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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全牧師

誰 來 牧 養 主 的 小羊 ？
一年一度的牧養研討會在即，2010年度的研討會

價值等行為嗎？在傳媒、新科技(如iPhone)、經濟等之

已是第四屆了。有別於過去三屆較為基礎性及普及性的

衝擊下，首當其衝的青少年易變和多變是在所難免的。

牧養主題，今年更具體的主題乃「再思青少年牧養：現

坦白說，我們還要進一步認識他們。

況、理念與策略」。看到這個主題，相信您一定會想，
這很可能就是為着回應最近所謂「八十後」和「九十
後」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社會議題。的確，在我們這
一次研討會，我們也將特別關注這些熱門的課題。但其
實，兩年前，本院已經計劃全面探討青少年牧養，因為
這正是華人教會發展當前的急務。

隨着這一代青少年的改變，傳統的牧養已不足以幫
助他們的成長。有人說，牧養他們的策略就是要讓信仰
更奏效、更活潑、更生活化和更有意義。但這說法實在
是放諸四海而皆準，適合任何時代、年齡與社會階層！
另有人說，他們需要同行的生命師傅。在筆者的「心靈
輔導與牧養」Soul C.A.R.E.S. 模式，筆者强調至終要重

當我們說要重新全面探討青少年的牧養，我們至少

拾屬靈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歷史悠久的牧養模式 1，

有三個意念：一、我們這一代的青少年已經與我們自己

這正正是指出以屬靈導師角色作牧養的重要。這可能告

（無論是五十後、六十後或七十後）的青少年時代截然

訴我們，教會要尋找的策略並不是甚麼更新穎的方法與

不同；二、而我們給他們的牧養也需要按他們的情況調

技巧(因為這些都會被視為過時而被淘汰)，卻是重尋一

校與更新；和三、故此我們要透過全面探討建構適切而

些歷久常新的牧養原則與模式。筆者的「心靈輔導與牧

有效的牧養策略與模式，這都是我們這次在牧養研討會

養」模式便是嘗試提供這樣一個整全屬靈牧養模式，關

中的議題。

注全人(身、心、智、群、志／靈)的健康，按需要提供

不容易形容這一代的青少年，因為它可能比以
前任何時代更多元化、更個人化、和更難被定形與規
範。當我們認為我們已掌握他們的特性，他們已經歷

不同層面的屬靈的關懷(安心、明心、寬心、强心、修
心) 2 ，意圖將一些現代實證心理輔導的理念和方法，與
歷代奏效心靈牧養的教導與操練結合。

了改變，故此我們最可以肯定的便是這一代的青少年的

使徒保羅說：「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警戒游

多變性。不少人認為這一代的青少年是受「後現代」

手好閒的人，勉勵灰心喪志的人，扶助軟弱無力的人，

主義的影響，故此他們便是「後現代」的青少年。

也要容忍所有的人。」(帖前五14，新譯本)這豈不是回

簡而言之，這說法是因為「現代」主義是建基在科學

應了主耶穌的使命－ 「你牧養我的羊。」(約二十一

理性主義(scientific rationalism)之上，它重視客觀資

16，新譯本)？這一代的青少年就是主的小羊。誰來牧

訊又較為樂觀，「後現代」主義卻是建基在存在主義

養主的小羊呢？讓我們一同研討，並付諸行動！

(existentialism)之上，它重視情緒和個人經驗又較為消
極悲觀，而後者的思維與不少這一代的青少年的態度和
行為有相似的地方。但筆者認為這只是一部份青少年的
思維，故不同意使用這標籤。難道所有青少年都有後現
代的特性如否定絕對真理、解構現實道德、和挑戰傳統

1. 參李耀全編。
《心靈關懷聖經－新譯本》。
(環球聖經公會，2010)，頁xiii-xix。
2. 參李耀全編。
《心靈關懷聖經－新譯本》。頁xxxviii-x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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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新會員心聲
「很高興可以透過認識更多同路
人，可以彼此支持，互傾心事，以
作得力事主的僕人！」
周淑儀
我
能給
「我相信菁英計劃
會
靈性上的更新，以及牧
自
員來
上的支援。小組組
過
，透
不同的教會及背景
靈
的屬
組員的交流及導師
「透過小組能與同路人
奉
養事
導引，我深信我牧
在牧養事奉的道路上，
對
的眼光會更廣闊，並我
彼此分享、學習、鼓
了
自己的認識會更深入和
勵，一同成長。」
解。」
葉佩雯
陳玉玲

「期望藉此學習機會，透過小組的分
享支持，來提升自己的牧養、經驗和
知識，使自己的生命更豐盛。」
鄺德勝
「延續去年菁英美好的學習與分享，
盼望能與同工繼續互相支持和鼓勵，
同行牧養事奉之路。」
陳嘉恩
「透過同路人的分享，
彼此支持和學習。透過
屬靈長者的引導，在事
奉路上繼續成長。」
吳鳳鳴

「蒙恩事奉聽主聲，
生命瀝煉學菁英，
非己憑主鷹騰飛，
祈願信愛望提升。」
林達明

「期 望從 不同 的同 路
人身 上有 所學 習及 體
驗同 行的 苦與 樂， 期
望李 牧師 幫助 ，作 我
的屬靈導引。」

「菁英計劃是︰
1. 建立同路人的平台
2. 實踐師徒制的基地
3. 探討及研究適切時
代的牧養模式」

羅淑芳

葉煥章

「透過教牧督導及屬靈導引，得到靈命支援，令個
人生命及事奉有所突破，並且可以與其他同工互動
學習和成長。」
周燕芳

「感 謝教 會讓 我參 與牧
者菁 英支 援網 絡計 劃，
期望 能對 事奉 有更 多的
反省 和突 破， 與組 員交
流牧 養的 經驗 和體 會，
彼此支持和成長。」
盧燕卿

「期望牧者菁英支援
網絡計劃幫助我在牧
養上自我認識及個人
生命有所成長，更能
牧養教會。」
何炳德

菁英會員分組名單 (2010-2011)
UNIT I

「進補可以強身健體是一般人的
認同。牧者需要多一項的進補，
就是心靈上的導引，本人相信牧
者菁英計劃是牧者的補品。」
李惠賢

「希望透過此計劃
小組的分
享， 彼此 學習 、交 流、
生命 反
省、職場支援、生命成
長。」
吳玉玲

「期望與組員一起主內成長，互相支持，彼此鼓
勵，並且一同商討soul care model & coach model，
在堂會內的實踐。」
潘廣武
「1. 感激李耀全牧師博士，他以生命關懷來牧養一
班牧者。
2. 欣賞崇基學院神學院能提供這一片空間，作為
一個培育當代牧者的園地。
3. 讚頌父上帝，祂憐愛我們，領我們到這溪水旁
邊的青草地，一群牧者得以生命交流、分享、
互建、成長、事奉。」
林澍棠

「牧會一段時間，能與其他不同
神學訓練背景的牧者走在一起，
彼此分享，豐富自己，並有一共
同目的–提升牧養能力，是吸引
我參加這計劃的因由。」
李碧霞

UNIT II

A組

B組

C組

D組

羅淑芳姑娘 (組長)
文國良傳道
李碧霞姑娘
周日強傳道
周淑儀姑娘
陳玉玲姑娘
葉佩雯姑娘
盧燕卿姑娘

黎惠儀姑娘 (組長)
何炳德傳道
吳玉玲姑娘
李惠賢姑娘
周燕芳姑娘
林達明傳道
鄺德勝傳道

葉煥章姑娘 (組長)
吳柏池傳道
吳鳳鳴姑娘
李友文姑娘
李光宗傳道
林澍棠傳道
梅淑娟牧師
陳承智傳道
潘廣武傳道

袁熙群傳道 (組長)
王桂芳姑娘
周婉珍姑娘
梁銘成傳道
陳嘉恩姑娘
程綺華姑娘
黃宇明傳道
葉錦城傳道
羅善卿姑娘

「菁英計劃中認識到一班事奉
路上的同路人，彼此分享，彼
此勉勵，一同追求生命的更
新，實在美好。導師李耀全牧
師的督導下，個人的靈命亦得
以建立，實在感謝上主。」
吳柏池

也要學習
「從事牧養職事的人，
英計劃讓
被牧養，難得神透過菁
形式，經
我們藉著多元化的聚會
靈導引，
驗資深牧者李牧師的屬
中，建立
並在小組組員間的交流
。當我們
同路人網絡，彼此牧養
時，我相
向神打開生命張開雙手
彩。」
信我們會發現生命真精
黎惠儀

T-JTA 受 訓 感 言

牧者菁英退修日營
牧者菁英退修日營已於本年5月10日順利舉
行。本院很榮幸邀得靈根自植國際網絡創辦人蔡
黃永雄牧師

貴恆牧師擔任靈修導師，題目為《安居於朝聖與

播道會尖福堂

事奉之旅》。蔡牧師分享牧者如何面對及適應上

認識T-JTA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事緣自已在結婚前的婚
前輔導中，也曾使用此工具，當時對此性向測驗認識和感受均
不太深，只覺得是一個“ 必做功課 ”或“ 例行公事 ”；後來因為
事奉上的需要，在10年前已經受訓使用此工具，並在個人成
長、及婚前的輔導中經常使用，深覺T-JTA在衆多工具中有其

帝的召命與個人的承擔均擴大時的張力。他又激
勵牧者們在遇上衝擊時仍可常有喜樂。參加之牧
者皆享受在崇基學院神學院這個清幽寧謐的環境
下回顧事奉點滴，數算上主恩典，並能更新得力
繼續上路。

獨特的客觀、便捷及準確的優點。近年來與太太配搭專注婚姻
及家庭的事奉，T-JTA更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好工具，這次有機
會温故知新接受再培訓，透過課堂教授們的指導及學員們開放
的討論和互動等，更加深了我和太太在使用此工具上的了解，
並在事奉上更有信心地透過這工具服侍教會。

PC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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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全牧師
(本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
上課日期： 2010年10月7日、14日、21日及28日
(星期四，共四堂)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何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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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本課程旨在
➊ 讓學員進深認識釋經講道的原則和概念
➋ 讓學員了解到從編寫至傳講信息的流程
➌ 讓學員借學習環境彼此團契和交流心得
課程大綱可參閱教牧事工部網頁：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PC1005   婚前輔導／婚後成長 (Prepare／Enrich)導師訓練進深高級課程
講師：李振康牧師、譚廣海牧師、羅錦添牧師、李耀全牧師
上課日期：Part I — 2010年10月7日、14日、21日及28日 (星期四，共四堂)
Part II — 2010年11月4日、11日、18日及25日 (星期四，共四堂)
未曾修讀「婚前／婚後輔導」之學員，需修讀Part I 及 Part II；已完成者，只需選修 Part II 課程。

徇眾要求，
再次推出！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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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全科學員請預備獨立支票
(1) 課程手冊費$940 (支票抬頭請寫「生命與婚姻啟迪培訓有限公司」)
(2) 課程費用$960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註： 菁 英

會員八
優惠只適 折
用於
課程費用
上

* 修讀Part II 學員需自備課程手冊及課程費用每位$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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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1004    □ PC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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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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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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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
花
動
活
絮
程
花
課
動
活
程
課

編

執行編輯：朱潔婷小姐
輯：李耀全牧師、吳炳華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盧龍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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