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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明輝香港新界鄉村式教堂的發展個案：天主教粉嶺聖若瑟堂

[摘要]	 本文探討1990年代起粉嶺聖若瑟堂在鄉村社區

都市化過程中，堂區的發展及現代化的進程。此外，香

港天主教教區整體的福傳策略帶動著堂區的發展，教區

的牧民策略與堂區發展是互動關係，透過「邁向光輝的

十年」牧函（1989）、「中期報告及計劃書」（1995）

和「中期報告及計劃書檢討報告」（2001），以至教區

會議（2000-2002），我們了解到1980年代-2002年教區

的牧民策略如何與粉嶺聖若瑟堂的發展互相扣聯。當中

教友參與堂區管理、發展青年牧民事工及教友的信仰培

育，便是教區與堂區牧民發展的互動成果。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St. Joseph's Church, Fanling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of Fanling located in a rural area of Hong Kong 
in the 1990s. In addition, the overall evange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i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ish. The pastoral strategy of the dioce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ish are interactive. Through the “March 
into the Bright Decade” Pastoral Exhortation (1989), “Interim 
Report and Proposals” (1995) and “Review Report” (2001), and 
the Diocesan Synod (2000-2002), we learn how the Diocese’s 

香港新界鄉村式教堂的發展個案：

天主教粉嶺聖若瑟堂

鄧明輝



230

198期 (2021)

pastoral strategy from 1980s to 2002 intera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 Joseph’s Church, Fanling. Lay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rish,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pastoral 
care and faith formation among lay people ar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ocese and the p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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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主教在粉嶺區的傳教工作早於 1926 年開始。到

1949 年，主教委派宗座外方傳教會賴法禹神父（Rev. 

Ambrose Poletti）服務西鐸區。賴神父認為粉嶺有必要

設立堂區，於是租用鄧坤亮先生之祖居（即今寶血會培

靈學校現址）為聖堂，有教友二、三十人，是聖若瑟堂

前身。至五十年代，賴神父獲朱仁傑先生捐贈一幅土地

興建聖堂，粉嶺聖若瑟堂於 1953 年落成，並奉工人模範

聖若瑟為主保。聖若瑟堂於 2011 年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

處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1

粉嶺聖若瑟堂位於中國 > 香港 > 新界 > 粉嶺，建堂

距今 67 年。1953 年的時候，香港屬於英國殖民地；根

據《拓展香港界址專條》（1898 年），英國向清廷租借

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二百多個

離島，為期 99 年，稱為新界。粉嶺位於新界的上粉沙打

地區，2 與當時中英邊境相距 13 公里。「過往，粉嶺是

一個農村、窮鄉僻壤之區，人口不多，教友亦少。」3 1980

年代，「粉嶺已發展為一個衛星城市，人口眾多，教友

也隨著增加。居民日常生活比以前充裕多了。」4 本文探

討的就是粉嶺聖若瑟堂，在鄉村社區都市化的過程中，

1 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https://www.catholicheritage.
org.hk/tc/catholic_building/st_joseph_church/index.html 。

2  現稱北區。
3 粉嶺聖若瑟堂信件。信件沒有標明日期及下款，由於保存於1980

年代中期以後的會議記錄中，所以應該是這時期的信件。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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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發展及現代化的進程。5

談到堂區發展及現代化，當然不得不探討天主教香

港教區的牧民策略與堂區發展的互動；教區整體的策略

帶動堂區的發展，堂區發展的需要也是教區發展的需要。

「地方教會應該完善地反映整個教會」（AG，20），6

就是：堂區完善地反映整個教區，教區完善地反映整個

普世教會；教區是普世教會的地方教會，堂區是教區作

為地方教會的一部分。反思粉嶺聖若瑟堂作為教會一部

分的發展，「教友的特殊使命作證必須受到教會各個層

面的重視，才能互相密切地交談與合作，共同負起建設地

方教會的責任」，7 教友的角色確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80 年代是香港迅速發展的時代，新界粉嶺的改變

與其他本是鄉村的地域雷同，相信粉嶺聖若瑟堂這座鄉

村式教堂的發展，也可以作為其他新界鄉村式教堂發展

的對照。

5 鄉村都市化及現代化的學說，參閱：劉志軍，《鄉村都市化與宗
教信仰變遷──張店鎮個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7），頁39-58。

6 「地方教會既然應該完善地反映整個教會，就應該深自瞭解自己
也是被派遣給那些居住在同一地區內，而尚未信仰基督的人們，
要以各個信友以及整個團體的生活見證，作為向他們介紹基督的
標記。此外，為使福音廣被眾生，尤其需要宣道的任務。首先，
主教應該是信仰的先驅，把新的門徒導向基督。為能善盡這項卓
越的任務，必須深深瞭解所屬羊群的環境，及其同胞對天主的真
正觀念，同時要細心注意到所謂的都市化人民的流動性，以及宗
教中立主義所引起的那些變化。」（AG，20）。中國主教團秘
書處譯，〈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
（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74），頁499-558。

7 李 震 ， 〈 聖 統 、 修 會 、 教 友 在 地 方 教 會 中 的 角 色 〉 《 神 學 論
集》28期（1976），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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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天主教會的牧民策略（1980年代—2002年）

1980 年代末到 2002 年，是香港天主教回應自身使

命及香港社會問題重要的二十年。1980 年代末，整個社

會對香港回歸 8 的疑慮及憧憬，催逼著教會以先知的角色

和牧人的姿態去帶領及牧養天主子民。檢視由胡振中樞

機頒布的「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1989），及後的「中

期報告及計劃書」（1995）和「中期報告及計劃書檢討

報告」（2001），以至教區會議 (2000-2002) 的舉行

及相關文件，正正顯示出「香港天主教會未來的牧民承

擔」。9 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教區的牧民策略帶動堂區的

發展，堂區發展的需要也是教區發展的需要。縱然每個

堂區因著歷史、社區、教友組成的不同，在回應及配合

教區牧民策略方面也會有所不同，可是步伐雖然迥異，

發展的重點及方向卻是一致。由教區層面落實到堂區，

當中必定有困難。本章描述教區在 1989 年到 2002 年的

整體牧民規劃及反思，及後述說粉嶺聖若瑟堂的發展時，

將會看到教區推動的牧民策略與堂區回應的互動。

2.1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1989）（下稱：

牧函）

香港教區作為普世教會的一分子，承繼著梵二精神，

在 1997 年香港回歸，千禧到臨的約十年前，策劃了一個

發展藍圖，以回應時代徵兆。與本文探討當時粉嶺聖若

瑟堂的發展尤其相關的有三個重點。

8 香港回歸，參考https:/ /zh.wikipedia.org/wiki /香港回歸。
9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1989），取自https:/ /cathol ic.org.

hk/胡振中樞機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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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徒的培育。牧函指出基督徒應能獨立維持信仰

生活，傳揚福音，並具有強烈的教會感和「我是教

會」的主體意識，並樂於參與教會事務，在教會內

承擔責任，在教會外為基督作見證。10

二、在教會團體中體會共融。教區和堂區幅員廣大，是教

會的重要部份，也是二千年來教會發展的可見模式，

體現信仰的團體性和教會的普世性。教會生活以感

恩祭為中心。教友該重視堂區生活，主動參與禮儀，

投入教區活動，加強對教會的向心力，使教會成為

團結合一和共融的標記。11

三、堂區整體發展方向，著重更新善會，成立信仰小團

體，提供適當的協助。革新堂區的領導方式，發揮

集體領導的功能，例如組成堂區議會，讓教友能發

揮各自的神恩，更積極參與堂區事務。12 

2.2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

（1995）（下稱：中期報告）

牧函在結尾語中提到，定下的十年工作方向和目標

將於 1994 年作一次大檢討，總結五年實踐的經驗，為另

一個五年更具體地調整方向和步伐，13 中期報告於 1995

年完成及公佈。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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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徒的培育方面，教區內的培育機構及堂區，大

都未能全面及有系統推行牧函有關教友培育的各個

重點。未能落實牧函的堂區大多表示基於經濟及人

力資源的不足，亦缺乏屬靈領袖；少數認為教區沒

有直接要求堂區落實牧函方向。中期報告反思到一

般教友的知識水平提高，但信仰反省能力卻未能相

應提高；中期報告建議在堂區工作的神職人員，多

做培育教友的工作，擴大教友參與的空間。14

二、教會團體中體會共融方面，教區委派神父到堂區工

作時，會先協助他們明白教區的整體發展方針，在

牧民工作上得以配合，培育教友；鼓勵牧職人員盡

力改善禮儀的編排和講道內容，提升質素；在彌撒

講道、慕道班、信仰小團體聚會中，以聖經為中心，

關懷祖國，關心社會，特別關注香港前途，增強教

友福傳使命。另外，教區將提高堂區各項事務的透

明度，推動教友職務，讓教友有更大的參與和合作

空間，擴大教友參與決策的範圍。15

三、堂區整體發展方向，中期報告重申信仰小團體形式

可以是善會、基基團、教友鄰社小組等，團體的精

神及氛圍則是「以基督為中心」、「以聖言、聖事、

祈禱為滋養」，「以福傳為使命」，與整個堂區、

教區及普世教會，保持共融。16

14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1995），取自 
 https:/ /vgoff ice.cathol ic.org.hk/。

15  同上註。
1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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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檢

討報告（2001）（下稱：檢討報告）

牧函 1989 年公報，整體檢討於 1999 年進行，最後

的檢討報告於 2001 年完成，為牧函作出總結。

一、基督徒的培育方面，主要檢討有系統的聖神修院神

哲學訓練工作及畢業同學在教會的發展。神哲學訓

練希望學生能學以致用，發揮投身教會的使命。教

會的使命是信仰經驗的傳授，學院課程滿足教友在

知識上的裝備，至於人格成長、信仰、靈修經驗方

面的陶成，則有待全面有系統地進行及深化既有的

成果。檢討報告建議教區投入更多資源，關注平信

徒的全人培育，使教友的培育工作在理論與實踐方

面能平衡發展。17

二、在教會團體中體會共融，檢討報告指出最主要培育

教友的地方仍是堂區，教友感到主日道理為他們很

重要。青年更是堂區發展的重要部分，年輕人一般

時間不多，因此堂區變得更加重要，好成為教友接

受和經驗培育的首要基地。教區著重提高堂區各項

事務的透明度，推動教友職務，讓教友有更大的參

與和合作空間，擴大教友參與決策的範圍。同時，

要協助堂區神父明白教區的整體發展方針，好能在

牧民工作上得以配合，培育教友。

17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檢討報告（2001），
取自https:/ /vgoff ice.cathol i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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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區整體發展方向。信仰小團體在堂區的比例屬少

數，檢討報告建議把重心轉向以家庭為單位。堂區

對信仰小團體的鼓勵亦直接影響信仰小團體在堂區

的發展。檢討報告建議日後發展不同類型的信仰小

團體，特別加強支援鄰舍小團體，讓教友彼此建立

人際關係，提升到信仰層面，一起成長。18

2.4	 教區會議（2000-2002）

根據 1997 年聖座頒佈的「教區會議實施細則」，

時任主教胡振中樞機召開教區會議 (2000-2002)，採取

「由下而上」的方法，由不同崗位的教會成員參與及主

持，並將成果寫成 177 條重點。19 最後，與會成員投票

定出優次，選出：4, 6, 15, 32, 84, 111, 116, 133, 148, 

164，成了重點中的重點，優先中的優先。20 與本文探討

當時粉嶺聖若瑟堂的發展相關的有兩個重點。

 一、加強堂區青少年牧民工作，由專職人士帶領堂

區青少年發展，使堂區和學校分享分擔家庭的責任，讓

生命健康地成長。二、加強信仰培育活動，並由堂區培

育小組策劃及協調；設立慕道團及信仰小團體。在教區

許多培育機構的支援下，信仰培育的工作必須在堂區推

行。 

2.5	 小結	

18 同上註。
19 〈分享教區會議成果〉，《公教報》，2002年9月22日，取自       

https:/ /cathol ic.org.hk/分享教區會議成果/。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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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及其中期報告，以及檢討

報告等都清楚看到，教區致力提升教友福傳培育、堂區

參與和信仰質素；儘管部分項目進展未如理想，方向及

構想正是香港教區這個地方教會的需要。同時也是堂區

發展的需要。這些項目的進展均推動粉嶺聖若瑟堂的現

代化發展。

中期報告提及的「少數認為教區沒有直接要求堂區

落實牧函方向」，21 在教會學的啟迪之下，其實教會既是

有其行政組織的特質，也是天主的及人的團體，教會是

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團體，教會是歷史的也是末世的團體，

教會是空間的也是超越空間的團體，22 因此，教會在組織

及其運作機制均有別於世俗組織。23 牧民策略的製訂不僅

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也是一種福傳策略的文化

塑造；文化如何落實到堂區層面，並非純粹的行政安排。

此外，「我們的時代向教友所要求的熱忱，並不次

於過去，反之，當前環境要求他們應更加強，更拓展他

們的傳教事業……沒有教友的工作，教會幾乎難以存在

和工作」（AA，1）。24 檢討報告提到的兩個重點，包括

擴大堂區事務教友參與決策的範圍，以及提升堂區成為

年青人信仰發展的首要基地，這不僅與梵二精神吻合，

21 「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期報告及計劃書（1995）。
22 張春申，《基督的教會》（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03），頁

38-40。
23 李峰，《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Y

縣X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頁67。

24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教友傳教法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文獻》（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74），頁45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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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粉嶺聖若瑟堂由鄉村式教堂發展起來的動力亦互相呼

應。及至 2002 年教區會議文獻出版，顯示這時期香港教

區在教友培育及參與堂區事務、青少年牧民、堂區信仰

小團體發展三方面，尤其注重。

由牧函到教區會議，整段期間正值是粉嶺聖若瑟堂

由鄉村式教堂發展至配合城市化社區牧民需要的時期；

香港教區發展作為整個香港天主教發展的主導，粉嶺聖

若瑟堂既配合著教區的發展方向，亦乘著新界粉嶺發展

的契機，漸漸由鄉村式教堂發展起來。

3		 新界及粉嶺的發展（1980 年代）

粉嶺聖若瑟堂建堂三十年後 (1984 年 ) 的新界仍然

保留著鄉郊氣息，聯和墟屬於上粉沙打地區，依舊是粉

嶺至沙頭角一帶的商品集散地，每天運作的「天光墟」25

周而復始，與 1951 年建墟時轉變不大，整個香港亦繼續

由英國管治。不過，一切似是穩定不變的背後，潛伏著

待變的力量逐漸顯露。

3.1		新市鎮發展

1971 年 麥 理 浩 爵 士（Sir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接任港督，特別關注房屋問題，隨後政府

宣佈一項空前龐大的「十年建屋計劃」，致力建設公共

房屋。26 這個計劃令整個新界區的面貌完全改變，由於市

25  天光墟是每天清晨或半夜開始運作，天亮即完結的墟市。
26 「人、物、情──香港公共房屋五十年」展覽教材，取自http://

w w w . h e r i t a g e m u s e u m . g o v . h k / c h i n e s e / e d u _ o t h e r /
PublicHousingTeach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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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可供發展的用地逐漸短缺，政府遂決定在新界興建公

共房屋。偏遠區域的公共房屋，在設計上引入城市規劃

的概念，在照顧居民住屋需要的同時，更滿足其對生活、

社區及康樂設施的需求，這就是「新市鎮計劃」。1980

年代新市鎮不斷發展，大埔、元朗、粉嶺和上水亦相繼

發展成第二代新市鎮。

1982 年落成、位於上水的彩園邨是新界北區第一個

公共屋邨，目的是為建成新市鎮收地受影響的居民，及

其他區域因拆遷問題需要調遷的市民提供住所。27 其後，

北區各公共屋村及私人屋苑陸續入伙，除了北區居民外，

還有不少由市區遷入北區定居的市民，隨著人口數目增

加及結構轉變，整個北區面貌亦不斷變化。

3.2	 擴展交通網絡

北區與市區的連繫，隨著交通發展，日漸緊密，亦推

動著社區的轉變。公路方面，在 1980 年代，為了改善新

界北部來往沙田的交通，香港政府在沙田與大埔之間的吐

露港南面沿岸興建吐露港公路。鐵路方面，九廣鐵路的現

代化及電氣化計劃由 1978 年開始分期推行，工程包括：

鋪設雙軌及架空電纜，建設或重建車站及橋樑、興建隧

道。1983 年，最後一期由紅磡至羅湖站的鐵路電氣化正

式完成，28 乘搭電氣化火車由粉嶺到紅磡只需 40 分鐘。 

27 筆者訪問前房屋署負責發展北區公共房屋的李敬志先生，2020
年11月13日。

28 香 港 鐵 路 歷 史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 h k r a i l . n e t / ? l n k = h k /
History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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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結	

藉著新市鎮發展的機遇，粉嶺公共屋村的落成，改

變了粉嶺的人口結構，以往居民基本上是務農維生的鄉

民，現在新式大廈的建成，大量市區居民的遷入，消費

力的提升，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大改變整個社區面貌及

經濟結構。作為社區分子的一員，堂區的面貌及牧民需

要當然也受到影響。加上交通網絡的擴展，居住粉嶺，

市區工作成為一件可能的事情，晝出夜歸成為不少居民的

日常，教友居民亦然，下文有關成啟明神父的訪問清晰地

提到這情況。29 故此，從 1980 年代起粉嶺正式經歷人口

結構的分化、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思

想觀念的現代化，30 這些均是鄉村都市化展開的特徵。

4	 粉嶺聖若瑟堂的發展：從傳統到現代

從 1980 年代粉嶺都市化起步到 1994 年成啟明神父

（Fr. Pietro Zamuner）到任，對於粉嶺聖若瑟堂是充

滿挑戰的時期，粉嶺正值鄉村都市化的交替之時，教友組

成由以往本地居民為主，續漸改變。上一代年青人成長

後離開鄉間的粉嶺，逕往市區居住及發展，中國內地「離

土不離鄉」的發展模式 31 沒有在香港出現，於是在青黃不

接的時期，教友開始流失；由市區遷入的教友則未落地

29 筆者訪問成啟明神父，2020年10月24日。
30 劉志軍，《鄉村都市化與宗教信仰變遷 — 張店鎮個案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49-50。 
31 楊江華，〈變遷中的中國農村教會──基於河南宛市的實證調

查〉，高師寧編，《田野萬象》（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
究社，2018），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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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以致堂區營運困難，奉獻減少，經費不足。32 此外，

都市化發展引發回收聖堂土地建路的問題，33 令聖堂面積

減少，加上司鐸調動頻仍的因素，34 阻礙著堂區全面的發

展。鄉村式教堂的特徵，如傳統農業社區服務、社會關

懷和幫扶功能，甚至信仰領導角色開始失效及鬆弛。35

幸而，成啟明神父 1994 年到任，直至 2010 年調任

的 16 年穩定期間，潛伏著的待變及發展力量，終於能夠

全面迸發出來。

4.1	 成啟明神父時期

成啟明神父上任之初，面對著不少問題：聖堂環境殘

破、教友流失、財政緊拙、社區轉變、原社區及新遷居教

友的融合等 36。以下是筆者與成神父訪談的部分內容。37

我在石籬聖若望宗徒堂做到六四（筆者：六四事件）。

1989 年到藍田做本堂（筆者：聖愛德華堂主任司

鐸），與粉嶺堂區不同。當時藍田有很多青少年人，

晚上會聚集在聖堂旁的運動場打籃球，或在聖堂開

會。來到粉嶺的時候，晚上完全沒有人，在外返工

32 粉嶺聖若瑟堂，《聖若瑟堂──粉嶺60周年紀念特刊》（香港：
粉嶺聖若瑟堂，2014），頁90。

33 1988年粉嶺聖若瑟堂收到香港教區通知，政府將收回聖堂一幅
29,000呎土地。

34 從1982年到1994年共有五位神父到任。
35 楊江華，〈變遷中的中國農村教會──基於河南宛市的實證調

查〉，頁131-147。
36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特刊》（香港：粉嶺聖若瑟

堂，2004），頁42。 
37 筆者訪問成啟明神父，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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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友晚上回家，不會返聖堂，所以晚上從來都沒

有人。當時覺得粉嶺很鄉村，入到來的時候，聖堂

環境很差，雜草高過一個人，從外完全見不到聖堂。

我睡覺的地方非常殘破，心裡只想到需要適應。當

時，之前的神父留下很多鄉村教友的紀錄、地址及

資料。我對客家好有興趣，所以經常探望村民，例

如馬尾下村。那時還有不少鄉村，有很多教友屬於

五華客家人，並不是原居民，他們仍然是種菜維生，

不過也慢慢在減少中。

剛到粉嶺時，堂區秘書徐先生幫了很多忙。因為環

境很差，主日學亦沒有地方，很多教友轉到上水參

與彌撒。劉某、林氏、劉氏 38（筆者：三人曾擔任堂

區議會主席）幫了很多忙。當時，聖堂很少年青人，

幸有培靈學校（筆者：寶血會培靈學校）學生每星

期參加彌撒。在粉嶺最初的時間非常辛苦，設備非

常之殘舊，慢慢才適應。教堂最多的活動就是婚禮，

之後才慢慢發展，包括活石青年團、文修女（筆者：

文慧蓮修女 Sr. Maria Giovanna Magni）在主日

學方面幫了很多，亦召集了很多女士協助，包括鄧

太（筆者：曾擔任堂區議會主席）。聖詠團的貢獻

也很大，最有印象的是徐錦堯神父（1997）及恩保

德神父（2001）的佈道會。

我在聖若望宗徒堂服務的時候仍未有堂區議會，去

到藍田聖愛德華堂也沒有。到粉嶺的時候，知道有

38 為了保障私隱，故隱沒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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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議會，與之前的聖堂在管理上非常不同。我是

一個梵二之後的神父，對於平信徒參與、由教友負

起責任及協助非常之重視。

1997 年（主權移交）離開的教友不多，因為不少粉

嶺上水的原居民已經移民荷蘭、英國，所以對粉嶺

聖堂影響不大。反而很多回流家庭，也有從市區遷

入粉嶺。2010 年我離開的時候，粉嶺多了很多高樓

大廈，比以前豪華很多。

正如成啟明神父所述，九十年代，隨著 1997 年漸近，

不安因素反而慢慢消除。此外，粉嶺都市化的進程漸次

完成，39 加上聖堂裝修竣工，2000 年 4 月 30 日，堂區

舉行「重修祝聖禮」，標誌著粉嶺堂區進入另一階段的

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由成神父到任（1994）到聖堂裝

修竣工（2000），大概就是在牧函（1989）、中期報告

（1995）、檢討報告（2001）階段，反映出香港教區的

牧民策略，包括在致力提升教友福傳培育、堂區參與、信

仰質素等方面在堂區的落實推行。在訪問中，成神父提

到自己秉承梵二精神，並多次提及不同教友的貢獻及自

己對教友參與堂區管理的支持，正好顯示普世教會、香港

教區與粉嶺堂區發展的需要及方向的一致性。粉嶺聖若瑟

堂在成神父的鼓勵下，教友積極參與建設各種善會，如活

石青年團、主日學、服務組、聖體會，和新移民班等，還

39 至2000年，新界北區共十有個公共屋村，1995年粉嶺華心邨是
第八個完成的屋村。私人屋村亦陸續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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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型活動，包括舉辦佈道會、跨堂區的福傳活動等等。40

4.2	市區教友的貢獻

粉嶺成為新市鎮後，都市化的步伐愈來愈快。1990

年代，從市區遷進粉嶺的教友大量增加，年青教友及專

業人士教友人數大增，但是由於粉嶺聖若瑟堂較遠離火

車站，加上聖堂裝修之前，設備落後，甚至連洗手間也

不足，部分新遷進粉嶺的教友選擇前往設備完善的上水

基督之母堂。隨著 2000 年聖堂裝修完成，吸引大量本來

屬於粉嶺堂區的教友「回流」，由九龍區遷移至粉嶺的

資深教友更開始領導堂區。

在教友參與領導堂區方面，其實粉嶺聖若瑟堂一點

也不「鄉村」。411970 年，「教友傳教會」成立，它是

一個決策機構，所有成員都是有「份量」的，加入議會是

身份的象徵。42 直至 1994 年正式易名為「粉嶺聖若瑟堂

堂區牧民議會」，已經有 24 年歷史。由於教友組成一向

以本地居民為主，從教友傳教會主席王玉均先生（1970）

到牧民議會會長劉某 （1994-1998），會長一職一直是

由土生土長的粉嶺居民擔任。成啟明神父任內牧民議會

會長一職由 1998 年起開始有所變化。

40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特刊》，頁42-45。
41 落伍的意思。
42	粉嶺聖若瑟堂，《聖若瑟堂──粉嶺60周年紀念特刊》（香港：

粉嶺聖若瑟堂，2014），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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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份 姓名 簡述

1994-1998 劉某 粉嶺居民

1998-2004 林氏 粉嶺居民，長大後遷居市區

1990 年代中期返回粉嶺定居

2004-2006 鄧太 1990 年代末遷居粉嶺

2006-2008 劉氏 1990 年代初遷居粉嶺

2008-2010 林氏 粉嶺居民，長大後遷居市區

1990 年代中期返回粉嶺定居

2010-2014 陳氏 2000 年 代 加 拿 大 移 民 回 流，

2005 年新教友
　　

從城市走進鄉村的基督徒，無論在組織教會、信仰

追求、信仰表達風格等方面，均有別於鄉村教會。43 從上

表得知，當中兩任遷居粉嶺的會長，更是由服務市區的

堂區轉變為擔任粉嶺堂區牧民議會會長，把服務其他堂

區的經驗帶進粉嶺，大大推動堂區的發展。以下是其中

兩位堂區牧民議會會長的背景和當時的堂區情況：

           鄧太 44               劉氏 45

擔任會長 2004-2006 2006-2008

入教情況 天主教中學畢業後領

洗

嬰兒領洗

43 黃劍波，《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吳莊基督教的人類
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
心，2012），頁214-218。

44 筆者訪問鄧太，2020年9月13日。
45 筆者訪問劉氏，202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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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中學畢業 大專畢業

專業 會計 土力工程

教理訓練 教理講授訓練文憑課

程畢業

教理講授訓練文憑課

程 ( 青少年宣講 ) 畢業

服務市區

堂區情況

1980 年 代 起 服 務 新

蒲崗善導之母堂，曾

任家庭小組探訪員、

堂區議會幹事。

1980 年 代 就 讀 慈 幼

伍少梅工業中學，天

主 教 同 學 會 活 躍 會

員；中學時期開始服

務長沙灣基督君王堂

（現與聖老楞佐堂合

併），曾任青年會導

師、主日學導師、堂

區議會幹事。

服務粉嶺

堂區情況

1990 年 代 末 開 始 擔

任財務小組成員，佈

道籌備小組成員，堂

區議會幹事。

1990 年代初開始擔

任主日學導師，成立

活石青年團，堂區議

會幹事。

從兩位牧民議會會長的經驗分享中，可以看到堂區

的成長和漸漸成熟。劉氏表示，「1990 年代初，因為我

做主日學導師，所以有參加牧民議會會議。有一次檢討

聖誕禮儀時，一班輔祭青年與神父不和，其後在不少牧

民議會會議都鬧翻收場。」46 鄧太亦指出，「我剛開始參

加牧民議會時，法定人數不足，會議竟然繼續。會議記

錄只是寫在一本筆記簿上，沒有動議、和議等通過會議

記錄的程序。牧民議會會章也是我做會長的時候完成，

46  筆者訪問劉氏，202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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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交神父遞交予教友總會。」47 根據訪問，直至 1990

年代末，堂區牧民議會在程序、決策、籌辦活動上，確

實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加上成啟明神父是首次與堂

區牧民議會合作，48 粉嶺聖若瑟堂牧民議會運作的優化，

實有賴資深教友將服務市區堂區的經驗帶進粉嶺堂區。

劉氏稱：「直至我做會長時，程序已經好清晰，我也是

跟著鄧太那一套去做。」49

此外，粉嶺聖若瑟堂活石青年團的成立，亦是有賴

市區遷入的資深教友將服務經驗帶進。活石青年團成立

於 1998 年，根據牧民議會會長劉氏，「在成神父的支持

下，成立了活石青年團，文修女 ( 筆者：文慧蓮修女 ) 都

幫好多。活石 ( 青年團 ) 每星期有聚會，堂區大型活動有

表演，當時很多青少年人參加。」50 劉氏在慈幼會中學長

大，服務市區堂區青年會及主日學多年，對於年青人信

仰培育有豐富經驗，遷入粉嶺後也是一直以青年人為服

務對象。

堂區的發展可謂配合教區的牧民策略，而教友的自

我培育意識以便更好地服務堂區亦配合了牧民策略。這

可見於市區遷入的資深教友，他們非常注重自身的福傳

訓練。劉氏在市區堂區成長，經歷了歷任主任司鐸的培

育，他指出，「尤其是徐錦堯神父訓練我們一班青年人，

我中五那年（筆者：即 1980 年代中），有兩星期除了返

47  筆者訪問鄧太，2020年9月13日。
48  根據成啟明神父，之前服務的堂區均沒有堂區牧民議會。
49  筆者訪問劉氏，2020年8月30日。
5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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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返學之外，就是住在聖堂，學習祈禱、分享、信仰的

事情。這個對我（信仰成長）是有深度影響。」劉氏以

服務青少年為主，所以便修讀了「教理講授訓練」文憑

課程的「青少年宣講」課程。51 另外，鄧太在 1980 年代

中參加了公教教研中心 52 的「屬靈領袖訓練計劃」，服務

粉嶺聖若瑟堂後，亦修讀了「教理講授訓練」文憑課程。53

從訪問的過程中，清楚地看到兩位教友具有強烈的教會感

和「我是教會」的主體意識，並樂於參與教會事務，在

教會內承擔責任，這就是牧函所描述的教友參與的願景。

市區教友在粉嶺聖若瑟堂推動了各方面發展，就是牧函、

中期報告、檢討報告中提及的教友福傳培育、堂區參與

和信仰質素。及至 2002 年教區會議，教友培育和參與堂

區事務，以及青少年牧民仍然是重中之重，粉嶺聖若瑟

堂因應堂區的發展步伐，大力推動這兩方面的發展。

5	 總結

張春申神父在《基督的教會》中論及初期教會的六

個要點：54

1） 初期教會是信仰基督的團體

2） 它是充滿聖神的團體

3） 它是有組織的團體

51  同上註。
52  公教教研中心簡介，https://www.cirs.org.hk/about.asp。 
53  筆者訪問鄧太，2020年9月13日。
54  張春申，《基督的教會》（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0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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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它是有禮儀和聖事的團體

5） 它是多元而又單一的團體

6） 它是宣講及充滿傳揚福音動力的團體

基督徒團體自稱「教會」表示三個不同的導向：禮儀

中的教會、地方教會、整個教會。教會是整個和唯一的，

整個教會不是地方教會的總和；整個教會完整地落實在

地方教會中，所以地方教會包括堂區是完整地體現整個教

會。55 根據張春申神父的意思「整個教會」即是普世教會。 

上文提到粉嶺聖若瑟堂由最初的鄉村式教堂，在社

區都市化過程中突破了以往的模式，經歷了發展及現代

化的進程，多少予人鄉村是「落伍」，都市化是「進步」

的觀感。其實，筆者絕對沒有這個推論。作為地方教會

的一部分，1950 年代起的粉嶺聖若瑟堂便是信仰基督、

充滿聖神、有禮儀和聖事、宣講及充滿傳揚福音動力的

團體，它與社區多元化地互動，而又清晰高舉信仰的旗

幟，贏得社區持分者無數的稱譽。

社區是具有生命的社群，不斷經歷發展及變革，不

可能千載不變。當變革出現，社區的面貌及需要就會有

所改變。教會這個「有組織的團體」便需要在策略上有所

更新，在組織結構上現代化，以迎合嶄新的需要。故此，

粉嶺聖若瑟堂面對鄉村都市化的實況，經歷青黃不接時

期，在鄉村式教堂的基礎上重新出發，再發展至迎合社

55 張春申，《基督的教會》（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03），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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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需要，及至今天擴堂工程的開展，56 正是〈聖統、修會﹑

教友在地方教會中的角色〉一文中反思地方教會的實例。

在此引用文中一段作結：                                

基督降生成人，於是天主的生命進入了世界。基督

又藉十字架的贖罪祭，戰勝罪惡，克服死亡，使人

與天主和好，出死入生，分享復活的光榮。降生的

奧蹟與逾越奧蹟是分不開的。地方教會的建立，也

要經歷由生到死，由死到復活的三部曲。福音在此

時此地，在一個固定民族及文化中的降生、生根，

包括『把這民族的生活和歷史變成自己的，分享真

正屬於這民族的一切』，也就是使福音與當地文化

結不解之緣。如何完成？福音是神聖的，是屬於天

主的，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包括傳統的、現代

的、宗教的、世俗的、精神的、物質的種種成份，

是屬於人的。因此有優點，也有缺點；有善良的一

面，也有罪惡的一面；而且在歷史過程中繼續演變，

時常受到外在和內在的衝擊。57

56 2016年開始擴建工程，預計2022年終完成。
57 李震，〈聖統、修會、教友在地方教會中的角色〉，《神學論

集》28期（1976年），頁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