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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菁英 的聚會中，有組員想討論在講道時如
何有效宣講及教導聖經（下稱「宣/教」）。對於如何
在短短幾小時內引導教牧們認識宣/教之道，以及找到
他們最需要學習的課題，我經過了一番思索，最終決定
把題目定為「從心到心的宣/教」，因為一生的果效都
是從心而發的。在大多數教牧眼中，時下信徒的靈命/
生命大多不夠成熟，他們不肯擺上，不夠付出，雖然每
個主日崇拜聽道，甚至在主日學、團契/小組中都有查
經，但他們的生命卻不更新變化，還是維持原來的老樣
子，就如一隻經年累月坐在車房的貓兒不會變成汽車一
樣。箇中的成因眾多，不能一一分析論述，但作為牧者
的必須在宣/教上下功夫，以求聖言真能造就信徒，更
像那無與倫比的基督！
多年來社會與教會都極強調「心」的功夫，有牧
者以此為題撰文論述，今年一本剛出版的教會領導學書
籍亦以此為書名。究竟從心而發是甚麼一回事，又如何
能達到聽者的心，以致他們被聖言改變（Heart, Head,
Hand），生命更像基督的豐盛呢？
遠志明牧師講得好：血管中流著的是血，水管中流
著的是水，從腦出發的進到人的腦，從心出發的達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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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 從心的是什麼？心者愛也，愛者心也。我是一個
缺乏心愛的人，口愛是有的，但從真心的愛卻是缺乏。
一次我到國內宣講佈道會，宣講神的愛，面對一群完全
不認識的陌生人，實在不易從心去愛他們，但若然不是
以愛去宣講神的愛，這信息必然是無力不被主使用。雖
然愛人的心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泡製出來，亦不單是情感
的作用，但在他們的禱求中，上主賜我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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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 到 心 的宣講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從心而發對人的愛亦必然是基於對神的愛（例：太
22:34-40中的最大誡命，因愛神而後愛人）。親愛的教
牧們，在忙碌中我們愛神愛人的心有多少？若然我們因
為事忙而只有極少心靈空間去親近神、愛神，恐怕我們
也沒有多少純真的愛力去宣∕教祂的話，更遑論感染會
眾更加愛神、渴慕神。自己沒有的，就難以傳給他人；
自己不看重的，就難以令他人看重！雖然我們未必能像
馬利亞一樣靜坐主足前聆聽祂的話，但希望亦不致如馬
大般忙亂而失去上好的福份。若然會眾不懂又不遵行主
旨，他們會在社會、在工作、在家庭、在教會中活出主
耶穌的大使命嗎？
由心出發之所以能達到會眾的心，叫他們的心被主
道觸摸而更新改變，是因為宣∕教者的「誠」。幾年前
國內一齣叫「非誠勿擾」的電影大受歡迎，因為此片道
出了人內心的吶喊。近日的電影「十年」亦引起哄動，
因為它諷刺的點出了香港回歸多年來衍生的不信任。主
耶穌對人之真誠、坦誠、熱誠是我們牧者的榜樣，他邀
請安得烈到他家過一宿，他誠切地叫撒該下來進入他的
家…，我們待人可有幾分真誠？講道學大師Chapell分
享說：「The more I speak naturally and transparently and
humbly, the more they (會眾) are feeling the Lord mini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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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m」 另一位講道學老師BATY分享說：每當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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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內心，他就感到聽眾的回應。 換言之，他的心與
聽眾的心連結起來，這心橋的搭建叫他可將主的道帶進
會眾心靈的深處，發揮更新改變之效用。
最後，從心到心的宣∕教功夫，在乎在預備時是否
視之為一種聖靈的門訓與操練，準備的過程是讓主的道

菁英是我們神學院教牧事工部支援及牧養教牧的計劃，各組的月會研討教牧生命與事工的不同專題。
《佈道宣講手冊》（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06），153頁。
Bryan Chapell,“Preaching in the Moment”, Preachingtoday , http://www.preachingtoday.com/skills/2016/march/preaching-inmoment.html.
Dan Baty, “Heart-to-Heart Preaching”, Robinson & Larson (eds), The Art and Craft of Biblical Preaching ,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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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造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苦差重擔。靜坐在主的足前
受教領受，不是如學生做論文之沉重，相反是輕省的靈
命修練與跟主溝通的經歷，先自己經歷過然後分享你
所認知與領受的。篇幅所限，不能盡述，歡迎與我聯
絡詳談（62867163 電話&whatsapp）
我們教牧事工部之牧者菁英支援計劃，旨在協助
教牧在宣/教上更成長成熟，讓全港的信徒得靈糧活水
的餵養，作鹽作光，改變香港更像基督！

後記：
最後還有一段話與各位牧長共勉。在我牧會的日子，我
經常如馬大般「世務纒身」，被許多人事、事務的煩惱
所困而沒有專心渴慕主道，亦疏於行道，以事工的表面
成就代替了真正的事奉。我們極需要渴慕主道，因為能
夠改變生命、改變世界的，正是主的道。不同的教牧有
不同的恩賜與負擔，但首要的牧養，會否都是以主道建
立信徒的生命呢？願我努力將心獻上，以真誠的心去宣
/教主的道，以期主的旨意在信徒心中萌芽成長，堂會
堅強才會有夢境成真的一日！

活動回顧

週一加油站 (2016年2月課程) -

「飲、食、信仰」
由教牧事工部舉辦之週一加油
站第一回已於2016年2月29日舉
行，共23人報名參加。是次講座邀
請了本院客座助理教授任志強博士
主講，講題為「飲、食、信仰」。
任博士透過分享飲食文化、餐桌上
的經濟公義及生態危機，帶出飲食
對信仰的含義，並鼓勵參加者從中
尋索屬靈向度。

週一加油站 (2016年4月課程) -

「教會年曆的屬靈操練」
是次週一加油站是由本院與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合辦，於2016年4
月18及25日舉行，講員為本院客座副教授伍渭文牧師，主題為「教會年曆的
屬靈操練」，共15人報名。

主題：

信仰市場．消費教會

引言：
在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無孔不入之現代社會中，教會作為地
上的信仰群體，會如何受影響？有些教會把增長等同大使
命，追求成功的發展模式；有些信徒四出「搜購」能滿足需
求的教會，以自身經驗的滿足選擇聚會。我們應如何看待、
如何回應？講座將從社會學及神學等向度，探討相關課題。
內容：
I. 資本主義文化中的教會
II. 消費主義文化中的信徒
III. 基督信仰的回應
導師：
葉菁華教授 (BSocSc, MDiv (CUHK); ThD (Harvard))
導師簡介：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任、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及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主任。
任教科目主要包括系統神學及基督教與社會。著作包括：
Capitalism as Religion?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2010)；《我們信：尼西亞信經釋義》(與盧
龍光牧師合著，2014)；〈「知己知彼」研究計劃：社會學
研究對香港「教會現況學」的貢獻〉，載於《教牧職事的召
命：神學、靈性、實踐》 (2009)；〈資本主義作為魔魅權
勢與社企的含混性〉載於《社會企業：信仰實踐與反思》
(2013)。葉博士亦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義務教士。

2016年7月課程
「週一加油站」

對象：
對象以教牧為主，非教牧也歡迎參加。
日期：
2016年6月13日 (星期一)
時間：
2:30pm - 5:00pm
地點：
觀塘道370號創紀之城第三期602-03室
崇基學院神學院東九龍教學中心
費用：
$100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報名方法：
請填妥後頁報名表/網上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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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背面請寫
上參加者姓名及註明：「週一加油站」
(2016年6月)。
截止報名日期：
2016年6月7日(以收取支票之郵戳日期
作準)
課程網頁：
http://goo.gl/aRFvpd

主題：「以賽亞書」回應時代的信仰–

被擄群體與香港處境

引言：
現代學者相信主前八世紀的猶大宮廷先知以賽亞的言論和宣
講，在以色列人亡國被擄之後陸續的被記錄、編修、註解以
及發展，歷時二百年成為今日我們手頭上的《以賽亞書》。
在這漫長的編修歷史中，不同時代的讀者運用了先知的說話
回應了他們的時代和處境，也為後世指出盼望和方向。對於
今日的香港教會和信徒，我們又可以從《以賽亞書》的經文
中找到多少對今日的回應？此次週一加油站會比較香港處境
和以色列被擄群體所面對的世界，從而透過在被擄處境中的
編修者的眼光看香港及香港的信徒，以了解《以賽亞書》如
何建立一套回應時代的信仰。

對象：
對象以教牧為主，非教牧也歡迎參加。

內容：
第一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學習《以賽亞書》回應歷史的信仰

費用：
$200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文大學」)

第二講：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當應許還是失落時如何作上主之僕
導師：
李均熊博士BSc(Hon) (科大); MDiv, ThM (中神);
MPhil (英國劍橋大學); PhD (英國德倫大學)
導師簡介：
李均熊博士為本院講師，於英國東北德倫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教授課程主要包括希伯來文、希伯來聖經導論及希伯來
聖經於不同處境中的詮釋。研究旨趣集中於希伯來聖經的文
學及後設批判詮釋，同時亦關注希伯來聖經作為基督教典藉
的理解和神學問題。對五經及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研究亦深感
興趣。成長於香港，大學時主修物理，畢業後曾任教中學。
後蒙召到神學院進修，之後在母會基督教會（九龍）活石堂
擔任傳道同工，現仍為該會義務傳道。

日期：
2016年7月11日、18日（星期一，共兩
課）
時間：
2:00pm - 5:00pm
地點：
觀塘道370號創紀之城第三期602-03室
崇基學院神學院東九龍教學中心

報名方法：
請填妥本後頁報名表/網上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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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背面請寫
上參加者姓名及註明：「週一加油站」
(2016年7月)。
截止報名日期：
2016年7月5日 (以收取支票之郵戳日期
作準)
課程網頁：
http://goo.gl/D7LU8F

活動預告

2016年6月課程
「週一加油站」

月課程報名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稱謂：□牧師

梁永恩傳道

活動預告

週一加油站

□傳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牧養年資：______ (年)
感謝天父，讓我今年參與崇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神學院舉辦的菁英計劃小組，
在林榮樹牧師經驗指導及教牧同
電話號碼：（辦事處） 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 （傳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坦誠分享下，我自己有不少學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習，例如在探討「按立女牧師」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我們先從神學和聖經角度開
任職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始，再分享到我們宗派的實況。
課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不單讓我多了解按立女牧師的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理論，也實際地認識一些宗派的
*如需收據，請填寫收據者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法，使我獲益良多。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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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www.theology.cuhk.edu.hk
查詢：3943 6711 馬小姐 電郵：slma@cuhk.edu.hk
*除活動取消外，所有收取之報名費均不設退款，敬請留意。
*課程報名人數達15人或以上才開班。

第十屆週年牧養研討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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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180 (兩天)、$120(一天)
(包括講義，不提供午膳)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平板電腦及智能電話之使用
日趨普及，人們輕易透過社交網絡科技互相聯繫和交
流，於網絡世界與人溝通亦漸漸成為不少人的習慣。
科技進步故然為生活帶來不少便捷，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也不受地域與時間限制，然而與此同時，也衍生種
種溝通與相處上的問題，以致影響人際關係。面對如
斯轉變，教牧同工又應如何調適並回應現況，繼續為
信徒提供適切的牧養？是次研討會期望透過不同學者
及牧者的分享，創造一平台讓教牧同工共同探討這個
主題，以認清處境，提升牧養的效能。
本年研討會的內容包括：主題演講、專題講座，
第一天將探討：「新媒體與文化(待定)」及「網絡科
技新趨勢」，第二天將探討：「版主經驗分享」及
「網絡牧養經驗分享」。講員包括：馮應謙教授、謝
可兒小姐、胡志偉牧師、黃岳永先生、俞真先生、陳
韋安博士、任志強博士、陳龍斌教授、李駿康博士、
關瑞文教授、葉菁華教授、孔維樂傳道、林偉堃同學
等（排名不分先後）。

執行編輯：馬小鈴小姐

( 星期二、三)

總編輯：林榮樹牧師

2016年9月13日及14日

自2007年起，本院教牧事工部每年均主辦週年
牧養研討會，藉著探討不同的主題，期望匯聚各方睿
智，貢獻華人教會。本年度的第十屆牧養研討會的主
題是「新．網中人–網絡與牧養」。

教牧事工部副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