

教會，這些教會以前是大教會，但會友人數下降，

現在可以歸類為小型教會。這些教會有些最終會 

消失。

第三種是一直都細小，而且會持續細小的教

會；大部分小型教會都屬於這一種。這些教會很多

都在鄉郊，人口不多；其他則在城市。它們不能

增長的原因一定不是人口問題。有些是比較新的

教會，組成後預期會增長，但因為某些原因卻仍然 

細小。

更正教小型教會的普遍現象可以藉著檢視宗

派的統計數字加以說明。一九七六年，聯合衞理

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報告說有七千零

六十九間堂會有少於五十名會友，佔了總數的百分

之十八。有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二間堂會，也就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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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四十一，會友人數不足一百。會友名冊上人數

不足二百的堂會有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五間，佔了堂

會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聯合衞理公會幾乎有三

分之二的堂會會友人數少於二百，這些會友佔了這

個宗派會友總數大約四分之一。另一個例子是美

國的信義會（Lutheran Church），百分之十三的堂

會會友人數少於一百，三分之一的堂會會友人數少

於一百九十。全美公理會基督教會聯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gregational Christian Churches）

的附屬堂會中，百分之十八會友人數少於一百，  

百分之四十一會友名冊上的人數少於二百。美南浸

信會聯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有百分之

六十二的堂會會友人數少於三百。

小型教會參加崇拜的人數也比較少。聯合

衞理公會提供了主要崇拜聚會的平均出席率。在

三千八百七十二間教會（百分之十）中，平均出席

人數少於二十。有九千六百六十八間教會（百分之

二十六）的平均出席人數少於三十五；有一萬五千

零十三間教會（百分之五十七）主要崇拜的平均出

席人數少於七十五人。這些資料顯示，很多講道通

常是向一小羣人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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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設

這本書背後的第一個基本假設是，基督教

的福音可以以各式各樣的機構場景（ institutional 

setting）有效傳遞，讓人們正面地回應。在基督教

歷史中，傳遞和高舉福音的主要機構是地方教會

（ local churches），它曾經是社會上其中一種最持

久（durable）的機構，現在仍然如此。不同社會、

經濟和文化羣體的人回應福音，在他們身處的機構

見證他們的信仰、培育信徒時，建立了多種不同的

地方教會。

沒有一種教會是在任何時間、任何環境都最有

效和最具基督教特色。各種不同大小的教會，有

很多不同的活動種類，都曾經存在過，也會繼續存

在。沒有神學理由令大型教會比小型教會更有效或更

無效。不過，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可能令大型教會更討

喜：這些可能是文化理由，例如有足夠的人數組成

大型詩班，藉以唱出某些類型的音樂；也可能是管

理方面的理由—更多人可以提供更多收入；也

可能是社會理由，例如維持大型的青年小組，讓青

少年有更多約會的對象。不過，沒有理由令小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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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能像大型教會那樣實現教會的神學目的。

第二個假設是，小型教會在很長時間都會是更

正教教會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情況似乎無可避

免，因為有大量這些教會。有相當大比例的神職人

員職位，都是在這些教會裏的，而且這個現象還會

繼續下去。

說大部分牧者的部分（若不是整個）職業生涯

都與小型教會息息相關，並不是誇張之辭。這些教

會不會消失；神職人員和宗派領袖必須繼續留意它

們。教會領袖怎樣處理這些教會，很大程度上決定

了教會和神職人員的事奉是否有效。

對小型教會的看法

小型教會主要對神職人員，特別是宗派領袖構

成問題。對神職人員來說，問題與收入和地位有

關。牧者受教會聘用，而大型教會有更多金錢，可

以支付更高的薪金。人們都認為較高的薪金比較低

的薪金更可取，神職人員也不例外。

很大程度上，個人的地位由與他們有關的機構

決定。因此，著名的常春藤名牌大學的教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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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西部一間社區學院的教師更高。大型城市教會

的牧者，在朋輩眼中，地位也比同時服事三間鄉郊

小型教會的牧者更高。

某教會給牧者的地位，由牧者的專業同儕怎樣

看那間教會來決定。基督教教會總能夠聘請到一

些人，擔任艱難的職位，是不單要求自我犧牲，更

不會提供多少物質回報的。海外宣教士便是一個例

子：他們的任務要求很高，他們與家人分開，待遇

也十分微薄。但宣教士被視為基督徒中的精英，一

種屬靈特種部隊的成員。對一個宗派差傳部為受差

派到海外的人舉行的週年差遣禮的描述，顯示了這

些人所受到的尊重：禮堂擠滿人，準宣教士站在台

上，穿著白袍；主教是雄辯的講員，他會告訴新的

宣教士，他們在跟隨聖保羅的腳蹤，將福音帶到世

上艱難之地—整個教會都支持他們，以他們為

榮：這是令人興奮的事情。他們到達祕魯安第斯山

脈（Andes）或非洲中部的小型教會，肯定不覺得自

己是失敗者，別人也不會這樣看他們。將這和喬治

亞州（Georgia）或明尼蘇達州（Minnesota）三間小

型教會的牧者作比較，人們可能不會視後者獻身於

傳揚福音的榮耀任務，而只把他當作一個不能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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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聘用制度中出人頭地的人。

宗派領袖從他們自己的獨特角度看小型教會。

如果他們的工作包括安排神職人員的工作，他們

必須找到一些能被勸服去接受這些小型教會的牧

者。如果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宣教工作和慈惠項目的

運作，他們便會發現，小型教會只能夠提供少量資

金，本身往往也需要資助。小型教會可能花費行政

人員大量時間，但對宗派領袖十分重視的慈惠項目

卻只有相對較小的貢獻。

很多小型教會的平信徒竟都接受了一個觀念，

相信他們的教會實際上比大型教會遜色。牧者和行

政人員以不同方式向平信徒傳遞這個觀念。人們一

般認為，牧者獲得晉升，表示由較小的教會調到較

大的教會。小型教會的牧者得到晉升時，便轉到較

大的教會。如果新牧者被視為遭到降級，或明顯是

剛從神學院畢業、毫無經驗的人，這會怎樣影響會

友的態度？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面對一個接受了四間小型

教會聘用的年青神學院畢業生，牧者和會友的共識

是，他會留在教會四年，雖然他們沒有簽合約。在

第二年結束時，牧者有機會轉到城中一間教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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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教會的執事表達了人們對牧者和他們自己的

態度，他說：「我們不願意見到約翰離開，但我們

也不想阻礙他升職。」

牧者從較大的教會轉到較小的教會時，最糟的

情況是，人們會認為他因為某些不當行為而受到懲

罰；即使最好的情況，也會認為他不能幹。有一

個富經驗的牧者主動離開一間大教會，接受一個鄉

間教區四間小教會的工作；他的例子正好說明了這

點。幾個月後，他以前教會的一個平信徒領袖來探

訪他。那天傍晚，那個平信徒領袖說：「你可能不

想回答這個問題，但你做了甚麼事，令主教派你到

這些教會？」

平信徒、神職人員和宗派領袖的主流態度是：

小型教會是次等的教會。

弱點和優點

小型教會同時有弱點和優點，而這些弱點和優

點都直接源自會友的人數。與大羣體相比，小羣體

的資源有限。用五十人進行的計劃，當然比用五百

人進行的計劃簡單得多。特別的興趣和年齡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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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學習班、弟兄組織、姊妹組織和青年組織，或

與公立學校分級制相似的主日學課程，都是小型教

會不可能有的。教會建築物也傾向只提供有限的設

施，因此對可能實行的計劃有進一步限制。

如果有詩班，可以唱的聖詩也有限。一座小

型的電子琴或鋼琴，而不是大型的管風琴，會作為

會眾唱歌的伴奏樂器。印刷精美的崇拜週刊可能是

教會負擔不起或不切實際的。如果教會的牧者同時

在其他教會事奉，可能很難因應某一間教會的需要

去計劃崇拜和講道。事實上，如果牧者被迫將時間

分配給好幾間教會，或者要找其他兼職，他們可能

感到永遠都沒有足夠的時間，為講道和崇拜構思一

個周密、具反思性的、長遠的計劃。小型教會的會

友，在將他們的崇拜與大型教會經小心編排，「專

業地」帶領的音樂、講道和崇拜比較時，往往得到

一個很明確的印象，就是他們的崇拜是次等、外行

的，只是正牌崇拜一個蒼白的影像。

財政永遠都是問題。小型教會傾向花很大比例

的金錢（往往介乎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牧者

的薪酬上。即使這樣，它們通常與另外一間或多間

教會共享牧者，或者聘請一位部分時間牧者，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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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同時有世俗工作的。

地方教會所屬的宗派對地方教會有很多期望，

包括有不同的委員會和部門，某些適合不同年齡羣

體的特定活動，也期望教會對某些宣教計劃和宗派

計劃有所承擔。很多小型教會根本不能滿足這些期

望。它們沒有足夠的人手組成委員會或參加各種計

劃。承擔宗派財政的「應負份額」（ fair share），可

能令教會在支付牧者薪酬、教會運作的必須開支，

例如水電和主日學教材後，所餘無幾，不足以應付

各項計劃。

不過，小型教會也有一些優點，在強調增長

和規模龐大的廣大社會中，這些優點有時會受到忽

略。在小型教會，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羣體需

要每個參加者；有人缺席時，每個人都留意到。小

型教會會友參加崇拜的比例通常比大型教會高，理

由是顯而易見的：教會需要每一個人，任何人如果

缺席，都知道教會會掛念他們；在小型教會，人們

是不能匿名的。

小型教會有較大比例的會友參與教會的管理。

在大型教會，只有小部分人參與管理委員會；小型

教會可能以整體作為一個委員會來運作。因此，這

回歸聖道與聖禮排版.indd   12 2014/6/25   上午 10:3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