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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全牧師

青少年正面發展(PYD)與
「正向心靈輔導與牧養」
本院第四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再思青少年牧養：

決能力；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建立目標和抉擇能

現况、理念與策略」已於九月中舉行。其中一個重要的

力；明確及正面的身份；心靈質素 (Spirituality)；親社會

專題是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石丹理教授主

規範；參與公益活動；正面行為的認同等。

講「青少年正面發展」(PYD)，並由本人作初步回應。
本文將進一步用本人所建構的「正向心靈輔導與牧養」
Soul C.A.R.E.S.模式與青少年正面發展相輔相成，討論
如何正面地幫助青少年成長。

石丹理在香港過去數年推行青少年正面發展的計
劃，如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由五所本
地大學人員作研究小組推動。本人認同石丹理教授在過
去數十年的研究所得，並同意從正面去培育及幫助青少

石丹理指出過去數十年的社會科學或精神科皆從

年是有效的，但卻認我們在教會牧養青少年時需要一

「病態模式」去看待青年，而事實現時青少年有很多的

個更具體的全人「牧靈」的模式。至二十世紀結束前的

發展趨勢和現象值得關注，如濫用精神藥物、心理失

發展更趨於正面，教會及教牧界應該多認識這種正向心

調、校園暴力、上網成癮、物質主義、家庭凝聚力下降

理學和青少年正面發展的心理學，在培育工作中擔任更

等。但近二十年由北美提出一重範式的轉移— 「青少

大角色，以及如何在基督教價值的教育基礎上，利用正

年正面發展」，它的範疇著眼於每一位兒童的天賦、強

向發展的研究去做牧養工作。

項、興趣和將來的潛能，而不是把重點放在青少年成長
的問題，如濫用藥物。其實，青年若本身是身心靈健
康，他不會去隨便接觸毒品、欺凌、援交等。青少年正
面發展就好像中醫的「固本培元」和西醫的「抗生素」
效用一樣，針對問題去解決。他又說：「青少年正面發
展觀點著眼於一系列年青人發展的可能性上，而不是針
對單一問題。而且青年沒有問題並不等於健康成長和有
足夠預備踏入成人期，要以發展性模式著重於年青人的
成長、學習和改變。」

本人「正向心靈輔導與牧養」模式正正是與青少
年正面發展相輔相成。教會在牧養青少年要從全人的
五個「屬靈」(Soul) 層面入手，包括身體健康、情緒／
性情健康、認知／行健康、社交／家庭健康、和意
志／靈性健康，這與青少年正面發展的十五個構念相
似，它強調的是培育正向心理六種美德 (二十四項優
質品格)。另牧養青少年要有五個「牧靈」(C.A.R.E.S.)
核心職能 (Core competencies)，包括：以基督中心的
關懷 (Caring)、全面準確的評估 (Assessment)、復和與

青少年正面發展目的是要發展和促進青少年與健

更 新 的 職 事 (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固 本 培 元」的 操 練

康成人、益友、學校、社會、文化，而它有十五個構念

(Empowerment)、和屬靈導引與塑造 (Spiritual direction)。

包括：建立更強的情感關係和聯繫；由內在和外在保護

此模式是由一般輔導關懷開始，進而帶青少年走上由內

因素所組成的抗逆能力；促進社交能力；情緒控制和表

而外的成長路，使他們由自我中心轉為以神為中心。本

達能力；認知能力；採取行動能力；分辨是非能力；自

人盼能在此次大會的文集中更詳細地分享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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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週年牧養研討會

突破機構總幹事
梁永泰博士

「再思青少年牧養：現況、理念與策略」
本港青少年文化備受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今年教牧事工部
舉辦的第四屆週年牧養研討會，正為關心青少年牧養的人士提供
左起：關瑞文教授、陳劍雲牧師、
葉漢浩先生、陳佐才牧師、
李耀全牧師、黃月英牧師

一個再思的平台。
第四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已於2010年9月14至15日在五旬節
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為「再思青少年牧養：現
況、理念與策略」，由陳佐才牧師帶領禱告開始。專題演講嘉賓
分別有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黃成榮教授、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石丹理教授、突破機構梁永泰博士、香港中文大
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朱大成博士、基督教正生書院陳兆焯博士及
本院兼任老師任志強博士。另有其他學者及牧師回應專題及發表
論文，包括屈偉豪教授、陳劍雲牧師、黃月英牧師、盧偉旗牧
師、伍德輝傳道、郭永強校長、邵家臻先生、張大衞先生、曹文
偉先生、程翠雲女士，並本院兼任老師胡露茜博士及本院教牧事
工部副主任李耀全牧師。這兩天的研討會有超過300位教牧長執
投入參與並積極發問。

專題演講1：「香港普及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
梁永泰博士分享普及文化會潛移默化地影響青少年的生活形
座談會講員：盧偉旗牧師（左）、伍德輝傳道（右）
主持：盧龍光牧師（中）

態和價值取向。他認為教會與其對普及文化和媒體諸多批判，不
如介入塑造以及傳播正面的信息。梁博士又提出：地土、身分、
希望與媒體乃普及文化的神學主題。任志強博士認為所有階層的
人都受普及文化所影響，不只是青少年。影響亦不只在壞的方
面，也有好的方面。他建議教會群體可從探索普及文化與青少年
的處境神學入手，產生較長線和深遠的牧養。任博士指出普及文
化和青少年文化跟社會型態不能分割，故青少年的處境是作分析
研討時必須考慮和正視的。朱大成博士表示要為下一代創出一個
合適孕育的環境必須要自省，並離開主流意識和偏見。他又透過
「洗腦」、「符象價值與死亡本能」及「禮物」來分享普及文化
的特色，說明普及文化是少數人因利益關係製造出來，是尋求差

大會書攤

善用主賜青年禮物，
建立健康青年牧養策略

異和在社會中生存的本能，亦是著重私人擁有。

馬偉利牧師

黃惠嫦牧師

聖公會基督顯現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麗瑤堂

參加了9月14-15日的青少年牧養研討會，我深深被專注牧養「邊
青」的同工感動，不論是被濫藥所害，或是隱閉於電視遊戲的，教會
能「到位」並適切地牧養他們，還得花不少功夫。第一天講者花了太
多時間描述社會現象，反而缺乏深入交流出路之探討，是美中不足。

兩天的研討會，讓我聚焦於
了解青少年們的情況。講者們分享
的經驗和思維，帶動我的思緒盤旋
於青少年人的世界和心靈。今天能
有多少成年人明白他們？給他們提
供機會？又有多少願意冒險讓他們
去走自己的路和創出自己的天地？

我倒很認同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的結論：上帝給了我們青年人三
個上佳的禮物：體育、音樂、藝術及三個英文字母：FUN。然而，當
我反省教會的現況，除了音樂事工，對青少年全面康體藝術的重視，
我們仍需加把勁，讓青年人認真而活潑地表達信仰。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會要能更有感染力地牧養更多邊緣
青年，我甚同意石丹理教授倡議，教會應多培育健康正向青年文化，
有健康教會青年群體，教會才有承托力，當「邊青」走進教會牆內，
才得感染。

家庭和教會能否給青少年人
提供這平台？是個怎麼樣的平台？
這值得我們作為成年人反思和變
化。

專題演講2：「危機青少年」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石丹理教授

正生書院校長
陳兆焯博士

活 動 花 絮

會2010花絮
黃成榮教授指出網上欺凌的行為愈來愈普遍，很多涉及言
語暴力、個人資料泄露及電郵轟炸等。他又指出把別人不合理
的事情透過網絡發放，讓事主被公眾審判悔辱，甚至「起底」
後攻擊，是網絡欺凌的行為。黃教授強調旁觀者不阻止，反而
加入討論，會造就欺凌文化。陳兆焯博士不認同有危機青少年
的出現，因沒有一班人是特別差。香港學生的藥物成癮或危機
行為已相當普遍，不少是受朋輩影響。他認為教會的關愛文化
可讓青少年在未成癮前給予指導，使他們明白有所選擇，並能
積極面對人生並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專題演講3：「正向青年發展」

座談會講員：屈偉豪教授（左）、
程翠雲女士（右）
主持：李耀全牧師（中）

石丹理教授指出近二十年在北美提出青年正面成長的範
式，一反過往數十年的病態模式去看青少年。正向青年發展
(PYD)著眼於每個青少年的天賦、強處、興趣及將來的潛能。
他亦簡介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共創成長路」已訓練五千多
位老師、社工及相關的專業人士。此計劃策略性地發展十五個
青年正面成長的構念。
大會還有多個牧者和信徒領袖從多角度作出回
應。最後，研討會在院長盧龍光牧師帶領以禱告結
束。盼望會中的討論能繼續在各教牧間引起反思，並
配合各機構，致力尋求更佳的青少年牧養。會上所發
表的各專題演講及討論將於明年編制成書，在此特別
鳴謝各贊助單位，包括「陳佐才週年牧養研討及出版
專款」及贊助飲品的「鴻福堂集團」。

籃球體育事工同工的回應
副總幹事— 陳梁勉行女士
這次研討會開啟了我的視野，多角度關心和了解這
一代青少年的現況和牧養。例如網上的欺凌，我從沒想
過實況是這樣的：我們隨時從旁觀墮入幫兇呢！
高級籃球幹事— 黎家耀先生
兩日研究會的講員和分享嘉賓都有真知卓見，我個人卻想聽
到更多出路。我同意講員說很多新一代的問題都是上一代做成的。
我們批判他們時要反省給下一代什麼的機會和成長的空間。
幹事— 陳靄華女士
多謝伍傳道提醒我們要多體諒、多對話，同時也要堅持有要
求和原則。
總幹事— 蕭銳志先生
兩日談這麼多話題，辛苦了大家。如果讓參加者可以自由選
擇參加研究小組，肯定大家有更多更好的交流和互動，而非單靠台
上的剌激和啟發。陳校長介紹牧養正生的邊青經驗，所謂的邊青是
「無樣睇」的，就像鄰居的孩子一樣純真無知！我一次探訪正生，
就驚見那跟我的孩子一同讀小學的鄰居。犬兒在軍校畢業，跟不上
主流教育，所以他在正生畢業，絕不出奇！最近我留意教會敬虔家
族成長的，有跟不上主流教育而作宅男的，一點不出奇！

左起：關瑞文教授、劉忠明教授、黃月英牧師、
李耀全牧師、陳佐才牧師、梁永泰博士、
朱大成博士、任志強博士

事 工 篇

感言

者
教牧支援講座 –
加
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信主愈久．信仰行為不升反跌？」 參

譚偉康牧師

讀書明理好像很當然的事。心中隱約知道自己的思維有盲點，卻不大了解是
什麼。研討會後有好些說話在腦袋跳躍：信主年日與信仰行為沒有必然關係……
研究顯示信仰行為在信主6-10年後下降……是經濟能力影響捐獻還是愛神的心影
響捐獻？我們年紀增加影響我們的行為價值比信仰影響更顯著？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許志超博士 (左)

我們太快以假設為結論；習慣在既定框框內思考，縱然事實擺在眼前也不會
容許自己檢討一些假設。可能更糟糕的是：我們從來沒有思考前人

課程
回顧

牧養的處境、理念，便設定為金科玉律。
很期待下一次的報告。

PC1005
婚前輔導/婚後成長(Prepare/
Enrich)導師訓練課程 Part I

教牧事工部舉辦之「婚前輔導/婚
後成長 (Prepare/Enrich) 導師訓練課程
Part I」一連四堂的課程已於10月28日
完成，由李耀全牧師及李振康牧師主
講，共15人參加，反應良好。學員均表
示很欣賞講員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和牧養
心得，使他們能更新自己就婚前/婚姻輔
導的知識和技巧，亦有助於運用P/E問
卷作婚前輔導，亦表示這是很實用的課

●

何國華牧師取得卡爾頓大學文學士；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及哥
頓康威爾神學院教牧學博士。他曾任職於加拿大卡城華人宣道會
(1992-1995)及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1999-現在)。何牧師的
博士論文為：『中國廣東省江門市牧者講道培訓』。他的導師有：羅
賓森(Haddon Robinson)；孫魯虔(Donald Sunukjian)；畢素(Sidney
Buzzell)及顧博(Rodney Cooper)。

上課日期：2011年1月4日、11日、18日及25日 (共四堂，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地點：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牧中心 (尖沙咀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六樓)
費用：$420（非菁英會員）$340（菁英會員）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
●

讓學員進深認識釋經講道的原則和概念
讓學員了解到從編寫至傳講信息的流程
讓學員借學習環境彼此團契和交流心得

課程大綱：
1.
2.
3.
4.
5.
6.
7.
8.

選取講道的經文
鑽研選取的經文
找出核心的概念
規劃講章的大綱
加入充實的細節
善用關聯的例證
預備引言和結論
傳講動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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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 □傳道

□姑娘

□牧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辦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呼）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養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報讀之科目：  □ PC1101
課程費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需收據，請填寫收據者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本報名表，連同支票 (抬頭：香港中文大學)，寄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 收。
查詢：2609 6711 朱小姐 或 3163 4415 潘小姐 或 電郵：kittychu@cuhk.edu.hk

執行編輯：朱潔婷小姐
輯：李耀全牧師、吳炳華牧師

李耀全牧師（本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

內容：本課程旨在

編

「作無愧的工人：釋經講道的理念與實踐」

講師：何國華牧師（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副堂主任）以及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盧龍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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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贊助

程，鼓勵本部再接再厲，繼續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