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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引言

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結果，年青

人逐漸離開教會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就以

筆者所事奉的小型堂會為例，教會大禮堂

內掛著不同組別名牌，而少年團與初職小

組名單中的24人，有8位已甚少參與主日崇拜或小

組生活。這三分之一的流失率也使我大吃一驚！正

因身處於充滿挑戰和複雜的廿一世紀，堂會的領袖

更需要洞悉當代教會環境和社會思潮，明白年青一代

的困難，從而製訂一個長遠並有效的牧養年青人的計劃，

好叫教會傳承使命，廣傳福音。

年青人所置身的世界

近期，在《基督教週報》閱讀了兩篇有關年青人離開教會的文

章，戴浩輝牧師借用班拿研究(Barna Research)的分析，指出有六個主

因，包括：(1) 教會過度保護年青人；(2) 年青人信仰膚淺，對真理沒

有興趣；(3) 年青人抗拒權威與家長式管治；(4) 教會沒有好好回應年

青人所關注的議題；(5) 年青人對基督教持不開放與不包容的態度感

到不滿；(6) 對異教者不友善也阻礙年青人參與教會。

幾年前，胡志偉牧師以「好、大、喜、功」來形容香港教會的景

況，年青信徒則受著這四方面的衝擊。首先，不少信徒「好」術厭

道，盲目地追求時下盛行的技巧，而不願意用時間研讀聖經或參與

主日學。現今信徒的核心價值不再以真道為本，導致他們處於屬靈

荒涼的狀況。其次，不少堂會「大」事發展，以新穎方式吸引群眾

赴會、滿足信徒訴求和提供全面服務。第三，當堂會為了設法滿足

當代年青信徒的牧養
挑戰與宣教出路
楊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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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需要，教會逐漸成為消費主義(Consumerism)

式的商業機構。正因現代香港人傾向享樂，教會鼓

吹消費主義的結果是年青信徒抱著獲取、佔有與消

耗的心態進入教會，愈來愈「喜」愛自我。只追求

優質與便利服務而加入堂會的年青信徒，他們與教

會的關係是功利式的，而信仰也變得個人化、失去

群體性。最後，在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掛帥下，

教會逐漸變得事工化、專業化與專門化。身處於講

求效率與回報、管理與業績的社會，教會活動便以

「功」能為主導。教會過去強調的是信徒的品格與

忠心，今天即以效果來衡量生命的優與劣。當年青

信徒成為不折不扣的僱工，又得不到適切的牧養，

他們便在講求「術」而非「道」的環境下離開教

會，尋覓他們理想的新天地。（全文原刊登於《教

牧與領導》第五十六期，2008年10月）

當然，後現代思潮深深地影響年青信徒的價

值觀。相對於啟蒙時期的科學主義，後現代主義

抱著反傳統傾向，主要倡議一切都是相對的，即

沒有固定和可參照的依據，並以批判的姿勢否定

上帝的存在。換句話說，後現代處境強調經驗與

感覺。明顯地，相對主義既懷疑又挑戰傳統與權

威，正面地衝擊著聖經的絕對真理，淡化基督的救

贖福音，以及拒絕信仰的道德標準。余達心牧師

稱這極度高舉個人主義(Egotistical Individualism)和

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的現象為「自戀主義」

(Narcissism)，而現今世代正影響年青信徒以宗教

和道德作為日常生活原則。除了後現代主義，網絡

世界、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物質主義、實用主

義(Pragmatism)、多元主義(Pluralism)和世俗主義

(Secularism)也衝擊著現今教會傳統。以顧客至上和

以人為本的思潮正侵蝕及拆毀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人來到教會不再是認識與委身上帝，而是渴求從教

會裏得著注意與肯定。

年青人所需要的牧養

一切人的問題都是靈性的問題。按創世記一至

三章，神的創造為要讓人以神為樂，與祂同行，並

履行神所頒布的文化使命(Creation Mandate，創一

28)。但當人不再以神為神，不再以神為至寶，不將

榮耀歸給祂時，人便陷在罪中，內心從此處於永不

滿足的狀況。由此來看，年青信徒離開教會只是一

個現象，重要的是他們與神的關係已經逐漸疏離。

按聖經教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模式和行事為

人，直接連繫於我們與神的關係(弗四1；腓一27；

西一9-11)。神以父親的形象關心我們，而祂因我

們的順服得著喜悅，但卻因我們的不順服感到憂

傷。論及與神的關係，我們可從靜態(static)與動態

(dynamic)兩個層面作思考。靜態方面，我們要確

信我們的屬靈身份——作為神的兒女——是永遠不

變的。昔日當我們認罪悔改，與神聯合，不論我

們現今如何反叛、拒絕神、不與神說話，甚至離家

出走，我們仍是神的兒女。祂對我們的愛是堅定和

不變的，而我們毋須懷疑神委身的愛。但動態的關

係就截然不同了。當我們與神接觸與互動，我們因

順服在耶穌基督裏而得著無限滿足，進入親密的關

係；但也可因慣性的犯罪而失去與神契合，導致關

係淡薄。若我們尋求討神喜悅，即我們喜愛他所喜

愛的，我們與神相交是豐富的；但若我們尋求討自

己喜悅，當中犧牲了討祂喜悅，我們與神相交是枯

燥的。對於順從真理，保羅常專注於動態層面來

討神喜悅(羅十四18；林後五9；弗五8-10；帖前四

1)，而討神喜悅直接與年青信徒是否參與神的大使

命有著莫大關連。當年青信徒向罪說「不」，向義

說「是」，神因他們順從真理感到歡樂(太二十五

21、23)，而神得歡樂就成為他們追求參與文化與

宣教使命的動力。

若要建立年青信徒有著以神為樂和討神喜悅

的心，堂會的教牧與導師可思考三方面的實踐：

(1) 坦誠溝通——學習以開放和真誠的心去聆聽年

青人的見解，然後才分享我們的看法。同時，牧者

可分享個人的生命經歷，包括神怎樣使用軟弱與破

碎的我。這互動交流的溝通模式正切合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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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堂會文化。(2) 互相欣賞——良好的人際關

係是刻意培育出來的，而其中一個營造正面的屬靈

氣氛是讚賞。當眼見年青人做得好時，就要在公開

場合肯定他們的付出與成就。若在堂會裡取得接納

與鼓勵，他們必在尊重、信任和欣賞下追求真理。

(3) 生命交流——筆者所服侍的青少年團每季總有

一至兩次聯誼活動，從中營造相親相愛的關係。這

些「交心」活動能增進情誼和默契，有助減低彼此

的心理防衛。事實上，以上三個實踐行動使他們知

道一件事，就是教牧與導師首要所關心的是人與真

理，而不是事工與活動。透過亦師亦友、生命影響

生命的互信關係，年青信徒能以開放的心去聆聽及

接受真理教導，特別有關神的普世救贖計劃。針對

他們處境和靈程狀況，教牧和導師可給予遠景、引

導方向，幫助他們找到上帝和了解自己，辨別神在

他們身上的宣教心意。

小結

總的來說，隨著社會急速發展與大型教會冒

起，牧養當代年青信徒確實遇上相當的挑戰。面對

流失實況，堂會的教牧與領袖應重拾已經失落的神

聖呼召，就是以宣講真理和訓練門徒為堂會的核心

價值。惟有具備敏銳的觸覺來認識現今的文化，並

按聖經的原則行事，堂會才能活出教會本質，適切

地牧養年青信徒，推動他們踏上榮耀基督的宣教旅

程。

(作者為香港宣道會柴灣堂主任牧師)

大使命中心與十多個機構一同合辦香

港每年一度的「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

會」，本年於5月27日及6月3日晚上

分別在港島區和九龍區舉行，並在6

月4日上午有一個工作坊，歡迎報名參

加。

香港2016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

《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中文手冊：

加拿大聯絡處：tor30days@yahoo.ca 

美國聯絡處：praying30days@gmail.com
東南亞聯絡處：30days.se.asia@gmail.com
香港聯絡處：hk30days@gmail.com
台灣：校園出版社,  www.campus.org.tw, 

電話：886-02-2918-2460

以禱告為穆斯林的歸信預備道路
2016年6月6 日至7月5日

 (伊斯蘭齋戒月)

請將個人資料電郵至：

p4mp4m@gmail.com報名

　　昔日，以色列人被擄巴比倫，那地被
異教徒霸佔並接管，神將以色列人交給外
邦人作俘虜。不但如此，聖殿被焚燒，耶
路撒冷的牆被毀。耶利米看見這一切，坐
在錫安山頂，俯視耶路撒冷就痛哭。他同
胞中所有尊貴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只
剩下民中最貧窮的人看守那地。如耶利米
所預言，神保證這悲慘光景持續七十年。之
後，他們重回耶路撒冷及建造城牆。

　　今日我們看見由於戰亂和不穩局勢，
已有超過400萬的敍利亞難民逃往別國，
尋求庇護。有不少家庭各散東西，有的仍

留在本國、有的逃往歐洲；就像昔日猶太
人被擄一樣，但他們仍可保持他們傳統敬
拜的地方，彼此凝聚，互相在主裏彼此建
立支持，讓神話語成為他們生命的動力。

　　今日不少中東難民逃往異國，似乎失
去了他們的身份，他們被迫採納別國的食
物、文化和價值觀等。但願他們可以凝聚一
起，盼望他日可以與家人重聚。希望那些
逃離戰火的名義基督徒，在別國受到其他
基督徒感染，有機會認識福音，重尋自己
的身份和生命價值。

代禱事項：
1. 祈求主讓過往的掛名基督徒，可以在別

國中，讓主耶穌再次掌管他們的生命。

2. 祈求主讓敍利亞基督徒難民可化解寃
仇，帶領其他穆民難民信主。

難民身份的重尋（二）

  基督徒
難民身份的重尋（二）

  基督徒

第5天

　　面對110萬難民潮的德國，政府與教會
都撥款資助難民救援計劃。教會願意伸出援
手，提供食物、衣服、棲身之所。藉著關懷
、服侍，將福音帶給他們。

　　在德國社會中，有不少人懼怕被伊斯蘭
化，現在德國已有450萬穆斯林。另一邊廂
，當地穆斯林卻懼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因為
穆斯林認為他們若失去信仰，就等於失去自
己的身份和失去一切。「若說歐洲築起邊界
只是了維持基督教化，實在是錯得離譜。教
會是要抗拒恐懼，而不是製造恐懼，種族主
義絕不容於基督教思想中 — 基督徒的愛是
無界限的。」(Rev. Hans-Martin Gloel)

　　一位不具名的牧師，曾幫助敘利亞荷
姆斯上百個家庭。他說：「我看到好幾千
人逃到歐洲，我呼籲歐洲教會幫助這些難
民。難民看到基督教國家願意幫助他們，
但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或卡達地區卻不
願意，他們開始對伊斯蘭教反感。現在就
是向穆民難民展現基督信仰的時候了。
如果歐洲教會不能支持難民，20年後，穆
民難民就會摧毀歐洲。」這位牧師深信，歐
洲教會應該把握機會，歡迎成千上萬的穆斯
林。」【錄自　中東難民湧入　歐洲教會契
機（國度復興報  2015-09-29）】

代禱事項：
1. 求主讓歐洲教會能成為難民的鄰舍，脫

離種族主義，發輝基督愛萬民的精神。

2. 求主憐憫歐洲教會，不要只顧自保、
教會內的彼此相愛，除去那份懼怕教
會被穆民難民入侵的恐懼，更願意去
關心難民的需要。

坐言起行（一）

  教會回應
坐言起行（一）

  教會回應

第6天

　　1992年，聯合國的【酷刑公約】適用
範圍擴展到香港。依照公約，港府會將無
法確立聲請的人士遣送離境，酷刑聲請獲
確立後，則會被遣送到不會遭受酷刑危險，
而他們又會被接受的地區。在等候期間，
由於他們沒有身份證明，因此不能工作，
虛度光陰。

　　香港特區政府支持難民撥款於2014年
已增至逾五億港元，似乎當局為難民付出不
少，但仍不足夠。正如受社署委託，每月
向在港的酷刑聲請者、難民和尋求庇護人
士提供1,500元租金援助及1,200元的食物
援助的非政府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

社」，作為人道支持，但在百物騰貴的香港
，補助明顯不足。

　　請問你有否考慮與難民成為朋友嗎？
教會和弟兄姊妹可以在以下幾方面，認識
和接受裝備：一、認識及學習本地穆斯林
難民群體的語言和文化。二、幫助信徒認
識伊斯蘭教信仰和護教學，尊重及接納他
們的身份及信仰。三、我們必須謙卑自己
，明白他們的難處，與他們同行。四、教
會和弟兄姊妹可以藉服侍難民的社會服務
機構或教會，接觸穆斯林難民。最後，我
們要明白與穆民難民做朋友及獲得他們信
任，是需要長線投資，至終是要讓他們從
我們身上，看見主耶穌基督！

代禱事項：
1. 求主幫助香港基督徒能感同身受地明白穆

民難民的需要，並願意去關懷穆民難民。

2. 求主感動香港基督徒能有主的心腸，回應
 主的呼召，進入穆民難民中間，為主得人。

坐言起行（二）

  香港基督徒回應
坐言起行（二）

  香港基督徒回應

第7天

工作坊
日期：2016年6月4日（六）
時間：上午10時
地點：尖沙咀
截止報名日期：
6月2日（四）

‧ 各聚會均需每人親自報名
‧ 報名請電郵至
   〈p4mp4m@gmail.com〉，
‧ 附上閣下的姓名、所屬教會、
 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 查詢：2398 1823
‧ 歡迎基督徒參加，必須報名，不設即場報名
‧ 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

‧ 各聚會均需每人親自報名
‧ 報名請電郵至
   〈p4mp4m@gmail.com〉，
‧ 附上閣下的姓名、所屬教會、
 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 查詢：2398 1823
‧ 歡迎基督徒參加，必須報名，不設即場報名
‧ 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

報名：

2016年七日循環代禱卡

祈禱會
日期：2016年6月3日（五）
時間：下午7時30分
地點：尖沙咀
截止報名日期：
6月2日（四）

2

祈禱會
日期：2016年5月27日（五）
時間：下午7時30分
地點：港島區
截止報名日期：
5月26日（四）

1
主辦單位
前線差會
大使命中心

國際主僕差會香港分會
恩光使團

海外基督使團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
SIM國際事工差會（香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差會

新生資源中心
香港環球福音會
非洲內地會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世界福音動員會

協辦單位
中華基督教會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

平安福音差會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香港宣道差會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浸信會差會
循理會香港議會
創啟事工有限公司
環球宣愛協會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