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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青年�������

約見因由︰

在今年的中大新生佈道中，中大的��認識耶�青年�的��Rita，因為先前對耶�青年�這群體
所知有限，網上所得資訊又不可盡信。我們想對他們及其所信作更多了解，遂透過中大��隊約見
��；另再約�對中華宣道�宣中堂的李錦斌牧師，在他介紹下，�香港新興教派研究中心總幹事
楊子聰先生一�出席，協助我們認識「耶青」。以下是對話內容的簡�。過程主要由李牧師發問。

��內容︰2006年10月20日(五) 14:00-16:00

出席︰李錦彬牧師(中華宣道�宣中堂主任牧師)、楊子聰先生(香港新興教派研究中心總幹事)、張雅
惠Rita(耶�青年�幹事)、唐珮穎Karen(耶�青年�幹事)、Joseph Yu、Nick Lam、Bosco Leung

地點︰祟基學院校牧室

李牧師開宗明義�「耶青」的��這次��是「知你所信、信你所知」；因為香港其實有不少小教
派或不太為人認識的群體，很多都是信仰正統和很好的，新興教派研究中心是為了�這些群體對
話，尋求了解；對信仰正統的我們當加以協助或傳遞，也有責任如此，因為是主內肢體；免得他們
被人誤解；但若不是有共�信仰，則可以叫大家認識各有不�，以知識別。

1. 耶�青年�的信仰核心是甚麼？
他們表示就如網頁上所言。那李牧師便再請他們可否現場講一次他們的信仰核心。對方其實用了不
少時間分享她的信仰經歷和心路歷程。但在她表示「耶青」所信的肯定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他們相
信神。李牧師想她們澄清神是那一位。她說就是耶和華。他們信基督因愛而降生，受死，復活，那
李牧師便問對方基督是誰？誰是再來的基督？對方表示基督就是基督，再來的就是基督。在回應這
澄清問題時，對方都傾向分享她們是如何經歷生命被主改變。總的來說，她們沒有正�回應「耶
青」的信仰核心和教義。

2. 「耶青」在港有多少參�成員？有多少全職��？總�在那裡發源？
據她們講，現在有約20人參�他們的聚�，以團契，查經，分享為主。在香港就只有Rita和Karen是
全職��，她們兩者在職銜上是Director，另有一位是帶職��。其他成員主要是大學生。據表示「
耶青」是發源於中國上海，Karen以前就讀的復旦大學是其中一個根據地，至於現在的總幹事是在
三藩市總�的Anthony(沒有提及姓氏)。他是美藉華人。李牧師問有否機��他見�，她們表示可以
安排，而10月底他回從美來港。這事需要跟進。
 
3. 他們是否註冊有限公司？或註冊機構？團體有甚或收入來源？
對方表示一直很忙，沒有時間，但有此打算申請成為有限公司。因為現在在本地不能發奉獻收據，
故此沒有在聚�收取奉獻。

4. 誰聘用他們作全職��？他們有甚麼訓練？
沒有正�回答，但他們表示自己平均每月收入約HK$2,000。由於Rita的先生是有正職的，加上她自
己有補習幫補生計。而Karen則是以雙程證來港，每兩週�返深圳一次寄住當地「耶青」的地方。
表示生活都�有刻苦。據悉每個國家或地區的耶�青年�，都是經濟獨立自主的，所以他們的薪水
並不是由其他地區的「耶青」負責。

5. 除了有團契聚�外，他們�否有崇拜聚�，形式是怎樣的？誰講道？參加者是誰？
對方表示他們在週日早上也�在大圍的聚�點有「音樂崇拜」(她們用的詞彙)，形式是唱詩，查
經，分享。被問及他們有誰作教導�作，對方表示她們二人�主要作這�作，有時其他弟兄姊妹也
�有分享。而參加崇拜的主要是中大的學生，他們自己本是沒有返其他教�聚�的。而如果有其他
人自己本身有教�崇拜生活，在週日他們�返自己教�崇拜。

6. 耶�青年�的名稱有甚麼意思？



對方表示因為他們的對象是大學生，大學生都是青年人，所以他們便稱自己為耶�青年�。被問及
他們為甚麼他們組織的英文名字是Young Disciples of Jesus. 他們表示因為希望每參加者都是跟隨
耶�的青年人。

7. 耶�青年�有沒有文字材料或宣傳單張可以給我們參考？
Karen表示由於他們在國內傳道比較多限制，沒有印製文宣材料；但在香港則因為經濟因素暫時未
能印刷。她們表示也有自己的材料�弟兄姊妹查經的。不過沒有給我們。

8. 網上有資料指他們的組織，領袖和基督論、末世論的教義有問題，以及他們的領袖張大衛自稱再
來的基督，他們是否知道？對這些網上文章有甚麼回應？
對方表示也看過這文章，而Karen表示自己更曾到發出這文章的合淝找到作者，也表示�對方對
質，發現對方根本沒有參�過耶�青年�，而只憑空捏造。Karen表示她們沒有一位領導叫張文龍
或張大衛，也和韓國統一教和攝理教完成沒有關係。他們很氣憤。李牧師請他們可否就該篇文章對
他們認為錯誤的論述逐點澄清。而對方亦表示願意這麼做。

9. 他們的聚�地址在大圍，有否�大圍的教�有聯絡？
沒有特別聯繫。而租用的聚�點的業主不是基督徒，只知上一手的租戶也是一教�(平安福音堂)，
不過�他們亦沒有聯繫。

10. 他們有甚麼想問我們的？
表示想在他們的聚�中邀請其他教�的牧師講道，但不知從何邀請。李牧師則表示直接電話聯絡便
可邀請。例如Karen表示自己也曾出席新興教派研究中心的開幕，李牧師表示她們其實可直接約胡
志偉牧師或其他牧者。

另外，Rita表示有新生佈道其間曾�中大學園傳道�的學生主席溝通，表示不滿意他因為「耶青」
不是學校屬�而不可以在校園傳道。她表示希望學園傳道�不要阻止她們在中大的�作，以後有更
好的溝通。我們則再向她表示之前的溝通是由於在新生註冊期間接觸新生是受學生�監管，�她們
溝通只是想溝通這情況。倘若明年她們再有新生註冊時的�作，請她們可以留意。









見證人提供資料：

這間房為當時（2002年12月）耶青在香港山道93﹣97號中間的部份，這裡是被裝飾

為“聖殿”的房間。其中手捧鮮花穿學士服的為Joanna（黃肇怡），當天她正參加了

她在香港大學的畢業典禮，其後左側（帶眼鏡短發灰衣者）為樸貞美，96年由張在亨

派往復旦大學建立教�的“開拓人”；其後右邊（Joanna的右邊）為我，當時被差

往越南，即將出發；樸貞美左邊為復旦大學畢業的唐佩穎，現在美國，最左（抱小孩

者）為Carol（于嘉豪），她右邊的為Eunice（柯嘉怡）。

我的右邊為一韓國傳道人，其姓名已不�得，其右邊為張X志，曾因配婚原因離開一

段時間，自己�一位曾經參加耶青卻不被耶青接納的弟兄結婚，但在04年左右卻帶著

自己的丈夫一�回到張大衛教派，並為耶青接受。

最後一排，十字架正對的為麥偉成，短髮粉衣女子為�張乃文�時受到樸貞美培養，

在上海最早的中國張大衛跟隨者之一———曲海燕。

註：據耶青代表在530�招中表示， 唐佩穎為「耶青」創辦人之一。

而照片中的麥偉成、黃肇怡 、 柯嘉怡 和于嘉豪皆為香港人，是【基督日報】的員

�。

黃肇怡 樸貞美張X志

麥偉成曲海燕

唐佩穎 于嘉豪

見證人
Esther

柯嘉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From: verewexxxxxxxxx@hotmail.com
> To: xxxxxxxxxx@hotmail.com; xxxxxxxxx@gmail.com; verewexxxxxxxxx@hotmail.com
> Subject:
> Date: Fri, 2 May 2008 23:25:15 +0000
>
> XXXX,你好!
>
> 今天很掛念你,很想在線上看到你,但是你好像沒有上線, 就直接給你寫信了.
>
> 我很想很想跟你談一下,但是一直沒有找到機�.
>
> http://hi.baidu.com/only_jesus
>
> http://hi.baidu.com/solagratia
>
> http://hi.baidu.com/truthwatcher
>
> 你看一下吧
>
> 跟你交往好幾年,我知道你性格活潑火熱,可是你不要在”耶�青年�”這件事情上陷入很深, 慢慢
產生錯覺. 我知道有人去找了你, 你小心被利用. 如果跟他們糾纏在一起,真的最後�被告的. 而且我
們絕對不�妥協的,肯定是在法庭上也要走到底的.而且肯定�得勝的. 因為他們是捏造的,根本抵不住
良心的聲音.我們甚麼時候說過十字架是失敗的? 你肯定也學過”寶血的十字架”, 哪怕從這一點上
也知道他們那是捏造. 搞來搞去別最後就剩下你一個人你還以為在為主徵戰呢.XXXX,即使你有誤解
或者混亂的地方,可是你捫心自問一下，我們教導了十字架是失敗嗎？我們甚麼時候說不相信十字架
呢，甚麼時候說了不相信耶�呢？我們不是奉主耶�基督的名禱告嗎? 但是他們現在就說我們說十
字架是失敗的，不相信十字架，難道這個不是毀謗，捏造，誣陷嗎？
>
> 我真的不想我們在法庭上見�. XXXX,他們說的耶青的教義,都是捏造的,
>
> “耶�青年�”的攻擊性事件中幾個主要挑起事端的人員現在已經被告上法庭. 日本的Yamaya, 
還有香港的楊子聰,都被告了. 而且肯定他們�失敗的,因為都是捏造的一些莫須有的證據. 我在耶�
青年�這麼多年,我當然知道我們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因為很年輕, 而且都是罪人, 有很多需要改變和
成長的地方.但是怎麼能夠說是異端呢? 耶�青年�是中國的驕傲,中國基督教界的驕傲,作為信仰的
前輩,應該努力扶持才對,但是現在這樣捏造.想要殺死我們. 願神鑒查.
>
> 還有那位王永信牧師, 他家就在美國舊金山, 你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我就在舊金山我知
道的. 王永信牧師想要知道我們的信仰告白等等,說張大衛牧師想要作王.質問我們肢體的信仰.但是張
大衛牧師約他見�的時候他屢次拒絕, 就是不見�.如果見�的話肯定事情變得很簡單.雙方一對質就
知道真偽.但是就是不見�, 反而自己跑到香港,說奇怪的話.你說奇怪不奇怪? 還有一個羅錫為,跟大衛
牧師見�, 呈現了很多他從王永信牧師手裡拿來的筆�. 那些筆�有些是離開的耶青成員的筆�,有些
是統一教的筆�,但是說這些就是你們耶�青年�的筆�...反正發生很多荒謬的事情.就是為了捏造耶
青是異端. 
>
> 你知道嗎,即使真的判斷異端,也不能如此草率的. 王永信牧師這次做事真的讓人太吃驚,因為他所有
的證據就是別人給他的一些不知道哪裡來的筆�,有的是耶青的,有的不是, 還有一兩個軟弱的離開的
人的見證.都不是自己得來的. 然後隨便得出結論. 他真的是冒大險了.就算我不太懂法律,我也知道如
果告到法庭他一定�坐監獄的.怎麼能夠這樣倉促的定是否異端?而且想想，誰有權柄定一個團契是
不是異端呢？他這麼草率的做出結論本身就是不妥當的。為了不坐監獄,他們肯定需要找很多可以支
持他們的理論的人,而且加大輿論,來煽動更多的人詆毀耶青.可是小心最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聲
勢做得越大,最後跌倒的越悲慘. 因為我們裡�絕對, 絕對, 絕對沒有甚麼隱藏的見不得人的勾當, 一切
都是可以拿出來亮堂堂的對峙的.



>
> 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拿來的一些筆�,然後斷章取義,從裡�拿出幾句似是而非的話,然後說我們相信
十字架是失敗的. 然後王永信牧師這樣的華人基督教界的名牧,大使命中心的這麼大機構的創始人之
一, 非常草率的就在時代論壇發錶說耶�青年�是異端,說我們教導十字架是失敗的. XXXX你摸摸你
自己的良心,你說他說的是事實嗎? 你難道沒有學習過”寶血的十字架”嗎? 我們甚麼時候學習了十
字架是失敗的? 我們不是一直教導耶�的犧牲,倒空, 我們不是一直說十字架是神的偉大的愛的得勝
嗎? 你如果摸著良心說話,通過這一點就知道王牧師說的話是多麼草率和不負責任了.
>
> 還有一個,關於張大衛牧師,張大衛牧師甚麼時候自稱自己是再來的主了?我們所聽過的道甚麼時候
這樣說,”張大衛就是再來的主，我們要跟從他”這樣的話? 如果你聽到有的人這樣跟你分享,那麼他
需要悔改，重新學習聖經。怎麼�是耶青的問題呢？怎麼�是張大衛牧師的問題呢？他們說甚麼張
大衛很神秘, 不輕易跟人見�啊.簡直是胡說八道!! 我不僅常常見到大衛牧師, 還看到年青人們跟這位
老牧師一起踢球, 一起打網球, 一起吃pizza,甚至吃方便�, BBQ. 我在這裡親自看到張大衛牧師的生
活,他非常愛主,為了福音,非常虔誠的禱告,拼命�作著生活了,而且把所有的榮耀歸給聖三位一體的真
神. 他的信仰給了我很多震撼, 我真覺得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一位好牧者.這才是真正的牧者的生活.在
約翰福音最後, 主的命令就是:”你喂養我的小羊”. 他就是這樣去生活的. 我看他為了主吃了那麼多
苦, 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完全不顧自己身體的狀況為主�作, 拼命講道,建立我們的信仰, 教導我們愛神, 
而且, 他比我們這些年輕人不知道生活閱歷多多多少,但是總是謙卑下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任何的問題
都是公開的討論,一起商量決定的, 甚麼”權威主義”??!! 我坦白的說,所有的攻擊都�倒下的. “我活
著就是基督,我死了於我有益處”, 這保羅的告白多麼真實,我真的是通過大衛牧師看到一個基督徒應
該怎樣生活. “基督活在我的裡�”, 真的應該效法著基督的愛去生活,而不是分裂著去生活. 他們說
甚麼張大衛牧師想要作王.甚麼王啊.....唉真的可笑. 基督教裡�只有十字架,哪裡有甚麼王?除非自己
裡�想做王才�覺得別人想要作王.他不是甚麼王，而是為主犧牲，不斷的倒空自己，為了拯救靈魂
東奔西跑的老人. 連飛機餐都買不起,餓肚子一天多的為了拯救靈魂東奔西跑的老人!!! 是一個受了很
多冤枉和委屈,可以流很多眼淚, 但是一切都交托給神,仰望著主耶�而走的, 60多歲的老人!!
>
> 你知道我是很理性很思考的人. 如果耶�青年�是騙人的,難道我真的愚拙到被他們利用了5年還不
知道嗎?難道我是被”洗腦”了,或者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被”操控”了嗎?我是看了他們牧者的生
活,受到感動跟過來的. 在如今的基督徒流離失所,基督教走曏無力的情況下, 耶�青年�像一股清泉
給這個社�失去方曏的靈魂帶來盼望, 難道我們不是應該扶持她,使之成為中國的驕傲,成為中國基督
徒的驕傲,成為明亮如朝露的,蓬勃曏上健康的青年團契嗎? 多少人通過這個美好的青年團契得到改
變,,為甚麼不去看那些得到恩典改變的人的美好的見證呢? 我的家人朋友都見證我的改變. 生命傳遞
生命,這種生命的�作,誰能詆毀這不是從神來的?誰攻擊耶青, 我絕對要跟耶�青年�並肩作戰! 我在
耶�青年�5年多, 我真想讓你看看我的樣子 ,見證我的改變.你都�得2002年的時候我是怎麼枯干的
樣子吧. 離開的或者沒有離開的人都�得我當時的枯干的樣子吧, 可是現在完全改變,還需要別的見證
嗎?自身生命改變不是最最有力的見證嗎? 比起那些自己標榜自己是正統,利用教權來壓制年青人的
牧者, XXXX, 我跟你說吧,”天壤之別”, 這就是我的感受. 逼迫來的時候, 看到是牧人還是雇�. 越是
逼迫來臨的時候,我越震撼性的感受到張大衛牧師裡�的堂堂正正的樣子, 他真的是一位信仰人! 是把
一切都交托給神的美好的有基督香氣的人! 有人問, 為甚麼那麼多人跟從他? 我想說,他能結出信仰的
果子,是因為他有虔誠的信仰的生命! 可是小心人們因為自己的嫉妒中了魔鬼的詭計.
>
> 我知道你以前在上海的團契中受了些傷害 ,裡�還有沒有平息的恨. 可是我想說人都是罪人,肯定人
�人之間�有摩擦的. 但是這個跟甚麼異端是扯不上關係的. 真的XXXX我們要小心, 不要因為自己的
罪而阻擋了神的�作. 
>
> 你不要有錯覺.不要以為自己在替天行道. 還有你上次說甚麼”他們�害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這樣
奇怪的想法是誰給你灌輸的.....我們甚麼時候肢體之間發生這樣的恐怖的關係了呢.....我們那個時候
不是因為貧窮, 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互相暖和著生活過了嗎? 唉....甚麼時候不是彼此努力侍奉對方
呢??? 怎麼說得跟恐怖組織似的.我不知道你怎麼�這樣想. 你看看其他的人的見證吧. 我們�作出甚
麼傷害人的事情嗎? 你說說看你那個時候認識的人當中, 誰�傷害你?我嗎? 某某嗎? 某某嗎? 某某
嗎? 你說說,哪個人可能傷害你? 哪個人不是在神的愛裡�變成不傷人不害物的樣子? 你真的, 真的,不
要受了誘惑.
>



> 你有任何疑問, 我都可以跟你探討. 你知道我也挺熱情,也不笨.我這幾年都在國外開拓,我雖不敢誇
口懂了多少聖經,但是至少我的裡�以前有那麼多的疑問,現在幾乎都消失了, 我感謝神的帶領,給我答
案,我也願意跟你分享. 你好好想想, 再作決定吧.
>
> 期盼跟你更多的聊.
>
> 願你在主耶�基督裡得到平安恩惠.
>
> 蔚蔚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七件武器，七種完美” 立刻體驗！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用 Windows Live Spaces 展示個性自我，�好友分享生活！ 瞭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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