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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6 月 10 日的「教會的未來研討會」，給我帶來難忘的震撼，當

日在永光堂匯聚了超過 2000 名來自全港各堂會的牧者和青少年導師。大家

持着一個共同的信息，就是覺得青少年牧養十分重要，但缺乏長期委身的

牧者和導師 ─ 新一代的青少年牧養者在哪裏？

更嚴重的是，現今的青少年基督徒不一定上教會，我們正面臨一個全球

性的現象，就是教會青少年急遽地流失了 ─

．香港的人口分布，青少年（10至24歲）佔19 %。從不同的普查中，

自稱是基督徒的青少年約佔 15%，而定期去教會聚會的只佔青少年人口的

3%。身為香港的青少年工作者，這是一個令讓人痛心的數字。  

．著名傳道人薛華博士（Dr. Francis Schaeffer）早已宣告歐洲進入

「後基督教年代」，歐洲的教堂內難尋青少年的蹤影。

．美國的教會也呈現青少年流失的現象，遂特博士（Dr. Leonard 

Sweet）指出，後現代文化像海嘯般，將年輕的一代從教堂捲走了。

．北美一位華人牧者呼喊「為主贏回第二代」，因為北美華人教會未能

找到牧養下一代的方向，更難尋找牧養第二代的牧者。

．2007 年底，我參與了一個在新加坡舉行的「青少年事工研討會」。約

300 位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的牧者及導師出席，仍是一個呼聲：青

少年牧者及導師奇缺，華人教會失去第二代的青少年！

我在台灣、加拿大、美國及澳洲等地都親眼看見同樣的現象，教會找不

到牧養青少年的同工、教會留不住新一代的青少年。美國東岸一位華人牧

者告訴我，在那一區平均花七年時間才找到一位青少年牧者，而為數不少

的牧者，只任職兩年，便轉移牧養其他年紀的信徒。

若要探討教會青少年流失的現象，必須重新檢視及反省四個觀念 ─

教會觀、使命觀、末世觀，以及牧養觀。

牧
養
新
世
代

10

©2013 by Breakthrough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增長為本的教會觀 健康為本的教會觀 使命為本的教會觀

會眾是邀請者 會眾也是牧者 會眾是宣教者

着重會友決志、受洗，加
入教會

着重門徒訓練 生活以使命為中心

教會事工都有策略和計劃 成長活動是事工重點 為人增添權能

同工領導 隊工領導 強調個人使命

着意接觸未得救羣體，招
聚他們

着重接觸社區 透過教會，社區得更新、
釋放

教會不斷增加人數 重點培訓，以期內部小組
增長

教會要植堂、增長

講求會眾的劃一性 容許教會多元化 拼圖式

以羣體為焦點 以教會為中心 以神為中心

實踐大使命 實踐最大的誡命，就是愛
神愛人

實踐神的使命

教會：被揀選的身體

教會觀：今天，青少年眼中的教會是怎樣的組織或羣體？這是很值得思

考的問題。

近年有幾個焦點不同的教會觀出現；各有強處，亦有盲點，以下這個圖

表簡略地勾劃出幾種教會觀的特色：（參表 1.1）

表1.1　三種教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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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堂會對上述的教會觀各有不同的體會和偏重。

然而，青少年信徒對教會真實的觀感又如何呢？

香港青少年覺得不管哪種類型的教會，全都保守內向，着重人數增

長、購堂擴堂。堂會以活動及程序為中心，沒有做好個人關懷，忽視了信

徒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的挑戰和掙扎；重視堂會內部的健康、忽視社區及社

會的更新。教會是一個以行政維繫的組織，過於是一個以愛維繫的羣體，

傳福音似乎是惟一的使命、並不重視社會關懷，在教導上亦未能回應潮流

與文化的衝擊，以致信仰未能與生活結合。

斯托得牧師（Rev. John Stott）在最新的著作《心意更新的教會》（The 
Living Church: Convictions of a Lifelong Pastor）中強調，教會是一個以基

督為元首，且充滿生命力的羣體，一方面堅持《聖經》不變的真理，同時

回應瞬息萬變的文化挑戰；不單着重敬拜、佈道、門徒訓練及以愛相交，

更是全面裝備信徒，在世上成為光與鹽；在家庭、職場及社區中見證基督

榮耀神，帶來文化及社會的更新。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聖靈同在的靈宮；信徒是上帝揀選出來的族羣，

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因為三一神的愛，信徒同

氣連枝，在世間彰顯神的慈愛，更被差遣進入世界，為個人、家庭，以至

社區的更新，秉持《聖經》的教訓，按神的心意建立一個彰顯基督生命的

教會。

使命：指引方向

使命觀：一間堂會的使命觀，對方向及策略有很大的影響。華人教會一

直將焦點放在「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 19-

20）因此，不少堂會着重傳福音、擴張堂會，以及教會增長；相對於門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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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信徒教導和關懷的力度，便顯得不足夠。我們看見不少佈道會都在堂

會或校園內舉行，決志信主的青少年人數不算少，但願意留下、接受培育

的人卻不多。

一般堂會的使命觀有一個盲點，便是忽視了「原使命」（The First 

Commission）─「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 27-28）

青少年如何在不確定的後現代成為尊貴的男女、在家庭解體的年代建

立家庭、在價值及道德解構的世代養育下一代、在危機處處的地球上成為

好管家，都是急需處理的課題。三一真神是創造的主，教會不能忽視主的

託付，要承擔在世的文化使命，讓青少年看見教會信行合一。信仰不單關

乎永恆的天國，也是關乎神的國度及旨意行在地上，與如何在地上建立家

庭、在職場中重建文化、在地球村裏做個好管家及好公民。

教會的使命觀念會影響青少年的使命感和感召。倘若我們教導青少年

只是看重傳福音，他們很難將信仰與生活接軌。除了獻身做宣教士或傳道

人之外，他們還需要能進入世界，在家庭和職場中尋找到神的召喚，實踐

「大使命」和「原使命」。

全球教會都在問「教會將整全福音傳給全世界」是什麼意思？萊特博

士（Dr. Christopher Wright）強調要找到答案，倚靠真理的靈，明白全本

《聖經》。我們不能忽視舊約，不要忘記「原使命」，我們敬拜、事奉的三一

神，是新約描述的救世主，也是舊約顯示的創造主，祂賜給我們有福音使

命，也有文化使命。

末世：盼望的實踐

末世觀：進 入 21 世 紀， 叫 人 詫 異 的 是 全 球 各 地 為 數 不 少 的 青 少

年，都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悲觀和被動心態。西方心理學家稱之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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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悲觀」（learned pessimism），東歐神學家稱之為「承襲的被動」

（acquired passivity）。依我的觀察，香港青少年是「習慣性倚賴」（habitual 

dependency）─ 對父母、傭工、教師、社工及政府的長期倚賴。

21 世紀瀰漫着悲觀氣氛，經濟全球一體化帶來經濟騰飛，同時惡化貧

富懸殊；生物工程科技將人類生命延長，卻未能回應生命意義，基因工程

也帶來不少憂慮。文明衝突不再是理論，自「911」後，全球對恐怖主義

與強權主義的對抗充滿疑懼；「龍的世紀」竟然為世界強國帶來「威脅」的

恐懼及諸般的防範；數碼世代將世界的距離縮短，卻是將人際距離拉遠。

白基瀚博士（Dr. Hans Burki）觀察到人心正處於惶恐中的三種表現：抑鬱

（depression）、上癮（addiction）及被動（passivity）。

唐慕華博士（Dr. Marva Dawn）在《無望世界真盼望》（Unfettered 
hope: A Call to Faithful Living in an Affluent Society）中，探討科技社會如

何壓制我們，教會並沒有為「中心關注」而活，也沒有活出愛神愛鄰舍的

核心價值，不少人仍然未能戰勝死亡和絕望。她宣稱：「我惟一的盼望是那

終末性的盼望，現在神的國的特點是赦免，終有一天，上述衝突的消失將

會是神國的特點」。（《無望世界真盼望》，頁 263）

《聖經》中列舉一些信心的見證人物，他們未必在有生之年理想成真，

卻充滿盼望地走完人生的路：「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

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給他們預備了一座

城。」（來十一 16）

盼望的基礎是神的應許。應許能實踐出來，則是屬於將來，也是屬天

的；然而，神的應許在今天也有兌現的憑據。亞伯拉罕心懷屬天盼望，但

在地上也親眼看見子孫，得了神應許給他的迦南美地；約書亞仰望神永恆

的國度，也親自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所羅巴伯、以斯拉、尼希米

等為着神的國和殿宇盡心竭力，同時在地上重建聖殿、聖城和聖約之民。

神應許的「新天新地」是將來的、是屬天的（賽六十六 22-24；啟

二十一 1-5），但「新天新地」未實現前，人仍靠着主的恩典，一睹神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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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實現人間，仍然在地上會有新城的出現（賽六十五 17-25）。

我們深信主耶穌再來的應許必定會實現，在祂再來之前，天國的福音會

被傳到地極（太二十四 14），以色列也會回歸接受基督（羅十一 25-27），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

面同歸於一。」（弗一 10）《聖經》表達的末世觀，使我們在這充斥苦難的

世間，仍然存有盼望。

在後現代文化孕育成長的一代，容易忘記歷史，對明天充滿疑慮。身為

青少年工作者，我們不能對世上的苦難視若無睹，反而應該跟青少年一同

進入現場，體驗苦難的真實性；同時因着十字架的福音，在苦難中經歷神

的真理和恩典，實踐福音與文化使命。

牧養：視野的整合

牧養觀：一間堂會的「教會觀」、「使命觀」及「末世觀」，對青少年的

「牧養觀」構成重大的影響。

倘若一間堂會的教會觀，只是側重傳福音及信徒數目增長，牧養的內容

便會以佈道為主，活動也只是擴張堂會。相反，只是看重內部的健康，培

育下一代時，難免只顧內視，停留在如何建立團契、執事會、人事及財務

的管理等堂內的穩定和發展。對於青少年在家庭、學校及社區面對的考驗

和挑戰，未必會有足夠的關顧及裝備。

若然使命觀不重視神的創造及祂賜給我們的文化使命，便會忽視了青

少年在城市，以致世界中的召命，不能為他們穿起「全副軍裝」（弗六 10-

18），在市井中成為基督的見證。

另外，要是末世觀只着眼最終的新天新地及永恆的國度，便會忽視了青

少年在地上的身分，今生不能在地上承擔重建的使命，也不能祈求神國降

臨，以及旨意成就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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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德生牧師（Rev. Eugene Peterson）及唐慕華博士合著的《顛覆文化

的牧養之道》（The Unnecessary Pastor: Rediscovering the Call）是面對

這世代再思想牧養觀的好書。他們強調，牧者與信徒都要以互相關懷為己

任，重視創辦教會的核心價值和任務：生命的頌讚和敬拜，倚靠真理和聖

靈戰勝幽暗的權勢，憑着榮耀的基督與聖靈，經歷生命的塑造和更新，建

立屬於三一神的慈愛及公義的羣體。

小結：謙卑回歸

青少年牧養不單是有關技巧與模式的課題，我們的生命要謙卑地回歸到

三一神，與祂結連，倚靠真理的靈，明白《聖經》的啟示 ─ 明白什麼是

教會、使命、末世和牧養，在基督裏經歷潔淨和更新，靜候聖靈差遣，進

入青少年羣體中，活出真理和恩典，與他們一同經歷生命的蛻變和成長，

在世上彰顯神的慈愛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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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少年是問號，
抑或是教會貴重的
資產？

寵壞

一跌不起　叫我冷漠延續

或是嗟怨　像是一沉百踩

以往不快教我傷心痛悲

沒法遇上真理想目的地 

活在溫室的我不知好歹

父母過分溺愛縱容遷就

促使我一生不能自決

今天終於後悔與領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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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青少年的工作體會很深，他們面臨重大的危機，教會牧養他們也愈

來愈困難，這正正是教會必須面對的。

多年前，我往澳門出席禁毒委員會的會議，發現澳門的經濟開始起

飛。年輕人充滿目標，追求一份好的工作，但同時問題不斷浮現，他們為

了追求感覺，開始吸食軟性毒品。

同樣地，中國有很多出色的年輕人，可惜內在質素出現問題。有一

年，我以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在一個全國研討會上，主講香港青少

年問題，發現中國同樣面對這類的問題。

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於 2009 年作了全港教會的普查，我將會根據當中

的數據來談教會的定位。

在突破多年的福音營中，發現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不少青少年都是

真心信主，卻不能在教會成長，而這現象並不罕見。我往歐洲旅遊，必定

參觀當地的教堂，每一間教堂都很美麗，平日擠滿遊客，星期日卻沒有參

加崇拜的人。這是英美教會面對的問題，只有少數者能留着年輕人。

這個狀況，也與現今教會青少年事工的定位有關，以下的表列，是我做

的分析。（參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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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工模式 /
現況

不足之處 / 出路

中年領導 將青少年參與由主體（subject）變成客體（object）。教會是

否以青少年為主體，給予足夠空間讓他們發揮？信任及放手給

他們肩負責任，令他們有歸屬感。

分齡牧養 家庭牧養 ─ 家庭最影響青少年成長，也應該是讓年輕人得釋

放的地方。家庭牧養的好處是「跨代」，不同年齡層都在一起相

處，可以讓青年人完全流露真我。

中產家庭青少年居多 事實是上層（elite）與基層（grass root），青少年需要牧養，

一個都不能少！

現代式 後現代（postmodern generation）─ 內容及模式都要更新。

比較內聚 要外展 （outreach）─ 在學校、社區等，教會是「無牆」的。

本土思維 引入國際視野（global literacy）─ 青少年是天國子民，也是

世界公民。

堂會為本 建立夥伴（network and partnership）─ 不要忽視家庭、學校

與機構。

缺乏青少年牧者 培育青少年牧者及導師（Christian youth workers）。

表1.2　青少年事工的不足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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