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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年 輕 一 代 守 望
「活現」的成立和發展，從來離不開鞏

固年輕人的信仰，讓我們的下一代在這

個人本主義高漲的社會，仍能跟隨基

督。「活現」往往被看成為家庭或兩代

事工，其實這正正反映了我們的理念和

體會：青少年的需要，背後是整個家庭

的需要；要服侍年輕人，就意味著我們

對家庭事工整體的承擔。

青年事工之難

「活現」多年來一直堅持為青年信徒主

辦信仰研討會，幫助他們反省和活出信

仰。可惜近年有不少中小型華人教會，

向我們透露教會的青少年人數不斷下

降，根本沒有少年團契可以參與我們的

信仰研討會，這現況叫人難過又焦

急。能維持青少年事工的教會，從當

中前線青年工作者或家長的口中，也

體會兩代間由文化和期望差異所帶來

的潛在張力：

1. 角色和期望的差異:

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障礙，有部份第一

代移民家長，在管教、培育兒女時，

感到無能為力，因此期望把教好兒女

的責任全交在青年工作者手裡；有些

家長更不抱有任何期望，把教會青少

年事工只看成是托兒服務，方便他們

參加成人聚會。可是，青少年工作者

大多看自己的角色為屬靈領䄂，並非

孩子的家長。他們期望以大哥哥、大

姐姐的形象，來陪伴孩子同行，追求

認識神，而不是要負責管教孩子的行

為。另有些信徒家長，看重學業成績

過於兒女的屬靈生命，在功課考試

的壓力下，甚至鼓勵兒女減少教會活

動，這也令不少青少年工作者感到

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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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異帶來互信的障礙﹕

正因上述的差異，容易造成青少年工

作者與家長之間的隔膜。再者，基於

人手的短缺，有時家長也需要幫忙、

加入青少年事工團隊。青年工作者大

多是土生土長的亞裔青年人，處於領

導的位置，面對長輩級的同工，有些

會顯得信心不足、有些會感到得不到

足夠的尊重。有部份家長會擔憂年輕

的青少年工作者人生練歷不足，在指

導孩子的方向上，彼此存在不同的理

念，影響團隊中的互信和合作。

張力下尋求出路

我們看見不同教會在這種種困難和張

力下嘗試尋找出路。近期我們訪問了

一間教會，便以家長為青少年事工團

隊的核心（詳見下一篇文章），讓家

長成為孩子的屬靈導師﹔有的教會把

青少年事工和家庭事工合併運作，使

前者成為後者的其中一環；也有教

會，當主任牧師退休時，讓第二代

較年輕的牧者，接任成為主任牧師，

傳承下一代的牧養。我們相信這些

嘗試，多少仍存著挑戰，但我們感恩

的是：這些教會明顯看到了青少年事

工，不應只是教會獨立的一個部門。

青少年的牧養，與家庭的牧養，以至

整體教會的事工，並不能分割。

堅守建立、牧養家庭的角色

活現機構在2019年，會持守服侍教會、

社區和家庭的崗位，繼續與教會配

搭，提供親子、文化、心靈的培育，

也透過網上的部落格、視頻和課程，

提供文字和影音教育。

從2017年起，我們逐步推出「活現生

命規劃」課程，按著不同需要，設計

合適的心靈教育，幫助成年人和青少

年全人成長。今年更會致力推出一些

可供教會主日學和小組使用的相關材

料，期望這方面的服侍可做得更深更

廣。

守望與盼望

在2017年，我們啟動了一個家長為

兒女禱告的運動 - 父母心祈禱。禱

告的內容，已編輯成小冊子，供教會

團契、小組和家長個別使用，可登入

https://presencequotient.org/zh-

hant/store/ 免費下載。

今年我們期望把為兒女的禱告，擴闊

至為年輕一代整體守望，包括為教會

青少年事工和青年工作者禱告。另

外，我們也鼓勵青少年人學習為父母

禱告，實踐跨代彼此服侍。

未來，為年輕一代守望仍是活現的事

工重點。牧養青少年的挑戰雖然不

少，但我們深信在主裡仍滿有盼望。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舉起禱告的手，向

上帝呼求，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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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4/27 and 11/2  (may attend either or both dates)

Time: 9:30am-12pm (light breakfast at 9:30) 

We have invited a few churches to come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 
struggles and success - with serving in youth ministry. It is a platform 
for anyone who cares for the youth ministry to come, pray together 
and to encourage and build up each other.  

Serv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Pray. Share. Support 服
侍
年
輕
一
代

「活現生命規劃」
遠距及導師訓練課程

製作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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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工是下一代信仰傳承不可或缺

的一環，但同時也許是華人教會費煞思

量尋求出路的一塊，畢竟少年人流失的

情況十分普遍。我們接觸到 A 教會，

在遇到重重困難、衝擊下，尋著一條出

路，讓青少年事工近年間穩定成長﹔透

過一次訪問，青年工作者和少年人分別

與我們分享他們這個旅程的點滴。

青年工作者的體會

現時 A 教會的青年工作者，都是一些本

身是青少年的家長。他們原來沒有刻意

去探索青少年事工的模式，過去也很少

參與服侍青少年人。由於教會的英文堂

尚在拓展中，沒有足夠的土生家長或青

成年能參與青少年事工。雖然青少年事

工的開展未如理想，但及後他們成功地

邀請到其他雙語家長加入事工團隊，成

為少年人的導師，目前服侍的家長人數

已有十多位。他們視這做法不只是解決

人手問題，更是一個鼓勵父母在靈命上

牧養兒女的運動。他們把事工定位為:

（一）以直接聖經學習為主，把握機會

幫助孩子在進大學前讀好聖經、打穩信

仰根基；（二）目標是要把孩子栽培成

為屬靈領袖，並將孩子與教會整體連結

起來。

這個模式的好處是：拉近了父母和兒

女的關係，透過家長陪伴孩子讀聖

經，大大促進了兩代屬靈層面的溝

通，讓兒童或青少年事工，不僅是孩

童照顧，更是培養家長扮演生命導師

的角色，引導孩子全人成長。再說，

父母參與的穩定性，通常較比外聘回

來的同工更高。

然而，家長充當青年工作者，也不無

限制。有父母因語言或種種原因，並

不願意參與服侍，造成人手仍然短

缺。有同工體會到海外出生的中年父

母與年輕人，在年齡和文化上始終會

有距離，假如能有土生華人父母和青

成年參與，相信果效會更加理想。不

過亦有同工認為，與孩子的結連，愛

和互信才最重要，有好的關係，語

言、文化和年齡，並不構成障礙。

高中生眼中的青少年事工

A 教會的三位高中生亦跟我們分享了

他們對目前青少年事工的看法。自幼

在 A 教會長大，他們經歷了青少年事

工的變遷。他們都覺得現在以中年父

母作爲青年工作者的模式有一定的好

處。家長的人生閲歷廣，處事亦相對

成熟；能為週會和事奉編排等提供了

架構，給少年人帶來穩定性；同時可

爲不善英語的新移民學生提供幫助。

另一方面，這些高中生仍期望有大

學生或在職青成年能成為他們的導

師：1）他們想從「哥哥」、「姊

姊」們身上學會裝備自己，迎接人

生下一階段如選科和擇業的種種挑

戰；2）有些事情他們較難跟父母輩

分享，如對異性的好感和約會問題

等。

總括而言，三位年輕人感激現時青年

工作者愛的付出，長輩們亦在他們的

生命中扮演了屬靈導師的重要角色。

其中一位更分享到導師邀請他一起讀

經，大大幫助了他靈命的成長。他們

也提及導師們怎樣鼓勵和裝備他們服

侍。

青少年事工展望

未來，A 教會一方面會加強高中生預

備升讀大學前的準備，讓十二年級

學生開始參與青成年團契，好叫一

些較成熟的信徒能與快將畢業的高中

生在靈裡同行。另一方面，會嘗試邀

青 少 年 事 工 模 式 探 索  –  個 案 研 究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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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請大學畢業生，幫助帶領少年人，盼

望在教會中興起下一個梯次的青年工

作者。同時，教會也希望能與像「活

現」的機構合作，為家長們提供兩代

關係和溝通的親子教育訓練，使這跨

代服侍的模式能更瑧完美。

活現回應：葉顏瑋茵博士

從 A 教會的模式，我們看到了生命

榜樣的感染力。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家

長，教導和帶領其他學習服侍的家

長，幫助他們克服了語言和文化障

礙，一同牧養自己的孩子；同時導師

像父親一樣，陪伴少年人讀經禱告，

助他們成長，在這個父輩常常缺席的

社會裡，是一件十分難能可貴的事。過

去青少年事工多是教會中的一個獨立部

門，與家庭事工分開。A 教會的做法，

因著家長的積極參與，使家庭和青年事

工融合一起，兩代同時成長，這絕對是

一個可喜的方向。

You
t
h



06

「 活 現 文 化 使 命 、 跨 代 同 行 十 五 載 」 -           
                 十 五 週 年 感 恩 餐 會 迴 響

馬王藹麗

2018年9月16日是一個我們期待已久

的快樂日子。「活現」一直持守著

文化宣教的使命，維護家庭的信仰

生活和成長，轉眼已走過十五個年

頭。作為同工和餐會的籌委，眼看

步進會場的342位舊雨新知，當中有

不少更是出錢、出心、出力的歷屆

義工，我感受到他們對跨代文化事

工的支持，體會他們對「活現」的

一份情，實在令人感恩又感動。會

場中的拍攝留影，也為當天的賓客

留下美好的笑臉和回憶。

一場由同工主演的話劇，打開了當

天葉顏瑋茵博士信息的序幕，也揭

示了兩代間期望的差異和父母望子

女成龍成鳳可能帶來的張力。處理

兩代在信仰實踐上的不同，以及彼

此間溝通之難，正是「活現」一直

堅持服侍的方向。從周錫麟博士(中

橙縣華人浸信會弟兄)的見證分享，

道出了「活現」事工如何啟發他明

白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在關係互動

中更加成長。

大洛杉磯華人同工聯會總幹事邱茂

松牧師給我們一段充滿時代觸覺的

分享，肯定了「活現」定位，並與

地方教會聯手緊握時代脈搏的重要

和策略性。我們感激邱牧師不但在

百忙中抽空出席「活現」十五週年

感恩餐會，更給我們具體又深刻的

鼓勵，牧師的眼界、語重深長的提

醒，令我們獲益良多。

十五年來，我們屢屢經歷神的大能

奇事，叫我們跨過一次又一次的難

關，一步又一步探索這一代家庭的

需要。「活現文化使命、跨代同行

十五載」感恩餐會在湯陳倩儀姊妹

《我心獻曲》中榮耀歸神的美妙歌

聲中作結，也代表著我們對上帝恩

典無盡的感謝。但願我們憑著信、

靠賴神的恩典，持續活現上帝所托

付的文化使命，讓「活現」往後再

有一個又一個的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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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重要性
「 新 心 行 動 」 信 仰 研 討 會 點 滴

在這千禧時代，一切都在急速轉變，基督
徒怎樣在此文化環境中，接觸迷失的人
們和履行神的使命？在二月一日舉行的
2019年「新心行動」信仰研討會上，Seeds 
of Life 教會的Kyle Shimazaki 牧師藉著
探討「傳福音的重要性」這主題來回答了
以上問題。

Kyle 牧師說，無論在哪時代，神對基督徒
的要求 - 傳福音 - 並沒有改變，福音的信
息亦保持不變且有拯救的能力。今天，福
音仍然與人息息相關，而年輕人應該學習
保羅在羅馬書1章16節的回應：「我不以
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相信的…」Kyle 牧師續指出傳福音的
關鍵在於透過禱告來依靠聖靈，聆聽祂的
指引。牧師接著分享一些個人見證，説明
聖靈怎樣引導他向朋友和陌生人傳福音。
神的作爲實在奇妙！Kyle 牧師亦道出今
天年輕的一輩，即千禧代，追求真實無僞，
因此身爲有使命導向的基督徒，我們必須
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耶穌。

Kyle 牧師的分享處處流露出福音的信
息，而當他作出呼召時，幾位青年人舉手
回應，願意接受耶穌作救主。當中一位勇
敢的女孩更走到講台前，回應神的呼召。
榮耀歸於神！

當晚，除了 Kyle 牧師既讓人有共鳴又發
人深省的信息以外，超過130名來自13
間不同教會的與會者也享受了由 The 
Worship Team 帶領的詩歌敬拜、有趣的
破冰遊戲、珍珠奶茶、茶點和與新舊朋友
團契的時間。在此特別感謝所有義工和 
The Worship Team， 還有羅省華人播道
會為我們提供場地和茶點。

引用 Kyle 牧師的話：「當你跟主耶穌的關 
係越深、越親密時，傳福音會成爲一件自 
然的事。」「新心行動」的禱告是青年人與 
耶穌的關係不斷進深，因此我們會繼續 
為年輕人提供信仰研討會、並能深化他
們靈命的資源。我們期盼看到下 一代的
信徒興起和神的國擴展！ 

許美基



08

活 現 潛 能 事 工 發 展 - 職 業 採 訪 系 列

今年是活現潛能成立的第六週年。

活現潛能的誕生是因為看見現今不少年

輕人，在大學選科和職業取向上難以抉

擇而感到困擾。同時，我們相信造物主

賦予每個人有獨特的才幹和氣質，並無

限的潛能有待發掘和拓展。有見及此，

活現開始了兩個專業評估與諮詢服務：

1）給小學和初中生及其家長的學習風格

和多元智能評估；2）大學選科和職業探

索。服務至今亦取得好些成果和正面的

評價。

近年活現潛能更加強職業採訪項目，把

採訪製作成視頻，在網上推出。希望透

過受訪者親身經驗的分享，讓大家了解

不同行業的要求、實際的工作情況、困

難和挑戰，並學習如何衝破障礙，最終

成功地達到自己所期望的專業領域。

從這些訪問中，你會發現有些受訪者是 

完成本科後直接進入該行業的職場；有 

的則是整合了個人的興趣、性格、生活 

條件、對生活方式的要求等,而結合和轉

化成的獨特專業。

我們分別訪問了 Dana 和 Sandi，盼望

她們的分享，能帶給你新的動力前進，

完成自己的心願和夢想！ 

黃蔡彩紋

假如你仍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或想了解性格因素怎

樣影響一個人的事業發展，請登入 https://ppossibili-

ties.org/ 觀看我們的職業採訪系列，相信受訪者的分享

能為你帶來一點啟發﹗

Sandi 與我們分享她自創的職業- 室内裝飾師。她也透

露了成爲企業家的條件和成功的秘訣。

Dana 在這訪問中與我們分享她作爲職業治療師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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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Possibilities aims to help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succeed through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and consultations identifying their personality, unique talents, 

Promotional discount expires on August 31, 2019

I nquir y :  626-810-5200    |    info@ppossibi l i t ies.org    |     w w w.PPossibi l i t ies.org

活現潛能

 High School &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Major  and Career Exploration
 Job Seekers & Career Changers: Career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專業評估和諮詢服務包括 :
 高中生和大學生主修科和職業探索
 求職和轉行人仕的職業方向和發展

大學選科和

職業探索指導

憑此傳單可享七五折優惠有效日期至2 0 1 9年 8月 3 1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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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活 動 點 滴
           活動次數       接觸人次
               Events Held    People Served

總數     55    5367
Total  

活現商數    34    4772
Presence Quotient®
 
活現潛能    7    240
Presence Possibilities 

新心行動    2    65
RE:NEW
 
活現香港
Presence Hong Kong         12    290

北加州 - 異象分享籌款餐會 
Vision-Sharing Fundraiser in NorCal

南、北加州 -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及講座 
Presence Life Planning Curriculum and 
Workshops in So Cal & Nor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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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現 財 務 報 告 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

2018年1月至12月 

總收入: $369,321

支出: $(293,626) 

結存: $75,695

2019年1月至2月

總收入: $17,271

支出: $(50,629)

結存: $(33,358)

我們誠意邀請您參與每月的認獻來支持活現，讓我們可以在社區以至網路
上不斷提供培訓和各種服務資源。我們希望活現能成為教會、家庭、特別
是新一代適時的幫助。願神賜福予您!

願主恩滿載！

香港 -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中學、教牧班和神學院文憑課程
Hong Kong (High School, Pastoral, and 
Seminary Certificate Courses)

首次推出網上課程
Our First Online Class was 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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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文化宣教

辦公室地址: 17181 E. Gale Ave., Unit C,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電話: (626) 810-5200

www.PresenceQuotient.org             www.RenewTheResponse.org               www.PPossibilities.org                              www.PresenceHK.org

自 2003 年支持基督教和家庭價值

16th Anniversary
Listening to the Heart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You are warmly invited to celebrate our 16th anniversary

Sunday, September 15th, 2019, 6:00 PM
Almansor Court 

700 S. Almansor Street, Alhambra, CA 91801

活現十六週年異象分享籌款餐會

聆聽年輕一代的心聲
我們誠意邀請您預留時間出席

9月15日 (星期日) 晚上6時

save 
th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