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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名譽)

教牧似乎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僕人的角色，亦已長

洗腳是出於愛他們到底的心，原來卑微服事的背後

期掛在口邊。在教會的公開場合與活動，主持人往往都

是出於愛。主以「彼此相愛」為此實物（行動）教

以「偉大的僕人」 1 去稱呼及介紹講員與主禮嘉賓。在

材的核心思想（13:35）。知名的芝加哥柳溪教會

重視謙卑的教會文化中更容易被了解，因社會和國家亦

海貝斯牧師以豐富的想像力描寫門徒們一個逐一個

有這樣的觀念，稱領導人為人民的公僕，官員是為服務

因不願被視為比其他門徒低一等，而不願做缺席僕

人民與國家而設立的。自小已聽聞「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洗腳的功夫。 2 故主耶穌出於愛而為他們逐個逐

人」的美語，雖已深入民心，但環觀社會與教會，又有

個洗去腳上的泥濘。環視今天一些教牧爭取愛「話

多少人真正以服事為目標呢？二千年前的主耶穌卻身體

事」多過做事的光景，喜歡坐高位被吹捧被尊崇，

力行的為我們立下偉大的僕人典範，很值得我們重尋及

我們實在離主的心意很遠呢！

努力繼續跟從。若然我們教牧教導人要跟隨主的腳踪，
我們自己更要以身作則。恐怕我們變得有口無心與無手
（行出／遵行）。讓我分享僕人的服事於實際事奉時的
幾個體會。
一.

我們作教牧的深切要身體力行並要有自視為僕人領
袖的視觀，以致我們不會因「自我」受不了信徒
的誹議及低價的評論，導致「自我」受損而一蹶不
振！。僕人不必是門口的地氈任人踐踏，仿如為人

僕人的服事是主耶穌頗核心的價值。馬可福音

洗腳的僕人。但因僕人的自視而不戀慕權力身價；

10:45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因僕人的自觀而不致被一些負面回應中傷，反而有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新約學者

力量任勞任怨，在這心理關口上能受得住，甚至心

Doug Moo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此經文於基督救贖

存平安喜樂地事奉。 3

的代表性，所以十分值得我們留意，亦實在令人震
撼。有見於門徒爭論要坐高座及誰為大，主召集門
徒來教訓他們，指出這是世人的領導模式而非「我
們」的，然後祂偉大地宣告祂在世是要做「老四」
而不是「老頂」，甚至服事人類至犧牲自己生命的
地步。這真是革命性的觀念，但很可惜在二千年後
的教會中仍是「未得之地」！我們的世代與世俗的
氛圍是否與這觀念背道而馳，以致教會亦難不耳濡
目染呢？即使是教牧，一群誠懇的基督跟隨者，又
有多少以此為心志、以此為內心的動力？還是如世
人一樣想被服事而不是服事人呢？本院中心草坪上
的新雕像《耶穌為門徒洗腳》真是極好的標誌與提
醒。我們要做僕人領袖，「做馬大」不單是手更要
是心，因手從心發呢！
二.

三.

主耶穌在馬可福音10章甚至聲明做大的要有做僕人
的心志，而為首的更要有做奴隸的心志。這將世俗
人的觀念上下顛倒，背後是甚麼動力呢？正是主愛
人的心。約翰福音13:1清楚說明主耶穌所以為門徒

這是我事主三十多年來一個極重要的體會、學習
與挑戰。在跟紅頂白、趨炎附勢的香港，教會的世俗文
化，極之追求成功與成就。含蓄地排輩論資，我們既然
稱為主的僕人，以「事奉」自居的一群，事奉重點必須
效法似主，否則我們難免內心受傷或與人硬踫至遍體鱗
傷，甚或要轉換牧場，放下「老我」實在難學。「菁
英」計劃主要目的是幫助教牧們建立自己，成為讓主道
更新變化、洗心革面的得力僕人，忠心在堂會中有力地
默默耕耘的中流砥柱，將人完完全全的帶到主面前，如
保羅一樣為此而盡心竭力（歌羅西書1:28-29）。歡迎
你查詢參加這支援網絡的詳情。
1. 僕人與偉大是相反，但這真是由人們／文化的人情世故所驅使。
2. Billy Hybels. The Volunteer Revolution, 中譯《眾人皆精兵》第五章
〈僕人心態：孤注一擲〉。
3. 就以近日時事為喻，若然新官上場在未能豎立起信任與威信前就去推行一些
敏感的新政策，最後是體無完膚而又沒有體面地收回。缺乏奴僕心的教牧亦
會犯同樣的錯誤，初到堂會就興奮地將十八般武藝搬上舞台，以求有表現牧
績，以此貢獻教會，誰知碰釘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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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教牧同工經常面對牧養工作上沉重的壓
力，往往在心理、精神健康及個人靈命上產生
危機。今年教牧事工部舉辦的第六屆週年牧養
研討會，正是關注教牧心靈健康的需要。

左起：劉忠明教授(主持)、陳熾鴻醫生、
馬燕盈醫生、陳玉麟醫生

左起：林榮樹牧師(主持)、盧龍光牧師、許開明牧師、
伍山河牧師

第六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已於2012年9月18至19日
在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為「教
牧心靈健康的危機與建立」，由本院院長盧龍光牧師帶

左起：關瑞文教授(主持)、蔡貴恆牧師、林國彬牧師

領禱告開始。主題演講講員分別有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

道神學院彭順強先生及黃韻妍博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

構袁海柏先生、香港浸會大學企業發展研究所陸何慧薇

香港教育研究所關俊棠神父，分別帶領四個靈命塑造專

博士及江劉芸莉女士、以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胡志偉牧

題工作坊。最後，研討會由盧龍光牧師作總結並帶領以

師。該環節由宣道會沙田堂孫國鈞牧師及本院副院長關

禱告結束。這兩天的研討有約230位教牧長執投入參與

瑞文教授作回應。專題講座講員包括：五旬節聖潔會伍

並積極討論及發表意見。

山河牧師、基督教聯合醫院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湯國
鈞博士、拉法基金葛琳卡博士、誠信綜合治療中心陳玉
麟醫生、馬燕盈醫生及陳熾鴻醫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林國彬牧師、靈根自植國際網絡蔡貴恆牧師。回應講員
有：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許開明牧師及盧龍光牧師。另
有四位導師，包括：信義宗神學院陳國權牧師、中國宣

盼望會中的討論能繼續在各教牧間引起反思，鼓
勵教牧們建立心靈健康的基礎，從而更有心有力地牧養
群羊。會上所發表的各專題演講及討論將於明年編制成
書，在此特別鳴謝贊助飲品的「鴻福堂集團」及協辦機
構「時代論壇」。
參加之長執同工們表示欣賞本院建立的教牧支援
網絡，讓各堂會的牧
者能互相勉勵。另
外，長執同工們認為
此研討會主題吸引、
內容豐富，有理論
亦有具體落實的建
議方法；主題和分

左起：吳炳華牧師(主持)、關瑞文教授、孫國鈞牧師、
胡志偉牧師、袁海柏先生、陸何慧薇博士、
江劉芸莉女士

題的連貫性和實用
性強，特別的是設

參加者踴躍參

與討論

活動花絮

有專題工作坊，讓參加者有更多互動的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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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同工們亦表示主題十分切合教牧的需要，講員
亦很出色，對教牧生命的提醒實在得益處。

工作坊Ａ：陳國權牧師

工作坊Ｂ：彭順強先生

左起：林榮樹牧師、葉菁華教授(主持)、湯國鈞博士、
葛琳卡博士

參加者感

言

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堂

工作坊Ｃ：黃韻妍博士

香港華人基督會
李碧霞姑娘

吳汝林牧師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辦了這次十分

我只能參加第二天的研討會，但當天我卻有兩個深
刻的反省／學習 ：

有意義的牧養專題研討會—「教牧心靈健康的危機和建
立」。

工作坊Ｄ：關俊棠神父

1) 從林國彬牧師的講論裡，令我牢記的是「好的
轉變」都會出現「失去」(Loss) 的教導，以致在人生的

是次的主題著實吸引。研討會期間，不同的講員從多

不同轉變中能好好過度。2) 在關俊棠神父的工作坊中，

角度分享專題，理論與實踐並重。作為參加者，我們感到

先聽進了關神父娓娓道來他自己與屬靈導師的互動經

獲益良多。

歷，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覺。之後也開始

非常期待神學院能將是次研討會的內容，集結成書，

嘗試操練「意識檢視」的練習，雖然仍未成每天操練兩

早日出版；好讓我們透過文字來重溫和細味各講員的精彩

次的習慣，但也深深地確知這是聆聽自己情緒的最好方

論述與寶貴提示，也讓未能參加是次研討會的教牧同工和

法，從而學習更「老實」地對待自己，好使自己與上帝

教會肢體分享研討會的成果。

能建立更真摰和坦誠的關係。

教牧同工

孫學意傳道

人生中
要與弟兄姊妹一同承受
牧職工作不單繁重，更
都
心靈
的身
同工
、教牧團隊及行政
的憂戚悲喜，對於牧者
庭
、家
工作
有感同工們同時要面對
構成或多或少的壓力。
要一個心靈
壓力和角力，實在很需
和人際關係上多方面的
從新得力。
歇歇息，在上主的面前
的驛站，讓我們有機會
靈健
本年 度舉 辦的 「教 牧心
感謝 崇基 學院 神學 院在
一同參與，
本堂的教牧和行政同工
康的危機與建立」，讓
教導 ，使
享和
業人 士的 講解 、分
在靜 中聆 聽眾 牧長 和專
提到 牧職
龍光 牧師 在研 討會 中更
我們 受益 良多 。院 長盧
召， 幫助
們上 主昔 日的 異象 和呼
工作 要有 召命 ，提 醒我
，有 毅力
立志 和委 身， 靠著 上主
我們 重申 在上 主面 前的
命。
的召
上來
堅守從天
面對牧職工作的困難，

神召會禮拜堂

當今
知應 該重 視的 ，可 惜在
教牧 心靈 關顧 是眾 所週
如何
工要
牧同
境壓 迫的 香港 ，教
生活 節奏 急促 ，居 住環
題。
保養心靈健康就成為專
牧
年牧 養研 討會 20 12 「教
本人 有幸 參加 第六 屆週
，豐
教導
」， 透過 講者 的分 享和
心靈 健康 的危 機與 建立
生活中。
巧，並可實際地應用於
富了屬靈操練的相關技
黃敬邦傳道

今次 的教 牧講 座， 最令
我感 完滿 ，在 於盧 龍光
牧師
作完 結時 的總 結分 享，
提及 教牧 的心 理健 康在
於原
初的
呼召 。今 天上 帝呼 召我
們的 是活 的召 命， 是不
斷開 闊我
們牧 者的 眼界 、想 法，
以致 我們 能活 在當 下的
時代
、應
付日新月異的環境。共
勉之。

朱麗芬姑娘

梅淑娟牧師

本人是首次參與教牧身心靈講座，內容十分全面及充實，講員

這次講座不但再一次喚醒我們教牧同工

分享資料豐富，對本人在靈命塑造方面有很大的提醒及幫助，也十

對身心社靈各方面健康的關注。當中豐富和全

分認同這是作為教牧同工需要注重的操練和追求。

面的內容及各資深講員的分享，帶給我們參加

唯工作坊時段的教導和操練略嫌簡單，可能亦由於時間所限。

者不同層面和角度的反思和提醒，使我們得益

所以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教導和實踐靈修操練，實在未能有可更進深

不少。惟兩天的時間表略為緊湊，參加者若能

的學習和探討。故此本人建議把時間分配在講員精彩的分享上，使

自行再花時間去深入消化和反省有關課題和內

每位講員有足夠的時間分享及參加者有足夠時間發問和討論。

容，相信得益將會更大。

PC1207
講

盼望為本的牧養輔導—理論、實踐、個案研習

師：關瑞文教授

名 額 有 限，
限滿即止!

上課日期：2012年11月5日及12日 (共兩堂，星期一)
時

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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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字樓，港鐵尖沙咀站出口斜對面)

費

用：$300（非菁英會員）、$240（菁英會員）(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活動消息

最 新 課 程

課程大綱：1. 基督教信仰的盼望如何結合於心理治療中的相關輔導進路
2. 如何牧養抑鬱者及性格障礙者，助其建立盼望人生
（如報讀一堂，費用為$150 （非菁英會員）、$120（菁英會員））
＊凡參加整個課程(兩堂)之學員可免費獲贈關瑞文教授的著作《危機中見盼望：危機輔導的理論與實踐指南》乙本＊

PC1301

格訓
T-J TA 性 向 測 驗 輔 導 員會資
合辦)

練課程

(此 課 程 與 福 音 證 主 協

師： 林榮 樹牧 師

時

時
2月 4日 — 下午 2時 至5
間： 1月 7、 28 日及
1時
10 時至 下午
1月 14 、2 1日 — 上午

地

點： 福音 證主 協會 禮堂

（荃 灣沙 咀道 52 A號

員） 、$ 12 80
用： $1 60 0（ 非菁 英會

皇廷 廣場 19 樓）

（菁 英會 員） (支 票抬

頭請 寫「 香港 中文 大學

」)

個案
表〈 Pro file 〉、 輔以
紹、 繪製 及解 讀性 格圖
向介
、性
背景
史及
聖經 及行 為科
-JT A） 性格 分析 的歷
，了 解性 格的 全貌 ，從
課程 內容 ： 泰氏 （T
讀九 個性 格的 質素 傾向
，解
地
交流
互動
用及
及家 庭輔 導上 需留 意的
研習 和學 員實 習應
亦會 講解 在婚 前、 婚姻
導師
生。
康人
致健
以達
學的 透視 去改 善性 格，

費

方。
獲取 資格

可獲 取T -JT A專
： 修畢 本T JT A課 程者

業使 用者 資格 （大 學學

位持 有人 優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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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1207

□ PC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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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3 6711 朱小姐 或 3943 4415 潘小姐 或 電郵：kittychu@cuhk.edu.hk

鳴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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