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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主流社會的文化滲入了
教會，似乎信徒對牧者負面多了，

錯
錯?!

對牧者的批判激烈了，有如市民對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管理學大師 Warren Bennis 以
小孩子學走路及駕腳踏車作分析。
小孩子沒有留意是否成功還是失

政府猜疑與不信任的增多，這似是香港教會

敗，只是想學會走路，若然從腳踏

現在或未來多年特要面對的處境。許多人已說了或寫了

車墮下擦傷了皮膚，自然會起來再嘗試，而不去顧及

許多美好的材料 （求同存異、如何處理衝突、兼容多

成 敗 。 他 又 引 述 一 位 行 鋼 線 的 能 手 W a l l e n d a 1， 一 次

元，不同而和，相爭仍相愛），不少更是聖經的美好教

表演中從高空墮下身亡，是由於他顧着不墮下（not

訓，似乎不必再贊言，此文只集中於牧者在此時此地此

falling），而不是行鋼線。Bennis 分析由於他刻意不失

環境下內心世界和態度的一個反應與處理。我不是精神

敗而失敗了。或許這也是球手們的心態，所謂初生之犢

科醫生，也不是情緒治療師，而是先從個人經驗出發。

不畏虎，而奪獎無數的要面對衛冕的壓力，怕不成功而

面對今天牧養的處境，心中泛起了一重的恐慌與畏
懼，今時今日批評的聲音甚至匿名的郵件迎面而來，在
平靜的心中湧起了白頭浪，恐怕行差踏錯、懼怕失敗的
心態令自信心與自我形象縮得很細很細似的，有時感到
四肢無力，難去面對人群，突然間羊變成了豺狼或咬人
的羊。
首先，主的話語是安慰與力量，有人說聖經有365
句「不要怕」的話，每日一句夠一年每一天使用。而主
的僕人（舊約的先知們，大衛與其詩篇）何不是充滿着
敵人的威嚇？何不是險境處處？危險不是不存在，但在
電子資訊（WhatsApp, 面書……）極普遍中我們極容
易收到負面的聲音、攻擊及批評，故比以前受到的干擾
與困擾多了，所以我們要常常求主賜喜樂平安的心境服
事，有良好的心靈與心理素質去面對，危險與敵人絕不
是今天才有呢﹗

造成怕失敗的困苦心境。牧者會因怕失敗與行差踏錯的
心情而產生額外的壓力，比之於小孩子，成人對成敗的
態度改變了而令壓力倍增，能學習把處境及自己看得合
乎中道是重要的。這就有如學習外語文，成人的學習能
力當然比他們高，但小孩子學外文比成人還來得容易輕
省，願我們教牧繼續尋找輕省的主軛。
怕「行差踏錯」封殺了我們大膽嘗試或冒險的力，
又阻礙我們為真理站起來的力，在環境要求我們站起來
領導時，我們不敢。故此，怕失敗停頓了我們行動變革
的勇力，叫我們寧選擇因循，選擇較安全的地帶而不敢
改革，故我們教牧極需要在面對多眾聲音時，除了要謙
卑聆聽外，還要繼續有改變改革的勇氣，不改革便沒有
進步。盧龍光牧師說得好，「耶和華是你的牧者，你必
不致缺乏；但盧龍光是你的牧者，你必很多缺乏」2，盧
牧師的意思是作為效法耶和華的凡人牧者，當然未必能
像耶和華一樣，令信徒不致缺乏。換言之，我們亦需要

面對此人際環境，我們實在容易採納「少做少錯、

有健康安全的自視、自觀，對自己的有限有公允的接納

大做大錯、不做不錯」去回應，相信按肉體許多人都

與承認，這是面對怕失敗的健康保護罩，作為牧者我們

傾向趨吉避凶，不想「出錯」，不想被擊打（甚至被擊

太容易有為自己辯護的衝動，要從心中深切認定自己的

倒），善良的牧者都希望平安渡日，安心事奉主，不欲

限制。

被凶惡攻擊，能活在不遇見試探與脫離凶惡的牧養環境
中。

我們亦可以向外間一些健康的工作文化學習。

教 牧 篇

怕行差踏

Computer）會頒獎牌給尋找問題的員工，看
來似有點荒謬，我們自然認為應獎勵尋找答案
的，問題已多多，何以還獎勵那些挑剔惟恐天
下不亂的人？蘋果的解釋也很有道理：世界
移動得很快，新問題經常出現，若領導人仍

活動花絮

根據美國 Fortune 雜誌的記述，蘋果（Apple

第七屆週年牧養研討會
2013花絮
職青牧養
在現今香港社會裡，「職青」這一群除要承受職場上種

然慒然不知，就無以回應及拆解，蘋果認為尋
找出問題的人有極高的創意觀察力（creative
observation），故應受獎賞。這種對問題迎接
而不驚慌的態度很值得學習。堂會問題多多，
有如主在世時的群鬼之多 (可5)，坦白地說我

種的工作壓力，也要面對步入婚姻、組織家庭或是進修等等的
生活轉變。作為教牧同工，又應如何應對及支援？今年教牧事
工部舉辦的第七屆週年牧養研討會，正是關注職青牧養這個課
題。

們牧者覺得很煩，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心中會

第七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已於9月17日及18日，於五旬節

否沉重難當？但迎戰大巨人歌利亞的大衛（撒

聖潔會永光堂舉行，是次活動共吸引了270多位教牧同工參

上17）因為主的名大發熱心而出戰，我想像他

加，反應熱烈。今年研討會主題為「職青牧養」，並分四個專

雖有從上而來的勇氣與剛強，但此不會比所有

題進行探討，包括：「家庭」、「理財」、「個人生命成長」

以色列全部的軍兵大，但他為主的心叫他承擔

及「社會參與」。

此重大任務，讓我們教牧遇上巨人般的堂會問
題，也不喪膽逃避，迎接之！迎戰之﹗處境的
快速變化使我們經常要面對新問題，摸着石頭
過河的感覺是難免的（例：東方閃電及日後其
他的異端的襲擊），所以我們要肯嘗試以創意
去回應、去解決。

本院邀請了18位本地學者及牧者擔任專題及回應講員，
主題演講講員分別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邵家臻先
生，該環節由宣道會屯門堂堂主任游淑儀牧師及突破機構事工
研究及發展部經埋陳競存先生作回應。專題講座講員包括：循
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堂主任盧偉旗牧師、中華基督教會灣仔
堂歐鑑輝牧師及執事何守謙先生、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執行

這不是說我們將堂會變成老鼠實驗室去

董事袁海柏先生、沙田浸信會合一堂徐秀蘭牧師、沙田浸信會

試驗我們許多突發奇想，長執委與我們的領導

瀝源堂陳健威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助理教授李適清博

角色，教牧們必須慎重的承接、承擔、承傳，

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林誠信牧師、「平等分享行動」

但卻不是怕行差踏錯而蕭規曹隨，不敢越雷池

發起人曾志浩先生、基督教獨立報發起人李夢茵小姐和學校教

半步。我多年當教會的崇拜部長，相信一如許

師余振雄先生。每場講座均設公開討論環節，所有講座完畢後

多堂會，主日集體崇拜是事工的旗艦，極少的

由本院盧龍光牧師總結。最後為四個專題工作坊，由伯特利神

改變也會帶來許多聲音，所以我們謹慎從事，

學院教牧輔導系教授屈偉豪博士、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

要改的早一點研究、諮詢、溝通，以求會眾共

總經理吳澤偉先生、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職青範疇主管何

識認同才行事。執行之先做足教導與解釋的功

偉強牧師和資深神學工作者馮煒文先生分別帶領。

夫，先登週刊讓會眾明白有心理預備才實施，
亦聲明這未必是永久性的改動，以確保不會令
反對者沮喪。與此同時，我要經常提點自己不
要怕麻煩去改，怕行差踏錯及多聲音而不敢改
動，應改則改。
三一神必加我們教牧擔驚受怕、怕行差踏

研討會上學者和牧者分享了不同處境的經驗及心得，讓
參加之長執同工不單擴濶眼界，也增加對社會現況的認識。
盼望會中的討論能在各教牧間延續反思，鼓勵牧們繼續關注職
青群的牧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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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的資源去面對牧養環境！
歡 迎 你 隨 時 與 我 們 聯 絡（ 林 榮 樹 牧 師
62867163， wingshulam@yahoo.com），而
菁英同行者計劃就是牧者的支援網絡，有個人
的輔助及教牧小組月會，歡迎查詢。
1. Warren Bennis & Joan Goldsmith.”Learning to Lead:
A workbook on Becoming a Leader”, (Basic Books
2003), 97, 99.
2. 練柏朗:〈探討如何處理教牧團隊衝突〉，《時代論壇》
第1363期：3。

左起：林榮樹牧師、劉忠明教授(主持)、徐秀蘭牧師、陳健威牧師、
歐鑑輝牧師、何守謙執事、袁海柏先生

感言

五旬節聖潔會迦福堂

左起：李適清博士、林誠信牧師、林榮樹牧師(主持)

林淑櫻宣教師
是次牧養研討會的主題為職青牧養，面對現時日益複雜
的社會文化及環境，牧養職青的確是眾教會應探討的問題，崇
基學院神學院通過專題探討，職青及教牧分享
和專題工作坊，讓一眾教牧同工能從多角度及
多層面地了解職青面對的問題及牧養需要，擴
闊了認識之餘，亦帶來不少反思。
蒙潔文幹事

個人生命成長：
何偉強牧師

家庭：
屈偉豪博士

感謝崇基學院神學院籌辦是次職青牧養研
左起：吳炳華牧師(主持)、余振雄先生、 討會，令與會者獲益不少。身為「80後」的
李夢茵小姐、曾志浩先生
我，在會中的不同環節裡找到共鳴，深切體會
到職青在社會和人生各個範疇中所面對的現況
和掙扎。而職青在教會內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群
體，是次研討會亦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這個群體
的意識形態、他們的個人經歷將如何影響他們
在教會中的角色和參與，專題工作坊的講員亦
左起：關瑞文教授(主持)、盧偉旗牧師
分享了一些在牧養上的意見和建議，對於我在
職青團契的牧養事奉有實質幫助。盼望崇基能
理財：
禮賢會九龍堂
繼續舉辦此類活動和講座，相信對本港眾教會
吳澤偉先生
胡健斌傳道
均有裨益；亦深願神繼續帥領眾教牧同工一起
在這研討會，讓我們發掘更
努力，為神得著更多職場中的青年人，將他們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建立他們成為委身事
多職青事工的可能性。各教會各
主、榮神益人的好門徒。
講員的分享，各具特色。雖然不

社會參與：
馮煒文先生

是說地方堂會或宗派可以完全盡
左起：
陳競存先生、游淑儀牧師、
邵家臻先生、盧龍光牧師(主持)

用，但給我們啟發空間。特別是
一些從創造去理解的職場神學論
述，更是會中亮點。

崇真會深水埗堂
劉韻詩姑娘
教會常談職場神學，教
導職青要在職場上重尋召命、
找夢想，尋找工作賺錢以外的
意義，但弟兄姊妹的回應是：
「連份工都不喜歡，何來談召
命？」。返工、進修、家庭生
活，已佔去職青的大部份時

講者們的事奉！
黃讚雄先生

更多的時間來「實踐召命」，
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那麼
我們何不針對返工時間內的信
仰實踐而討論？在工作的場景
中學習多一點關懷他者，少一
點計算自己的得失，不只是逃
研討會開始前的敬拜讚美

去做憐憫人的事。其中最重要
的還是牧者的個別埋身關顧：
我們要與他們同行，聽他們有
關工作的分享，幫助他們從信
仰的角度去看每一天的辛勞、
回報、受屈等等，體會上帝的
恩典與信實。

高銓邦先生
研討會提及職青所面對的文化衝擊和處
境困局，鼓勵及提醒與會的牧者們願意更多進
入現場，這不單止讓職青得到適切的牧養，更
重要的是讓信徒親身體驗聖經教導的豐富、多
元和實際！多位講員及堂會的經驗分享中都強
調職青要活出神的召命，雖然只是在概念上的
重申，盼望能啟發以召命為本的職青牧養，促
使信徒在職場上有更好發揮的同時帶來重要的
改變，實踐作光作鹽的使命。
欣賞大會悉心的內容設計，感謝同工及

參加者濟濟一堂

間，要他們在工作以外再付出

避去做不公義的事，也要主動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多年以來，職場牧養都是我對信徒栽培
的關注點。職場牧養有兩個特色，首先就是以
處境為主導；其次，就是要明白市場現實與踐
行信仰之間的張力。在這兩方面而言，牧者們
往往要透過更多的交流和溝通，才可以更有效
地牧養職青。今年的牧養研討會以「職青牧
養」為主題，是一個甚好的方向。在會中，我
們有機會認識多一點「高登仔」文化，也被提
醒與他們同行並不是件簡單的事。在第二天的
研討中，三位職青向與會者細述了他們的職場
處境，對牧養的期望，以及他們的抱負。這也
正正是大家盼望能知道多一點的。
兩天會議的時間不算長，但已令大家有
所啓廸。感恩！

參加者踴躍參與討論

活動花絮

參加者

神學文憑課程畢業班同學

聖經研究文憑課程畢業生

葉智仁同學

陳頌康同學

我想讀神學的理由是很個人

畢業生分享

2012至2013年度文憑課程畢業班學生分享

能夠完成這個課程，要多謝各

的，因為我從青少年階段開始，

位老師：

就已經被系統神學的內容所吸

最記得是陳龍斌教授，要我們研讀聖經時要多提出

引。但讀下去，我發現聖經神學、實

疑問，衝擊了當時不少同學在信仰成長中對聖經的固有價

踐神學、靈修神學等等的內容都好精彩。

值。他分享成長的教會教導對聖經看法，縱然與現在他所認

這一年的學習，到最後，我帶走的，不是什麼具
體內容，因為我的記性愈來愈差。我帶走的是一個問
題，就是「如何為主結出永恆的果子?」。其實，即
使有一天，我們找到頭腦上完備的答案之後，在實踐
方面，我們又如何在生活上，真的可以「為主結出
永恆的果子」呢? 過去一年，神學文憑的學習，神
就賜下這個問題給我。

知的、所教授的不同，但他不會為此而輕看教會教導，相反
他能將兩者轉化，在教會中繼續事奉上主。多謝陳教授！
黃根春教授與劉翠玉博士用心教學，不斷提醒我們要將
四福音一齊看，才看出耶穌的一生整全性。
龔立人教授那近乎反轉讀聖經的釋經方法，我知道有些
同學都支持不住，這卻使我們能以信仰與非信徒討論倫理課
題，裨益良多。

在此，我誠摯地祝福所有畢業同學及在未來
修讀神學文憑的新同學，或是今天沒有基督信仰的
你，能有機會和時間像我們一樣在神學的花園裡漫
步，盼望你會被基督的香氣所吸引，在聖靈的幫

還有很多老師要多謝，恕我未能一一道謝。
多謝神學院對我們的重視，雖然只是文憑且兼讀課程的學
生，但卻安排了學問淵博的教授教導，使我們獲益良多。

助下，結出榮神益人的果子。

基督教與中國文憑課程畢業生
有些人說崇基神學院的神學是前

裡，我先後入院兩次。

有一個自由與廣闊的空間去研究基督教與中

這經驗叫我進深地反問

國各樣的課題。感謝教導我們的教授們，他們滿有愛心，將研究

自己：「你要從事基督

成果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他們的循循善教，專心相教、有問必

教生命教育嗎？那麼，

答，使我茅塞頓開，視野擴大，明白神的旨意與作為。讓我們能

你怎樣看待生命？你怎樣

學到屬靈知識，運用在事奉和工作上，使神得到更大的榮耀！巴

進入生死？…」尤其當我正要準備一份

不得將神所賜我們一個美好的精神——前衛、開放、自由的崇基

題為「生死教育」的功課時，卻要面對

精神，薪火相傳地承傳下去，願我們都能秉承崇基精神在事奉與

死亡的陰霾，這真是一個有靈魂的歷程

生活上顯現出來。

啊！
到台灣交流是我渴待已久的旅程。
感謝負責領隊的劉校長、梁校長及鄭副
校長，並一直隨行幫忙打點的Tristy。台

報告事項：為文憑課程同學與校友新設面書群組

灣當地的生命教育的發展路徑及眾位講

本院為加強與文憑課程的同學和校友之間的交流，已於面書
(Facebook) 開設一群組，名為「崇基學院神學院文憑課程校友專
頁」。

者的分享固然很有啟發性，但都不及在
旅途中，他們給我們分享的生命故事。
的情意，因為其中載著他們對生命主

現邀請各位同學和校友加入此專頁，讓各位能多一個平台獲得本院
的最新消息。本院會不時更新群組內資料及訊息，敬請各位留意！

的回應。「天．人．物．我」、「知．

以下是面書(Facebook) 群組的連結：

情．意．行」或是「身，心．社．靈」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5348016258564/

的生命教育精意，就在微小的生命故事

或可以群組名稱搜尋(崇基學院神學院文憑課程校友專頁 )。

中落下了註釋。

歡迎各位同學、校友一同加入這個網上的平台，如有任何寶貴意
見，可與教牧事工部馬小姐或潘小姐聯絡。

他們說來淡然，話語卻承載著很有份量

執行編輯：馬小鈴小姐

衛、開放與自由。正因如此，教授們才能

輯：林榮樹牧師

在這一年多的學習

編

黎惠儀同學

鄧保羅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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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