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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讀者及牧長主內平安：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名譽)

除分享生活與堂會事奉的喜怒哀樂之外，亦每次都

過去多期的副刊，我都就教牧事工各方面的課

有一個教牧生活或事奉的主題討論與學習，盼望透

題作一些粗淺的論述，今期或許稍為轉變，作一點

過教牧的同儕小組，在導師的指導牽引及關顧輔助

個人的分享，以能與各位關心菁英計劃與教牧事工

下，增進他們的成熟質素與知識，在 Head、Heart

部的主內同道，在基督裡如家人一樣親切交談。

and Hand 三方面均衡成長，成為堂會中流砥柱的屬

我於去年年底在登六之年，退下堂會的牧養工
作而專注於教牧的事奉，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透

靈領袖，令教會得以茁壯成長。(順帶一提，九月新
一屆的菁英計劃，現正接受申請。)

過崇基及香港證主協會的平台，全力全時間事奉教

崇基每年都舉辦一個大型的教牧研討會，感

牧。我謹多謝盧牧師及教牧事工部的支持與愛護，

謝上主的帶領及委員會的努力，我們為今年的研討

讓小僕得以在30多年港美兩地牧會及神學院教學事

會定出一個極配合目前需要的題材—「政治生態轉

奉的基礎上，服事中港的教牧，藉此作個好管家，

型下的牧養」。有教牧關心在普選佔中的風潮中，

為上主的教會作多一點貢獻。我深信教牧的素質越

在香港政治生態改變下，牧者應如何牧養信徒，讓

強大越成熟，堂會的素質亦會相應提高。這是主所

他們更懂得按神的心意自處，如何因行在主的旨

說學生不能高過老師的原則，甚願主加我們力量去

意中而能以不變應萬變，恰當地關社關政甚或參社

裝備、協助、輔導及牧養教牧，令他們成為更合主

參政，叫神的旨意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有如行在

心意、愛神愛人的牧者！

天上般暢通無阻，充份發揮門徒作鹽作光的社會作

一直以來我都享受教授性格學，因為透過對個
人特性的掌握，教牧能更有效牧養群羊。近年我深

用。今年的研討會已定於 9 月16 及 17 日舉行，請大
家預留時間參加。

切體會按形牧養的重要，上主做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們絕不想閉門造車，亦不想按山頭主義的方

各有各的獨特性，《箴言》22:6：「教養孩童走當

式運作，相反，我們希望推動一個教牧的運動，讓

行的路，他們就會到老不偏離。」不過，什麼才是

香港眾多的機構及神學院一同努力服務堂會，令堂

「當行的路」(the right way) 呢？孩子的路 (his/her

會越發茁壯成長，如此神的家才有盼望，而當中的

way) 就是他們當行的路。「孩子的路」是上主給人

關鍵人物，就是各大大小小堂會的教牧領袖。當他

獨有的個性 ，那就是按形施教施助的原則了。今年

們越愛神愛人，他們就能心中火熱，有力領導聖徒

四月，崇基與證主再合辦泰氏 (TJTA) 性格分析與教

活出主復活大能與改變的能力，去傳道、指導、造

牧輔導課程，這次美好的合作體驗了教會的大公精

就和關懷他人。雖然教會充斥著各樣的軟弱，但教

神。機構與神學院攜手裝備教牧，不計較分帳的區

牧不應因此而喪志灰心抑鬱，相反，我們應在剛慶

區小數，這是天父所喜悅的，實在多謝崇基與證主

祝紀念主復活的往後日子中，靠主復活的大能而熱

的大公胸襟。

心積極生活與事奉！

1

在差不多每個週一，我們都舉行菁英支援網絡
的教牧小組。在教牧例休之日，眾教牧一同聚集，
1

見Kinlaw, Garrett (NAC), Waltke (NICOT)《箴言》釋經書。

小僕
林榮樹上

教 牧 篇

教牧事工點滴

活動花絮

2014獻心營
今年度獻心營已在2月21至22日於突破青年村舉行，主題為進退 – 「進可攻、退可守」
的信仰。營會內容包括有由盧龍光牧師主講的專題講座、由龔立人老師主持，葉漢浩及胡清心
校友分享的論壇，與及參加者和老師個別約談及分組分享時間等。除以上老師外，還有溫偉耀
教授、邢福增教授、關瑞文教授、陳龍斌教授、李均熊博士、任志強博士、白德培牧師、吳炳
華牧師、林榮樹牧師、伍渭文牧師以及陳榮超牧師出席。是次營會約有30人參加。

參加者 心聲
司徒天信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就是一句「有祢，我生命不一
樣」，讓我從忙碌的工作中退到了今
次的獻心營。這句是詩歌「親眼看見
祢」的第一句，也是進營第一個敬拜
中，敬拜隊所帶的第一首詩歌。今年
獻心營的主題是「進可攻、退可守」
的信仰。在專題的環節中聽到院長分
享在人生中，不同階段，不同時刻對

陸巍 深圳市福田區橄欖山教會

信仰的進和退剖析，讓我再次確信我

崇基一行嘗到的，是自由的滋味。百年前，大清失去了一

們短短的一生如何為主而活有多大的

條漁村，卻為之後的紅色中國存留了自由的一隅，思想不被禁

意義。雖然現實地家人會有攔阻，但

錮，福音不被逼迫，民族的學统與信仰的血脈在此得以延續，

我相信不斷禱告，打開自己讓神掌管

這是何等奇妙的安排。我亦深盼內地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有這樣

自己生命時，生命將會不一樣。

的環境和條件，學習上帝的話語，明白上帝的恩典。

余慧明 信義會信恩堂
尋找神學院是一件漫長又迷惘的事，會聽到
很多「聽說⋯⋯」「好像⋯⋯」「似乎⋯⋯」⋯⋯
伴著我入獻心營的，除了讀神學的決心，還
有好奇心和一堆問號。還幸，在尋找的過程中，
不難發現身邊有很多同路人，能坦誠分享大家的
疑惑和期望，是最值得珍惜的地方。
尋找答案不易，與其道聽途說，不如親自摸
索，我相信，你會得著更多。

鄧志祥弟兄、孔潔儀姊妹 廣州市基督教十甫堂
感謝上帝的恩典，使我們夫妻兩人有機會到
香港參加崇基神學院的獻心營營會。在這兩天的
營會過程中，不但能夠更多地瞭解學院的課程設
置，也從眾位崇基在讀的學生分享當中更加深入
地瞭解崇基神學院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能遠離繁
忙的工作，在優美靜謐的環境中讓自己的心安靜
下來，傾聽天父的心意。感激神學院各位教授、
老師和同學同心合意的為營會付出，願一切的榮
耀都歸給上帝。

活動花絮

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
簡 介 會
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簡介會已於
2014年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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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Bennett
介紹課程內容，還有正在修讀此課程之
學生葉月玲女士分享學習經歷與心得。
是次簡介會出席者皆踴躍交流及積極發
問，其中部份參加者會後表示會考慮報
讀此課程。

本計劃於2007年開展，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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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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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福音證主協會事工顧問。曾任堂會主
任牧師及顧問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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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內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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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有小組聚會（九月至六月），建立牧會的學習群體與支援網絡，提供切合需要的牧會及個人指導。
可以優惠價參加教牧課程。
可7折購買崇基神學院出版的書籍。
其他教牧服務及資源的提供。（如：中文大學教牧圖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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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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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香港中文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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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67163 林榮樹牧師 或 3943 4415 潘小姐，電郵：teresapoon@cuhk.edu.hk

菁 英 篇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

第八屆週年牧養研討會2014

政治生態轉型下的
牧養
日期： 2014年9月16日及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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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1402 潛意識的輔導/牧養應用工作坊

引言：
潛意識彷彿是一個抽象且神祕的稱謂。雖然在學術上仍然只算是一個概念，且難有一個準
確的定義；但在現實生活，又或是在輔導室的案例中，卻又可見眾多案主不能自控，彷彿冥冥中有一神祕的手
在控制他們，就如保羅在羅馬書7:18所說：「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到底潛意識是正、是邪？是可用、還是不能自控？此工作坊嘗試初步探討且學習一些簡單的應用。
本課程初步嘗試從一個實用的角度來切入探討潛意識與人的關係，看看潛意識的一些功能和對人的影響、以及
學習如何與潛意識溝通，以至能快速有效地處理負面情緒，甚致改變不良行為模式等。

✽
✽
✽
✽
✽

象： 對象以教牧為主，非教牧也歡迎參加。

日

期： 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

時

間： 2:00pm － 5:00pm

地

點：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地下圖書館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4號)

費

用： $100（非菁英會員）、$80（菁英會員）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報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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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 潘小姐
電郵：teresapoon@cuhk.edu.hk

報 名 表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傳道

□姑娘

□牧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養年資：________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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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之科目：

□ PC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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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 潘小姐 或 電郵：teresapoon@cuhk.edu.hk

執行編輯：馬小鈴小姐

✽

輔導心理學碩士
基督教研究碩士
美國American Board of Hypnotherapy認可註冊催眠治療師及培訓導師
美國National Guild of Hypnotists認可催眠治療師
美國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Dental Hypnotherapy AssociationTM
認可註冊催眠治療師
American Board of NLP認可之NLP課程導師
生命教練(Certified Life Coach)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心理及輔導課程兼任導師

對

輯：林榮樹牧師

✽

內容大綱：
1. 從薩堤爾（Satir）冰山比喻看潛意識
2. 潛意識的語言
3. 處理情緒的應用
● 改善抑鬱情緒
● 改善處事動力
● 潛意識與靈閱 (Lectio Divina)

編

導師：周衞昌先生
✽

名額有限
額滿即止！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盧龍光牧師

最新課程

費用： $180 (兩天)、$120(一天)
(包括講義，不提供午膳)

本院教牧事工部在過去連續七年舉辦了週年牧養研討會，今
年籌辦第八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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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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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勢及如何透過上帝的話語牧養當代信
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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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對政治及社會的觸覺，以提高牧養的效能。
本年研討會的特色乃包括主題演講、專題講座及論壇，第一
天將探討：「現今香港政治生態的理念與分析」、「從信仰/哲學
/道德角度反思現時政治生態」及「從神學反思現時政治生態及
其轉變」。第二天將探討：「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堂會經
驗分享」、「牧養及關社關政的經驗分享」及「從歷史角度看政治
轉型下的牧養」。現已接受邀請的有林崇智牧師、羅民威先生、
蔡子強先生、龔立人教授、趙崇明博士、林國璋牧師、譚子舜牧
師、葉偉海傳道、關浩然傳道、盧龍光牧師、朱耀明牧師、馮煒
文先生及邢福增教授等（排名不分先後）。

活 動 消 息

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