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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牧 篇

與上主結連
林榮樹牧師
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

五年前得蒙教牧事工部的錯愛，我開始
負責「菁英」這美好的教牧事工，主要是牧養
及支援較小堂會的牧者。此事工明年將告一段
落，小僕有點如杜甫《北征》一文中依依不捨
的心情，但同時亦由於這事工暫告結束而安心
引退。崇基與我在完成這一階段上主賦予對堂
會牧者牧養支援的任務之後，將繼續按主引領
行走前面的道路。
相信這是我最後一次為《副刊》封面撰
文，這或許也是《副刊》的最後一期。我思索
該寫什麼對牧者最有意義，最重要的共勉與叮
嚀是什麼? 不同教牧各有不同的美好的牧職神
學／哲學觀。那或許是源於貴宗派美好的傳
統，但無論是什麼，最重要的還是與上主／主
耶穌的關係與結連。我們的信仰是啟於此，因
此我們歸信歸入基督，開始基督徒（Christian）
的新生命，加入三一真神的信仰群體（按大使
命「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展開與主有關
係／結連之新路新生（例：彼前2:10、弗2:810）；而我們「終」於新天地中與主面對面，
作祂子民、神與人同住同在為「天堂」的踐現
（創21-22）。
雖然小僕不認識所有宗派/神學思想的傳
統，但相信絕大多數牧者都會說「這當然是美
好的」；不過，我們的生命與牧職是否以此為
核心呢？以前我曾撰文提及這點，在這裡只重
提保羅的肺腑之言，他為將人帶到主面前而拼
命努力（西1:28-29），牧職首要正是為此盡心
竭力。

但現實是如此嗎？在我牧養堂會的日子，
說來慚愧，雖然我每週講道教聖經（餵養的屬
靈牧職），但我以事工的成果代替了與主的關
係，以事工的活動代替了與主的交往，以「工
作狂」事工的滿足代替了上主的喜悅，疏於與
主親近。
在堂會信徒領袖的層面，他們或許受到社
會的模式影響，以為做工就是辦事，教牧亦成
了事工活動／主任。我不是將兩者二分化，事
工活動亦可以是達成與上主結連敬崇的工具，
但我們心中的價值與激情是否建基於把人帶到
主面前呢？
聖經在這方面的強調俯拾皆是，在這裡隨
便舉幾個例子：
徒6: 以傳道及祈禱為要。使徒不等同牧
者，但重點相似。我亦是近年才認真本於愛神
愛人的心為人為會眾認真禱告代求，這成為我
工作時間之重要活動，呼求主動工以致事情得
著成就，會友的生命及關係得著改變。
林後5:18-20我們是主的使者，有著叫人與
神和好的使命。
約14-16分離禱告中，主為世世代代的門
徒求他們與上主合一，更強調脫離了衪我們就
不能作什麼！但我們有高度認真重視與主的結
連嗎？在牧會中若我們忙於辦許多的事而忽視
了這重心，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牧會期間，我雖口頭重視，卻
心中忽視與上主的相交與關係。曾經遇
過不少牧者（我自己也不例外），重視
會眾多參與堂會的事奉，多為堂會奉獻
付出擺上，事工（人數，活動）多，並
以此為興旺成功的量度，但卻輕視肢體
與神的關係。當牧者本人與神的相交稀
疏，難道他可以建立一群靈命高深有素
質的會眾嗎？
聖經極言上主的聖潔，少與神親
近不看重像基督的牧者，必然不重視
像上主的聖潔與敬虔。現美國的總統選
舉給我們牧者一個好功課。社會／國家
領導人不能口出狂言，暴躁暴戾，不尊
重人，這等人不會得到選民或同僚的尊
重、支持、愛戴。牧者絕對不必追求廣
受歡迎（popularity contest），但因
親近神而像基督的屬靈生命氣質卻絕不
可少。在教會越來越趨近社會，越來越
受世俗價值敗壞風氣影響的環境下，願
教牧們竭力持守與主的親近，又以此為
牧職的首要事工，將會眾完完全全的帶
到主面前，以致能成為滿有基督長成身
量的群體，改變世界，影響世人歸向基
督，又活出基督裡的豐盛生命，教會成
為世代的祝福！
我甚盼望自己是為榮神益人愛神
愛人而活，希望我給會眾（包括其他
教牧傳道）的首要印象，不是一個轉數
快、辦事能幹、充滿活力、好口才、甚
至勤毅忠心的僕人，而是一個活像基督
（充滿愛、柔和謙卑……）的主僕。
以此永與你共學共勉!!!
再會！
註： 本文沒有篇幅詳論如何與神親近。一個參考是勞倫斯弟
兄經常與神同在（Brother Lawrence &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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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絡 與 牧 養

《網絡與牧養》感言
2016年9月13-14日，我參加「網絡
與牧養」研討會，獲益良多。許多講者分
享怎樣藉著網絡媒體達到牧養的目標。新
一代有新的接觸點，我想網絡媒體也是新
的平台，可以分享聖言，造就信徒。

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主任牧師
林永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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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又應如何調適並回應現況，繼續為
弟兄姊姊在信仰上提供適切的關顧？
第十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已於9月13日
及14日，於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
行，是次活動吸引了多達90位教牧同工
參加，是次研討會盼望能夠透過不同牧者
及學者的分享，加強會眾對當下現況的觸
覺，以提高彼此之間的關顧及守望的效能。
今年研討會主題為「新．網中人–網絡與牧
養」，本院邀請12位不同牧者及學者於研討會中分
享，加強會眾對當下現況的觸覺，以提高彼此之間的關顧
及守望的效能。各專題講座及論壇講員包括：香港中文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教授、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
幹事胡志偉牧師、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主任謝可儀小姐、
香港電子學習聯盟e-Learning Consortium主席黃岳永先
生、基督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俞真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大
學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李駿康博士、建道神
學院神學系助理教授陳韋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學園傳道
會核心門徒林偉堃同學、社區傳道人孔維樂傳道、時代論
壇社長任志強博士、以及本本院老師關瑞文教授、葉菁華
教授、陳龍斌教授。本年研討會的特色乃包括主題演講、
專題講座，第一天將探討：「#we have iPhone #do we

週年牧養研討會感言

need eGod?」、「網絡科
技新趨勢」及「用家經驗縱
橫談」，第二天將探討：「網
絡世界的實踐經驗與觀察」、
「網絡牧養經驗分享」及「從牧
養神學看教會新形勢」。場中的
教牧同工們在公開討論環節中也與
講員一同探討網絡與牧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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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媒體中作出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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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下列本院
網頁：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life/photo_
albums/pastoralconference2016

感謝上主讓我每年都可以參加崇基學
院神學院舉辦的週年牧養研討會，今年的
主題：新．網中人-網路與牧養，特別適切
牧者參加（尤其是我），因為我們已經進
入後現代之中，但是我們好像正正繼續活
在現代主義裡面，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很需
要轉化而進入後現代及後文字的思潮，去
瞭解如何善用網路成為一個平臺接觸及透
過網路牧養弟兄姊妹。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洪大衛宣教師
感恩能參加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辦的
週年牧養研討會，新．網中人–網路與
牧養，各講者的分享十分精彩，分析現
今的社群已不再以面對面接觸，社交媒
體讓人可以跨時空、跨語言去溝通。最
深刻的發現是網絡可成為教會接觸人的
機會，牧養沒有返教會的人。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鄧珮雯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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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被稱為「牧者的牧者」的畢
德生牧師，在牧會五十年後於其回憶
錄The Pastors 最後一文中說，牧會有
兩個獨一，其中之一是敬拜／與上主的
關係。他認為這是絕不可少亦不能分心
的。奇妙的是與主結連將人帶到主面
前，可以貫穿堂會主要的事工：佈道是
建立使人開始與上主的關係，造就與敬
拜／門訓是建立信眾與主的進深關係，
關顧是延伸「愛」的最大命令，實踐遵
行與主的關係。這思路是至為融合的堂
會事工路線。

1. 林榮樹牧師榮休。林榮樹牧師自2012年擔任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榮譽）一職，專責帶領
「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由於林牧師將於2016年底榮休，故在本期計劃完成之後「牧
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將暫告一段落。對於林牧師多年來在教牧事工部的委身服事，本院
深感銘謝。「牧者菁英支援網絡」計劃自2007年推出以來，合共服事了218位教牧同工。
在此，謹向兩位對「菁英」計劃作出重大貢獻的李耀全牧師及林榮樹牧師表示謝意。

活動預告

神學院通告

2. 教牧事工部重整。一直以來，證書及神憑課程均由教教事工部統籌。為了讓普及神學教育
能適切地回應時代需要，並達致培育信徒生命的目標，本院自2016年9月起成立「信徒神
學及生命培育部」(Kairos Academy for Theology and Life Formation)，專責統籌及重新
規劃各證書及文憑課程。葉漢浩教授擔任本部的主任。
3. 本期教牧事工部〈副刊〉為最後一期獨立刊印。自下期起，有關本部消息及相關內容，將
於《神學院通訊》內刊登，敬請留意。

2016-2017年度課程
聖經研究高等文憑

聖經研究文憑

新約聖經選讀—
新約導論

聖卷選讀：詩篇選讀
講師

講師

莫鉅智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周柬妮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科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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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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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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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八課

新約聖經研究方法
耶穌傳統
保羅書信
共觀福音
約翰著作
成書過程
新約聖經的詮釋
歷史耶穌

開課日期
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開課日期

時間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晚上7時至10時

時間

上課地點

晚上7時至10時

上課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九龍旺角弼街56
號基督教大樓四樓副堂)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九龍九龍塘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查詢 電話：3943 6711
電郵：slma@cuhk.edu.hk
第69期教會智囊 - 「普及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糾纏」已
經出版，歡迎瀏覽以下網址，然後按入神學院出版 >
教會智囊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ublication/
church_think_tank/issue69/article

執行編輯：蕭凱文小姐

第二課 詩篇的神學解讀

課程大綱

總編輯：林榮樹牧師

第一課 概論

教牧事工部副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課程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