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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工作都可能造成「心力耗竭」，不過，教牧同工面對的情

況卻相當特殊。教牧同工在事奉上可能會面對九項特殊難

題。

一、教牧同工的工作永遠做不完。

其他行業的人可能只要承接工作，做完也就沒事了。比方說：木

匠把桌子做好；工程師會後退一步，好好欣賞一下自己蓋的橋樑；外

	

作者    ▌  約翰．山弗得（John	A.	Sanford）

譯者    ▌  黃凱津

教會，妳累了嗎？
      ─從心力耗竭到重新得力

「心力耗竭」（burnout，另譯「崩耗」）這個名詞是用來形容

一個人因為工作或生活主要活動的消耗，而感到筋疲力竭。現今社會

裡，「心力耗竭」已成為一門重要課題，所以行為科學家（behavioral 

scientists）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根據一些典型徵兆，他們如此定義

「心力耗竭」：「不易入眠；抱怨身體異常，例如體重減輕、食慾不

振、頭痛、腸胃不良；不管怎麼休息睡覺都還是長期疲勞，惟有渡假

才稍作改善；成績低落；持續憂鬱；不斷地抱怨無聊。」

「心力耗竭」可能會發生在各種職業階層的人身上：醫生、教

師、妻子─任何人都可能因為生活中主要的活動而感到心力耗竭。

不過，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是在教會服事的牧長同工。最初我想到的

是神職人員，可是本文對象也包含神職人員以外的事奉同工，例如宗

教教育主任、在教會或慈善機構擔任神職工作的會友、屬靈輔導，還

有其他許多事奉同工。

既然我所提到的對象，不只是被按立的神職人員，也包括一般參

與事奉的平信徒，因此我將以「教牧同工」（ministering person）一

詞來涵蓋二者。這個詞有點不自然，可是也找不到更合適的名詞。

我們的任務就是去探討教牧同工的工作性質，瞭解容易心力耗竭的原

因，同時也探討有哪些務實、屬靈的方法能幫助心力耗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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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醫生看到病人康復，也許會覺得很有成就

感；律師替人打官司，總有結案的一天。教

牧同工的工作性質卻不太一樣！他的工作永

遠做不完，因為總會面對突發狀況；此外還

有婚禮、喪禮、危機處理、教會內部衝突、

特別節慶、探病、拜訪無法出門的人、教

導、行政工作等。可是，很少教牧同工能輕

鬆地說：「好了，全都做完了！」他們就像

希臘神話裡的薛西弗斯（Sisyphus），他的工

作就是把大石頭推到山頂，快到山頂時，石

頭卻又滾了下來。無論怎麼認真，就是到不

了山頂，最後可能就會造成疲憊現象。

二、教牧同工有時無法看出事工成效。

如果一直得不到完成事奉的成就感，就

會讓人覺得很挫折。花了心血，卻看不出果

效，就讓人更挫折。房屋油漆工可以不時後

退一步，欣賞一下自己的作品，可是教牧同

工有時付出好幾個月、好幾年的時間，卻沒

有把握是否成就了什麼，這是因為，牧養、

靈命栽培等事工，是他的主要事奉內容。他

的事奉真的讓對方得到幫助嗎？事情順利時

他會覺得對方真的得著幫助，不順利時也許

就會覺得很挫敗；他沒辦法指出具體成果或

得到確據。

不過，當然也有例外，其中一個就是建

堂。完成建堂時，你可以後退一步，好好欣

賞這棟新建築，內心充滿成就感（不過貸

款當然還沒付完）。這就是為什麼神職人員

很喜歡建堂（平信徒也一樣），比起其他計

畫，建堂較容易籌款，但是教牧同工的其他

主要事工，卻很難界定其成果，而且也可能

常常陷入疑惑，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永恆

的價值。

讓教會教牧同工心力耗竭的九大原因

一、教牧同工的工作永遠做不完。

二、教牧同工有時無法看出事工成效。

三、教牧同工的工作會一再重覆。

四、教牧同工必須一再面對大家的期許。

五、年復一年，教牧同工服事的對象都是

						同一群人。

六、	由於教牧同工的服事對象是有需要的

						人，因此特別耗費精力。

七、	很多教牧同工所服事的對象，他們來

								教會，不是為了紮實的屬靈食物，而

						是為了要得到	「安慰劑」（Strokes）。

八、很多時候，牧長必須按照他的「角色

						（persona）」去做事。

九、教牧同工可能因為失敗而感覺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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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牧同工的工作會一再重覆。

不只是工作做不完而已，而且還得一再重覆。聖誕節一次又一次，崇拜一個接一個，不但要

準備聖誕講章，也要在節期之前寫信給會眾，再一次努力把聖誕訊息的原貌呈現出來，同時鼓勵

會眾要更慷慨地為聖誕節奉獻。堅信禮也是一次又一次，每逢秋季主日學就重新開課。會友生病

如果沒有康復，就是過世了，接著又是下一位。總之，整個看起來就是毫無止盡的循環。

四、教牧同工必須一再面對大家的期許。

除了政治界，大概沒有人像教牧同工這樣，要面對這麼多人、這麼多期待；更複雜的是，每

個人對教牧同工的期待完全不同，這就讓神職人員更辛苦。有些人希望牧長要有好的教導，有些

人最大的期盼則是牧師要大有信心，有些人要他作理財專家，有些人要他維持傳統，有些人要他

活潑前衛（可是又不能對他們產生太大威脅！），有些人希望他的工作重心放在探病、電話關懷、

參加社區聯誼、關心窮人、人權等，另外還有些人希望他進行一對一輔導，也有人希望他成為出

名的牧師。清單怎麼也列不完！可是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這麼多恩賜、精力、興趣，沒有人能同

時滿足這麼多期望。不但如此，這些懷抱期許的人，通常就是惹不起的人物─帳單都是他們付

的。如果教牧同工想要有成功的事奉，甚至想要保有工作，就必須贏得他們的賞識。他們能讓教

牧同工的計畫成功，也能讓它失敗；他們能讓同工太平度日，也能讓他如坐針氈。

五、年復一年，教牧同工服事的對象都是同一群人。

到一個教會服事，有點像進入婚姻：一旦進去了，就不容易出來。醫生、律師、精神治療師

都會遇到令人不快的客人，可是他有權拒絕或接受他們，至少他心裡清楚，一旦把專業外袍卸

下，就不用再管這個客人了。教牧同工卻沒有這樣的選擇權。他擺脫不了教會裡這號讓人頭疼的

人物，也不能不理他；每個禮拜天都讓人覺得苦惱，週間可能還打來幾通電話。教牧同工得罪不

起這位仁兄，以免樹敵─說不定他會惹出大麻煩，況且，也許還有幾位朋友支持他。於是，教

牧同工就只能守著這個令人不快的「婚姻」，一直到其中一方離開教會，才能鬆一口氣，不過卻因

死守困境，早已付上代價。

相反地，教牧同工喜歡的弟兄姊妹也可能離開教會。也許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功夫，與特

定幾位弟兄姊妹培養關係，越來越喜歡他們，也越來越倚重他們。好不容易，好像快結出果子

來，卻突然必須離去。麻煩人物─所謂的「教會附屬品」─似乎從來都不離開；可是那些很

會幫忙、人緣很好的弟兄姊妹總是不得不離開。此種敘述不只是片面的感覺，教會難免會吸引一

些令人頭疼的人物，他們因為種種私人因素，緊緊抓住教會，年復一年，身影不離。	

六、由於教牧同工的服事對象是有需要的人，因此特別耗費精力。

服事有需要的人，這種精力消耗十分微妙。你不太需要投注體力，而是慢慢耗盡情感、精

神，就好像失血，一點一滴不停地流失。服事有需要的人就像這樣：他用掉自己的精力，好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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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傳給別人。就算這個有需求的人是個好人，人緣很好，也同樣耗神。假如這個人不容易相處、

常常要別人來滿足他的要求、比較黏人，就更耗神了。	

看見有需要的人慢慢變好、變強壯，我們當然會有成就感，也會覺得精力有所恢復。可是有

時情況並非如此。投入了精力，可是對方似乎無法、或不願善用我們所花的心血來做改變，好像

把錢倒進水溝，就憑空消失一樣。這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被剝削、倒空。

七、很多教牧同工所服事的對象，他們來教會，不是為了紮實的屬靈食物，而是為了要得到「安

慰劑」（strokes）。

我們每個人都有真誠的一面，也有自我中心的一面。真誠的一面想要得到紮實的屬靈食物，

可是自我中心的一面卻不想如此。他要的是對他個人的再三保證，來暫時滿足、支持他自我中

心、自我防衛的需要。這樣的人不是為了屬靈餵養來到教會，而是要找人、找地方依偎，讓他覺

得自己很重要，好逃避人生、逃避困境，找到他能掌控的情境。他們會轉向牧長，尋求「安慰

劑」，換句話說，牧長所講的話、所做的舉動，可以滿足他「自我中心」的需要。假如我們去滿足

他們的慾望，而不是給他們真正所需要的，就會陷入和保羅一樣的處境。他抱怨哥林多人在基督

裡仍是嬰孩，沒辦法吃真正的屬靈食物。他說：「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

吃⋯⋯」（林前三2）。

八、很多時候，牧長必須按照他的「角色（persona）」去做事。

所謂「角色」，就是我們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樣子或所戴的面具，好讓我們面對、迎向外在世

界，尤其是「人」的世界。「角色扮演」有兩項功能：第一，可以幫助我們把自己的性格有效地置

入這個世界；第二，保護我們不受這個世界的傷害；一方面讓我們呈現某種外在樣貌，二方面容

許我們隱藏部分的內在自我。「角色扮演」對我們常常很有幫助。以第二點為例，假設你是牧師，

已經很疲倦了，可是婚禮馬上就要開始，雖然你寧可去海邊，可是心知自己一定得撐住，把婚禮

完成。於是，你在「角色扮演」的協助下，呈現自己美好的一面幫你把工作做好，但你同時也隱

藏了內在自我。你沒有說：「我已經累壞了，真希望自己不用來這趟！」反而可能說：「喔，我的

狀況還不錯。這個婚禮看來會很美好！」

這個案例裡的角色扮演對你很有幫助。可是，如果你得經常靠角色扮演來完成任務，這種風

格就會與自己真實的性格脫節，大家也沒辦法認識真實的你，問題就會應運而生。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無力感，因為靠角色扮演來做事是很累人的。當我們真誠地扮演自己，能力會很自然地流露

出來，可是當我們必需隱藏真實的感覺、甚至扮演根本不屬於自己的角色，就很費功夫。

九、教牧同工可能因為「失敗」而感覺倦怠。

這可能是造成「心力耗竭」最主要的原因。有一年的秋天，我受邀在教牧同工研討會講道，

題目是「牧長心力耗竭」。我提出造成「心力耗竭」的諸多因素。會後，有位牧長來找我，眼中噙



封
面
故
事

					2016	/	1、2	月號		18
	

找到力量來源的幾個方法

1.以創意的方式來使用肢體。

2.默想。

3.寫日記。

4.留心我們的幻想。

5.活潑的想像力。

著淚水。他說：「最重要的原因你漏講了─就是失敗」。事工失敗的原因為何？當我們仔細檢視

「心力耗竭」的成因，就會想問這個問題。不管失敗的原因為何，只要事奉同工感到失敗，就會成

為「心力耗竭」的主要成因。	

重新找到力量

「心力耗竭」（burnout）這個字與「火」（fire）的象徵意義有關。「火」就是一種力量！火，可

以燒得明亮、燒得有創意；火，可以燒得不受控制、具破壞；火也可以單獨燒盡、熄滅。我們每

個人裡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心靈力量（稱為「生命力」libido），它就像火一樣，有可能用盡，用盡

後就必須尋找新的來源。

如同湖泊一定要有溪水來源，人無法不停地用掉力量，在某些時候一定要補充力量。退潮之

後，緊接而來的一定是漲潮；泥土的養分被用來栽種植物，之後一定得補回來；我們用掉力量以

後，也一定要再補充回來。

還好，生命會到處為我們帶來力量。在「聖杯傳奇」的故事裡，聖杯從來就不會枯竭，這就

象徵生命的力量會不斷地自我更新。我們也注意到，新約聖經特別強調食物的象徵意義，而聖餐

禮就是最極致的象徵─基督的身體與寶血成為我們的食物，使我們永遠不再饑、不再渴。因

此，新的力量泉源就在於此，重點是我們必須去尋找。

「如何尋找新的力量」這議題超出本文範圍，我的另一本書，《醫治與全人》（Healing	and	

Wholeness），最後一章對此有較詳細的探討。不過，本文還是要提供幾個方法，但必須記住，每

個人都是獨立個體，適用於此人的方法，未必適合另一個人。

1. 以創意的方式使用體力。

大多數牧者說自己累壞了時，指的通常是靈性方面的疲憊，不過也可能包含身體方面的疲

憊。我們有可能會覺得肉體疲乏，沒有力氣，因為身體是被靈所驅動，就像身體是靈命生活的肉

體基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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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需進一步解釋：我們的文化通常會覺得，身體是一個人性情生活的基礎。當一個人

死去，他的性情也隨之消逝（我們會這樣認為）。身體生病或軟弱時，我們的個性特質、屬靈生命

力也無法強壯起來，這是真的。因此，努力維持身體健康對我們是相當重要（透過均衡的營養及

其他方面）。聖經很有智慧地提到「身體是聖靈的殿」，因為，至少在今生，二者互相結合。

反之亦然：靈性可以使身體加速復甦。事實上，這個概念出現的時間點比前述概念更早。創

世記告訴我們，神創造亞當時，祂以泥土造人，然後吹一口生命氣息進入這塊泥土，於是靈注入

泥土，使它活過來，亞當就此存在了。古代人認為，身體之所以活著，是因為裡面有靈；當一個

人結束最後一口氣，靈就離開身體，此時，身體不再有生氣，生命隨之消逝。這跟現代人的觀念

恰恰相反。現代人以為，一個人的性情源自於身體。不過，兩種觀念都算正確，因為「精神身體

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主張，當靈性軟弱時，身體就可能會生病；正如身體軟弱時，

靈性可能就會受苦。

因此，我們當中若有些心靈工作者覺得身心疲憊，我們必須記得，雖然身體受到影響，它其

實不累。事實上，身體可能儲備肝醣，準備好好勞動一番，因為我們的工作性質並不需要體力。

因此，身體就可以成為新的力量泉源，使用體力也許可以讓力量再度流入，使靈裡活潑起來。

選擇體力活動時必須考慮最重要的兩個因素：首先，這個活動必須是我們感興趣的活動；其

次，這個活動需要能深度呼吸。如果我們覺得該項體力活動無聊，就不會有行動的意願。相反

地，若不覺得該項活動無聊，就比較有持續下去的把握。退休的慢跑家表示，他們跑步時從來不

覺得無聊（有太多可以思考的事情了），可是其他人卻說自己受不了跑步，因為太單調。因此，我

們必須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體力活動。可是這項活動必須夠激烈，要能讓你深呼吸。有憂鬱症及

焦慮的人，通常呼吸比較淺，肺部不好的人也是一樣。深呼吸讓人比較不會意志消沈，也因此會

為我們的靈與體帶來醫治、恢復的效果。這對事奉的人尤其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大都得久坐，

不知不覺呼吸就會變得比較淺。

2. 默想。

我們也可以把重點轉到比較內在的力量泉源，默想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需要力量時，有

時默想湖泊會有幫助。默想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力量，我們的靈魂會浮現活生生的畫面，而默想會

讓我們與這些意象產生接觸。這些意象有其力量，也有其獨立生命。默想無意識的意象，就能從

中得到力量，進而更新你的意識生活。本文不再進一步探討默想，因為這項課題既豐富又複雜，

《醫治與全人》中有所著墨，此外，我也建議讀者閱讀摩頓．蓋爾斯（Morton	T.	Kelsey）的《寂靜

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針對默想這個主題，他寫得非常好。

3. 寫日記。

日記是一本小冊子，裡頭記載著我們意識生活裡的各樣重要事件。你可以寫下自己的夢、幻

想、想做的事、還有創意思考。你也可以寫下面對的問題、憂慮的事、令人灰心的事，甚至最晦

暗、最難以想像的念頭。所有對靈魂生命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寫在日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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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好處是，你可以對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使你的創意思考、有幫助的意象不致消失，也

因此不會被困境打倒。紀錄創意想法，就像在花園裡撒種，一旦記錄下來，就可以萌芽生長。寫

日記是基督徒靈修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因為這是在培養靈魂的關係，我們乃是藉著靈與神建

立關係。這是我所知道最便宜的心理治療，只要一塊錢美金，就可以買到所需的筆記本和鉛筆。

日記就像一只箱子一樣。如果沒有箱子盛裝，水就會灑得到處都是。同樣地，如果沒有想辦

法盛裝起來，心靈生活的活力就會隨意潑灑，離開我們。日記能幫助我們把它盛裝起來。我們會

像後院有游泳池的人一樣，需要時可以隨時跳進池中游泳，因為游泳池任何時候都有水。日記也

一樣─我們可以跳入靈魂生命裡，它隨時都在那裡，不會跑掉。

4. 留心我們的幻想。

「幻想」是我們心思未曾主導的思緒部分，這與「自我」刻意構思的思緒恰好相反。「自我」

會引導思緒。我們會說：「現在我要解決這項問題」，然後就去思考。幻想卻是由我們裡面其他非

意識的東西所主導，不由「自我」。

當產生幻想時，我們必須記住，其背後存在相當程度的力量─是它使幻想持續進行。這股

力量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如果是後者，幻想就會一再折返出現（性幻想就是其中一例。）所

謂有益的幻想，裡頭會隱含線索，告訴我們可能要採取哪些步驟以更新生命。換言之，其內含的

力量，能讓幻想觸摸到我們裡頭的意識。假如我們的意識生活缺乏某些東西，我們可能會幻想要

怎麼做才能填滿這個空虛。

例如，如果我們很口渴，可能會幻想一些飲料，可能會想：「這趟健行真熱，我回家後要弄一

大杯冰茶─柳橙汁說不定更好喝─不然檸檬汁好了。」當身體缺少水分，它就用幻想告訴我

們它需要什麼。同樣地，靈性也可以透過幻想的方式向我們說話。我們可能會想像自己在山上健

行、在山裡的冷泉邊垂釣、在湖裡游泳、在圖書館安靜看書等活動，而這些正是更新自己所需的

活動，由此就能得到線索，知道以何種方式獲取新生活。		

在《醫治與全人》這本書裡，我提到一個故事：有位男士情緒非常低落，可是當晚他必須在

音樂會裡表演。他來找我談他的憂鬱情緒，但似乎沒有幫助。不過離開我辦公室時，他突然有個

念頭─去海邊，於是他就去了海邊，穿著衣服就下水了，站在海浪裡有四十五分鐘之久。當他

從海裡出來時，憂鬱全都不見了，重新得到演奏所需的力量。

5. 活潑的想像力。

活潑的想像力是一種精神與心理的雙邊技巧，有點像默想，只不過果效更好。因為過程中，

「自我」更為積極，從我們裡面無意識的世界中隨機產生意象、想法。我們並未刻意尋找這些意

象、想法，它們很自然地臨到我們─在夢裡、幻想裡、或者頭腦清醒時的一連串想法。我們也

許會專注默想其一項，好讓這個意象融入靈魂。在「活潑的想像力」中，我們不只專注在意象、

回憶先前的想法，而且會刻意產生互動。這樣一來，「自我」與我們裡面不自覺的世界就可以「外

放出來」，彼此可以更貼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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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人生各有不同，是複雜的，也是個人化的，有無限的創意。我們不可能列出所有更

新心靈生活的方法，也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告訴特定讀者，如何更新他的生活。就算兩個廚師採用

一模一樣的食譜，也無法煮出一樣的菜。以重新得力這件事來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廚師。本文

可被視為食譜集，這裡提供了一系列的食譜，而它們曾經證明對一些人有幫助。有些書雖然滿有

助益，可是仍然不能取代想像力、創造力、以及神所賜的資源。這是你我面對「心力耗竭」、面對

掙扎時，神特別賜給我們的資源，好讓我們能找到生活的新方向。	 ✤

（本文摘自Ministry Burnout一書，校園書房出版社預計2016年四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