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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頭版專題：休息之道）

他說：「長跑時若要休息，就必須急步走，
維持一定的節奏。事奉生活就如長跑一樣，要有節
奏、規律。」每周他會預先分配各天的工作類別，
例如逢星期二約見會友面談，星期三開會等。教會
也有機制，讓各牧者、同工熟知彼此日程，互相分
擔輔助。

記者：盧士傑

每次見到卑斯省歌鄰基督教會的周
振傑牧師，總覺得他充滿朝氣。他的生
活和牧會工作日程，其實都如不少牧者
一樣排得密密麻麻，經常要處理緊急事
故，休息時間不算多；在家裡亦要培育
兩名正值青少年階段的女兒。總括十多
年來累積的牧會經驗，他的休息之道，
離不開調較節奏、承認個人限制，及訂
立界線三大原則。

隨着加拿大近年經濟持續發
展，生活指數及物價不斷上升，不
同行業也根據人力資源市場的狀況
調整薪酬。相對其他專業人士，華
人教牧的經濟狀況從來都不是富裕
的一羣。究竟經濟狀況如何影響教
牧身心？今期本刋訪問了安省證道
浸信會美麗徑堂的馮耀宗傳道，現
身說法分享他的切身經驗及個人意
見。
馮傳道形容他的經濟狀況是
「摱摱緊」，勉強可以應付基本生
活需要，但沒有餘錢用作額外支
出。若要像一般中產人士消費，例
如去旅行、常外出吃飯等，則比較
困難。

當年在機構事奉的時候，經
濟狀況更遜現在，但勉強還可以，
主要原因是當時尚未成家立室。如
果當時像現在有兩個兒子，一家四
口，情況會更困難。
回想畢業後，毅然放棄工程
師行業，投身全職事奉，考量經濟
角度時，馮傳道當時心中也有不少
掙扎。不論是加入機構前或在機構
工作時半供讀神學期間，都考慮過
應否兼職工程工作，或回職場先工
作兩、三年，到有了更多積蓄時再
作全職事奉的打算。最後，他覺得
是神封了他的路，因此決心不考慮
在職場工作。當時他祈禱對神求印
証，結果是畢業後幾個月的面試都
不成功。後來在修讀神學期間，曾
經有全職工程職位的邀請，薪酬吸
引，一年報酬等於在機構工作四
年，自己十分掙扎，很怕將來後
悔。但禱告中感到不平安，最後都
拒絕了，定意繼續全職事奉。
（第二頁續）

調較節奏
周牧師認為，休息有多種。有質量
的睡眠、定期運動、調劑身心的娛樂、
靈修都重要，偶爾放假也是需要的。但
休息的重點，不在於量和形式，而是有
否達到身心靈重新得力的目標。兩年前
他參加長跑訓練，令他對休息之道有更
（底頁續）
深切的體會。

本刋於年初辦了一次網上小調查，
詢問加拿大華人教牧的娛樂喜好和運動習
慣，收到五十五位教牧回覆。來自卑詩省
和安省的回覆者合共佔了總人數的百分之
八十。回覆者中男性佔百分之七十，女
性佔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回覆者是
五十一歲或以上，百分之四十回覆者是
五十歲或以下。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回覆者選了看電影
或閱讀作為其中一項最喜歡的娛樂，其次
最受歡迎的娛樂是旅遊、音樂、看電視劇
和家庭聚會，這些各有約百分之十回覆者
選擇。其中比較特別的娛樂是變魔術和砌
樂高積木（另有一篇文稿報導），各有一
位回覆者填寫。

一位教牧的娛樂體驗
教牧
採訪：黎浩斌

最受歡迎的運動是健身、
游泳和散步，這些運動分別都
有約百分之二十的人填寫，隨
後的選擇就是各佔約百分之十
的騎單車、跑步和打羽毛球。

其一，是在組建模型的過程中，需要很大
專注力。他作為牧師，也需要很專注禱告
和讀經以親近神，與神相交，他看專注力
操練對牧師而言至關重要。其二，想像力
對於一個傳道人也很重要，這與講道、教
導、輔導等工作都很有關係，而在組建樂
張院牧認為，他作為院牧，組建樂
高模型的時候，就能幫助自己啟發想像空
高積木這種娛樂，有兩方面特別吸引他。
間、促進創造力。這種啟發性的培養，在
張院牧的「自我操練」排行榜中，僅次於詩歌寫作
和跑馬拉松。
從本刊的「教牧娛樂和運動小調
查」結果中，我們跟進訪問了一位回覆
者：溫哥華聖保祿醫院的張達夫院牧。他
最喜愛的娛樂比較特別，是組建樂高積木
(Lego)。

從加拿大華人人口的比例
看（比較其他地區和國家），華
人教會的數量甚多，但絕大多數
是小型教會。加拿大華人基督教
機構的數量亦數以百計，但絕大
多數是很小型的機構。本來「小
型」也不一定是壞事，每星期主日我
都會到大中小型教會証道，很多時候
看見小型教會的信徒更愛主、更單
純、屬靈生命表現更美善真實（因為
他們返教會並非因為耀眼的設施或花
巧的活動項目，而只因為敬拜神、事
奉神）。然而，教會或機構的規模太
小，在運作和發展上總有諸多限制而
事倍功半。所以，我常常思考「小教
會合併、小機構合併」的問題。

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不同
領域，團體合併原本就是常見的事，
合併得宜，便產生協同效應（達至
一加一超過二的效果），對合併前的
雙方團體在合併後皆有益處。以同樣
的概念應用到兩所小型教會，以主日
學為例，合併前每所小型教會一位老
師教幾位學生，合併後一位老師教十
位學生，不會減低教學質素，但合
併後便能夠多了一位老師可以多開
另一個課題的主日學班。規模效益
（ economies of scale
）其實是常識。

那麼，為甚麼教會合併、基督教
機構合併非常罕見（雖然也曾有過成
事的案例）？當然，合併的障礙可
以很多，例如，合併前必然需要審視
雙方的信仰宣言、宗派背景、組織歷
史、異象使命、事工方向、運作秩
序、財政狀況、制度規章、人事安
排、甚至不成文的氣質氛圍等等，任
何一方面不協調，合併便難以進行。

然而，有實際合併經驗的人都知
道，最阻撓合併的關鍵因素，往往是

教會合併，機構合併

張院牧自小就愛好組建樂高模型，並一直十
分享受它。這娛樂能使他保持頭腦冷靜，以抵禦壓
力、焦慮自己表現、在公眾場合不安等，還能幫助
他面對現實，而不逃避在虛幻裡。
張院牧還表示，樂高積木給他的身心有治療
性，能幫助他安靜下來，並看自己合乎中道，這使他
有足夠空間與神親近，以致可以一直住在神的愛裡。

專業心理輔導員
看教牧的身心靈健康

休養生息的工作習慣
然而，牧會不可能事事順暢，牧會更屬於情緒
問題高危的行業，周牧師也曾跌入情緒低谷，幸而
靠主迅速復原，他發現這與休息質量其實沒有太大
關連：「關鍵在於以甚麼心態去做這份工，所以我

1. 目前在加拿大有超過20萬國語學生和近年畢業
的學生，其中50%以上居住在安大略省。在這
麼大的群體中，校園團契連同各教會派出的校
園同工顯得非常稀少單薄，不少校區還在等待
校園宣教士的到來。在安大略省以外的許多學
校也急迫需要校園福音同工。有見及此，加拿
大華福將扮演橋樑的角色，與南韓的宣教機構
商討能否成為宣教伙伴，差派能操流利國語的韓國同工於2019年
來加拿大當校園宣教士，收割在校園成熟的莊稼，請為此針對中
國留學生的校園福音宣教事工計劃禱告。
2.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事工發展是與華福的先知性功能息息相關。
遠在2002年的秋天，華福加拿大聯區於溫哥華舉辦的第一屆「加
拿大華人教會策進會議」中肯定本土華人神學教育需要的迫切
性。遂在麥希真牧師和高雲漢牧師帶領下，經過多次會議和積
極計劃，2004年3月正式註冊成立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
協），開創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時至今日，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已有一院四校的規模，有約200位神學生（全
時間及部份時間）在多倫多、卡加利及溫哥華接受裝備。今年4
月底，加協位於卡加利與Ambrose University及宣道會華聯會合辦
的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將因合約期滿而停辦，但加協有計劃繼
續在卡加利及愛民頓開辦華人神學院，提供華人教會所需要的神
學訓練課程，請記念。
3.《IDMC 銳意門徒訓練教會》之發起者曾金發牧師明確指出：
「當這一代忽視，下一代便拒絕！」今天加國華人教會面對下一
代事工發展的嚴峻挑戰，家庭與教會必須聯手抗衡後現代社會文
化，將心歸家，為家而戰，傳承我家，才能有更美好的明天！現
華人教會普遍為兩文三語忙得不可開交，但又在事工上各自為
政，忽略了家庭事工本可成為理想平台，結合教會整體作策略性
發展，又能培育靈命充沛的下一代。加拿大華福3月29-30日在多
倫多主辦第一屆「家庭事工策略與實踐研討會」便是以此為出發
點，請有心為家庭及教會籌劃未來的教牧同工及領袖報名參加。

讀者回應 Reader's Response (2019年4月)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記者：馬駿
人性的自私和軟弱，尤其是領袖們的
私心。如果雙方的領袖們都介意合併
後會失去領導位置，便會有意無意之
間抵抗合併。除非雙方都一心一意為
神國擴展而盡公無私，否則明明是好
事也會多磨。

這亦反映了另一個現象，就是華
人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的領袖們（長
執、董事、全職主管）普遍地在組織
管 治 （ corporate governance
）方面
究竟裝備足夠嗎？華人文化本來就是
「官本位」和在推選領袖上排資論
輩，以至華人團體常常充積了不稱職
的領袖，這些人從「官位」（領袖位
置）下台會覺得失面子，其他人提出
要求不稱職的領袖離任則會被視為逼
宫奪權，在華人文化中是違犯政治倫
理而被千夫所指的，結果是不稱職
和謀私的領袖們下不了台，組織管
治培訓薄弱的領袖們（甚至不懂得
做堂委、董事的基本義務和風險管
理責任）繼續為團體作出各樣重要
抉擇，團體的生存便風險處處、發展
便停滯不前（管理學中的著名理論柏
金遜定律 Parkinson’s Law
便指出，不
稱職的領袖總喜歡聘用比自己水平更
低和唯唯諾諾的人，才不怕被人取而
代之），直至團體出現嚴重失誤或醜
聞，領袖們和他們所帶領的群眾才如
夢初醒。

故此，看歷史數千年，改革者大
多數會被誤解、抹黑，然後粉身碎
骨。商鞅「極心無二慮、大公不顧
私」，結果被車裂分屍（秦朝的一種
極刑）。張居正中興明朝，立不世功
勳，死後卻家破人亡。歷史事例，罄
竹難書。假若華人文化的陋習，也侵
入神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便實在叫
人感慨唏噓。
CCC-April 2019.indd 4-5

記者：教牧尋求輔導普遍嗎？尋求輔導的問題通常
嚴重嗎？
輔導員：華人教牧尋求輔導並不普遍，但並不代表
沒有需要。西人教牧可能因為文化習慣會比較願意
在有需要時尋求輔導，但情況也不太普遍。在華人
的文化中，一般都是到了問題嚴重，不得 （第三頁續）

內頁精彩文章
總幹事心語................................. （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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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支持網：期望和實際................... （內頁）
為何神容許玩手段的人控制教會？............. （內頁）
愛鄰舍漫畫................................. （內頁）

Thanks to Creative Path (www.creativepath.com) for partially sponsoring this
publication.

（後記：採訪者認識周牧師超過二十年，感謝
他坦誠分享牧會的挑戰。採訪者深感華人文化比較
含蓄，不易開口讚賞別人，但那些為會眾警醒、向
主交帳的牧者，需要信徒有力的禱告和支持。會眾
實在應該更慷慨地對牧者表達關愛，為牧者們的事
奉長跑打氣。）

靈爭戰！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心理學家
說：「信仰能左右人面
Dr. Froma Walsh
對困境的方式、體驗痛苦和解讀症狀的意
義。」又指出「有意義的靈性觀與常規能
穩固家庭及其成員；因此，共同的靈性經
歷也能強化家庭成員的信仰。」盼望華人
教會眾領袖同工不要忽視對家庭事工的重
整，積極參與，務求改變現狀。

馮傳道在大學主修工程系出
身，修讀期間兼職工程工作，也經

營一些相關的小生意。但由於當時
尚未成為執業工程師，收入及積蓄
也不多。畢業後，便直接全職事
奉，先在基督教機構工作十多年，
然後便開始在現在的教會作教牧工
作，至今已有六年。

整理：黃達仁

將焦點放在解決會眾的問題上，並視之為個
人責任、得失，可說是牧者其中一個最容易落入
的「陷阱」，但許多問題的徵結往往不在方法、技
巧，而是與生命成長有關。周牧師說：「人最多只
能做到的，是提供方法或調整心態，但生命轉化只
有靠聖靈的工作。」牧師需要認知自身作為輔助者
的角色，盡了責任便要交托；不要像聖經中的馬大

同工、會友可協助牧者更有效地休息嗎？會
友若能體恤牧者的休假時間，代禱守望，都是很
好的支持。也別少看肯定及鼓勵牧者帶來的「正能
量」，周牧師一臉滿足地說，一句誠懇而直接的問
候，曾令他感到無比窩心。

再從宣教的角度看，今天華人教會
遍佈全球，尤其是在大城市，華裔基督徒
人數持續增加，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是
優質人材，實可為跨文化宣教的一股龐大
力量，身處加拿大的眾華人教會，更應責
無旁貸的積極參與！為了更適切推動加國
華人教會走上合一跨文化宣教之路，加拿
大華福得到眾教會及差傳機構認同支持，
於多倫多主辦「跨文化宣教策進會議」，
以「天涯．毗鄰」為主題，探討彼此合
作的機會，又向其他民族學習，鼓勵下
一代參與，提供跨文化訓練，不浪費
資源，不重複宣教工作，向普世眾多
未得之民及在本城本地踐行福
音大使命。您和您的教會願意
放下個人主義，以基督的心為
心，發揮神所賜的恩賜，使
加國華人教會成為
普世跨文
化宣教的
橋樑嗎？

他的太太也在教會作全職秘
書；在他認識的教牧家庭中，兩夫
婦都全職事奉屬於少數，只有十個
八個。因此，他不是最典型的例
子。通常需要兩份收入的教牧家
庭，配偶都會在教會外有一份全職
工作，因此經濟狀況可能便稍為寬
鬆。如果有子女的話，兩夫婦都全
職事奉的家庭，經濟狀況便相對吃
力。

採訪：陳瑞欣

教牧娛樂和運動
小調查

牧者在教會外同樣身兼多個角色，平日下午，
周牧師就像其他父親一樣接送女兒上課餘活動，周
四早上除非有緊急事故，他會刻意跟師母約會──
這是他最享受的休息。當為了教會事奉而每晚出外
幾乎是常態時，他盡量每晚和家人用饍。他說：
「我刻意劃出這界線，不但令我個人健康得益，婚
姻家庭也健康。」

如何充份利用「安息年」休息，因人而異。
有牧者從海外宣教中重新得力，有些則需要安靜獨
處閱讀，周牧師則熱愛在家下廚，亦會旁聽神學課
程，吸收新知識。他說：「離開事工及日常規律去
做一些你非常熱愛、但平日沒時間做而又能讓你生
命向前的事情，那就是一個好的休息。」

加拿大華福不但
承接世界華福所提倡
以「門徒導向跨文化
宣教」為普世華人教
會之事工策略重點，
更因加國華人教會的
切身需要，提出以
「家庭聚焦下一代事工」為承傳發展方
向。想當年，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攻佔
迦南美地，臨終前在示劍會見以色列眾
支派的長老領袖，挑戰眾民要選擇事奉
神，最後闡述此千古名句：「至於我和我
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
）現今的基督徒家庭正面對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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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忠心愛主的門徒要抉擇帶領全家歸
主事奉神。我們要將心歸家，為家而戰，
及傳承我家！

牧者的休息之道

設定界線
像平信徒一樣，作為帶領羊群的牧者，同樣
需要訂立優先次序或設立界線，不能事事當緊急
事故處理。有時牧者放假身在教會外，心仍留在教
會內，難以真正「充電」，因此作息的界線必須設
定，牧者們也要知道休息不只是為自己，也是為教
會的好處。

追求的不是長時間休息；我需要一個『休養生息』
的工作習慣（restful working habit）。就像長跑時，
有節奏地跑也是一種休息，有輸出的同時，也有吸
收，於是在我裡面有源源不絕的供應。」若按照以
上三項原則事奉仍感到疲乏，他會檢討當中有何可
改善之處，要依靠神的恩典。

教會興旺與家庭復興息息相關！加
拿大華福在多倫多舉辦首屆「將心歸家
丶為家而戰：家庭事工策略與實踐研討
會」，旨在傳達對家庭的重視，喚起眾人
的警覺心，強調教會應落實家庭事工，以
此為根基、開展各方面事工。大會講員之
一的葉高芳博士指出，八至九成的生命問
題是從家庭衍生而來，作為基督徒，不僅
要關心肢體，更可將事工作為傳福音管
道；期望慕道者得救，不能只關心其是否
有出席聚會，而是先關心他個人問題，
以致能使對方感受到被關愛。相信教會
要興旺，必須先贏得現今世代的家庭屬

經濟狀況
如何影響教牧身心健康？

接受自己的限制
最令牧者疲憊的，不是體力不足，而是心力
的消磨。而接受自己的限制，非常重要。周牧師
說：「牧者很多時是很忠心、虛心和有愛心的，可
說是為了羊群奮不顧身。但若忘記了自己的限制，
將過於自己能夠承擔的重擔壓在肩膊上，結果便將
自己拖垮了。」回想牧會初期，經常凌晨三時多驚
醒，夢見和會友傾談他們的困難。一些會友知道後
稱讚他有牧養心腸，但周牧師坦承是因為他「放不
低」。

因放錯焦點而心力交瘁。他形容，牧者的角色是擔
當一個「指引人到上帝面前的路牌」，要與神同
行，最終將人帶到耶穌面前，只有祂能真正解決問
題。

1. 感謝神！在多倫多2月8-10日舉辦的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及2月15-18日
舉行的第一屆「加東青年基督徒國語冬令會」，大會講員為蘇穎智牧師，
已經順利完成。兩個冬令會合共超過500人參加，其中國語青年基督徒約有
180人，是蒙神選召的屬靈軍旅，也是加國華人教會的一個突破。願這些年
青的基督徒能得著真理的教導，對建立未來的加國華人教會產生重大影響。
2. 《 聆 聽 下 一 代 的 聲 音 》
的調研報告已經用不同方法送到眾教會及弟
兄姐妹們手中，反應良好。請繼續記念在加
西及加中不同城市所舉行的研討會，又為加
國華人教會英語事工的策略發展尋求神的帶
領。
3. 請為華人教會牧者及領袖能有計劃建立其所
屬之教會為一所「銳意門徒訓練教會」而禱
告。又記念IDMC 大會的跟進及《怎樣推動
門徒生活操練》「勉導同行」教會領袖研討
會在加東地區的進行。
4. 請為3月底在多倫多舉辦首屆的「家庭事工
策略與實踐研討會」禱告，期望籌備順利，
讓分享者與參與者同有美好的交流學習，為
華人教會建立更美好的
基督化家庭。

5. 請為參加巴西第六屆泛美華福大會的教牧同
工、宣教士及弟兄姐妹禱告，願他們所擺上
的，蒙主悅納，在會中領受異象，為神大發
熱心！
6. 請為5月底在多倫多舉辦之「加拿大餐飲業
福音事工退修會」禱告，求主使用歐洲餐福
事工的洪祥平牧師，讓來自加西及加東的餐
飲業同工得造就。
7. 為配合落實「門徒導向跨文化宣教」，請禱
告支持9月底舉行的第二屆《IDMC 銳意門徒
訓練教會》會議及6月中舉行的「跨文化宣
教策進會議」，又記念今年前往蒙古及幫助
東歐羅姆人事工的不同宣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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