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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及思維。我們教牧往往會站在屬靈的高地看事物，似
乎什麼也可以解決似的，但回到現實層面，自己人性肉
體的反應卻是揮之不去。面對兩者間的落差，我們感到
矛盾與複雜，這時經常會被引用的金句是︰「靠那加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這是極好的一句金句，
它其實是極言神的大能我們可倚靠，但卻不要誤以為當
問題不馬上消失就是不靈驗。有時我們傾向於以魔術師
叫物件立時消失或出現的方式去了解聖經。我們要認定
情緒是神造人所共有的，我們不盡明白它從那裡來往那
裡去，有如主耶穌告知尼哥得慕聖靈如風的作為，但我
們絕不能否定神的賦予，更不能超乎神的設計。我們不
能指望將事奉過於屬靈化 (over spiritualize)，以為可以
叫負面的情緒如魔術般消失。

香港一間福音機構近日的調查發現 1 ，約七成的教牧評
估自己的健康狀況屬「一般」至「很差」，而超過三份一的
牧者對工作不滿，希望轉換環境。調查又發現，雖然牧者的
工作時間長，但因為工作使命清晰，故身心耗盡的情況未至
惡劣。研究者同時提出一個觀察：認為嚴重的耗盡者未必承
認甚至不會填寫問卷，故香港教牧耗盡/耗竭的問題，可能
比研究結果所揭示的情況更為嚴竣！
一次與一位心靈低沉的教牧深談，她常在沉鬱中度過每
天的牧養生涯，感到壓力很大，不時興起辭職不幹的念頭。
在她的教會中，既有揚言不接受她牧養的會友，又有到神學
院參加課程的信徒對她的講道有高要求，令她每到要講道的
一週就壓力非常大，經受許多情緒難捱難受的時刻，經常感
到多對批判的眼睛環繞著她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我欣賞她
對事奉的認真，她對神對人的心是好的，也願意付出而不計
較，但卻被「自我」的關注抓著她的心，以致失卻了視野，
失卻了事奉的喜樂，心情陷入低迷無力之中，加上雨傘運動
中青少年與教會肢體的分歧及其餘波的後遺症，更令她感到
百上加斤，經歷不到主軛的輕省。

因此，我們要坦誠面對憂慮、擔心、掛慮，包括憤怒。
可能我們未夠「屬靈」未夠「修養」，這雖是事實，但
還活於今生肉體中的我們，肯定仍存有未全像基督的舊
人，因此我們要自我接納未完全成聖的情緒，而不是要
予以否定。《詩篇》中的咒詛詩表述神對人負面情緒的
高度接納與聆聽，故我們也可安心接納自己的情緒。

牽動教牧情緒的事情繁多，現再列舉幾個例子以引起關
2.

注：
• 緊張努力預備講章/教導，但感效果不彰，甚至受到批
評。
• 自覺已盡全力去做，但換來的不是稱讚而是指責，但自
己又不知如何改善。
• 自己不是十項全能，在弱項上 (例：近身關顧) 感到無
能、自咎且無奈，願意進步但無從入手，經常參加許多
教牧訓練，但未能應用在自己堂會的牧養之上。
• 同工之間互相攻訐，以致新到任的同工往往只做了幾個
月便不快離職，原應彼此支持的同工卻各自為政，孤軍
作戰，惡劣的甚至彼此為敵，支持網絡薄弱。
• 堂主任高高在上，發出許多不合用的指點，令同工感到
被干擾多於得幫助，不被體諒，由此而產生自我質疑，
謙卑變成自卑，不能自癒。
如此種種，都會令同工情緒困擾，不能發力事奉。當
然，這不是每個教牧的光景，但也是經常聽到見到的。
1.

1

不要埋沒負面情緒
我之所以詳述這一點，是要帶出教牧都是常人，而常人
總會經歷情緒。但請不要埋沒、否定你的負面感受、經
福音證主協會《證主心》206期2015年十月封面文章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學習真切倚靠上主
正面倚靠神需要更新和肯定，有時在苦痛中我們對神的
倚靠會起懷疑，甚至是口中有倚靠神而心中卻無，「腳
前燈路上光」變得半明半暗甚至黯淡無光，好像不足夠
指引我的路！在負面情緒中，我似有經歷過腓4:6的屬
靈光景嗎？基督裡出人意表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不致受
傷，如腓城由羅馬兵重重圍著以致敵人不能攻得入。是
什麼能保守我們的心呢？就是那超然不能理解的平安。
教牧們，讓我們在破碎的心靈中經歷這真理，體驗其實
在。主常常說人的小信成為攔阻，我的過份理性也是
呢！
我與那位情緒受困擾的教牧同工彼此勉勵，提醒她要保
持喜樂，因為若失了喜樂平安，我們就失去能力不能面
對問題，不能為主打美好的仗。在我遇上人生黑暗心靈
之夜，感到路越走越難時，我就要學習我幾十年掛在口
邊的「倚靠主」，藉此得勝。我又提醒那同工不給撒但
留地步，因牠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5:8)。我何時憂鬱
憤怒，就開了門路給牠來偷襲我，蠶食我的靈魂與精神
力量。
但願醫人者也能自醫，若有勞苦擔重擔的教牧，我們極
願意成為你的同路人，與你同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林牧62867163)。

教 牧 篇

你的情緒
管理得如何？

活動花絮

第九屆週年牧養研討會2015花絮

是次研討會約

有250人出席

多元氛圍下的證道與教導」
近年來，香港教會在社會、政治、教會，甚至
家庭等層面，均無法迴避具爭議及多元的議題。面
對不同及對立的立場，不僅未能達至共識，甚或發
展至關係撕裂的局面。在這多元氛圍下，牧養工作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教牧同工感到無所適從，如
何透過上帝的話語牧養信徒？
第九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已於9月15日及16日，
於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是次活動共吸引了約
250位教牧同工報名參加，反應熱烈。今年研討會
主題為「多元氛圍下的證道與教導」，本院邀請了
14位本地學者及牧者擔任專題及回應講員。各專
題講座及論壇講員包括：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
理教授歐醒華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堂主
任何志滌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港福堂榮休牧師吳
宗文牧師、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陳恩明牧
師、世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先生、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袁月梅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講師唐欣怡博
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教授羅秉祥教授、九
龍佑寧堂主任牧師王美鳳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香港堂堂主任潘玉娟牧師，以及本院老師關瑞文教
授、葉菁華教授、任志強博士。今年度研討會新設
總結回應作最後環節，由盧龍光牧師主持，並邀請
了是次研討會當中數位參加者作出總結分享，被
邀參加者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主任牧師林以諾
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堂主任余恩明牧
師，以及梁發紀念禮拜堂副主任牧師林玉英牧師。
研討會上各位講員均作出真誠的分享，無論在證道
或教導上，都各具獨到的見解及豐富的經驗。盼望
透過多位學者與牧者從不同角度的剖析和探討，讓
參加者反思教會如何在多元的局面中作出適切的牧
養及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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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下載講員提供之講義或簡報，請瀏覽下列教牧事工部網頁：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參加者在研討會開始前先互相祝好

任志強博士於專題講座分
享，題為「教會傳統的承
傳：合一與多元」

左起：王家輝牧師（主持）、
左起：劉進圖先生、
左起：陳龍斌教授（主持）、
歐醒華牧師、葉菁華教授、
劉翠玉博士（主持）、
唐欣怡博士、袁月梅教授、
關瑞文教授
吳宗文牧師、盧龍光牧師、
關瑞文教授
何志滌牧師、陳恩明牧師

左起：林榮樹牧師（主持）、
王美鳳牧師、
羅秉祥教授、
潘玉娟牧師

總結回應：
林以諾牧師

總結回應：
林玉英牧師

總結回應：
余恩明牧師

中華宣道會豐盛堂

陳鴻耀牧師

研討會中最令我深刻的莫過於看
見遇襲後的劉進圖弟兄，在台上
分享約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
禱文，劉弟兄更進一步指
出如何為雨傘運動中不同
的人禱告，為特首、為警
察、為佔領人士、為之
鋒等的禱文，其深遂
的守望，表達在基督
裡合一的可能性，
確實言簡意賅，充
滿感召力，讓與會
的人由衷地欽佩。

性神學社

張恒光先生
十分欣賞是次研討會大膽地將一些
教會內往往不願、不敢、或不便公開討
論的多元社會議題「擺上台」，例如政
治的分化、性取向的多元，並以牧養為
入手點，處理得合宜，有心法的論述，
也有實戰者分享經驗，是十分值得多辦
的聚會。

主的僕人須忠於基督教信仰的原
委，讓被壓迫者生命得到解放，而非墨守成規，甚至
靠攏權力。其中需要明辨是非，對抗似是而非的謬誤
和邪惡的掌權者，神學必須勇於批判，甚至「 打倒昨
天的我」。陳恩明牧師說得好，若教會只會向歷史中
的勝利者鼓掌，誰還稀罕？教會究竟是站在高牆的那
一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基督教迦密村潮人生命堂
參加這次牧養研討會其中一件事，是令心中感到
掙扎。起初看到關於「多元家庭的牧養」這環節是，
實在有很大的期望；但當聽有講員分享他對「同性婚
姻」乃屬多元家庭其中一類之時，心中不是味意。因
這並非我對「多元家庭」的範疇之理解，要我接受這
論點實是為難。
但最後我是感謝神！因為我明白到若非大會的安
排，我絕對不會願意主動去聆聽這類「同性婚姻」人士
的心聲。我承認到現時為止，我仍未能完全的接納他
們，我只能當他們為罪人其中一個，如果是肢體，我會

救世軍

張佩蘭
看他們為軟弱的肢體。但透過大會不同講員的分享和同
工之間互動的討論，我明白教會並不需要迴避這類朋友
或肢體，只管用基督的愛把他們挽回過來；我們不是要
對他們所行指指點點，而是需要用神的話語（真理）勉
勵他們行在神的光明中。
研討會的目的正是讓參加者打開心懷，聽聽不同
人士的聲音，擴寬對有關事物的視野，以致我們用自
己的眼睛看事物，今次大會的確做到這一點！感謝大
會同工辛勞的預備和安排，願神記念他們！

馬健東少校

今日的地球村村民所吸收的資訊和知識，數量每日有數以萬條
之多，因此身為教牧的我，更需要在不同的領域上學習，以致能更
有效的牧養教會。
懷著興奮的心情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辦的
「多元氛圍下的證道與教導」牧養研討會，目的是探討教牧如何在
多元的處境下證道與教導，使彼此能在差異中達致合而為一。
卡爾•巴特 (十八世紀末神學家)曾多次說道：「講道需要「一
手持聖經，一手持報紙」」。記得這句話是我在救世軍軍官訓練
學院學習時，當時的總指揮林雅安上校時常用來提醒學員們(神學
生)。要學像耶穌「道」成肉身一樣，要進入世界，進入人群。在
這兩天的研討會中，讓我思想到不單要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更要反省今天所講的道是否「落地」，意思即是講道者是否接收到
聽道者的聲音。若我們能多看、多聽，「所知愈廣，所恕愈多」，
以合一的心態去理解和寬恕別人不同的說法，而非削平彼此間的差
異。
今日，無論在政治、道德，或是在信念上，大家都各有不同。
但我們要學習包容，而不是接納對方的不存在 (當對方不存在)。要
以同理心，為「與我不同」的人禱告，相信終有一天，這個地球村
的村民一同合唱「Majesty」。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樂滿浸信會

林志明傳道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崇基的週年牧
養研討會，覺得獲益良多。今年研討會
的主題正適切我作為這多元氛圍時代下
的牧者的牧養需要，當中不同立場講者
的分享擴闊了我在這些議
題 的
視野，但在眾多的聲音
下，我更能體會按正意
宣講神話語及「到地」
牧養的重要性。特別感
謝歐醒華牧師提
醒我們是上主向
人說話的器皿，
我們不是要講自
己想講的，而是要
講主想我們講的話，
做真正合乎主用的器
皿。

葉漢輝宣教師

雨傘運動沒有帶來任何政制上的改變，但我們相信社會走向越來越多元已經是不
能逆轉的趨勢。是次講座給自己的最大的啟發，就是教會不能不面向一個多元性的新世
代，我們要讓各方面的意見得到充份表達，不能因為害怕分化、衝突，企圖以「合一」
之名來壓制不同意見者的發言空間，那末「合一」只變成「維穩」、「河蟹」的另一替
代詞，我們除了要竭力保持合一之外，同時亦要推動多元性，以更多包容、更多溝通，
去促進真正的合一。

活動花絮

參加者感言

主題：
「無謂本土?

無畏本土? 歷史重構與神學解構」

回歸十八年來，香港社會與教會經歷前所未有的考驗。從殖民地到中國特區，身份認同問題在在困擾著幾
代香港人。徘徊於「再殖」與「後殖」之間，面對「去中國」與「認本土」的張力，香港基督徒到底廁身
於怎樣的歷史時空？又如何作處境神學的反省？
講員：
邢福增教授 - 「中國乎？本土兮！香港基督教的前世與今生」
關瑞文教授 - 「亂或序：從創世記第一章再思繁榮安定」
日期：
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注意事項：
報名截止日期：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或額滿即止
[網上報名系統將於12月8日下午5時正/ 額滿後關閉]

活 動 預 告

「崇基載道」公開講座：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1樓正堂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
報名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網上報名，成功報名的參
加者將收到本院發出附有參加編號的確認
電郵。
網上報名系統：

如遞交報名後五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確認電郵，
請向本院職員查詢，電話：3943 4415。
本院將以電郵通知各參加者有關活動之最新消息，敬
請留意。

https://goo.gl/forms/VzpO6ZuhY5

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主辦
計劃目的： 旨在為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提供適切的短期課程，內容涉及不同課題，
「週一加油站」
期望能使參加者個人更新，擴闊視野，深化牧養及教導的基礎。
計劃簡介： 每月舉辦一至兩項短期課程，逢周一下午或晚間舉行。

2016年第一站：「飲、食、信仰」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正
地點：觀 塘 道 3 7 0 號 創 紀 之 城 三 期
602-603室，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院東九龍教學中心 (待定)

網上報名表格：

講員：
任志強博士 ﹣ MATS （美國哥頓康維神學院），
PhD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
http://goo.gl/forms/cWI9DMqc8S

下一站預告 (2016年3月至4月)：
「神學與社會：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以賽亞書」回應時代的信仰 / 被擄群體與香港處境
活動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本院網頁：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pastoral

講員：葉菁華教授
講員：李均熊博士

輯：林榮樹牧師

報名方法：請於網上報名，並連同報名
費用所需支票寄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
院神學院收（信封面請註明：週一加油
站，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執行編輯：馬小鈴小姐

費用：$50

編

內容：
I. 飲食盤點：本地飲食文化的特點及對信仰的含義
II. 吃盡世界：餐桌上的經濟公義與生態危M機
III. 以食為天：在飲食之中尋索屬靈向度

日期：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

教牧事工部副刊 總編輯：邢福增教授

引言：
飲飲食食，有人但求三餐裹腹，有人追求色香味全，有人講究
營養生機。世上好些主要宗教，都對飲食有嚴格規範，然而大
部份現代新教基督徒，都不認為飲食的選擇跟信仰有什麼關
係，傾向相信凡物皆可吃，沒有律法禁止；又謂上帝的國不在
乎吃喝，所以吃什麼穿什麼，跟信仰完全無關；這樣無疑把上
帝排除出我們最基本的日常活動之外。
本院2016年週一加油站第一回，將重新思索飲食在信仰中的位
置，以及信仰在飲食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