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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隨著八月的來臨，教牧事工部的「菁英」
計劃很感恩地完成了這一學年的教牧同行支援
網路事工。今年的「菁英」是最後的一屆，來
年不會再辦，故也不再接受申請，甚感抱歉。
在此我要特別多謝天父歷年的引導與保守，又
多謝多年來支持「菁英」的各方好友！
我們為「菁英」感謝上主，因為此事工完
成了寶貴的歷史任務，成為我們神學院引以為
傲並感謝讚美的教牧事工。雖然各大宗派及神
學院均對其畢業神學生提供支援，但不少教牧
同工仍感到缺少支持網絡，特別是獨立小堂會
的教牧，更感缺乏資深導師的指導。在較大宗
派教會事奉的同工，亦感在同宗派的同工結連
方面有所缺欠。針對這方面的需要，「菁英」
特別在這些教牧同工身上扮演重要的導引與支
援角色。
每年參加「菁英」的平均有幾十位教牧同
工，代表著幾十間教會，以一年的時間，每月
有月會形式的同儕支援聚會，使參與的教牧不
致孤單作戰，縱有戰傷亦可得到料理醫治。而
更重要的，是教牧的生命與事奉需要許多的埋
身學習與指導，特別是初出道的教牧對這方面
的需要尤其重大。

回想自己出道初年，也曾熱切期望得到前
輩的埋身指導及提醒。我能夠在這些年間退下
堂會的牧養，轉而服事多個堂會的教牧，以此
作為在世最精彩一程以及對上主教會／天國的
服事，心中感恩不盡。近年因著Whatsapp的方
便，更能每一天與「菁英」的教牧學員溝通，
提供指導、協助、鼓勵……。 除了電郵和見面
之外，我還利用Whatsapp的錄音功能，給予學
員許多埋身及隨時的服事。盼望在我有生之年
能繼續服事上主，透過對教牧的造就為堂會帶
來益處。 在此我亦鼓勵各教牧善用Whatsapp
的方便，去倍增對會友牧養與關懷的質與量。
隨着香港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改變，作為關懷渠
道／工具的探望服事亦要相應轉型，教牧可考
慮善用科技發達帶來的方便，藉此提高牧關的
質與量。（今年的教牧會研討會就是探討此題
材，請報名參加）。
回顧「菁英」的發展歷史，初年我們較側
重於學員的心靈醫治，近年則擴闊到教牧生命
與事奉各方面的學習，每組各按其組員的需要
而定出每月的專題討論。如PAUL TRIPP 牧師
在《危機四伏的呼召》中美好的提醒：沒有理
由認為教牧自然而必然懂得理財，理家，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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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告一段落─
回顧對教牧的啟發！

教 牧 篇
相處、做個好父母…… 等等。不過，會眾卻期
望教牧在這些人生課題上做個好導師及樹立榜
樣。其實教牧自己亦缺乏學習以及需要受人教
導與協助。回顧我自己的婚姻家庭，許多的學
習都是從輔導會眾中從反面得來的正面學習，
從他們的婚姻失敗以及與他們同行與牧養中得
着借鑒。若不是主的憐憫與保守，自己的修身
齊家已是羞辱主名的失敗見證與惡劣榜樣。有
時教牧就是這樣的「可憐」，這是「菁英」計
劃近年轉型的原因。我們甚至研究討論如何向
教牧自己的家人傳福音，因不少教牧的父母家
人還未信主，對於這個課題，即使是指導與訓
練會眾如何傳道的教牧，亦往往苦無良策。我
謹奉勸教牧們在許多人生功課上要繼續學習，
包括生涯規劃，與家人相處等等。
由於我有三十多年的時間都是從事牧會
工作，故有時會對各「菁英」學員及其堂會做
一點類似consultation的服事。我發現無論堂
會大小，即使是規模極小的（有的會眾僅幾十
人），亦有其複雜多元的文化、背景與人事脈
絡，各堂會都是獨一無雙的。每個教牧在其
堂會都有類似醫生的職責─ 把脈、斷症、開
藥。我想提醒你不要張冠李戴，在外間學得
的知識有多切合你的堂會呢？正所謂一樣米養

百樣人，他人適用的答案卻未必適合你的堂會
使用。我很欣賞香港有不少教牧都熱誠「取
經」，但希望你能把所取的經「本堂化」，避
免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
總結「菁英」牧養教牧的學習，許多問題
的出現、痛楚與出路皆在乎愛心，如主給彼得
的命令與叮嚀，在約二十一章中主問：「你愛
我比…？」就是在這基礎上主委與他餵養牧養
羊群的重任，「愛裡沒有懼怕」，「愛能遮掩
許多的罪」，愛總能勝過人的（牧人的，會眾
的）肉體與血氣的軟弱，在愛中許多問題得到
化解與出路，減少失眠與壓力，叫我們喜樂的
事奉（愛神愛人）。
最後，我還要將榮耀全歸上主，為「菁
英」感謝上主，又衷心多謝各位讀眾對「菁
英」的支持，深望每位參加過「菁英」的教牧
都得着益處，讓我帶着感恩喜樂的淚水告別
「菁英」！！

活動預告

人事動態

教牧事工部主任
崇基神學校董會通過委任王家輝牧師為教牧事工部主任，自2016年8月1
日起生效。王牧師為本院校友（1995年B.D.），於1998年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按立為牧師，牧會事奉經驗逾20年。除堂會牧養外，他亦積極參與本港基
督教界的合一事工、持續與內地教會交流，並聯繫普世教會機構。
王牧師自去年7月起獲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差派至本院事奉，並得其母堂
（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支持其部份薪津。他同時肩負本院校牧及實踐教育主任之職，負責
關懷學生靈性生活、聯繫校友與統籌實習科。
有關教牧同工的支援、神學生實習安排及邀請本院老師擔任崇拜講員或主領講座等事宜，隨時歡
迎與王牧師聯絡洽商（電話：39436072；電郵：raykfwong@cuhk.edu.hk）。

教牧事工部顧問
本院感謝盧龍光牧師多年來帶領教牧事工部的發展，特別是自榮休後仍兼任榮譽主任一職，讓事工
得以順利交接。
劉忠明教授已於中大管理學系榮休。本院感謝他多年來對教牧事工部的支持。盧龍光牧師、劉忠明
教授榮休後，將擔任教牧事工部顧問，繼續為本部的發展，提供指導及意見。

2016-2017年度課程
聖經研究文憑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幫助學員認真地
從不同的角度及處境認識和研讀聖經，突
破以聖經為生活應用手冊的迷思，透過有
血有肉的生命回應當代處境的挑戰。
上課時間：逢星期一，晚上7時至10時

本課程旨在幫助提升及加強學員對聖
經研讀的知識，並能應用於理解個人處境
及現今社會議題，也讓學員認識近代聖經
詮釋。
上課時間：逢星期三，晚上7時至10時

聖卷選讀：詩篇選讀
講師

新約導論

莫鉅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講師
周柬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研究博士)

科目簡介
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簡介現代西方學者對新約聖經
的研究成果，包括其背景、各項研究方法、不同詮釋演
繹等。使學員能夠從不同角度認識及研讀新約聖經。

課程大綱
第一課

聖經研究高級文憑

新約聖經研究方法

第二課

耶穌傳統

第三課

保羅書信

第四課

共觀福音

第五課

約翰著作

第六課

成書過程

第七課

新約聖經的詮釋

第八課

歷史耶穌

開課日期
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科目簡介
本課程會從不同角度嘗試了解詩篇，而著重點會更多放
在近代的研究上，希望幫助學員理解不同的研讀方法，
並能讓詩篇的信息融滙到生活中。

課程大綱
第一課

概論

第二課

詩篇的神學解讀

第三課

詩篇的文學解讀

第四課

詩篇的形式解讀一

第五課

詩篇的形式解讀二

第六課

詩篇的正典解讀一

第七課

詩篇的正典解讀二

第八課

詩篇的應用一：個人篇

第九課

詩篇的應用二：社群篇

開課日期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查詢：slma@cuhk.edu.hk或致電3943 6711馬小姐

目標：

對象：

本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補充智性教育的限制，鼓勵堂會
及教會學校的教牧工作者、駐校宣教師、教牧人員、青少
年工作者等投入發展優質生命教育。本課程會透過跨學科
對話，給合香港社會文化處境，提昇學員的生命睿智與創
造力，釐清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問題的迷思，促進學員以開
明、活潑的方法，培育當代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質素、引
導他們體察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活出優質的生命。

適合任何對基督教信仰、宗教教育、生命教育及
全人發展有興趣之人士修讀；特別是信徒領袖、事工幹
事、中小學校長與老師，以主日學導師。

特色：
1. 協助學員結合當代神學、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兒
童及青少年全人發展的學術研究，釐清兒童及青少年成
長問題的迷思，思考培育兒童及青少年的創新策略。
2. 全部講師均為本院專任教授，著重跨學科對話及回應當
代處境的生命及宗教教育。
3. 設有境外交流、體驗學習課程，歡迎學員自由參加。

活動預告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
入讀資格：
1. 持有學士學位或大專學歷；或
2. 中五程度或新高中學制中六程度或同等學歷，具備
五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費用：
1. 報名費：HK$100
（取錄與否，概不退還及不可轉讓）
2. 學 費：HK$200
（分兩年繳交，每年HK$10,000）
3. 旁聽費：每科目HK$2,500
（旁聽生並不獲發文憑證書）

課程設計：
課程共開設10個學科，學員可按個別情況選修其中8科，並不設必修科。2016-17年度科目如下：
日期

時間

2016年10月15及22日；
11月5日（星期六）
靚修營：
2016年11月18-19日（星期五及六）

3節課堂：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或
下午2時至5時
靜修營：
下午5時至翌日
下午4時30分

教授

地點

上課：
CLE0108-1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生命教育專題研 關俊棠神父 營地：
上水聖保祿
究：生命的照拂 （註1）
樂靜院（待定）

上午9時30分至
下午12時15分

CLE0104
基督教生命教育與互動 劉天祿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
習：台北交流團 （註2）

2017年 5月2日至6月27日（逢周二）
（5月30日停課）

下午7時至
下午9時30分

CLE0101
楊國強博士 佐敦教牧中心
生命教育的基礎與趨勢

2017年7月4及11日（晚上）
7月13、18及20日（全日）

下午7時至下午9時45分 CLE0103
鄺綺信女士
或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45 密集課程：廿一世紀皫
香港中文大學
魏紹彤女士
分及下午2時至4時45分 青少年與生命教育

註1：宿營及附加課堂費合共另加HK$1,500。
註2：交流團需於9月報名，費將按每年報價額外收費，將於明年1月通知。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
本課程透過跨學科對話，結合香港社會文化處境，提昇學員的生命睿智與創造力，釐清兒童及青少年
成長問題的迷思，促進學員以開明、活潑的方法，培育當代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質素、引導他們體察
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活出優質的生命。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9月15日（五）或額滿即止
查
詢：可瀏覽本中心網站www.cuhk.edu.hk/theology/cqle 或 cqle@cuhk.edu.hk 或
致電3943 8155 曾小姐

總編輯：林榮樹牧師

交流日期：
2017年4月17-20日（星期一至四）
第一節課：2017年4月1日（星期六）
第二節課：2017年4月8日（星期六）
第三節課：待定（交流後）

執行編輯：蕭凱文小姐

CLE0108-4
基督教生命教育專題研 龔立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及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30分
究IV：台灣兒童生命教
等
大埔滘郊野公園
育考察

教牧事工部副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2016年
11月12及26日（星期六）
考察日期：
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至五）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