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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而發

林榮樹牧師

愛神 愛羊 的牧養

縱已在港美兩地牧會30多年，我也仍然會遇上牧會
的困難與挑戰，例如：東方閃電教會的出現、政治和社
會民生的議題、爭取民主等等，可見香港牧養環境的轉
變使牧者在牧會上遇上不少危機，又或契機。牧者真要
做（事奉／牧會）到老又學到老。這也是「菁英計劃」
的目標、存在意義與價值─幫助牧者在神學院畢業後能
持續學習及得到支援。

愛神

愛羊
近年來，隨着信徒愈多爭取民主，這樣的呼聲也在
教會響起來，會眾的聲音多了，牧會所需要的心力也多
了。因着彼此的不同，牧者很容易失去對羊群的愛心，
所以更要互相接納、明白和了解。求主賜我們更多的愛
心和耐心去對待持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即使牧者在當
中受傷，也求主賜下盡心、盡意、盡性愛羊的力量，活
出「愛羊如己」的生命力來！牧者又可求天父給予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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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有量的愛，學習增添愛羊的深度與闊度，多角度地去

感恩崇拜中禇永華牧師的講道分享。他以大誡命─ 愛

關心羊群。有些時候，筆者也深深感到自己愛心不足，

神愛人，來訓勉畢業同學，是主耶穌給我們最大的誡命

淺陋與狹窄，關心數百人已心疲力盡了，所以牧者也極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這深切的教導是我

需要主的加心、加力和加愛。

們最主要的牧養原則，就像是生活中為我們導航的北極
星，牧者必須以愛神愛羊為一切牧養的出發點！愛羊可
說是五花八門，但這些都要建立在愛神的基礎上，如禇
牧師引述畢德生的話，「一生尋求與上帝建立關係，委
身於靈命的塑造，緊緊地跟隨著耶穌基督……」，這是
愛神的一個極好表達，否則愛羊也會出問題，動機會被

我很嚮往從心而發的宣講與教導，拜讀一神學家與
基督教教育學者Moore的著作Teaching from the Heart
一書時，她提醒了我從心而發的教導就是出於愛的教
導，在我糊塗地認為是技巧（hand）之際，我再次領會
餵養是應由「心」而發的愛（heart）。

扭曲，有雜質而不純淨。此外，牧會的首要任務是將人

所以我更要剪裁我的生命（約14）以騰出心靈的

帶到主面前，建立羊兒與大牧者的關係，保羅在歌羅西

空間，因為我的心被充塞至滿了。筆者苦無良策之際，

書1章29節稱他為此盡心竭力，相信我們也不會例外。

只能再求主賜下愛心與力量，因為離了祂，我們不能作

那麼，我們愛主和好好建立與主的關係就是首要的，相

甚麼。

反，就無力宣講有靈力與餵養生命的信息了。

今年菁英支援網絡計劃，除了為教牧提供心靈醫治

我也曾經因繁重的事工而影響了與上主的關係，

的服務外，還有正面及實際的牧養教導，以助教牧同工

事工也好像工作一樣，從中得到的滿足感與果效取代了

在心、腦、手上（Heart, Head, Hand）建造愛神愛羊的

與主的關係，也取代了主的位置。漸漸地，我每天少了

基礎，並形造學習的群組（Learning Community），一

與主親近，忘記了基督徒的「基本工」和與主相交的特

起打造更切合香港現時牧養環境的新知識（Create new

權與身份。身為牧者，我的任務是幫助人和上主建立關

knowledge），而在同工真誠的對話與相交中再得力

係，但我自己卻將主束之高閣，甚至丟在路旁，有時更

前行。6月是小組月會的最後一次，而新一學年的「菁

忘卻上主比任何事工更重要。故此，近年我無論是在寫

英」計劃於9月再開始，歡迎您報名參加！

作、預備講章、準備會議時，我都默默地透過祈禱，把
一天的事奉都交託在祂手中，求主帶領，以此學習活在
愛主的同在中。

教 牧 篇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名譽)

菁 英 篇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
本計劃於2007年開展，首先為十五年內資歷之教牧同工提供牧會及靈命的持
續指導與支援。此計劃是期望以聖經為基礎和以基督為中心，為牧者提供具體、實
質而貼身之個人生命與牧會的指導及支援，透過導師的個人指導及教牧同儕月會的
支援及訓練，幫助教牧更能發揮個人潛質與特性，更成熟有效地在堂會與同工及長
執相處共事，彼此和睦互愛，讓堂會得到最大的祝福與造就。新一學年的「菁英
（同行者）計劃」於9月份開始，現正歡迎報名。會員年費為港幣600元正。

副主任導師簡歷
本計劃由資深牧者林榮樹牧師督導。林牧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名譽）、香
港宣教會恩磐堂主任牧師及福音證主協會事工顧問。曾任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主任。教育學學士及
碩士、道學碩士及美國三一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在港美牧會三十多年，並於港澳多間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教授講道
學、教牧學、輔導學及性格分析、教會行政及增長等課程。亦曾為美國Biola University 及加拿大Acadia Seminary 客
席教授。
李國樑牧師

以下是部份參加者的感受：
延續同行之路

陳嘉恩姑娘

以為隨著李牧師的回「家」，我參
與菁英的日子會劃上句號！感恩上帝給機
會可以與菁英組員們延續同行之路。原來
我需要同行者，也很願意與人同行。組裡
的分享、鼓勵和彼此的學習，使我獲益良
多，遇到牧養上的難關，有前輩牧者的指
引，也有同行者與我分憂，實在感恩。而
今年加入學習某些課題的元素，如愛語，
SHAPE等等。從這些學習中我感到十分受
用和被激勵，盼
望更多有需要同
行者的教牧同道
可以享受到這主
內交流和學習的
福氣。

李家琪姑娘
每次聚會裡，能跟林牧師和來自不
同教會、不同牧會資歷、擁有豐富牧養經
驗的同路人一起學
習、分享、互相激
勵、彼此支持及同
心祈禱，每每給我
重新得力、我並不
孤單的感覺。

文楚君牧師
感謝林牧師、感謝我的組員，讓我
有幸參與菁英組，於我而言是上帝給我
的祝福。祝福我能在牧養的生涯中有機
會退下來，與來自不同堂會的眾牧者分享
和打氣；祝福我能較人性、輕鬆地分享自
己和別人的掙扎和心得；祝福我一把年紀
在基督裡仍有導師和組員的提醒、勉醒
和肯定。學習放開
懷抱，投入肢體相
交，享受團契生活
其實並不容易，但
卻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感謝上帝。

梁芬達姑娘
參加了小組已超過半年時間。組員各
有不同背景，包括剛畢業出來事奉的傳道
人、牧會經驗豐富的牧師、自由傳道、在
聖樂上服事的傳道等。然而，大家都有共
通點，就是一班回應神的呼召而踏上事奉
路程的人。大家都盼望藉小組可以彼此交
流心得以及彼此守望。原來，即或是資深
的牧者都渴望有屬靈的導師。導師每次都
會帶出一個主題，讓大家分享，在當中擴
闊了我的眼界和胸襟，發現上帝造每一個
人都是獨特的，不應拘泥於自己固有的看
法，要多聽取別人的意見，也多欣賞別人
的不同。此外，我
因個別約見導師而
得著益處。實在感
謝神！期望組內彼
此間有更多靈裡的
相交，更多在禱告
上經歷上帝。

能夠參與是我的福氣

袁熙群傳道

今年由林牧師繼往開來帶領菁英同
行計劃，得蒙他邀請我為助理導師，我是
感到榮幸和義不容辭，因為能夠持續與來
自不同教會或福音機構的教牧同道同行和
交流是一種喜樂，又或將自己累積多年的
牧養經驗或所見所聞心得分享，對後一輩
的教牧可提供支援扶助，使他們都能夠在
事奉的路上走得更輕省是我參與其中的心
願。
而林牧師過去每次開組時，總是帶著
父親形象、體貼親民的牧者心腸去給予我
們關心和代禱；另一方面，也能運用他的
教導恩賜，將有助牧養的教材精選地按形
施教；又能對社會最新的時事脈搏按牧者
角度回應。能夠跟隨這位師傅(Mentor)學
藝，建立自己的牧養風格外，也能夠享受
這過程，的確是我的福氣！

從去年十月開始菁英同行小組，每次
聚會分享有很豐富的內容，約三小時多的聚
會中，有經驗豐富的導師帶領議題的討論，
確能啟發本人再進一步去探討，組員們也願
意開放投入參與，以致我們有熱烈及美好的
分享，這是一件好事！
感謝上帝！祂帶領本人參加這菁英同
行計劃，多謝導師林榮樹牧師、助理導師
熙群傳道及各位組員。願上帝帶領我們這小
組，盼有更深
入的認識及彼
此支持，在天
國的旅程中同
行及同工，阿
門。

李殷翠珊姑娘
牧職事奉要承受得挑戰與生命磨鍊，
才可成為合乎神國使用的器皿。不少傳道
因缺乏支援而離開了傳道崗位確實可惜。感
謝神，讓我有機會被邀參加林榮樹牧師作帶
領的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在計劃期間面
對人際關係的張力，林牧師支援是十分適切
的，從性格分析上
幫助彼此間發現
個性上的盲點，既
能化解衝突也更新
了生命。祈盼此計
劃更多支援教牧同
工，為破碎世界帶
來祝福與盼望。

同行、學習、加油！

黃宇明傳道

菁英計劃讓我體會牧會之路，若沒有
同行者，所行的路實在很易令人喪志，甚
至放棄。這些年，有幸能跟兩位資深牧者
學習，實在有助我增進對牧養成長之路向
的認識和應對能力。今年，有機會學習愛
之語、SHAPE、學習形格等課題，讓我一
方面可以對自己進一步認識，另方面更可
學以致用幫助我牧養的信徒領袖，幫助他
們加點油。

最 新 課 程

教牧的靈性操練課程

講
師： 關俊棠神父/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名譽專業顧問)
名額有
上課日期： 2013年6月10日及17日（共兩堂，星期一）
限，
限滿即
時
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止!
地
點： 香港基督教聯會教牧中心（香港九龍尖沙咀山林道1號2樓）
$300（非菁英會員）、$240（菁英會員）(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費
用：
課程內容： 本課程旨在介紹靈性操練的方法，幫助牧者建立健康的心靈。
A. 簡介基督宗教靈修（一）
A. 簡介基督宗教靈修（二）
第一講
第二講
B. 眾裡尋祂
B. 默觀祈禱的種種
1. 默觀主義
1. 意識檢視（Examen of conciousness）:
2. 當下練習
意義及用途
2. 當下練習
C. Q&A及分享心得
C. Q&A及分享心得

PC1304 人生教練與牧養訓練課程
講
師： 陳鴻耀牧師(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豐盛堂署理堂主任)
上課日期： 2013年8月12日、19日及26日（共三堂，星期一）
時
間： 下午2時至下午5時
地
點： 香港基督教聯會教牧中心（香港九龍尖沙咀山林道1號2樓）
費
用： $450（非菁英會員）、$360（菁英會員）(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內容： 1. 人生教練的巡禮
5. 人生教練的工具箱：選擇有效的策略
2. 5A教練模式的介紹
6. 人生教練的燃料：啟動可行的計劃
3. 人生教練的黃金鑰匙：聆聽對方的需要
7. 人生教練的成效：評估計劃的成果
4. 人生教練的關鍵所在：提出有力的詢問
8. 人生教練的前瞻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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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1303

□ PC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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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表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 □傳道

□姑娘

□牧師

□其他

_

出生日期：

月

日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辦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呼）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養年資：

(年)

工作資歷：

_

(年)

任職教會：

個人母會：

受訓神學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學資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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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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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 程 回 顧

日期：2013年9月17日及18日（星期二、三）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費用：$150 (兩天)、$100(一天) (包括講義，不提供午膳)
本院教牧事工部在過去連續六年舉辦了週年牧養研討會，今
年籌辦第七屆，期望繼續匯聚各方睿智，貢獻華人教會。
今年牧養研討會的主題是「職青牧養」。面對社會各方面的巨
變，牧養工作較以往所面對的挑戰更艱辛。教牧同工如何理解現時的
形勢及如何透過上帝的話語牧養當代職青。今年我們盼望研討會能夠透
過不同學者及牧者的分享，加強牧者的社會觸覺，並提高牧養的效能。
本年研討會的特色乃包括主題演講、專題講座及工作坊，第一天將探討：「職青面對之社會現況」及
「堂會經驗分享/參考模式」。第二天將探討：「信仰與工作」、「職青經驗分享」及「專題工作坊」。現
已接受邀請的有邵家臻先生、游淑儀牧師、陳競存先生、盧偉旗牧師、歐鑑輝牧師、何守謙執事、袁海柏先
生、徐秀蘭牧師、陳健威牧師、林誠信牧師、李適清博士、曾志浩先生、李夢茵小姐、余振雄先生、屈偉豪
博士、吳澤偉先生、何偉強牧師及馮煒文先生等（排名不分先後）。

課程回顧
實踐神學講座暨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簡介會
聖經、釋經與牧養－ 從聖經及牧養角度談基進社會行動
實踐神學講座暨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簡介會已於2013年3月
22日順利舉行，由英國劍橋神學教育聯盟及安格利亞羅斯金大學研
究院實踐神學課程總監Zoë Bennett擔任講員，龔立人教授作回應，
並關瑞文教授主持討論環節。近年來，香港社會的深層矛盾浮面，
不同持份者對社會的遠象，各有不同意見及行動。例如，“佔領中
環”及類似的基進(radical)行動的構想，在社會已鬧得沸沸騰騰，亦
有愈來愈多教友參與或準備參與其中，教會實無法置身事外。基督
徒以聖經為聖言。是次講座主要探討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釋經與聖
論氣氛熱烈。

「如何牧養患有精神病的會友？」課程 學員心聲：
不同階層的弟兄姊妹，隨著社會快速轉變、工作壓力增加、家
庭環境的複雜、生活種種挑戰等，更深感受弟兄姊妹因生活和
環境的轉變，隨之而來承受著不同的精神壓力和情緒困擾。作
為教牧，我們如何更有效幫助這些弟兄姊姊面對這些接踵而來
的壓力？如何走出困擾？正是我們在服事上最大挑戰。崇基教
牧事工剛舉辦『如何牧養患有精神病的會友』，對本人在了解
如何在牧養這些特別需要的兄姊上，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透
過陳玉麟醫生經驗的分享，讓本人對於精神病人的病理及徵
狀，有一個較為全面的初探，亦從中認識藥物對於治療作用的
重要性。加上透過個案探討，也有助我進一步了解在兄姊治療
過程中，教牧角色與治療團隊配合之重要。

輯：林榮樹牧師

由陳玉麟醫生主講，共3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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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友？」課程共兩堂，已於2013年4月29日完成，

李玥坤姑娘
回顧近幾年，作為教牧服事層面，我們會接觸很多來自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盧龍光牧師

由教牧事工部舉辦之「如何牧養患有精神病

執行編輯：朱潔婷小姐

經詮釋去思考及實踐在這方面的牧養。當日出席者約40人，台下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