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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可能是世界上極不快樂的人，因為教會的
擔子甚為沉重。
這是個缺乏喜樂的年代，有統計更認為香港正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娛樂所提供的官感刺激享受，但他們深切行在主的
旨意當中，定然是最能讓主心滿意足的人。作為牧
者，我認為讓主心滿意足，才是最滿足的生活呢！

處於最不快樂的時期。不少人，特別是有經濟能力

堂會的事奉中，雖有無數的人與事令我們沉重

的，都想遷離香港。我們每個週末都可看到有人發

不快樂，但我們必然以愛主愛人為樂。在這愛中，

起遊行，宣示不滿與提出訴求，政府官員則面對廣

我們自己以愛主愛人為至樂，又終日終生影響人去

泛的負面批判、不信任、指罵、言語暴力……怨聲

愛神愛人。見到羊兒愛神愛人，我們就快樂無邊

載道。生活於這樣的環境之下，又面對政治生態的

了。以此「二命」(馬太22:37-40) 去量度一切，包

轉型，牧養工作更是百上加斤，壓力重重，再加上

括人生中的喜樂，亦包括關社關政參與之考慮，我

會眾在「生老病死」的煎熬下生活，極需要牧者的

們必須學習以此成為我們的至樂。

關顧、支持與安慰，這些都重重壓在牧者的心頭，
令牧者的心靈素質也受影響，不能喜樂平安地牧養
事奉。

近來拜讀Barbara Taylor的作品，她獲時代雜誌
(Time)選為一百位最能影響世界的人，相信她是名單
上唯一的女性傳道人，她亦曾獲選為美國最好的十

據畢德生(Eugene Peterson)牧師的觀察，現代

位聖經宣講者。近年她研究心靈黑夜的神學，不是

社會缺乏喜樂與人們無賴的追求，正反映出時代的

簡單的認為光明是好黑暗是壞，而是從更全面的角

困境。他認為我們當在神的豐盛中得著喜樂，他引

度探討這個問題。她指出，一如神的創造，每一天

用《詩篇》126篇上行之詩，指出以色列人到聖城朝

都是由黑夜與白晝組成，黑夜絕不是咒詛，感到神

拜時唱的這篇詩歌，當中充滿歡笑︰「我們開懷大

缺席也並非不正常。或許，我們也可借此解讀我們

笑，歡樂歌唱」。畢牧師以此為題去細味基督徒人

一生的遭遇，絕不要負面看生命之黑夜與哭淚而失

生的喜樂，他觀察到人從娛樂中尋找快樂的現象，

去喜樂平安，神的缺席感也是靈性的美好操練呢！

但可惜娛樂只能提供短暫的快樂。他認為門訓之道
是始終如一的順服，他稱為one long road of the
same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意謂真正
的喜樂是做上主所喜愛的人，他們都以順服主為依
歸！如此，主的軛才會輕省而不是沉重。
我深信最喜樂的，定然是遵行神「二命」（大
使命、大訓命）的人。他們以主的最高訓命為依
歸，以主至大至高的命令為至寶，雖然不若世人的

願各位同道牧者保持喜樂，將壓力化為助力，
化為祝福，抱持平衡的屬天心境，奮力同奔永恆的
天路。
新一年的「菁英同行者」計劃（2014年9月至
2015年8月）已開始接受報名（見後頁），讓我們
與你同行，為你提供指導與支援，叫你的事奉更添
喜樂和滿足。

教 牧 篇

牧者快 樂 的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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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探索如何回應香
港社會及政治特殊處境生態的牧養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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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成立）的諮詢，構成
立體與多方資源、生命與專業並重的支援網絡。換言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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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生命的成長，成
為更成熟得力事奉與教會牧養的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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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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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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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堂會主任牧師與顧問
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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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顧問等等服務的中港堂會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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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設有數位教牧助導及組長以提供同儕的同行。
❋

「菁英同行者」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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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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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小姐  3943 6711
潘小姐  3943 4415
林牧師  6286 7163 (手電)
電
郵：pastoral@cuhk.edu.hk
傳
真：2603 5224
網
址：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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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菁英成員在個
人及事奉上更成長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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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使用實用
學術工具如MBTI、TJTA、Love Languages、
Learning Styles及反思對談等。有不出席組會者，
導師會提供個人性的額外指導以補不足。
年費：港幣$800
時期：2014 年9 月至2015 年8 月

「菁英同行者」申請表格
姓名：(中)
性別：○男

牧職可簡撮為Feed、Lead、Care，林牧曾將其博士論文簡修
為「從教牧神學角度探索華人教會處境中的『教牧職事』」文
章，歡迎與馬小姐聯絡slma@cuhk.edu.hk索取。

請填妥下列表格，並連同証件近照一張及會費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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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事工部舉辦之「潛意識的輔
導/牧養應用工作坊」已在2014年6月
23日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順利
完成，由周衛昌先生主講，共34人參
加。是次活動報名反應熱烈，會場內
座無虛席，參加者表現均非常投入。

神學生活體驗營 參加者心聲
李文德先生 (聖經研究高等文憑課程學生)

陳日穎先生

六月初參加了崇基神學院的<神學生活體驗營>，當中有
課堂的體驗，也有與老師傾談的時刻。老師們的分享讓我看到
神學學習不只是象牙塔式的鑽研，同時亦是生命多元化的反
思。從拆毀到建立，從破碎到整合，都是上帝恩典的作為。

有幸參加崇基的神學生活體驗營。這裡跟其他神學院一
樣有著集體宿舍、課室、禮拜堂。老師“猛人”，學生有善，
院長親民隨和。兩天下來，我們一起吃喝、聚會，上課有得
著，安靜能親主，叫人滿足。

周彩紅小姐
(註冊社工，從事家長教育及正向文化推動工作)
感謝天父讓我能在忙碌中抽空來到中文大學的神學體驗
營。自小對讀神學也有感動，但只是一直沒有回應。湊巧今次
來到崇基書院，見神學院的環境十分清幽、貼近大自然，淙淙
流水，烏語花香，真的感到神的創造十分奇妙。在體驗營中更
深認識到神學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更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原來
一直對主的認識和認知是十分淺，亦認識到做物主與上帝的創
造原來涉及的層面是很廣的，所以今次的體驗營令自己有更大
的決心和回應，希望將來有機會讀神學，更深的認識上帝。期
間接觸過的同工與教授，他們親切的招待與真誠的分享，讓人
感到他們對學生的愛，令我深體會神學院是有別於其他學術性
的學院，它們關注的是學生的生命與成長。冀昐未來日子有機
會更加認識上帝，增進這方面的知識和裝備好自己，希望將來
有機會透過自己的生命，能夠成為更多別人的祝福，在社會上
發熱發亮，為天父做燈臺。

沈麗小姐
參加2014崇基神學院體驗營，雖然只有短暫的兩天，但
是因著神學院精心的準備和安排，已經讓我體會到崇基的特
色。我想這兩天的感受，一方面通過“專題研討會”和“論
壇”讓我感受到崇基是一所學術上較為開放的神學院，學生們
有較多機會與教授互動交流。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崇基是一所
善於引發學生思考的學院，這種思考可能會帶來我們對人生、
對信仰更多的思考，以至於在這樣的思考中讓自己的生命得到
更新和建造！

陳子聰先生
我在神學生活體驗營中，感受到聖經背後的博大精深。
在兩天開放、批判、包容的討論氣氛下，使眾人都謙卑
起來，各自向營友、教授指教學習。
我最印象深刻的，便是營友說的一句「凡事盡力，才可
發掘上帝給你的恩賜」。

同時看到崇基的獨特，這裡包容不同宗派的師生，鼓勵
你選擇自己的神學思想；這裡的“屬靈操練”並不局限於個人
的安靜，卻是樂意走出去，關注社會，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
群。這是我所欣賞的。
願上主繼續使用崇基，亦願我們自謙認識真理。

陸翠芬小姐
在課堂中，其中一句讓我有深刻的提醒 —『我賜給你們
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相愛。』（約 13:34）神不是因我們可愛所以才愛我們，
而是我們這麼差神也深愛我們每一個。反照自己將人分類實在
不對。我思想神創造每個人各有不同是有其意思的。願我在不
同的人群中，能學習包容和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人，更希望能實
踐『愛』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此外，在『專題研討會』中，許勵君女士分享她服侍的
對象是一群在職的妓女。聽到她的分享，感受到她的熱誠和很
愛她們。我相信福音不是給某類的人，而是給所有的人。

楊應立先生
約半年前，本人接觸過一些畢業於崇基神學院的弟兄姊
妹，發覺他們對聖經的詮釋跟本人以往聽過的大相逕庭；與此
同時本人又聽過李熾昌教授有關舊約的公開講座，內容跟本人
以往所聽過的大異其趣，基於好奇心，本人決定參加是次的神
學生活體驗營，以尋求解答下列三個問題：
1. 在傳統的福音派教會已有主日學課程及培訓課程，這
和崇基神學院的課程有何分別？
2. 學術與信仰是否水火不容？
3. 崇基神學院的課程內容是否另闢溪徑甚或離經叛道？

課程回顧

潛意識的輔導/牧養應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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