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事工的落實

          兩三年前長老會認真思想少年事工的問題，

也開辦了一個研討會，讓所有長老及傳道人同心

思索青少年人的福音工作，那時大家都很有異象

，且在不久之後，很多堂會相繼成立少年崇拜，

筆者看見少年事工真是教會一個新的福音動力。 

數月前，長老會再提出一系列關於少年工作的問

題，其中包括如何認識及牧養新一代的少年人，

特別是如何牧養第二代的信徒，少年崇拜的實際

事奉模式應怎樣等等。月報編輯組的牧養小組，

將會邀請不同肢體編寫一系列專文，探討這方面

的問題。

I. 沙埔鞍上南屯區的新福音動力

       筆者最近發現一件事很感謝神。就是沙埔鞍

上南屯區整區的聚會人數有很大的增長。由五年

前的七百多人增長到今天的一千四百多人，在五

年內剛好是增長一倍了。 原因當然有很多。例如:

a. 我們這區有近十位宣教士，是非常重視宣教

    工作的區會。 

b. 我們五間堂會都能因應時代改變和堂會的情

況，作出不同程度的適應和調校，使事工有

更好的開展。例如上平開設初信崇拜及週六

的少年崇拜，南屯平著重主日崇拜後的小組

查經等等，這些事工都有很好的果效。 

c. 五間堂會都很重視少年的福音工作。五間堂

會都有不同程度的學校福音工作，南屯平及

鞍平在中學內服事少年人，上平也進軍附近

一所中學的福音工作，沙平及埔平也著力學

生福音工作。 我們五間堂會都特別為少年事

工擺上不少的人力資源，各有專職同工(福音

同工或傳道同工)負責少年人的福音工作和少

年崇拜。五間堂會同時都有一至兩個少年崇

拜。過去五年的七百多人增長中，其中近半

是青少年人，可見青少年事工確是一股新的

福音動力!

II. 少年崇拜的模式

      近年很多在福音戰線上工作的人，發現宣教士

昔日在跨文化的福音事工上學到的功課，今天在

本土福音工作上也很有用處。因為時代急速轉變

，現今教會植堂和推展事工的方法，常要因著面

對的群體的特色，而需要作出調校。例如面對一

群成績很好的大專學生是不同於一群家庭破碎，

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的學生。又如網絡世界對人的

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今天我們思想少年事

工的策略和模式時，有需要醒覺自己是半個宣教

士，不能事事照搬成人崇拜的做法。這些包括領

詩，音樂，聚會模式，問題處理，紀律，講道及

信息……等等。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既合乎聖經，

又不失教會的重點，但又能適切少年人的策略模

式。

        筆者在南屯平事奉的掙扎，是如何帶領少年

人，使他們在各方面都有好的成長，包括身、心

、靈的成長(路二:52)，因為屯門區有不少青少年

問題？我們嘗試一個稱為「少年三文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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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腳蹤
  老師，我需要......
  

「你需要甚麼？」老師，您問得好，我需要

我的需要被了解、看重。我需自覺我的需要，我

需要主常提醒我缺少哪些。我認得好幾位同路人

，恩賜多，心志強，就是接受不了意見，接受不

了自己犯罪或軟弱，反而攻擊知道他軟弱的人。

我需要對聖靈提醒的敏銳，需要主常給我謙卑的

心。驕傲的人容易成為撒旦的爪牙。

我需要學會面對曾犯罪的己、軟弱的己。這

裡過去忽略道德教育，倫理道德問題嚴重，近年

才容許提倡謙恭誠信。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斯主

義裡的人道思想也不提了，最多人關心的是個人

的權力和利益。人愈來愈自我膨脹，有人說，這

裡需要一位屬靈強人領導這一片教會。不錯，這

裡山頭林立，問題是某些頭羊太強、自以為是，

容不下異己的意見，甚至視憑愛心說誠實話的人

為仇敵。

我以前曾犯罪，信主學習事奉後，仍常常軟

弱，又常被人控告從前曾犯罪。多謝老師的接納

，教導我們總要相信神的話：真信主的，就是對

己罪敏感的人，這些人肯接受聖靈的責備；主耶

穌喜歡虛心的人；犯了罪就要認罪，信實公義的

神必赦免認罪者的罪，不再記他一切的不義（約

壹1：9），再被控告是撒但的作為。

我需要學會接納我的同工。我常想起同工的

不是。多謝老師的教導：總要遵祂而行。聖經說

凡事謝恩，不是說凡事論斷，主耶穌不喜歡論斷

。詩篇66：18說：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不管是誰

的罪，你的，我的，他的），主必不聽。其實我

最需要同工的認同，能與他們坦誠相交，敢向同

工訴說心裡話。啊，對了，原來同工跟我不熟，

互相不信任，是因為我心底裡不接納他，常想起

提起他的不是，我注重罪孽，難怪主耶穌不聽我

的禱告。

我需要愛讀、會讀神的話。很奇怪，一讀聖經就

打盹了。我是事奉主的，這怎麼可以？多謝老師

，教我讀神的話，又聽我說心裡話。

還嫌不足，竟惡意詆毀中傷他們，要叫他們遺

臭萬年。

百基拉的文章寫得非常活潑生動，常引用

聖經支持他的講論。他並不反對基督徒閱讀其

他經書，因此有人詆毀他，指他把偽經也納入

聖經之內，其實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也主張平

信徒和婦女們都可以在聚會中分享．他又解釋

，為何他反對與玩世不恭的人一同守聖餐。他

不爭議諸如三位一體這一類神學問題．他認為

，只要認識在「基督」裡，可以藉著「聖靈」

得著那位「獨一的真神」就夠了。他教導人說

：救贖的目的，是叫人轉回歸向神．所以人必

須極力遠離世俗，否則與神的交通就受到阻礙

。他反對「聖品人」階級觀念，他認為每一個

平信徒都可以接受聖靈的恩賜。他強調每一個

人都必須要有信心，和信心的行動。有了信心

，好行為就隨之而產生。因為有了新生命之後

，信徒裡頭就會有行善的德性。他又認為，人

的靈以聖經為糧，只要虔讀，人就能從聖經中

發掘出蘊藏的啟示．而且聖經不是為人的知識

而寫，乃是為教導所有聖徒都必須全然成聖而

寫。

就以上這些教訓，勢必對當時自稱為聖品

人的主教們，構成威脅。他們自稱是「使徒的

傳人」，享有祭司的特權．現今百基拉主張平

信徒也可以從聖靈得著恩賜，又可以從聖經得

著啟示，就大大搖動主教們的權力地位。這是

百基拉教派被殺害的主因之一。但百基拉教派

的追隨者，卻變成地下活動，將他們的信仰保

存一段相當的日子。

吳主光



專欄文章
本欄將刊出一系列文章，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顯

先生的妻子所翻譯的「走天路的教會」（「弟兄

會」背境的教會歷史書）．寫作此系列文章之目

的，乃為追溯我們平安福音堂的歷史根源，以確

定我們的教會路線。 

我們的「歷史」根源――（５）

弟兄會早期的「百基拉派」

一般人都注意到，馬丁路得怎樣從天主教

改革出來，建成「信義宗教會」（包括信義會

、路得會、崇真會、禮賢會、巴色會）；加爾

文和慈運理怎樣改革，建立「長老會」；英國

的天主教教會，怎樣因為英國皇帝與天主教教

皇不和，而與歐洲天主教斷絕關係，改成「聖

公會」；聖公會的衛斯理約翰，又怎樣熱心佈

道，而建立循道衛理公會；又從循道衛理公會

中，有部份偏激的教會，怎樣追求靈恩經驗而

變成「靈恩派教會」…。很少人注意到，威克

理夫、馬丁路德、加爾文、衛斯理約翰…等主

流教會的屬靈偉人，都是因為受到「弟兄會」

的信仰影響，而信主得救，或脫離天主教的。

「弟兄會」原是一群沒有有形組織、沒有創辦

人、沒有總部、沒有人為教條教義、在社會上

沒有甚麼地位、在歷史上沒有甚麼政治勢力…

…的基督徒。他們在歷史上不斷出現，不約而

同地熱愛聖經、凡事以聖經為最高原則、只被

人欺負，從不欺負人；只被國教屠殺，從不加

入國教；每主日以「擘餅記念主」為聚會最主

要內容、彼此以「弟兄」稱呼、沒有金字塔式

職位…。至於他們的歷史根源，沒有任何文獻

有記載，但是根據逼迫他們的天主教法庭的記

錄，他們的歷史可以根查到初期教會。

要做這樣的根查工夫，實在不容易，因為

殺害他們的人，故意誣告他們許多惡行，將他

們的信仰歪曲、刪改，為要叫讀歷史的人，產

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們就是古代的「異端邪說

」。所以在搜集資料的時候，許多西方主流教

會的記錄都不能用。因此，研究歷史的人，要

從東歐的民族歷史中，搜查他們的資料。他們

發現，不少從第一二世紀流傳下來的資料，早

在「大公教會」漸漸變成「天主教」的時代，

亦即是古教父開始變質的時代，他們已經離開

「大公教會」，成為受逼害的「少數保守信仰

分子」。他們因為人數不太多，漸漸被人遺忘

和被孤立。

我們在上一期已經介紹過「孟他尼主義者

」 ， 「 諾 窪 天 教 派 」 ， 和 「 丟 奈 特 」 這 個 早

期信仰十分純正的聖徒。其實除了這些教派之

外，還有不少其他教派，例如「多納徒派」（

Donatists）也是主張節制自律，品格清高，行

為檢點的教派。在北非一帶地方，成為各教派

中，人數最多的教會。

此外第四世紀中葉，西班牙興起了「百基

拉派」（Prisci l l ian）。「百基拉」原是有錢

有地位，能言善辯的知識份子。信主後，熱心

鑽研聖經，過一個完全奉獻，克己遠離世俗的

生活。他雖為平信徒，卻常常講道，不久自建

聚會地方，吸引不少人加入。後來被立為阿維

勒（Avila）的主教。可是，當時許多天主教的

主教敵視他，尤其是路西坦尼亞城的赫德修斯

主教（Hydat ius）。主後380年，赫德修斯主

教在一次會議中控告百基拉為諾斯底派異端，

但得不到會議通過。到羅馬皇帝被人纂位之後

，赫德修斯主教拉攏多個西班牙主教，於384

年再度控告百基拉行邪術，和有傷風化的行為

，結果會議將百基拉斬首示眾。雖然有馬丁主

教，和安波羅斯主教起來維護百基拉，仍然無

效．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公開迫害基督徒的事例

，以後各地就爭相效尤了。後來，到羅馬皇帝

倒台之後，百基拉和他的同人才得以平反，且

被奉為烈士。但一百七十六年之後，天主教會

議又再一次定百基拉教派為異端，並記錄於歷

史中，為主流教會所認同。

其實百基拉教派信仰非常純正，只可惜他

的著作都被天主教燒毀，或失傳了。不過，感

謝主，1886年，有人在武殊堡大學（Wurzburg

）的圖書館裡，發現了十一篇百基拉的著作，

藏在一本珍貴的安色爾字體手稿內，一直未被

人發現。可能這是現存已知的最古老拉丁文手

稿。這十一篇短文，有四篇詳細記載當時他受

審的經過，有七篇是他的著述。從這些短文可

見，主流教會評擊百基拉的記錄並不正確。其

實他的為人十分敬虔，教訓亦無懈可擊。他和

與他一同聚會的人，都是真誠忠心跟隨主基督

的信徒。只是天主教把他們殺害，充公家業，

，讓大家一同思想。 「三文治」如下: 先是少年

崇拜，接著是小組聚會，最後是活動。 少年崇拜

非常重視講道，每次講道約半小時，使少年人得

到適當的聖經教導。接著是小組聚會，用小組使

他們可以學習彼此相交，代禱及有時候為高班的

同學安排專題講座。最後是他們最喜歡的打波活

動，雖然大部份堂會都沒有球場，但我覺得一張

乒乓球桌一副康樂棋，甚至捉波子棋也可以使他

們非常投入及建立歸屬感。 

       由於我們的理念仿似開荒建立少年教會，我

們盼望少年人的教會有優良的敬拜，有良好的相

交系統，良好的傳福音系統，及有良好的造就培

訓系統，使他們可以學習事奉及接受培訓成長。 

我們計劃高班的少年人可以幫助牧養初班的少年

人。我們在暑期推出過領袖培訓，最近還推出少

年聖經班，讓少年人可以學習聖經，作更深的追

求。盼望使他們由貪玩叫悶的孩子變成事奉者。

III. 向少年人講道的建議

      很多同工都感覺到這一代少年人很難靜下來聽

自己講道，一開口就叫悶。筆者由於篇幅所限，

在此略作幾點建議，盼望日後有更多同工分享他

們的經驗。 

1. 我們所講的信息若切合少年人的需要，他們是

很有反應和願意傾聽的。所以必須關心少年人的

需要，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2. 要多用聖經的事跡( 襯 的經文)，把聖經講得活

活的。

3. 可以多用見証及真人真事，以激發他們學習這

    些榜樣，讓他們感到信仰的大能和真實性。

4. 我們也著重把信仰活出來，藉著提出不同的處

境，使他們反省如何實行聖經。

5. 我們要留意少年人世界裏面的事物和關注，以

他們的言語來與他們溝通。這方面是最難做的

，因為要熟識他們，才容易知道。

6. 至於技巧方面，少年人很喜歡幽默的溝通方法

，所以不要把聖經講得呆板板。

7. 表達也可以是圖象化的表達，還可以加入戲劇

化的表達，讓講道加入色彩。

8. 互動很重要，我們可以用答問方式，舉手選擇

方式來加強他們的參與及互動。

9. 除了講道外，我們還可以加入角色扮演，戲劇

及唱歌等不同形式的表達方式。

關於少年事工的其他題目，遲些再有文章討論。

蔡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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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堂消息及報告

  聯堂消息及報告(2004年12月)
1. 聯堂祈禱會訂於12月11日早上8:30-10:00假界

限街堂舉行。主題是「事奉人員的追求與訓
練」。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守望。

2. 《2005平安年報》將於1月9日（第2主日）
派發，截稿日期為2004年 12月28日（星期二
）。稿例如下：

各堂篇幅2頁（A5size），內容包括：(1) "牧
者心聲" 或 "回顧及前瞻"；(2) 2004年大事小
記；(3) 2004年聚會人數、受浸、收支統計
；(4) 2005年教會行事扼要。

其他單位（包括各區委、牧職神學院、短宣
中心、禮拜二聚會、幼稚園、大專佈道隊等
）1頁作總結滙報。

稿件請電郵往：citiprin@hk.super.net。

1月月報（網上版及印刷版），照常運作。

3. 聯堂長老交通會將於12月17日晚上7:30假界
限街堂舉行。請各與會者預留時間出席。

4. 聯堂大專佈道隊舉辦「聯校佈道會2005」，

請踴躍領人赴會。
　　主題：誰掌公義？－如若有神，為何會有苦
                   難與罪惡呢？
　　日期：2005年2月18日（週五）
　　時間：7:30 – 9:30pm (祈禱會6:45pm)
　　地點：旺角平安福音堂（旺角道2號A琪恆
                   中心4樓）
　　講員：劉克華弟兄（富山平安福音堂長老）
　　內容：詩歌、講道及分組陪談
　　對象：大專生、預科生及青少年朋友
　　查詢：97248127 / wmleung@hkpec.org

華恩基金會：(http://www.gratia.org.hk/。)

步行籌款跟進 ―

1. 各完成步行朋友，請最遲於12月18日將贊助
表正頁及募得款項以支票(支票抬頭「華恩基
金會有限公司」) 或銀行入數存根(匯豐銀行
戶口 : 127-164697-001)寄回本會(沙田小瀝源
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七樓)。
 各堂如有空白的贊助表亦請盡快交回本
會，以避免誤用。

牧職神學院：www.hkcmi.edu

一. 學院消息

1.新學期開始

同學們經過第一學期的學習，將會有幾天時間

休息；新學期將會於１２月３日開課，屆時會

恭請浸神院長江耀全博士主講開學培靈會，期

望同學們經過幾天的休息後可以有新的開始。

2.感謝主的供應

上月前呼籲急徵大型雪櫃一事，現已獲一肢體

送贈，亦為肢體們對學院的關懷及愛心感謝主

。

3.學院不敷

本院累積不敷達一百萬元之多，主因是有為數

不少的貸款需要清還，敬請各主內肢體代禱及

奉獻支持聖工。

二. 營會及課程

1.  2005年1月7日　獻身日營

時間：早上9:00  – 下午4:30

地點：牧職神學院

對象：探索或考慮全職事奉、有意接受神學裝備

            的信徒

內容：體驗神學生的生活，一同上課、早會、午

            膳，參觀校舍及宿舍，並有課程介紹、獻

            身座談等。

報名查詢：26507181（黃艷影姑娘）

2.  2005婚前輔導日營

日期：2005年2月18-20日（18日週五晚、19日

                週六全日及20日週日下午)

地點：牧職神學院

講員：李穎蓮教士（本院學生生活指導，道學

            碩士主修輔導）陳梁頌玲女士（本院輔

            導及講師，英國輔導學碩士）吳梓江醫

            生（香港執業醫生，香港中大學內外全

             科醫學士，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 特約講員

內容：聖經中的婚姻觀、婚前輔導的重要性、

            性格的互補與分歧、成長背景與婚姻期

            望、男女之別、溝通要訣、家庭計劃 

           、姻親關係、新婚適應

形式：專題講座、習作、分享討論、個案研討及       

            難題解答

名額：30對準備在一年內結婚的已受洗弟兄姊妹

費用：每對HK$1,500（包括T-J TA性向測驗費用

           及營後約見講解）

報名查詢：26529133（黃智生先生）

3. 其他課程

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課程 講員 日期 地點

週 一 晚

7:30-9:30
家庭歷史的認識 陳梁頌玲 3/1 - 14/2 荃平

週 二 晚

7:30-9:30

舊約選民的屬靈

操練

李穎蓮

教士

4/1 – 22/2(8/2休

息)
太平

週 四 晚

7:30-9:30

聖經教師訓練 – 

以猶大書為例

黎錫華

牧師

30/1217/2(10/2休

息)
界平

姊妹證書（聖經）
課程 講員 日期 地點

週四

上午9:10-10:10

舊約中的屬

靈操練

李穎蓮

教士
9/12-6/1 本院

週一

上午9:10-10:10

約書亞記

豐盛與安息

黎錫華

牧師
13/12-10/1 本院

週四

上午9:10-10:10

羅馬書之救

贖與成聖

謝曾惠芳

姊妹
20/1-24/2(10/2休息) 本院

週一

上午9:10-10:10

士師記之靈

性幽谷

黎錫華

牧師
24/1-28/2(7/2休息) 本院

有關營會、體驗團及課程之詳情，請參閱院網頁

報名查詢：26529133（黃智生弟兄）

三. 政財報吉

月份常費收支表（至29/1１/2004）

本月總收入 520,970.91
本月總支出 517,264.68
本月盈餘 3,706.23
上期不敷 (161,039.95)
累積不敷 (157,333.72)

待還肢體免息貸款$640,000.00

其他消息......
富山社區服務中心

 1. 聖誕合家歡綜藝晚會於12月24日假中心舉行，內容
包括詩歌獻唱、信息分享、兒童綜藝表演…歡迎

一家大小參加。

              聖誕同樂日於12月29日假上水展能運動村舉行，

內容包括集體遊戲及球類活動，歡迎家庭參加。 

宣教園地

 荃葵屯青涌海區

1.  宣教士黃少娟姊妹(小太陽)已結束中亞洲之事奉，
將於十二月中回港，感謝神過去使用姊妹。由於

OM差會計劃05年初安排黃少娟姊妹到臺灣辦公室
事奉，本區及教會經多次交通未能認同，故黃少

娟姊妹於本年十二月之中亞洲事奉結束後，本區

及教會與OM差會在差派黃少娟姊妹之合作上亦告

中止。禱告求主引領。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網頁：http://www.hkstm.org.hk 
電郵：info@hkstm.org.hk
 

1. 一年一度「海外華人福音需要及見證分享會」

於12月7日(二)晚7:30-9:30假香港短宣中心舉
行，由國際短宣使團及香港短宣中心合辦，內

容：短宣校友沈美娟宣教士分享：由本土短宣

到跨文化長宣、影音匯報各隊短宣隊事奉、西

馬及南非短宣隊差遣、按工場分組代禱等，誠

邀弟兄姊妹出席。

2. 12月14日 (二 )下午1:10-1:45(午膳時間，短宣
中心舉行 )午間福音聚會：「每天快樂的秘訣
」 (由余德淳先生分享如何可以每天快樂地工
作和生活 )，特別歡迎在小瀝源區工作的弟兄
姊妹邀請未信主的同事一起出席。歡迎來電報

名，可代訂飯盒。

3. 第1 9屆聖誕短宣體驗日營，將於2 0 0 4年1 2月
24日 (五 )至27日 (一 )舉行，佈道地區為新界上
水及粉嶺區，佈道形式：街頭、公園、食肆、

交通工具、報佳音、福音探訪、佈道會、福音

嘉年華等。歡迎16歲或以上清楚得救及有心志
傳福音者參加。費用HK$500。截止報名日期
：12月15日(三)

4. 中心安裝「福音屏幕」，中心站在福音戰線的前
方，經多方考慮，決定在中心辦事處兩幅大玻璃

窗上安裝「福音屏幕」，這褔屏幕將面向人流較

多的小瀝源「馬鐵」車站、巴士總站，我們會透

過這屏幕發送福音的句子及信息，以見證基督、

高舉十架福音為主，預算經費為港幣68,000，目前

收到專款奉獻港幣4萬多元，盼有心肢體繼續大力

支持，以便能早日施工。

5. 國宣外地短宣隊消息：
     A .2005年1月份西班牙短隊招募隊員 (21 /1五

-31 /1 /05一，11天 )，領隊：馬國棟牧師。
工場：與馬德里中國教會 (宣道會 )合作，
建立當地信徒及領人歸主。請有心體驗歐

洲華人宣教工作的肢體，儘早報名參加，

12月中截止報名。
B . 請 記 念 聖 誕 西 馬 短 宣 隊 ( 2 1 / 1 2 二
至 2 8 / 1 2 / 2 0 0 4 二 ， 8 天 ) ， 隊 員 中
三 位 為 長 青 進 深 班 學 員 ， 為 他

們 有 足 夠 精 神 體 力 事 奉 代 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