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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中 的 新 生 代

新與辛：牧養北美華人
教 會新生代的 困 難
陳炳中
美國爾灣愛恩台福基督教會牧師

托尼（Tony）是在北美華人教會長大的第
二代基督徒，離開居住城市上大學，畢業後回到

子，經濟、生活上的壓力，更讓他們的靈命，甚
至彼此的關係，都長期處在緊張的狀態。1

原本的教會，發現與自己一起長大的朋友，大都

教會都知道新生代的重要性，特別許多華人

已經不在教會，現在英文堂的會友大多是國高中

教會都出現老化、青黃不接的現象，但新生代有

生。對他來說，要留在這從小長大的教會，實在

許多困難，而教會要牧養新生代就更加不容易。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會的牧者、領袖，可以為他們作甚麼？

克里斯汀（Christine）是從臺灣來的小留學

筆者心中的「新生代」大約是二十到三十五

生，高中來美國（U.S.A.）後進入教會並信主受

歲的族群。他們的特點是大學畢業後，有工作，

洗。大學時讀了自己喜歡的心理系，但畢業後

有收入，自己可以作重大的決定。

發現工作真的不好找，反而父母為她在亞洲找到

然而，要真的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了工作的機會，雖然與她讀的本科無關，至少她

我們就要更細分這年齡族群當中的文化子群

中、英文皆流利的優勢得以發揮。她本來在教會

（subgroup），以下筆者就其中比較明顯的子群

參與敬拜、帶查經等服侍，教會輔導希望接下來

個別探討：

她可以擔任小組組長的重責，但受完小組組長訓
練的她，不得不回亞洲。

在北美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安德魯及蘭茜（Andre w a nd Na nc y）喜獲

在美國（U.S.A.）出生的被稱為

麟兒後，牧師發現本來在教會積極參與服侍的他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加拿大

們，在接下來的一、兩年中，別說服侍有困難，

（ C a n a d a） 出 生 的 稱 為 C B C （C a n a d i a n B o r n

連參加小組和主日崇拜，都是遲到早退，甚至是

Chinese）。

有一次沒一次地參與。兩年後他們的生活終於比

在北美教會中，這族群不但文化上是移民的

較穩定，蘭茜又懷了第二胎，他們又準備要買房

第二代，在信仰上大部份也是第二代基督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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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他們的父母大多是基督徒。這族群所面對的

華人教會，甚至根本離開這位「我父母的神」。

困難主要為信仰經歷與教會認同。

這問題也許不容易有答案，也不是本文的主

如同舊約中的雅各，他在雅博渡口需要重新

題。但據筆者的觀察，要對應這族群在教會中的

有屬於自己的屬靈經歷，重新認識這位他祖父、

需要，教會可以從基本事工觀念上作出改變：尊

他父親的神（參創三十二）。又如同預備要進入

重英文堂的牧師。若父母對英文堂的青年事工有

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當摩西及他那代的人過去

意見，可以先在英文堂固定聚會一陣子，並參加

後，他們需要重新受割禮，重新認識這位神（參

英文牧師或同工帶領的門訓、小組，把英文牧師

書五）。北美第二代的華人基督徒，也需要有自

看為是自己的屬靈領袖與權柄，再以同工的角度

己的屬靈經歷，這位神才成為他們的神，而不是

提出意見。一般我們對孩子在學校的教學、老師

他們父母的神。特別是父母為了要在北美站穩腳

如何教導，無法有過多的監督及意見，那我們在

跟，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好，可能從小注意孩子

教會也要練習對英文牧者、輔導有類似的空間與

的成績、考試和上大學，勝過注意他們的靈命、

尊重。

服侍和品格。

一般牧養所謂「主堂」（粵語、華語、臺

以前我在英文高中團契擔任輔導時，父母希

語）的牧者，不會遇到太多不在這堂會聚會，也

望我可以多關心他們孩子的靈命，要他們固定聚

不把這牧者看為是自己屬靈權柄的會友，一直要

會，但在美國大學入學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告訴這位牧者如何牧養他的會眾，甚至直接出手

Aptitude Test）或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干預。但在英文堂的情況，常有許多在華語堂聚

Placement）考試前，又希望小孩先不要來教會，

會的父母，覺得自己的屬靈權柄還是在華語堂牧

在家專心預備考試。這樣「潛移默化」優先次

師或主任牧師，並沒有看英文堂牧師為屬靈權

序，在本來青春期就會有的反叛及與父母關係惡

柄，也沒有被英文牧師牧養、門訓，卻對英文事

化下，再加上這神又是父母的神，常讓這些第二

工有許多意見及參與，這樣自然讓華人教會的英

代的基督徒長大到自己能作決定時，和神的關係

文牧師流動率高，並讓事工一直停留在「託兒思

落在疏遠或緊張的狀態之中。

維」。

北美華人教會的英文事工，因為不是異象

若教會經濟許可，建議可以優先聘請兩位

導向，而是因實際需要而後來被迫發生的（因第

英文傳道（可以是部份時間），一位負責學生牧

一代的小孩出生），因此一開始，就處在「託兒

養，一位專門負責大學畢業後社青以及夫婦的牧

思維」中，只找來一個英文牧師，按著第一代父

養，並積極栽培領袖，進入教會長執會及權力核

母想要的方法牧養英文堂。這些第二代在進入

心。並建議英文堂的事工，可以特意往多元化、

大學或大學畢業後，就不再想在華人移民教會

多文化族群發展，而不局限在華裔第二代。

中聚會，因此從九十年代中期，所謂的無聲撤離
（Silent Exodus）就已經引起亞裔教會界的普遍

剛從亞洲移民到北美的第一代移民

關注， 2 筆者在這裡就不再贅述。然而這現象在

亞洲到北美的第一代移民，從早期主要來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並沒有太顯著的改變，特別是

自廣東或香港，到後來的臺灣，到現在絕大多數

近十年來許多新型態的多元化亞裔教會（multi-

來自中國大陸。近幾年的第一代年輕新生代移

cultural Asian-dominant church）興起，如加州爾

民，除了少數做餐館或從事其他勞力工作，多數

灣（Irvine）的新歌教會（Newsong Church），

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屬於中上層，在美國的工作

第二代基督徒在華人教會中更覺得沒有歸屬感，

多屬白領階級，或在亞洲已有一定的資產（或其

離開華人教會的情況有增無減。

父母已有穩定資產）。因此，據筆者的經驗，他

大部份華人父母永遠看自己已成年的孩子還

們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對美國新環境及文化的

是小孩（forever child syndrome），過度關心甚

適應，以及在美國身分的合法化，以便可長期居

至管轄、干預，讓第二代的華人基督徒容易離開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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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會有足夠資源，可以參考現在許多華

濟、成就一般及不上前面兩個文化背景族群；然

人補習班提供的全方位服務。這些新興的補習班

而教會一般反而是花最少資源在這族群上：牧養

幫助學生包括：有專門的顧問提供建議從哪一年

時，年輕的常讓他們與英文青年一起；若從學校

在初中或高中修甚麼課，幫助家長了解美國教育

畢業後，就讓他們與主堂（粵語、華語）一起聚

制度、課後輔導、心理輔導、補習專門課程、

會，不一定有針對這族群的專門傳道同工、事工

補習學術能力測驗等考試，幫助申請大學等全

或崇拜。

套服務。教會也可比照此模式，提供全方位的服

社會上，在工作不好找的情況下，特別是

務，例如：考駕照筆試班、美國醫療制度與保險

那些對醫科、工程師或電腦沒興趣、恩賜的人，

講座、教育制度解說班、移民法講座、稅務法講

更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在美國，非醫非理工

座、提供考取各種技術人員資格的資訊、英文會

的人，因為英文先天上比不過英文為第一語言的

話班、其他才藝班、給兒童的中文學校、婚前或

人，因此較在亞洲就業受限制）。所以許多人因

婚姻講座及協談服務等。

為工作的緣故常搬家，甚至搬回亞洲，至少在那

若規模較小，可以幾家教會一起合作，或與
機構合作，對移民新生代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並

裡還有英文的優勢。這對教會來說，要栽培訓練
同工、領袖，也有一定的困難。

有好的跟進機制，帶領他們進入教會小組，接受

另外就是在一些生活開銷較高的區域，要

基要真理及門徒訓練裝備，使他們的生命及價值

負擔房貸、養小孩，常對這些新生代造成經濟壓

觀被主改變，相信這些剛移民來的新生代，以後

力。而現代對照顧、教養小孩的標準，也一直在

會是教會的中流砥柱。

提高，對這些年輕父母來說，也都是壓力的來

出生在亞洲但在北美受教育的 1.5

源。

代移民

而這族群中的單身者，特別是女性，較不容
易找到合適的另一半。第一代移民來的時候大多

美國的1.5代移民以前又叫在美成長華人

已有配偶或穩定對象；第二代在北美出生者則擇

（American-Raised Chinese），通常指的是有小留

偶對象較寬廣，只要父母不反對，跟不同文化、

學生背景的族群，他們在美國受教育，因此在文

種族通婚是常事。但對1.5代的族群來說，不論

化上也介於中西之間的一群人。 1.5代移民在經

是第二代或來自亞洲的第一代，在文化上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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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隔閡，相對能選擇的對象較少。特別是教會

的節慶幫忙影音、場地而已，過多的責任但沒有

中常見陰盛陽衰，條件好的單身弟兄轉眼找到對

相應的權力，服侍不會持久且容易帶來傷害和苦

象，使許多姊妹尋尋覓覓找不到另一半。

毒。

1.5代是教會容易忽視但非常重要的新生代，
筆者也了解大部份北美教會聘請了主任牧師、

結論

英文牧師，又要考慮建堂，在經濟上有一定的困

要照顧、栽培教會中的新生代，有時確實要

難。建議視教會資源狀況，也當看重建立屬於1.5

「賠錢」，需要許多資源，但他們的奉獻能力不

代的主日崇拜與牧師，又或聘請專門牧養這族群

一定最強；他們也辛苦，教會也辛苦！因此希望

的傳道、神學生，培育1.5代或華語的青年團契、

有能力的教會，要能有認知，才不會有錢有人，

稱職的輔導，注重適合1.5代的社青小組、夫婦小

但一直在流失年輕人；而中小型教會也許可以考

組，能做到哪裡，端視各教會資源及情況而定。

慮拋開宗派或搶羊的顧慮，多與其他差不多規模

教會可以提供工作機會連結網（不論是以網

的教會或機構連結資源。

絡、支援小組或刊物等方式進行）、有經驗之主

一個人外在的行為，常建立在裡面的價值

管提供改進面試及履歷表的服務或講座、主內兄

觀，價值觀又建立在信念，而信念來自於我們的

姊提供較便宜又有執照的日間幼兒看顧、單身交

世界觀。 4同樣的，教會的決定以及事工的發展，

誼活動、如何照顧幼兒或產後憂鬱症講座、日間

還是建立在領導階層或全教會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媽媽團契（提供幼兒看顧及午餐）等資源，這些

及世界觀。若教會領導階層注重新生代，那自然

服務或聚會也可連結幾家教會或機構一起舉辦。

就會發展正確的事工觀念，就會安排優先次序，

教會另可邀請較年長一點的中生代，認養新

資源不足的情況自然會想辦法克服。若內在的價

生代的家庭，不定期提供送食物、照顧、下班後

值觀還不到位，那資源不足的部份常會成為正

託兒（讓年輕夫婦能有約會的時間，這部份也可

當的理由或藉口，使新生代流失到世界或其他教

聯繫教會中的大學生以給酬方式參與）等關照。

會。

在屬靈上面，平時講臺可以多教導人生的優
先次序與神的計劃。幫助新生代在尋找工作、居
住地時，懂得禁食禱告，更多尋求神的心意是要
他們到哪裡服侍，好祝福那裡的土地和教會，而
不只是看工作機會；讓這一代的人生方向是異象
導向而不只是機會或是美國夢導向。教會也要多
邀請1.5代的新生代進入領導階層，鼓勵他們在
教會決議和方向上能為他們的族群發聲。要給他
們正確比例的權柄和責任，而不只是年輕人進入
領導階層來服侍其他族群，或讓他們在教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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