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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次訪問的內容，人物簡稱如下：
李：李耀全牧師
梁：梁金華牧師（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堂）
丁：丁少霞牧師（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粉嶺海聯堂）
李： 很多謝金華和少霞抽空接受訪問！先問金華，你認
為中小型堂會是怎樣定義？
梁： 大約100至300人左右。
李： 人數可以是一個指標，但另一方面是堂會對自我身
份認同的問題。
梁： 我也感到一般教會彷彿認為有多少人聚會便顯示了
負責教牧的成功與否。但其實堂會選擇服侍的對
象、座落的地點等因素都會限制著堂會的發展和聚
會人數。早前與幾位教會執事檢討過教會的發展，
得出的結論是我教會座落於一個超過35年的公共屋
邨，相比市中心及鄰近屋邨是人口最老化，經濟能
力最弱，且知識水平最低的，教會不可能發展得很
快。
李： 明白，即使有人想返教會也可能不會選擇這些堂
會。
丁：我在服侍細堂會時並沒有感到身份的掙扎，因為小
型堂會也有獨特的優勢！我認為不用理會人數多
寡，只求健康增長，盡力去傳福音！
李： 很重要的是清楚知道服侍的對象群體。其實以堂會
的人數來決定是否中小型，顯示了不同的價值觀。
丁： 我認為小型教會的增長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大型堂
會的資源相當足夠，有時候不需要做甚麼外展工
作，自然會吸引人進入。
李： 會友的流失又怎樣？
梁： 第一就是我們學校的小學生信主，升中後便返中學
那間教會；第二就是家長很多是新移民或是單親
的。起初他們信主返教會，但當他們找到工作要為
口奔馳時，禮拜日大多不能返教會，便慢慢流失
了。到了暑假，又會有一大批人回鄉，聚會人數明
顯大減。與大教會不同的是人數較不穩定，事工較
難開展。
李： 除了會友，教會同工又怎樣呢？有否有選擇去大堂
會事奉的傾向？

丁： 絕對有。早前我的教會在聘請同工時遇上很大困
難，有時候連神學生也不願意來這裏實習，因為怕
學不到東西。我曾經歷過一段人手真空時期，感到
非常失望和沮喪。我想這與神學院教導學生怎樣實
習和選擇教會有些關係。
梁： 我認為在小型堂會事奉會經歷更多，其實不同堂會
也有可學習的地方。
李： 讓我們思想一下中小型堂會有甚麼拓展策略。以我
所知，少霞那堂會有開辦自修室，可否與我們分享
一下？
丁： 我深信教會發展最重要的是青少年事工，因為增長
能力較快也更容易見到果效。最初我們到學校開辦
團契，做了幾年便停止了。在學校辦青少年事工有
一定的困難，原因是有些由宗派教會開辦的學校未
必讓其他教會進入；又有一些沒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亦未必歡迎教會進入。接著我們便開設自修室這途
徑來接觸青少年，成為了我們堂會的主要服侍對
象。現在更開展了不同的活動和興趣班，如：結他
班、話劇班、導修小組、會話班等，藉此吸引更多
年青人到教會來。雖然只發展了3個月，但卻已吸
引了約60名新朋友。
李： 那麼金華的教會又有甚麼增長方法呢？
梁： 主要因為教會位於學校內，小學生是最大的人數來
源，我們都很盡力做小學生工作，如：早會、午
會、聖誕營，還有兒童主日學等。當他們升上中學
時，教會便設立中學生團契。到了會友都成家立室
時，近年我們便開始發展一些家長工作。教會現在
的領導階層就是從前的小學生，一直在教會成長，
建立了歸屬感。所以做學生工作是我教會的強項。
近年我們亦舉辦嘉年華會，藉此讓社區對教會有多
一點認識。
丁： 我也很認同，在崇真會沙田堂服侍的頭十年，最重
要是知道服待對象是小學生，但問題是他們長大後
會離開學校。當時主要是希望他們升中時仍能把他
們留住，專心持定着這個方向，其他事工也不做。
經過六至八年，便發展出幾個中學生團契。
李：總括而言，希望在這裏能帶出一些中小型堂會的發
展路向，很多謝你們的真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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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堂會的
身份、掙扎與增長

會員心聲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
新會員心聲
期望可以與組員多
交流分享勉勵！
鄭慧敏

期望在彼此信任的環境下，與同行
同工在事奉路上互相支援，持續舉
心向上服侍羊群，經歷神的愛！
周燕芳

參加菁英小組已經第三年。
很珍惜有願意扶助後輩的屬
靈前輩同行；也珍惜有與來
自不同背景同工彼此交流和
代禱的機會。
吳鳳鳴

希望這一年透過小組彼此
交流及牧師指導下，生
命、事奉更成長及成熟。
吳玉玲
我期望菁英小組能彼此坦誠分
享，互相支持、代禱，同走事奉
路。我亦盼望有屬靈的指引，幫
助我走在主的道上。
陳婉冰

互相分享、支持
生命更新、成長
喜樂享受每一次
阮莎燕

深盼透過同路人，能達致彼此支持，互相
勉勵，亦盼望藉著屬靈導引，能使事奉路
上得著幫助和啓迪。
梁煥能

一、期望在繁忙的教牧生活中，能刻
意騰出空間跟自己、跟神有更多的相
遇。二、藉著教牧們（彼此均是同路
人）可以互相交流在牧養路上多一點
祈禱支持，多一點互相學習，共建神
的國度！
龔清英
期望藉著菁英計劃，與一眾牧
者同道分享彼此事奉中的喜樂
和困難，也能彼此交流，經驗
分享，彼此代禱，更期望牧師
的屬靈導引。
鄭永傑
信念－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動力－愛使我們不一樣
核心－葡萄樹與枝子
期望－互相支持啦
看重－耶穌同在
魏紹基

對菁英計劃的期望：
在教會牧養中，有人
同工，有屬靈長者的
屬靈導引。得牧養時
的顧問，心靈支援。
蕭天養

希望藉著這計劃給自己打打
氣，從中得著激勵事奉神。
譚輝達

In this nurturing community: God, Grant me
a “large” heart to live and to serve.
黎家傑

能夠成為助導感恩惠，
盼望成為組員的幫助。
黃宇明

感謝恩主，有這牧者支援
計劃，事奉生命可以得到
成長更新的激勵，可以為
神走更遠的路。
鄧新有

感謝神藉導師及組員在過去日子中給予
支持和鼓勵，盼在未來日子繼續學習與
大家一起成長！
周淑儀

一、希望能有一個傾心吐意的團契生活，
在事奉中得力！
二、希望能有一屬靈的導師，幫助事奉中
常有平安和喜樂！
鄧順潔

欣賞李牧師有能力為我們一群牧者付
出，分享我們認識牧會經驗，成為我
們的借鏡，一同共勉。
梁德發

期望與同路人在未來一年
一同在主裏同行、反省、
互勉、分享和成長。
蔣翠碧

感謝有機會第二年參加菁英，期望
在今年與一志同道合的同工，在真
誠分享中彼此建立！
周日強

菁英會員分組名單 (2011-2012)
UNIT I
A組
鄭永傑
龔清英
黎家傑
李志豪
梁德發
梁煥能
魏紹基
蔣翠碧

UNIT II
B組
鄭慧敏
張麗娟
黎月芝
蕭天養
譚輝達
譚立晶
鄧新有
陶婉芬
余惠珠

C組
陳玉玲
周淑儀
周日強
周燕芳
李惠賢
梁銘成
吳玉玲
阮莎燕

D組
陳承智
陳婉冰
林澍棠
李光宗
李友文
梅淑娟
吳鳳鳴
鄧順潔

課程後感言
我於6月參與婚前輔導／婚後成長導師訓練課程，這課程給
我三方面的啟發：
◇ 無論婚前與婚後，我們都知道要繼續成長，然而，如何去進
行？ 這工具給我十個主要元素，讓我方便卻有基礎的參考。

牧者菁英退修日營
牧者菁英退修日營已於本年5月11日順利舉
行。本院很榮幸邀得黎嘉賢女士擔任靈修導師。
黎女士帶領參加者敬拜和分享，又讓牧者們在安
靜默想中激勵他們重新得力，讚嘆上主創造奇妙
可畏。參加者皆享受在崇基學院神學院這個清幽
寧靜的環境下回顧事奉點滴，數算上主恩典。

◇ 拍拖和婚姻都是兩個人的事，也是二人成為一體的事，這個兩
和一卻是一切矛盾的源頭，如何又是兩卻又是一？ 這工具是個
方便卻有原則的溝通工具，將兩和一的矛盾變成溝通之門。
◇ 面對婚姻中無數大小事宜(錢財、生活、娛樂…)，衝突、處理
衝突、溝通和聆聽等很可能成為要處理的「問題」，真是百上
加斤，如何？ 這工具幫助我改變思維，正面地也更合乎聖經地
看婚姻中諸事：從衝突到進步、從性到親密、從錢到價值、從
男女差異到互補…等等。
總的來看，這工具對輔導員、受輔導者、一般夫婦或準備進
入婚姻的男女，都有一定的幫助。

鍾寶健先生
婚前輔導／婚後成長是一套有效協助預備／已經進入婚
姻的伴侶全面檢視彼此關係的工具。而導師課程則可以裝備
牧者有足夠的資源去幫助信徒以及非信徒。除了知識的裝備
外，導師的經驗分享更幫助建立牧者輔導信徒的信心。

林智浩宣教師

PC1106

最新

職青信徒的教練(5A Coaching)與
牧養訓練課程

課程

講

師： 陳鴻耀牧師（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豐盛堂）、
李耀全牧師
上課日期： 2011年10月13日、20日、27日及11月3日(共四堂，星期四)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地
點：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馬禮遜紀念會所
PC1107
(旺角太子道西191號)
費
用： $480（非菁英會員）$390（菁英會員）
講
師： 李耀全牧師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上課日期： 2011年11月9日、16日、23日及30日
內容：
(共四堂，星期三)
1. 聆聽職青信徒的真實需要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2. 職青信徒的成長心理概況及導引的原則
地
點：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牧中心
3. 5A教練模式的介紹
(尖沙咀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六樓)
4. 以提問的方式幫助職青信徒面對工作的困局
費
用： $480（非菁英會員）
5. 以有效的策略協助職青信徒計劃自己的人生
$390（菁英會員）
6. 以可行的計劃協助職青信徒發揮延伸的影響力
內
容： 本課程旨在讓學員學習使用一項性向
7. 以客觀的評估協助職青信徒發掘生命的潛質
測驗的輔導工具“T-JTA”(Taylor8. 堂會面對職青信徒的需要的前瞻與出路
Johnson Temperament Analysis)，作
9. 總結
為個人、婚前或婚姻輔導之用。

T-JTA 性向測驗輔導員
資格訓練課程

徇眾要求
，
再次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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