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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牧 篇

再思教牧成長的進路：

先 展長 而後 補短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論到成長，一般人尤其是香港的華人，心中想到

在《馬太福音》25章三個僕人的比喻中，那領一千

的就是要補短。每當立意奮發求進，首先想到的就是對

的惡僕的問題是甚麼？會否正因為他見自己的錢袋比那

付自己的短處。這思維無論是有意識或潛意識的，都是

領五千、二千的較小，他聚焦於自己所沒有的，所以灰

補短的進路。我們的短處何其多，除非是超級自信者，

心喪志，甚至連錢袋也沒有打開，便把它埋到地裡去。

否則都會很自然的以改善自己的短處來求進步。在謙卑

他是一個捨長取短的表表者，過份留意自己所沒有的，

又自卑的綜合心態下，再加上華人文化意識與這「進

這也是我們的景況嗎？

步」的進路似是配合得天衣無縫，這種思維甚至成了典
範（Paradigm）。不過，這典範是否真理？是否應當如
此？還是有值得商榷之處？

美國知名的國際統計調查機構Gallup Poll，
用了幾百萬美元做了一項研究，最後總結出一套
“Strengthsfinder”的學問來。它指出全球慣常的做

讓我們先看以下的一個例子。一位教牧同工已牧

法，都是補短而不是展長，但其實展長才是首要的，因

會十多年 1 ，深得上司器重，但堂主任牧師經常挑剔他

為太多的補短不會帶來多少的成果與效應；相反，展長

的短處，有甚麼甚麼做得不夠好，有甚麼甚麼要改善。

才能將一個人所擁有的充份發揮。

這種對待下屬的方式，相當具有中國文化特色，但卻是
缺乏神學反省或行為科學支持的做法。這位同工在挫敗
與沮喪下痛苦地牧會，常常缺乏信心，認為自己做得不
夠好。雖然這心態有高度的鞭策力，但卻是沒有平安、
沒有心理健康、沒有喜樂的鞭策。負面的推動力固然強
大，但亦帶著負面的殺傷力，損耗著這同工的心靈／心
理質素與能力。這同工在挫敗與沮喪下，每天在心理高
度「不安全」下捱著度日。在事奉是要「犧牲」和「吃

聖經中亦有論到管家（Stewardship）的原則，我
們應將天父賦予的「恩賜」充份運用，才是一個好管
家。願更多的上司幫助他們的下屬，而教牧本人也要聚
焦於自己的強項與先建立強項（focus on strength and
build on strength）。如此便是負上主輕省的軛，有如
那領二千及五千的僕人，可以忠心良善地發展所長，而
不是在捨長補短中連自己所有的也忽略了，變成沒有先
建立強項而將自己所有的埋於地下的惡僕。

苦」的觀念下，他默然承受這種堂會牧養事奉的壓力。
主的軛可以是輕省的嗎？我們不是要捨難取易，但要弄
清楚這軛是否從主那裡來的？這沉重的代價是從主來
的，還是從人或從自己來的呢？

「菁英支援網絡計劃」的目的，就是協助教牧展長
補短，為香港教會培養更愛神愛人的好管家教牧。這個
計劃現已接受申請／報名，九月就展開新一年的伴行者
訓練與支援，歡迎你參加。
1. 這是一個綜合多宗真實個案的例子，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菁 英 篇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之「菁英同行者」
期望以聖經為基礎和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為牧者提供
具體、實質而貼身之個人生命及牧會的指導及支援。透過導
師的個人指導及同工月會的同儕支援，教牧更能發揮個人潛
質與特性，更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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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英同行者」目標：
此計劃以學習為本，在神學院基礎教育以上讓牧者在
牧養的動力與智慧、個人心志及性格的成長所須的知識、訓
練及造就上更上一層樓，更蒙主喜悅，更成為合神心意、忠
心、成熟、愛主愛羊的好牧者。
由於教牧與堂會的需要多元，故我們提供教牧綜合服
務，名為「菁英同行者」，以成為教牧的支援網絡與持續進
修，首要對象是十年以下的牧者，但亦歡迎資深教牧參加。
透過資深教牧導師的導引，同輩教牧的交流及專家顧問團
（成立中）的諮詢，構成立體與多方資源、生命與專業並重
的支援網絡。
具體而言，「菁英同行者」提供牧會上各方面的導引
服務，給教牧們在牧會的主要範疇上（領導、關顧、餵養）❋
提供個人或小組的諮詢協助。

「菁英同行者」計劃內容：
1. 個別／小組指導，次數主要視乎需要，務求對牧者及教
會有實質的幫助與貢獻。
2. 每月在週一或二小組聚會（主要是週一下午）（九月至
六月），建立牧會的學習群體與支援網絡，彼此鐵磨
鐵，並在導師的同行中靠主恩典產生切合需要的牧會及
個人指導。

˙ 現階段每月一會。
˙ 學習內容是個人生命與牧職的成長。
˙ 使用實用學術工具如MBTI、TJTA、Love

首席導師簡介：
林榮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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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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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佈道及家
庭事工等課程。亦曾為美國Biola University及加拿大Acadia
Seminary客席教授。林牧師多年來研發國內全本聖經系列七
年課程材料，又為一家庭雜誌《天倫樂》之編輯顧問等等的
中港堂會事工。著作除見在不同中英文基督教雜誌外，還著
有《職場特工》一書。

助理導師簡介：
袁熙群傳道
由2008年連續參與菁英計劃與菁英同行者至今，曾任
組長及助導服事。1993年神召神學院畢業，2001年中華神學
院教牧學碩士，2002年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主修教牧輔導，
2002至2006年曾任建道教牧輔導系協會會長。在母會華南
四方福音會、宣道會北角堂嗎哪團契及宣道會宣愛堂服事共
二十年。現教會服事成人培育團、夫婦事工、男士事工、癌
症關懷團契等。現任將軍澳區宣道會教牧團契召集人。
❋

有關本計劃詳情及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我們聯絡：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
查詢電話：朱小姐  3943 6711
潘小姐  3943 4415
電
郵：pastoral@cuhk.edu.hk
傳
真：2603 5224
網
址：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Languages、

Learning Styles及反思對談等學習工具。
3. 可以優惠價參加教牧課程。
4. 可7折購買崇基神學院出版的書籍。
5. 其他教牧服務及資源的提供。(如：中文大學教牧圖書證)

備註：
˙ 本院收到閣下的申請表後，將致電或電郵通知確認。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保留更改有關計劃細節之
權利。更改事宜會通知參加者。
˙ 資料將供本院作市場調查、發展課程及推廣之用途。

年費：港幣$600
時期：2013 年9 月至2014 年6 月

「菁英同行者」申請表格
姓名：(中文)
性別：○男

小僕簡稱為Feed、Lead、Care，曾寫下文章「從教牧神學角
度探索華人教會處境中的『教牧職事』」，歡迎與朱小姐聯絡
kittychu@cuhk.edu.hk索取。

請填妥下列表格，並連同會費寄到
(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收) (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英)
○女

出生日期：

稱謂：

月

日

年齡：○30或以下

○31-40

○41-50

○51或以上

聯絡地址：
事奉教會：

個人母會：

聯絡電話：

電郵：

牧會資歷：
教育程度：○中學
受訓神學院：

(年)
○預科

工作資歷：

○大專或大學

(年)

○大學以上 神學資歷：
日期：

申請人簽署：

學員心聲：

此課程共兩堂，已於2013年6月17日完成，由

蘇新發傳道

關俊棠神父主講，共26人參加。

課程回顧

教牧的靈性操練課程

這個課程給我有很大的啟發。在這個多元文化和資
訊發達的社會裏，不同的社會議題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作
息中，再加上工作的壓力，教會中繁重的事奉，實在教
人身心靈都處於疲憊不堪，有時更會迷失自我，自制力
也弱了，情緒很容易波動。神父很細心的講解修會對靈
修操練背後的理念，也在課堂上有實踐的機會，正是理
論與實習並重。神父借用了耶穌會和熙篤會對安靜靈修
操練的傳統，提供了一些法門讓學員有途徑進入安靜，
與心靈對話。感謝神父的教導。

活動預告

「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
鑑於「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簡稱「和平佔

內容：

中」）愈來愈引起香港社會及教會廣泛關注，本院籌辦是次
研討會（作為金禧院慶活動之一），讓教牧同工從聖經、歷

11 月4 日 (星期一)

史、神學、社會政治處境等多方面了解和思考與「和平佔
中」相關之議題。

上午

日期：2013年11月4日 (星期一上午至晚上)至
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上午至下午)

一、從基本法及本地法律看爭取普選特首
二、香港社會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九龍窩打老道54號，港鐵油麻地站Ｄ出口)
費用：$100 (兩天)

講員包括：
盧龍光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下午
一、香港福音派教會社會參與之歷史發展
二、民主：從政制到民生
三、復和與教會使命
四、公民抗命與抵抗
晚上
主題講座

李熾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關瑞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龔立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邢福增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葉菁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及其他仍待邀請之講員
詳情將稍後於本院網頁公佈。

查詢電話：
朱小姐

3943 6711

潘小姐

3943 4415

11 月5 日 (星期二)
上午
一、「行公義、好憐憫」：從彌迦書看信徒
的社會責任
二、「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從馬太福音看政教關係
三、「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
從羅馬書看順服掌權者
四、「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裏上來……」：
從啟示錄看政經權勢
下午
分組討論

各組匯報

聖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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