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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牧者是一生的事奉

讀過邊雲波的著作《獻給無名的傳道者》，加上戴德生醫生
的一句話：「我若有一千英鎊，中國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條
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受先賢啟迪，我就很自然地回
應上帝的呼召，願意全時間事奉上帝。那是 1976年。

1977年我進入神學院讀書，除了念神學、聖經、輔導、講
道等課程外，另有一必修科，就是教牧學。顧名思義，就是教導
神學生如何成為牧者。一般來說，教牧學都是強調牧者事奉的內
容，例如探訪、講道、輔導、紅白二事和事奉技巧，卻極少提到
牧者的靈命。尤其是一般神學院接納學生都有先決條件，就是屬
靈生命要比較成熟、清楚蒙召、凡事不過分憂慮。所以，神學院
不會在教牧學的課堂裏強調牧者的屬靈生命。但我不完全認同。

中國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我相信
上帝的僕人絕對不能不看重屬靈生命的成長，事奉最重要是身
教。這本書可以說是我事奉四十年的反省，當我執筆寫時，就算
關於事工的，也嘗試與屬靈生命連上關係。另外，本書也加入我
成長的故事，因為我相信人生每個階段都在塑造現在的我。

我要感謝與我同心事奉的妻子何羅乃萱師母，有她在背後支
持，令我的事奉沒有後顧之憂。我也要感謝女兒何凝，在她的成
長中沒有令我為她有太大的擔憂，她對上帝也是不離不棄的。

感謝上帝，在我預備退下主任牧師的這一年可以出版這書，
獻給上帝。同時也希望讀者可以看到牧者四十年的事奉生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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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現任的牧者、未來的牧者。信徒皆牧者，每位信徒都適合看
這本書。盼望拙作能成為大家的祝福。

書中我拍攝或珍藏的照片，是我對生命中遇見的人和事的感
應。影像記錄我的過去，也記錄我的生命，與你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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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

我在香港播道會牧會三十三年，連同之前在台灣宣教與在加
拿大事奉，合共四十年。我在四十多年前被上帝呼召，簡直是不
可思議。我還記得蒙召後第一句向上帝的回應是：「上帝啊！我
願意一生事奉你，順服你的帶領。只是我不要成為牧師，因為我
不喜歡說話，最好是成為神學院老師。」當然，上帝的意念高過
我的意念。

我相信信徒蒙召成為傳道人，心中一定帶着傳福音的熱誠。
特別回想自己能夠成為基督徒已經不簡單，決定回應上帝呼召全
時間事奉也需要勇氣。

我記得自己信主剛過了一年，就蒙召全時間事奉。對於信仰
只有一歲的嬰孩，回應上帝的呼召仍然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只是
上帝的呼召一定不會錯，作為創造天地和人的上帝，一定對人很
了解。但是，為何那麼多牧者事奉幾年後卻會離開牧職？我不是說
離開牧職就等於不愛主或不順服，或許上帝有另外的帶領。不過，
在確定上帝是否呼召自己成為牧者方面，有以下三點可以反思：

1. 愛上帝：事奉的人必須先問自己有多愛上帝。當然，我相信
沒有一個人愛上帝可以超越上帝對人的愛。只是我們卻要不
斷提升對上帝的愛。如何可以更愛上帝？首先要肯定上帝先
愛我們、順服上帝、經歷上帝、看到上帝的作為，最終是相
信上帝一切的作為都是為我們好。當我們能不斷進行這循
環，愛上帝的心一定會增加。

2. 愛己：表面上這是最容易，只是對事奉的人來說有時候卻很
難，因為牧者是以為羊捨命為己任。「愛己」也包括「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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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家」。許多牧者看重會友多於家人，留在家中的時間不
多，陪伴家人的時間不夠。他們以為自己只要專心事奉，上
帝就會照顧自己的家人。當發覺自己家人出現問題，就以為
是上帝給予試煉，卻不想一想自己在家中應有的責任。

3. 愛人：我們常常禱告說：「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基督。」只是
真實的情況是一張開眼便見到人。愛人並不容易，要愛自己
不愛的人更難。但是，牧職本身就是要面對人。如何愛人如
己？最基本是能看到每個人的可愛之處。當然，上帝也明白
人的軟弱，有時候上帝會將我們一時愛不了的人暫時挪開。

所以，除了要清楚自己的蒙召，也要懂得安排自己生活的優
先次序。以上三點就是牧者生活的優先次序。第一是愛上帝，第
二是愛己，第三是愛人。正如中國人說：「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家庭要有美好的見證，這也是聖經對長老和執事的要
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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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四十多年前，上帝呼召仍然在大學念書的我全時間事奉，那
時候我已積極在大學團契事奉。我還記得團契並沒有導師，惟有
靠弟兄姊妹一起參與，事無大小，都要親力親為，我信主一年已
經在團契分享上帝的話。

大學階段當然沒有機會讀神學，只是外文系居然有「新約希
臘文初階」可供選修，想到將來也會讀神學，就報讀了，因為渴
望更深認識上帝的話。不過，因父母的要求，心中仍然思考大學
畢業後何去何從？馬上讀神學？先進入職場？惟有繼續禱告，求
上帝帶領。在上帝奇妙的帶領下，我先全時間讀了一年神學，為
了準備結婚，工作了兩年。這兩年以部分時間讀神學，最後一年
又是全時間讀，四年內念畢神學。

回想這四年的神學訓練，到底對自己的事奉有何幫助？我
肯定說一定有幫助。只是過去二十多年，神學院卻不斷思考，為
何神學院畢業的同學牧會的流失率那麼高？教會常常會問是否神
學院課程不合時宜。我也相信神學院一定常常在反省課程內容。
當我回想自己在神學院畢業後，能夠一直事奉，除了是上帝的恩
典，必須有以下三個堅持：

1. 上帝的呼召：事奉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困難，一般的困難絕
對不是真理的差異，而是人際關係。人與人相處真的有許多
困難，特別教會強調是「愛」的羣體。有時候彼此的期望太
高，就可能產生一些傷害。不過，無論面對怎樣的困難，切
記回到上帝起初的呼召，知道自己是回應上帝而踏上事奉的



021第一章
起步

路，所以必須靠上帝的幫助度過。

2. 持續進修：現今世代，各行各業都在鼓勵持續進修。牧者也
不能例外。當然，牧者的「工作」時間非常不穩定，要以上
課形式進修，有時候真不容易。我覺得最好能建立穩定的閱
讀習慣，可以先選一些自己喜歡的題目，每兩三個月看一本
書。養成習慣後最好看不同類別的書，以增長知識，對講道
一定會有幫助。

3. 生命更新：每位牧者都應該看重屬靈生命的成長，因為牧者
的事奉可以說是「生命」的事奉，所傳的道是「生命」的道。
進修有助增加知識，每天親近上帝則能讓靈命成長。只是牧
者因事奉太忙，最容易忽略每天親近上帝。

約翰說基督信仰是「恩上加恩」（約一 16），彼得鼓勵信徒
說：「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
進。」（彼後三 18）牧者的訓練是一生之久的。讓我們帶着順服的
心學習上帝給予的功課，讓身心靈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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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

剛信耶穌的時候，牧師鼓勵我們一定要做三件事：天天靈
修、參加小組和崇拜。牧師說：「靈修的重要在於使信徒的靈命
成長。」坦白說，維持天天靈修是最困難的事。

基督信仰強調「生命影響生命」，因此，牧者的靈命成長是
非常重要的。自己能成長，才能帶動會友的靈命成長。只是，牧
會已經三十多年，在靈修生活上一直有很大掙扎（我要強調這是
我個人的掙扎），有以下三個原因：

1. 事奉忙碌：教牧同工忙碌是事實。教牧同工碰面的時候，最
常用的問安語是：「最近忙嗎？」回應當然是「忙」。在忙碌
的事奉中，身體與精神健康一定會下降，總希望多睡一點。
清晨起來靈修，很容易流於形式化，漸漸可能會完全失去靈
修習慣。

2. 自圓其說：牧者常常要講道、帶領信徒查經和教導聖經。牧
者可以說與聖經是不能分開的。換言之，牧者很容易自圓其
說，會讓以上的事奉取代個人靈修。這是最簡單的理由，容
讓自己不靈修。

3. 看重知識：這與上一點剛好相反，就是牧者以靈修時間研
經，而不是安靜聆聽上帝藉聖經向自己說話。用研經代替靈
修，看許多研經書，只為增加自己對聖經的知識，而非增進
與上帝的關係。

何謂靈修？有一位長輩曾下定義說：「讓自己的屬靈生命被
上帝的話修剪。」靈修時，求聖靈的亮光光照我們，讓上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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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責備、安慰或教導。牧會多
年，也只是過去數年才能穩定
天天親近上帝，以上帝的話修
剪自己的靈命。上帝的恩典夠
用，祂也寬恕我的不足，讓我
重新起來。每天禱告，求上帝
給我能力，不要放棄。讓我每
天經歷天父的愛、耶穌基督
的恩惠和聖靈的指引。感謝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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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

我不是在香港相信耶穌和讀神學。得知香港在九七年要回歸
中國，就是這個原因，三十多年前我決定回港牧會。對我來說，
教會願意聘請我，需要比我付出更大的勇氣和信心，因為香港教
會完全不認識我。

我還記得與教會執事見面，他們沒有機會聽我講道就聘請了
我。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教會有一位主任牧師，他們覺得教會
需要多一位傳道人幫助牧師，就可以了。加上他們相信主任牧師
一定會幫助我。只是沒想到，我加入教會成為傳道人不到一年，
主任牧師就離職，順服上帝的帶領去了美國。當時，教會跟我
說，在找到新的主任牧師前，不如先擔當「代堂主任」。結果，
因當時香港正面對九七，一年下來沒找到合適的牧者，我這個毫
無牧會經驗的新丁，就成為堂主任了。

我與師母曾是宣教士。我還記得宣教機構的總幹事戴紹曾
牧師教導我們，宣教士必須清楚知道隨時要離開事奉的崗位，一
定要馬上訓練當地的信徒承擔自己的事奉。我只有宣教經驗，沒
有牧會經驗，只好把宣教經驗用在牧會。我心中跟上帝禱告說：
「我牧會最多五、六年。」當時教會的人數只有七十多人，我就
找一些年輕人做牧養的對象，開始查經和門訓。沒想到五年後，
教會從幾十人增長到三百多人。對我來說，何謂牧養？

1. 榜樣：我相信耶穌基督與十二門徒一起三年，門徒除了聆聽
耶穌的教導之外，最重要是能與耶穌一起生活。他們可以親
眼看耶穌的言行。使徒約翰說：「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025第一章
起步

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
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我們
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
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一 1-3）對我來
說，身為牧者，最重要是言行一致。

2. 查經：查經是以上帝的話來牧養信徒。查經與講道的分別，
是查經可以有溝通，不只能幫助信徒明白上帝的話，也能彼
此認識。

3. 傳承：戴紹曾牧師在我和師母進入宣教工場前教導說：「我
們進入任何事奉崗位，一定要知道如何傳承給下一代。因為
宣教士不能長期停留在同一個地方，可能兩三年就要調動。
所以開始任何的崗位時，就已經要找接班人。」當然，這是
不容易的事。當我回港牧會，以為最多六年，加上自己沒有
牧會經驗，就以宣教的方法來牧會，盡量栽培下一代。當
然，傳承必須有「傳」也有「承」，就是承接的一代也要謙卑
和等候。我還記得事奉初期，很希望為上帝做大事。不過，
聖經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
十六 10）這往往是最不容易學的功課。

4. 信任：與傳承不能分割的是「信任」。找接班人為何那麼難？
回想摩西事奉四十年，要找接班人談何容易。摩西從十二探
子中看到約書亞和迦勒信靠上帝，摩西信任他們，最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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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約書亞。找接班人首先要找可信任的人，然後栽培，日
後發展如何則視乎上帝的旨意。

當然，打算成為牧者前，還要衡量自己的恩賜是否適合，這
只能由個人向上帝交代。牧者不是完美的，在傳承的過程中，自
己仍然要不斷成長，才能一生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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