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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Apple蘋果公司董事會宣佈前

李耀全牧師

一. 自強不息、自力更生。史蒂夫

CEO史蒂夫 喬布斯(Steve Jobs)於美國

喬布斯原是一個棄兒，由養父養母照

當地時間10月5日逝世，終年56歲。蘋

顧成長。他因不想養父母用昂貴的學

果在聲明中表示，「史蒂夫的光輝、

費供他讀大學，故讀了半年大學後便

激情和活力是無窮創新的來源，他豐

決定退學，自己決定参加美術字的課

富並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世界

程，後來這知識便成為Mac機字體的基

因為喬布斯而變得更好。」聲明中稱，

礎。喬布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

「蘋果失去了一位富有遠見和創造力的天
才，世界失去了一個不可思議之人。」
不錯，世人都為這位英年早逝的英才感到惋
惜、憂傷甚至悲痛，而他的崇拜者稱他為「教主」，

是他努力不懈而終於成功的原因之一。使
徒保羅豈不是曾提醒在一個異族異教爸爸的家
庭長大的提摩太不要輕看自己，反要努力作別人的榜
樣嗎？(提後一5；提前四12-16)

自己為「教徒」，教父的逝世實在是多麼痛苦的事！

二.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1985在權力鬥爭下，

有作者(Andy Crouch) 認為喬布斯除了是一個現代科

喬布斯被踢出蘋果公司，要脫離自己一手創立的公

技的奇才，他最獨特的素質乃是他有能力表揚一種完

司，當時只是30歲的他實在是陷入了精神崩潰的狀

全世俗的盼望(a perfectly secular form of hope)。

態。後來他領悟到這遭遇是「我際遇中的最好一節，

Crouch指出蘋果公司早期的標誌乃一道彩虹在被咬

因為成功帶來沉重之感，被輕裝上陣的感覺取代…令

禁果之上，象徵人類在墮落及挫敗後仍有發展與希望

我進入一生中最有創意的時期。」失敗乃成功之母，

的前景…。喬布斯的蘋果公司將最新最先進的科技，

透過他創立的新公司NeXT被蘋果公司收購，1996年

用最簡單易用(user-friendly)而優美的操作，把他們

他再重返蘋果公司。從我個人的經歷和聖經的教導得

的產品放在普羅大眾的手裡，在一個充滿怨忿、倒退

知，信徒與教牧同工在生命與事奉中都會有不同的成

與失望的世界中帶來新的娛樂、進步與希望。史蒂夫

敗得失，在挫敗中我們要好好自我檢討，有時當出現

喬布斯便是這「福音」最好的佈道家。與他一起工作

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故與變化，我們要放手讓主掌管(Let

認識他的人形容他是同時是「天使」和「魔鬼」，用

go and let God)，因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這些宗教語言其實是相當恰當，因他曾追從佛教禪

處(羅八28) 。主告訴我們說：「你們要住手(放手) ，

宗。

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十六10，《聖經新譯本》）
喬布斯在 1976 年(21 歲)與沃玆尼亞克( Steve

三. 求知若渴、虛心若愚。喬布斯處理死的問題時

Wozniak) 聯合創立了蘋果公司，推出了無數創新

如此說：「…沒有人想死，就算那些想上天堂的人，亦

的蘋果產品，但1985在權力鬥爭下，被踢出蘋果公

不會為了去那裡而想死…。因為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

司，到了1996年才重返蘋果公司，兩年後使蘋果公

發明，它是改變生命的媒介，除舊迎新…。」喬布斯故

司轉虧為盈。2003年喬布斯患上胰臟癌，一直與病

此鼓勵人不要活在別人的生命中，不要受信條束縛…要

魔爭戰，而蘋果最成功的產品，iPhone及iPad，是

有勇氣追隨心靈及直覺的指示…「求知若渴，虛心若

先後在2007和2009年推出。喬布斯永不言敗的人生

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隨心所欲便成為喬

哲理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從他2005年於美國史丹

布斯向死亡的回應。有限的篇幅不容我作出不同的回

福大學畢業禮的演說看到他幾個秘訣，它亦是信徒與

應，就讓我借用保羅對生死的結論：「…因為我活著就

教牧同工可學習反省的：

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0-26)

教 牧 篇

喬布斯的 「 福音 」

活動花絮

第五屆

週年牧養研討會2011花絮
「中小型堂會：
身份、掙扎與增長」
本港大部份教會乃中小型堂會，今年教牧事工部
舉辦的第五屆週年牧養研討會，正為關心中小型堂會
發展的人士提供一個交流討論的平台。
第五屆週
年牧養研討會已
於2011年9月20
至21日在五旬
節聖潔會永光堂
舉行。今年研討
會的主題為「中

左起：何慧儀牧師、鄧永照牧師、唐榮敏牧師、梁金華牧師

小 型 堂 會 ： 身 陳佐才法政牧師帶領參加者為研討會作開幕祈禱

堂梁金華牧師、灣仔浸信會唐榮敏牧師、中華基督教

份、掙扎與增長」，由陳佐才牧師帶領禱告開始。主

會基道旺角堂鄧永照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題演講講員分別有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許志超教授、院

何慧儀牧師、北角宣道會葉松茂博士、香港資深財經

長盧龍光牧師及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專題講座講員包

傳媒工作者曾志英先生、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吳

括：平安福音堂南屯門堂蔡蔭強牧師、香港中文大學

振義教師、本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李耀全牧師、基督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李金漢教授、基督教崇真會沙田

教佈道中心華恩堂廖德漢牧師、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
華宣道會豐盛堂陳鴻耀牧師。另有中國神學研究院余
達心牧師帶領神學討論及反省，並由崇真會黃埔堂羅
祖澄牧師回應。這兩天的研討會有接近200位教牧長
執投入參與並積極發問。

左起：盧龍光牧師、關瑞文教授、吳炳華牧師（主持）、許志超教授

左起：關瑞文教授（主持）、葉松茂博士、曾志英先生、吳振義教師

左起：李金漢教授、盧龍光牧師、蔡蔭強牧師、劉忠明教授

左起：葉菁華教授（主持）、廖德漢牧師、陳鴻耀牧師、
李耀全牧師

最後，研討會在院長盧龍光牧師帶領以禱告結束。盼望會中的討論能
繼續在各教牧間引起反思，致力讓中小型教會尋求更佳發展方向。會上所
發表的各專題演講及討論將於明年編輯成書，在此特別鳴謝各贊助單位，
包括「陳佐才週年牧養研討及出版專款」及贊助飲品的「鴻福堂集團」。
參加之長執同工們對此研討會均表示欣賞，並期望本院能建立中小型
堂會的網絡，讓中小型堂會的牧者能互相勉勵。另外，長執同工們認為此
專題討論講員：余達心牧師（中）；
回應講員：羅祖澄牧師（右）；
主持：盧龍光牧師（左）

研討會主題吸引、內容豐富，有神學的理論分享，也有落實的建議方法；
主題和分題的連貫性和實用性強，特別的是有不少親身體驗教會起跌增長
的實例、牧者的掙扎與堅持，這些生命見證對他們非常鼓勵。此外，講員
背景多元化，分享更客觀，各課題內容也有很大啟發性。長執同工們亦表
示十分期待出席下年度的牧養研討會。

參加者踴躍發問

參加者感言：

現場實況

「我在一間約100多人的教會內全職事奉，因看見今年由崇基學院神學院
舉辦的教牧研討會的主題 – 中小型堂會 : 身份、掙扎與增長而參與。兩天

近年坊間都有不少關

的講座中透過很多資深的牧者在不同範疇的分享，讓我在自己的堂會甚至香

於「中小型堂會」的各類研

港教會的狀況有多一層的認識，特別在小型教會的有限資源中如何善用資源

討會，但都不太提得起興趣

去牧養自己的羊群，使他們得著神的餵養，也使我對自己在教會的服事有多

參加。一方面，不少中小型

一層的反省，明白教會的大小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因為神在不同的教會

堂會的牧者特別容易身心俱

中有衪自己的計劃，我們只要竭力為主所工，成就神的旨意。」

疲，鮮有機會用一兩天來學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窩美堂傳道

蘇慧敏姑娘

習。另一方面，坊間的研討
會大多集中討論中小型堂會
的優劣，以及從策略及技巧

今次有幸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主辦的第五屆牧

上如何使之「變大」，這些

養研討會，聽到多位講者從不同角度探討有關中小型堂會：身份、掙扎與增

都不是我的期望。感謝神！

長的課題，實在使我大開眼界。在整個過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是專題講座

讓我今次參加崇基神學院的

二：中小型堂會的掙扎，由四位牧者各自分享堂會的掙扎求存。當中有堂會

教牧研討會，能夠有兩天充

曾經只得二、三十人聚會，其中大部份都是婦孺和長者，竟然因為牧者不離

實的學習與休息，實在令忙

不棄的留守崗位，堂會最後可以起死回生。另外，也有堂會原本座落於環境

碌的事奉上添加一點色彩，

複雜的地方，經費不足，人手短缺，後來神奇妙作為的彰顯，拓展空間得到

也反省到為何中小型堂會有

改變，經濟好轉，同工增加，人數倍增。看似沒有可能的事，在神手裏卻成

其存在價值及使命，在這個

為可能，這次聚會令我在牧會上得到莫大的鼓勵。

世代中作另類的群體。特別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約翰堂傳道

譚輝達傳道

會中有不同的牧者分享自己
堂會與牧養的經驗，給與很
多正在努力的同工們一支強

在教牧研討會中聽到不同大小教會的代表分享，大家各自面對不同的問

心針，原來事奉並不孤單！

題，例如地方的限制、牧養與關懷的困難，就連會址的選擇與教會堂所的設

基督教華人神召會旺角堂牧師
李俊財牧師

計也都包括在研討範圍之內，可算是多元化。研討會雖然是密集式，但得到
很多值得參考與鼓舞的地方。不論堂所的大與小，都是同心為上帝的！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麗瑤堂事工幹事

鍾沛嫦姑娘

最新 課程
講

活 動 消 息

PC1201

「如何幫助患有精神病的會友？」課程

師： 陳玉麟醫生及李耀全博士統籌

上課日期： 2012年1月31日、2月7日、14日、21日及28日（共五堂，星期二）
時

間： 晚上7時至晚上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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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非菁英會員）$400（菁英會員）（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內

容：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員明白各樣常見的精神病，讓牧者與輔導者知道如何與專業的精神科醫
生和心理治療師配合，幫助一些病患者得治療與康復。課程大綱可參閱教牧事工部網頁：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PC1202
PC1202

婚前輔導/婚後成長(Prepare/Enrich)
導師訓練課程
講

師： 李耀全博士及其他資深導師

徇眾要求
，
再次推出
！

費

用： $480（非菁英會員）、$390（菁英會員）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 修讀此課程之學員請預備獨立支票購買課程手冊
手冊費用：$960（支票抬頭請寫「生命與婚姻啟迪培訓有限公司」）
註：菁英會員八折優惠只適用於課程費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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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1201    □ PC1202
課程費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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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編輯：朱潔婷小姐
輯：李耀全牧師、吳炳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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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地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盧龍光牧師

時

鳴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贊助

上課日期： 2012年2月8日、15日、22日及29日（共四堂，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