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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就是當時新生命教會宣告復活節的方式。參加標準的巨

型教會（megachurch）崇拜，意味著把音響音量一口氣轉

到最大。

那是 2006年的復活節，聚光燈下的新生命教會，從未如此意氣風

發。主任牧師，泰德．賀格（Ted	Haggard），於1984年在自家地下室

創立這間跨宗派地方教會。那一年，他已擔任全國福音教派協會（NA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主席二十年之久，並利用該職位做為

拓展個人影響力的平台。幾乎每個禮拜天都可以看到電視台、報社記者、

紀錄片工作者等媒體，在這間教會各棟建築物之間徘徊。	幾乎每個禮拜

天，賀格都會針對「拓展影響力」侃侃而談。他在講台上的分享，總是關

於自己如何在政壇或大眾媒體，以「泰格」式觀點「代表」福音教會，針

對新聞頭條或時事議題發表聲明。

作者    ▌  波頓．達德（Patton Dodd）    譯者    ▌  黃文祈

醜聞與醫治
─巨型教會的恢復之路

時值復活節早晨，科羅拉多泉的乾冰機噴出的煙霧格外濃厚。雷射燈不斷

放出綠色的光束，在舞台上以及數千名聚集者中，來回穿梭起舞，時而劃

開濃霧，形成無法辨識的圖案；編制龐雜的敬拜團隊占據整個舞台：若干

吉他手與領唱者、一整區銅管樂器、一位DJ用混音盤做出特殊聲效、鼓手

及數名樂手操作琳琅滿目的打擊樂器，還有電子琴手、鋼琴手、一個大陣

仗的詩班等。此時，這場主日禮拜的氣氛達到最高點，整個聚會空間充斥

著許多各式各樣的聲光效果─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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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外界持續關注新生命教會的動態。早在前一年，《哈潑雜誌》（譯按：Harper ’s	

Magazine，美國一本帶有進步人士及左派立場的月刊，內容涵蓋文學、文化、政治、藝術甚至時

尚等諸多方面，為美國第二長壽的刊物）記者 Jeff	Sharlet如此評註：「在美國，沒有任何福音派牧

師比賀格牧師更具政治影響力。」還賦予新生命教會「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巨型教會」的名號。然

而，此標籤背後所代表的卻是警訊，亦反映出這教會如何一廂情願地定位自己。賀格在Sharlet的

訪問中便如此暗示：「小布希2004年競選連任時，科羅拉多泉就釋出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2006年的復活節主日，這教會所慶

祝的，是自己那幾乎可與上帝救贖比擬

的本領。復活節到來之前，不見教會裡

有任何屬靈層面的預備─沒有守大齋

節期、沒有守棕樹主日、沒有守受難週

（儘管有個與受難有關的戲劇，佔據會

堂兩週）；但另一方面，教會卻老早就

如火如荼地預備慶祝新會堂落成。新會

堂有超高規格且功能驚人的音響、燈光

設備，中央舞台則被高達八千的座席所

環繞；復活節當天，這一切都正式上陣。「基督之名」的確是當天的信息，但卻被形容成一位將要

帶領基督徒接管世界的領袖。祂復活，而我們則打算趁此在世界高舉自己。

直到有一天，我們才突然從自己的美夢中驚醒。

2006年十一月第一週，疾迅興起的新生命教會瞬間垮臺─賀格被指控使用毒品，以及長期

在丹佛向一位應召男子買春，醜聞爆發，他同時辭退教會牧職與全國福音派協會職務。

新生命教會隨即面對各方資源的緊縮，同時還得處理賀格所留下，兩千六百萬美元的龐大債

務。這間教會變得脆弱，面對未來只能步步為營。緊接著的數月，指控者前仆後繼，各種不實報

導亦如雨後春筍，甚至出現賀格要重回服事崗位的謠言。這些指控、謠傳，不斷地為這間教會及

其難辭其咎的前主任牧師，籠罩厚厚的陰霾。不久後，新生命教會聘請來自德州達拉斯門廊教會

（Gateway	Church）的資深牧者，布雷迪．博伊德（Brady	Boyd）。他以「穩定（stability）」為號

召，期待能改變搖搖欲墜的新生命教會。

不料，博伊德牧師到任約莫百日的一個禮拜天，就發生另一起更令人痛心的悲劇：一位持槍

歹徒在新生命教會的停車場射殺兩名少女，歹徒隨後被一位志工警衛一槍斃命。

賀格的醜聞以及槍擊案接連發生，新生命教會的會友人數驟減，原本的一萬四千多人最後只

剩下八千人左右，教會的奉獻所得想當然爾大幅降低。有薪職員紛紛面臨解聘的危機，多位常任

牧師與部門領袖相繼出走。終究，輝煌一時的聚光燈歸於黯淡。至於碩果僅存的職員與留下的會

友，得一起面對問題，一齊尋求、想起、恢復此處做為地方教會（local	church）的真正意義。

▌新生命教會敬拜一景（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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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團體崩解

新生命教會那段重新尋求的過程，我大多未親身參與，對於來龍去

脈，我卻再清楚不過。直至賀格醜聞爆發的大約四個月前，從1998到

2006年，我一直為賀格捉刀撰寫文章，擔任編輯。我在新生命教會的故

事則得追溯至更早以前：1993年，高中最後一個學期結束後，我在這間

教會信主。每個禮拜天下午，我都會與剛認識的基督徒朋友打排球。我們

總是盡興地在球場廝殺，直到再也打不動，晚上再一起聚會，盡情地敬拜

讚美。至今，那段時光依然引人入勝！我實在很難不用「樂園」來形容彼

時的美好時光。

我之所以在「新生命」，是因為賀格及他的教會傳遞一份既豐富、又有

活力的信仰，它幫助我理解這個世界，也讓我生命的優先次序變得簡單、

明確：「成為周遭的祝福」。此處的許多教導及操練的確令人心生疑惑，有

待商榷。但就我所知，賀格所傳的福音直接了當，呼籲基督徒委身於禱告

與愛的行動。這樣的信息啟發了一位十八歲的男孩做出許多得以改變、更

新生命歷程的關鍵決定。在新生命教會，我真切地被耶穌挽救。

我剛開始替賀格工作時，他在我眼中有著如同聖人、父親的形象。然

而，也因為賀格，這份工作到後來亂七八糟，或者更準確地說，工作將我

弄得亂七八糟—我差點失去信仰、幾乎拾不回信心；我的教會也完全

不同以往。1990年代，賀格在靈恩派與福音派的圈子逐漸為人所知，至

2000年代初期，已可謂享譽盛名。崛起同時，他牧養之教會的焦點，卻

也從「基督」變成了「基督宗教團體」。這一切似乎都理所當然。最後，

我的工作竟然是撰寫政治立場聲明，或在報紙的社論專欄替哪位候選人助

陣，甚至還寫了本教人如何節食的書。1

醜聞曝光時，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羅伯．斯蒂內特（Rob	Stennett），

在他一本完成約九成的小說草稿，說了個這樣的故事：為了招攬生意，一

位非基督徒商人加入一間巨型教會，卻發現教會本身就能成為一門商機十

足的生意，於是此人索性自己成立一間教會，結果如願獲得暴利與成功

─直到爆發醜聞，教會隨之徹底潰敗。2

早在我們牧師的私人問題浮出檯面前，斯蒂內特就已觀察、並書寫新

生命教會在其全盛時期便已存在，隱而未現的問題。對我們大部分人而

言，原諒、甚至將賀格吸毒及性醜聞拋諸腦後，並不困難。相較之下，真

正令人難以釋懷的，是這個教會不堪、世俗，與膚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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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6年復活節後沒幾週，就辭去在新生命教會的工作。我仍和那兒的朋友、曾一起同工

的夥伴們維持密切的關係，但我深怕再次踏入新生命教會，會造成彼此不必要的麻煩。

這一走就到了今天。

歷久不衰的新事

直到2013年的復活節，我和家人才再度參加新生命教會市區分堂的禮拜。聚會於近科泉市市

中心的一所高中裡舉行，這個新植的會堂幾個月來引頸期盼復活節，期待的心情從將降節起更是

高漲。三十五歲的牧師葛林．派肯（Glenn	Packiam）教導全體會眾守教會年曆 3以預備心迎接復

活節：在大齋節期，透過禁食中悔改禱告等行動，並在日常中便操練如何獻上自己當作活祭，為

要幫助自己思想主的復活；若干世紀以來，遵守節期一直是基督教的重要傳統。在受難日，母堂

舉行了特別禮拜，禮拜最後，派肯牧師和助理牧師，丹尼爾．格羅特（Daniel	Grothe），帶領我們

做一系列禱告，思想主面對受難時的哀慟，最後，會眾才在肅靜與昏暗的會堂中散會。

對新生命教會而言，使用這些歷史悠久的默想方式、敬拜途徑，以及言說信仰的模式，猶如

學習新的語言。具有聖公會背景的派肯牧師，引進上述教會傳統，為要引導會眾從歷史的角度，

尋根、再思信仰的內涵；這也是聖公會企圖吸引福音派教會重新審視信仰的進路。在這裡，他就

像福音派中的神父。

新生命教會市區分堂的禮拜，仍採取如今福音派教會中「年輕」的禮拜方式，包含：一系列

詩歌敬拜、半個多鐘頭的證道、氣氛輕鬆的會眾交通時間；然而，流程中也融入許多傳統禮拜學

的元素與精神，試圖讓禮拜更莊嚴、正式，但同時也能「平易近人」：我們開始朗誦《尼西亞信

經》作信仰告白、啟應；每個主日禮拜中讀經（不論是舊約、書信、福音書）、一同作認罪悔改的

禱告；開始守聖餐、領受祝福（牧師的祝禱）、唱頌榮的聖詩。

母堂也採納了其中一些禮拜形式。三十年來，這教會第一次開始在每個主日守聖餐。主任牧

師博伊德認為，「擁抱基督教傳統」是新生命教會開啟未來的關鍵。他說：「我希望能漸漸將這艘

大船導向一個更懂得默想、思考的時代。我承接了裝有巨型聲光設備和螢幕的龐然建築，我有最

酷的東西，但那並不是我們。」

新生命教會也重新審視自己

如何宣告信仰。不久前，長老們

投票通過，決定採納《尼西亞信

經》做為新生命教會的信仰宣

言。其間，教會也開始著手處理

賀格留下的鉅額債務，並同時重

啟科泉市貧戶的事工；決心合一

與彼此代禱的運動也正在復興。 ▌新生命教會的大帳幕（攝影：David Shan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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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教牧資源幫助新生命教會逐漸重新步上軌道，傾聽會友的心聲，

及醜聞所帶來的信仰危機亦是關鍵。蓋瑞就是一個例子。這位商業旅者

（business	 traveler）昔日是個基要主義者，信心卻在事件期間近乎崩盤。賀

格辭職後，他開始廣泛閱讀，還利用通勤時間鑽研基督教歷史，想知道自

己的教會與所讀到的內容，相似處為何如此稀少。他一面研讀，腦中也浮

現各樣問題—任何新生命教會的同工都會洗耳恭聽：「我們敬拜的方式如

何影響我們信仰的內涵？」、「為什麼我們所唱的詩歌完全不提父、子、聖

靈的名？」、「保羅會贊同我們表達信仰的方式嗎？」蓋瑞向牧長們指出傳

統思想、禱告、讀經的方式，以及關懷陌生人的重要，並問道：「我們為

何不這麼做？」派肯說：「蓋瑞是個代表性的聲音。聆聽這樣的聲音—

反省信仰，並試圖體現信仰—意義非凡。我們若不負起活出信仰、影響

生命的責任，教會還有什麼用

處？」

畢德生計畫

與多位服事於新生命教會的「牧師」一樣，派肯在此之前從未念過神

學院，也不曾接受足夠的神學訓練，僅在幾間基督教學校的大學部上過幾

門課。在賀格的辭退與槍擊案塵埃落定後，當中不少牧者便註冊就讀神學

院的學士後神學學位（如富勒神學院科羅拉多泉分校），這才首次學習聖經

詮釋學、聖經歷史以及社會學理論等相關知識。長久以來，「新生命」所

依循的思想體系—一位資深牧者不受約束的個性及政治立場—這才終

於調整目光，正確對焦；來自巴特、潘霍華、斯托得、侯活士、萊特的洞

見，幫助教會學習如何取捨信仰信息；其中，對「新生命」教牧實踐影響

最深的，是《信息版聖經》的作者，畢德生（Eugene	Peterson）。

醜聞一年後的某個禮拜一，格羅特（那時還是助理牧師中的新面孔）

一如往常地在每週的休假日逛Goodwill書店。瀏覽書架時，格羅特的眼睛

掃到一本九十九美分的著作—畢德生所寫的《返璞歸真的牧養藝術》（The	

Contemplative	Pastor）。根據這本書，牧者教牧生活理應十分「在地」、「恬

淡」、「生活化」。這些內容給了格羅特一記當頭棒喝。他發現，畢德生是位

對量化成效不感興趣的牧師。他不追求速成，亦反對鑼鼓喧囂的服事。在

著作中，畢德生就「效法耶穌的樣式」與「幫助別人也如此做」的意義，

展開與眾不同的對話。

我們若不負起活出信仰、影響生

命的責任，教會還有什麼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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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羅特接著讀了畢德生所有著作。之後，他鼓起勇氣直接向畢德生尋求指點。他說：「我終於

找到一位真實生活在會眾當中的牧者。於是我想，這是否有可能應用在『新生命』的處境？」穩

健、反映人心，並且照顧個別需要的牧養方式，有無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一間巨型教會實踐？

發生槍擊案數月後，格羅特寫了年輕歲月中最重要的一封信。他向畢德生解釋他的處境，詢

問是否能當面就教會牧養，向他尋求忠告。令格羅特開心的是，畢德生回了信，然而，信裡頭表

示：「時候還早。」

「他告訴我，牧養『新生命』這樣的教會，有實際上的困難；這不是有理念就做得到的。其中

的重點是，認識羊群中的每一個人，但一個人怎麼可能認識一萬個人？」於是，畢德生請他寫一

系列關於「何為牧師」、「何為教會」的文章，經過檢視後，再談會面的事。

格羅特在2009年第一次拜訪畢德生。幾

位牧師也相繼效尤，每個人都很享受幾天的相

處時光，提問、思辨、討論聖經與其他書籍；

其中，他們重新建構「牧養」一詞的意義。

目前三十歲、主導「新生命」大專事工的格羅特說：「畢德生意外地成為這裡的頭號『拉

比』。他能陳述觀點，和婉地顛覆福音派文化的常規，並且拋出一些比喻（使比喻發揮其應有功

能），帶我們進入想像與思考，藉此帶出爆炸性的啟發。畢德生的功勞來自遠處，但如影隨形。」

揮別嘩眾取寵

如今，新生命教會期許自己成為一間「為別人著想勝過為自己著想的教會」。針對「差派牧者

開拓、投入新工場」，教會同工想出不同策略。過去，倘若不按著固有模式拓植教會，彷彿是大逆

不道的事，因為，只有「新生命」模式才是正確的模式。博伊德幫助牧師團隊在奧斯汀、德州、

丹佛、還有科羅拉多的科林斯堡植堂，因著這個牧養團隊，新會堂的會眾也大有成長、突破；博

伊德計劃差派更多牧者，在近處、遠處建立發展新的肢體。

在我們當中的羅斯．帕斯利（Ross	Parsley），一直以來都是賀格的左右手。他比博伊德早開始

擔任實習牧師，而在醜聞的逆境中，帕斯利幫助將「新生命」向外推展。他啟動「服務之夏」計

畫，組織志工團隊，在市內的停車場募捐衣物，幫助有需要的年長者。爾後，在博伊德的帶領

下，「新生命」在審查外展事工開銷時，發現了一個更全面的方法：儘管全球性宣道事工獲得廣泛

支持，卻鮮少有評估其影響力與效益的方式；而在地方上，教會卻最常將資源投資在博伊德稱作

「沖天炮」式的事工：剛開始光鮮亮麗、嘩眾取寵，但卻稍縱即逝、空洞無比，且無前瞻性建設。

馬修．艾爾（Matthew	Ayers）說：「我們採取不同於以往的方式，關照這個城市裡最脆弱的族

群。」今年三十七歲的他，是前空軍軍官，也曾任「新生命」的牧師，艾爾自2011年起開始經

營「科羅拉多泉夢想中心」（DCCS,	Dream	Centers	of	Colorado	Springs）。誠如艾爾所言，之所以

建立這個非營利組織，是因為：「教會需要與目標導向的組織合作，甚或自行創設這樣的組織，以

著眼現存具急迫性的需要。」

牧養的重點是，認識羊群中的每一個人，

但一個人怎麼可能認識一萬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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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中心」的第一項事工，是為沒有保險或是投保有困難的婦女，

設立健康門診。除了一位駐任醫師與兩位計時職員，診所其他人員─牙

醫、櫃檯人員、社工師、門診助理、護理師、營養師、心理輔導師、推拿

師等─皆為自願者，他們每天服務約十五至三十名不等的婦女。這個門

診獲得了穩固的聲譽，科羅拉多泉市政府當局甚至推薦或轉介其個案婦

女，到這個顯然是基督教機構就診；為「夢想中心」後續兩個事工成功地

打了頭陣：約珥之家（Joel’s	Home）與馬利亞之家（Mary’s	Home）。前者

是失親少年離開寄養家庭後的安置中心、後者則是專為無家可歸之單親媽

媽與其子女設計的複合式公寓。

「新生命」的社區事工由二十四歲的哲學系畢業生 Bobby	Mikulas統

籌。若干年前，Mikulas在旋鈕山（Knob	Hill）行走禱告，那是科泉市生發

最多事端、為人所詬病的地區。醜聞爆發後，「新生命」曾在此封街舉行街

區居民派對，免費提供食物、為貧童舉辦活動並發送鞋子給他們。那時，

派對相當成功，但也只是個曇花一現的「沖天炮」。

當Mikulas與該地居民一同走在旋鈕山，其中一位向他呼籲道：「聽

著，如果你想要在這裡做點什麼，就得真正與當地連結。你不能只是好像

路過、好心送幾雙鞋，然後就沒了蹤影。那樣的話，我們寧願你不要來。」

如今，那段話成了驅動「新生命」地方性事工的重要力量。不論是為

因家暴受虐，或進入安置家庭的孩童所辦的夏令營、募捐二手物品的計

劃、安置無居所之家庭的計劃等，「新生命」都摒棄了標新立異、特立獨行

的路線，轉而與當地眾機構密切合作（如教會、州立政府部門、跨宗派非

營利組織等已長期投入的專業單位）。對於這類工作，新生命教會也不再大

吹大擂。

「對每一位志工來說，這是卑微的工作，更是亟需謙卑以待的工作。」

Mikulas說：「旋鈕山每週有個學童課輔班，裡面只有二十個孩子。你必須

持續、穩定地服事他們，才能反映上帝的特質。」和眾地方教會的事工、

甚至是新生命教會本身歷來有的社區事工相比，我們的社區服務項目都不

特別，關鍵差異在於事工的內容與態度的修正。

「這個城市不乏教會界的人捐贈衣物與食物給無家可歸者，但我們致力

付出完整的體貼與關懷」，艾爾用這番話為教會與眾專業機構連結的意願下

了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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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帳幕巨型教會

當我再度回到「新生命」這個信仰群體，我開始與周遭基督徒做一樣的事：聚會時在走道上

跳舞、說方言、禱告時前後踱步等。現今，新生命教會不再像以前那麼強調這些特別的敬拜形

式，不過，這些現象依然存在。新生命教會現在於每個主日晚間有個長時間的禱告禮拜；週間，

每一天的午間則有氣氛熱切的禱告聚會；這兩種聚會皆由大衛．伯金斯（David	Perkins）監督。他

是教會「奮興青少年事工」（Desperation	Student	Ministries）的負責人，也是兩年一度的青少年大

會的主導者（每屆人數約七千五百名至一萬名青少年）。此外，現在也有了青少年事工負責人的禱

告高峰會；兩百位服事青少年的傳道人齊聚一堂禱告、對談；還有「奮興領導學苑」（Desperation	

Leadership	Academy），這個「實行計劃」讓大專生操練每日靈修；除此之外，每週加上至少十六

個鐘頭的禱告時間。

伯金斯於2000年來到新生命教會；當時36歲的他這樣說：「之所以想到新生命教會，是因為

這是一個以禱告著稱的教會。」賀格在時，伯金斯建立了一系列以禱告為核心的事工，以教導、

鼓勵、操練禱告。不論是醜聞與槍殺事件之前或之後，比起其他事工，這些更是顯得歷久不衰。

伯金斯想要繼續新生命教會過去充滿禱告的文化，這包括結合靈恩運動以及五旬節運動。「奮

興領導學苑」在世界禱告中心（World	Prayer	Center,	WPC，是新生命教會於1998年專為禱告用

途〔特別是代禱〕而起造的五萬平方英呎據點）。數年來，「世界禱告中心」有不少怪異、失焦或

過度的轉變，例如：將屬靈爭戰政治化，鼓勵代禱者從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進展，看見上帝回應

禱告的作為等。但伯金斯決心讓這裡成為單純禱告的殿，而非會議中心。

因「新生命」在規模上仍然是個巨型教會，要在這裡體現多元信仰與門徒訓練是相對容易的

事：如融入禮拜學儀式、重新審視信仰宣言、提升牧師團隊的素質並使之更加謙卑、有份於科泉

市最脆弱族群的需要、有靈恩色彩的禱告與敬拜等。她一直都是個大帳幕，但現在不再只屬於個

人單一的「品牌」；在這個帳幕之下，形成了表達二十一世紀多樣順服基督方式的空間。

▌世界禱告中心（攝影：David Shan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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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信仰表達途徑，不只是個別偏好；它們各有其成立的骨幹與體質，以及核心的委身意

涵。有時，這個牧者委身的方式與另一個牧者有所不同，當中當然會有張力，例如，在傳統禮拜

學與神學理論中尋求原則的領袖，與一脈沿襲新生命教會靈恩習性的領袖之間的張力。援用傳統

基督教敬拜有些棘手，因其本身就不太認同如今大行其道的高分貝敬拜方式。然而，不論在同工

會、用餐時，甚至是推特上，牧者們都把握機會，敞開溝通。

這個夏天的一個主日敬拜，聖餐站沿著新生命教會的大會堂後部陳設，會眾等待他們的杯和

餅。敬拜樂團預備樂器，接著，鍵盤手彈出的序樂為禮拜揭開序幕。敬拜主領 Jon	Egan走向麥克

風，鼓勵眾人跟著唱和、專注，讓自己投入禮拜中，「我們在這裡不是為了取悅任何人」，他說。	✤

附註

1.  本文作者替賀格捉刀了一本名為The Jerusalem Diet（直譯：《耶路撒冷飲食》）的書，內容關於如何健康地節食。本書於2005年

12月由WaterBrook Press出版。

2.  此小說於本文發表時暫名The Impastor（意譯為：《冒牌牧者》），後來由Zondervan（美國一家福音派出版社）出版，書名定為

The Almost True Story of Ryan Fisher。

3.  公元四世紀，教會就曾經規範崇拜禮儀和音樂禮儀，設立以耶穌基督福音事件（將臨、降生、行跡、受難、復活、升天、再

來）為核心框架的教會年曆（Ihe Liturgical Calendar），系統規劃每年教會主日、教會節日禮儀主題，並規定一年中不同教會節

日應詠唱的聖詩。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引導信徒更加全面地聆聽並且遵行神的話語，緊守他們與神所立的新約，以避免

聖經中某些重要的真理信息在信徒生命和思想中被忽略和遺漏，導致信徒對神認知的欠缺。（資料來源：http://www.jdjcm.com/

html/2012092057702574026.html）

波頓．達德（Patton Dodd）

Patton	Dodd	是On	Faith雜誌的總編輯，著有2013年暢銷書

The	Tebow	Mystique，該書由Patheos	Press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