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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心態 專業能力 戴紹曾

專索事奉愈安靜，愈有好的發揮，愈有效完成使命 。

耶穌對門徒說：「人子 ，俯瞰着那知曉一切敬虔外貌，卻缺乏大 做的，相當坦白來說，應是反生產力的 。

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能的耶路撒冷城時，祂哭了。 讓砷得到一切的稱讚吧！你會發現，這種

，乃是要服事人。」耶穌說這話的背景是 最近在香港，有位來自西方的朋友告 專業事奉越是安靜，越是能夠有好的發揮

門徒正爭執着誰爲首，而主以這麼美的方 訴我們他正在籌劃爲九七香港歸主，以及 ，越是能有效的完成。

式，道出祂靈裡的話 ：「我來是要服事人 爲兩千年中國歸主禱告。我在想，對那些 專業事奉者不應讓政府機關感到難堪

。 」 在草根階層中拼命服事，全心爲着那些窮 ，這是一個相當適切的顧慮。沒有一個圉

今天當我們面對那耒完成的使命，就 人、靑少年、吸毒者，但卻很慢才能看到 家（不論是西方或東方）會喜歡強調本國

是復活的主託付我們的大使命時，我們需 結果的人，他們會怎麼說？有時我們帶着 貧窮的清形，我們需要牢記這點 ，若我們

要再次從聖經來思考一些我們的方法和前 一種凱旋勝利的姿態面對今日的工作，但 報導所做的事，那對該國是件很不友善的

提 。 不要以爲所有曾付諸文字的宣敎學， 那遠超過基督的靈。 行爲，我認爲那也不是在基督的靈裡。

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都必然是眞實的。我 耶穌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 認真的專業能力

想，在今天這後殖民主義和後帝國主義的 事，乃是要服事人。」讓耶穌基督的心成 第二件事，我們需要有認眞的專業能

世界裡，對菸創啓圍家 (Creative Access 爲你的心，祂存心卑微，傾倒自己，成爲 力。有人問我：「你說的認眞是甚麼意思

Nations)的神學或宣敎學都是十分重要的 僕人，順服以至於死。 ？」其實很簡單，我們若是去敎英文，就

。 各地的眾多需要 好好敎英文；若是去從事醫療工作，就做

學習基督的心 當我們以專業事奉來爲創啓國家服務 醫療工作 ；如果是去從事電腦，就做電腦

我們有些同工在討論「認養」這個字 時，需要學習以耶穌的心爲心。最近我看 的工作。要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專業能力去

，我們覺得這字隱含着別人比自己低的態 過數十位來自北美的年輕華僑學生，他們 做。

度，所以我們決定不用「認旋」而改用「 要去亞洲某創啓國家開設夏令英文班。這 如果我是應邀到這裡的大學敎英文，

夥伴」 (partner) 。我們認爲沒有任何一個 些年輕人都是基督徒，他們奉獻暑假的時 而我卻以傳道人或宣敎士的身份進來，那

基督的肢體，沒有任何一位信徒會是很難 間去敎英文，敎學認眞，言行一致，眞是 麼邀諸我的大學很快就會要求我離開。他

成爲夥伴、很難配搭的。我們需要塡思所 令人佩服。 們請一位老師，是要來按課程敎課的 。所

使用的字眼可能暗示的含意。 不僅是像上述這類的短期課程，對長 以「認眞地敎書」，就是「按照你被要求

我們聽過有關「屬靈地圈」，他們說 期的英語敎師也有很大的需要，這眞的極 的去做」，或說，按照當初你接受該項邀

有些地區比較容易被邪靈所捆綁，較易爲 有意義。我聽說有某些機構想自己訓練老 請時，你說你會做的事去做。當你簽了約

邪靈所轄制。我卻認爲，有些西方國家比 師，可是不太成功。他們眞的希望有人能 後就要眞心誠意的敎英文、從事醫療，或

喜馬拉雅山地區或其他地方，更是被邪靈 來，就算他們知道有些組織是基督徒組織 其他專業的工作。而你所做出的貢獻，別

所轄制，有更多的敗壞 。 看看每年從好萊 ，但因爲他們相信基督徒的道德水準和專 人都看在眼裡 。

塢流出去的東西，比任何東西更污染年輕 業能力，所以他們要求能派人來爲他們訓 在認眞的專業事奉，以及你所做出的

人的心靈！ 練英語敎師。 貢獻，此二者的基礎上，你開始與人發展

·還有關於繞城禱告 。其實也許我們需 除了英語敎師的需要外，社區醫療， 友誼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你知道

要的是，像耶穌一樣，坐在橄欖山上，爲 尤其在偏遠地區，也是專業人員可以發揮 ，在亞洲的社會，友誼關係非常重要的，

着耶路撒冷流淚禱告。我確定在世界許多 所長，活出生命的地方。 有了友誼我們才能分享上蒂的愛。你是透

地區，不太合適作繞城禱告。我知道它蠻 低調、謙卑的僕人心態 過這些友誼的管道來分享基督的愛，通常

流行的，但我在新約中卻末曾讀過相關經 我想向各位強調兩件很重要的事：一 是在私庭下一對一的時候。當人成爲你的

文，當然舊約中約書亞環繞耶利哥城是個 是，低調、謙卑的僕人心態。高姿態的公 朋友時，他們會想知道你是打哪兒來……

明顯的例子。但當耶穌坐在耶路撒冷山上 開方式是一無所得的，我們敎會或機構所 等等，就像你想認識他們一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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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聽到一項報導，提到有一個團

體，他們進入亞洲某國，要建一所小學，

事實上他們提供了很大一筆錢，我想用那

筆錢在當地也許可以建好幾所小學。然後
呢，他們想在該地蓋一棟全縣最美的建築

—就是敎堂。我想這樣的行爲是會引起

一些問題的。想想看，若敎會建築和整個

社區顯得突兀、格格不入，豈不是會引起

一些緊張關係嗎？

而上述的團體也有英語敎師，但他們

忘記了認眞的專業這項原則，他們沒有敎

英文，而是敎聖經，敎福音，晚上他們放

映有關耶穌的電影。但最後他們被要求離

開。這是我們都要學的一項重要功課，我

們需要敏感和敏銳的心，在基督的靈裡以

愛事奉。

轉載自（篙族篙民）

深根建造 預備好士 屈鑑濠

優先次序 I 澳門是個東方小城，位
於中圉珠江口西岸，面

積不過25平方公里，卻養活了多達因五拾

萬人口。這裡人情味濃，但信主者只徘徊

在數千左右，分佈在全澳近五拾多所敎會

中。

在宣敎歷程上，澳門曾是福音傳入

中圉的門戶。可是，在悠長的歲月裡，卻

被稱爲「福音的石頭地」，意即無論撒下

多麼好的種子，也難盼望好收成，因爲種

子並沒有發芽生長。

今天，人類甚至把沙漠也可弄成綠州

。究竟澳門這塊硬地又能否改造，使她成

爲可種植的土地呢？事實上，在過去福音

遁傳的經驗中，我們發覺澳門並非完全是

石頭地，反而是塊耕地。不過，在這片土

地上，有不少是土淺石頭地，又有不少荊

棘雜草叢生的荒地，適合耕種的好土確是

不多。然而若我們有信心和毅力去開墾土

壞，而不只是光找尋好土的話，情況必然

截然不同。

福音預工，絕非只是佈道會前的準備

工作，福音預工是對心靈田地的整理工作

。我們必需在撒種、佈道前對接受種子的

心田加以照顧，思想一下如何湝除那些亂

石雜草荊棘丶仔細地把接受福音的土壤準

備好。這個工作，不僅與撒種發芽有關，

而且與開花結實有密切相連。今日敎會在

檢討過去、迎向未來之際，如果想要眞正

的敎會增長，必須從宣敎使命上重新釐定

福音預工的重要性。

不錯，在目前敎會資源不足的情形下

，福音預工曾被視爲浪費資源，耽誤靈魂

得救的閑工夫！然而，在我們的生命體驗

中，爲甚麼華人在遭遇生命挫折、人生打

擊或者社會文化變遷、人生意義渺茫、急

需尋找心靈慰藉時，往往步入民間宗敎的

圈子內而甚少在基督敎的信仰中得到幫助

? 
筆者有感在澳門基督敎迄今仍被許多

華人視爲外來洋敎，爲何主耶穌的道在本

地經過了百多年的努力，仍然無法在社會

文化中植根發展呢？代表「砷的道」的種

子，是絕對高質量的；問題不在種子；值

得思想的是田地本身。主耶穌在撒種的比

喻中曾這樣分享 ：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

白的，邪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裡的奪了

去。」（太十三19上）又說 ： 「人聽了道

，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裡沒有根，不過

是暫時的，及至爲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

逼迫，立即就跌倒了。」（太十三21) 還

有：「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

的思慮、錢財丶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

熟的子粒來。」（路八14) 不過，主耶穌

亦提及 ： 「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

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着

結實。」（路八15) 及「後來結實，有一

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太十三23下）

要改造硬地來培植砷的道，我們必需

同心協力，懇切禱告，細心了解種子在成

長中的種種困難，從而一－挪開。

為甚麼基督教宗派林立 ？ 沈介山

百花齊放 l菡督敎有種種不罔的宗
派，這種宗派的問題常

造成一些信徒或非信徒的爭議、疑惑和困

擾，我們當用甚麼態度來看宗派才合宜？

很多未信主的人會利用「宗派的問題

」向我們提出批評或攻擊性的難題，甚至

基督徒也有因爲不明白而對宗派產生疑惑

或困擾。可能有人參加某一宗派，就對其

他宗派產生排斥或不能接受的心理；也可

能有人是想不通而逃避這問題，碰到有人

問起有腦菸宗派問題就支吾過去。

其實基督敎有很多宗派，不見得是件

壞事，起碼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到其中的

好處 ：

第一 ，宗派對傳福音有利 ： 不同的宗

派有不同的特胜，可以針對不同地區、不

同階層的人。我們傳福音對象的背景、風

俗、語言表達、思想型態各有不同，若敎

會都統一指揮，難免會有忽略和缺失，不

容易爲各種不同的人所接受。

我們不希望宗派與宗派之間存競賽的

心理，乃是各人按聖靈不同的帶領，滿足

不同性向信徒的需要，使福音更普遍、更

深入各階層。

第二，宗派彰顯神的智慧 ： 某些宗派

強調聖經、某些宗派強調靈恩，也有強調

醫病、趕鬼……，祇要是按照聖經的啓示

，都是好的，無非是藉各種方法把砷的智

慧彰顗出來，我們不能從某一宗派就看到

神智慧的全部，乃是藉宗派之間的表現，

看見紳匠心獨運的帶領，也看到神智慧的

多面和無限。

第三 ，宗派提供學習的機會：不同的

宗派有不囘的優點。沒有一個宗派獨佔砷

全部的眞理，也沒有一伺宗派能看不起別

的宗派，我們應該虛心、謙卑地彼此學習

，彼此尊重砷所啓示菸各宗派的眞理。

宗派就像砷花園中各式各樣的花朵，

每朵花的形狀、香氣、顏色都不同，但他

們都是砷所愛的。

我很喜歡用一個比喻來表達對宗派的

看法 ： 有一位父親有幾個兒子，這些兒子

都很愛自己的父視，但他們表逹愛的方式

各有不同。他們不需要穿同樣的衣服，理

同樣的頭髮，或說同樣的話才能愛他們的

父親。只要是出自內心的愛，表達的方式

是正當的，父親一定樂菸接受。

因此，我覺得信徒在面對不冏的宗派

時，要用肯定的態度去看它。所謂物以類

聚，我們也可以按自己的脾氣、性向，選

擇加入合適自己的宗派，按不同宗派的的

方式榮耀砷、帶領人。

摘錄自 （ 碁喈徒全人小百科 ）

緄文選讀

上主引導人走該走的路，保護順

服祂的人的腳步。他失足 ，也不至菸

爬不起來，因爲上主要扶他起來。

詩為三十七23-24 (現代中文譯本）

香港聖經公會（電： 2368-5147) 
九龍漆咸道67號安年大廈902室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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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門循這術理聯合敖會社會服務處

建華家庭服務中心
九七年度助學金計劃

中心本着以基督公義及憐閱的精

砷，爲清貧家庭子女敎育費用提供協

助，在九零年開設了助學金服務， 今

年已踏入了第八年 。

雖然本澳政府已開始實施幼高至

小六及初中之免費敎育新制度，而亦

有部份學校加入此免費敎育網絡，但

由菸家長們仍要繳交書簿雜費，加上

近年經濟不景，所以此款項仍成爲家

長的壓力。另一方面，高中學生還末

有免費敎育，故家長們仍須負擔沉重

的敎育費用。

對菸草根階層居民來說，子女的

敎育費用成爲他們沉重的生活暦力，

亦使部份有志向學的靑少年無法完成

基礎敎育，故本中心將以助學金形式

向在學之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提供

經濟援助，減輕家長負擔，並使有志

向學的靑少年能完成基礎敎育，投身

社會 。

九七年度目標：十六萬元。

用途： 1. 資助就讀於本澳中、小及幼

稚園學生，難以負擔敎育費

用者 。

2. 由父或母獨力支持家庭者優

先資助 。

3 全年計劃資助150名學童 。

慈善籌款
本中心訂菸八月三日（禮拜日）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舉行一年一度慈

善籌款活動，目的是籌集九七年至九

八年度助學金計劃之經費，總目標爲

十六萬元正。當日活動內容包括攤位

遊戲、物品義賣及歌唱表演。爲該爲

籌款能達到如期目標，本中心衆同工

盼望各界社會賢達及會員友好，盡力

支持是次愛心行動，無論捐贈物品或

直接捐款，皆無任歡迎。若有意參予

或提供意見者，歡迎致電與容妙瓊小

姐聯絡，電話： 452769 。

祝福香港九七回歸

我勸你第一要爲萬人懇求

丶禱告丶代求丶祝謝。爲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

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

度日。

（聖經）提摩太前書二： 1 丶 2

馬禮遜來華紀念活動

澳門大型聖經展覽
一九九七年爲馬禮遜牧師來華190週年紀念 。香港聖經公會定菸七月十一日至十三

日假澳門高士德大馬路100號基督敎宣道堂舉辦大型的聖經展覽。展出的重點除包括有

介紹馬禮遜牧師的生平及其對聖經翻譯的貢獻外，亦同時羅列許多有關聖經與人的有趣

資料，多項的題目計有 ：聖經與名人、聖經與音樂、聖經與藝術、聖經與文學、聖經與

郵票等等，還有中文聖經翻譯的演變和展出不同的珍貴版本聖經，其中包括有全世界最

細小的聖經等。該展覽將公開給各界人士參觀，同時亦歡迎敎會、學校或團體集體預約
參觀。場內並設有八折優待的聖經展銷，讓參觀者可不同版本中選購適合自己閱續的聖

經。舉行時間如下：

七月十-B (星期五）早上十時至晚上八時

七月十二B (星期六）早上十時到晚上八時

七月十三B (星期B) 下午二時至六時

香港聖經公會又定菸本年九月爲聖經展覽室的推介月，屆時有關馬禮遜牧師來華和

他的貢獻的展板陳列在尖沙咀漆咸道的聖經展覽室內，同時亦展出超過二千多個版本及

語言的聖經 。

教會暑期活動 I 

二龍喉浸信會

A)6月 30 日至7月 2日及7月 7-9 日舉行

英文生活日營

每位只收一百元，名額有限，適合中

六畢業之學生參加，報請親臨本會或在辦

公時間致電569900報名或査詢 。

B)7月 14 日至7月 19 日舉行「少年訓

練日營」（適合中學生參加）

時間：每日下午2:30至下午6:30 。

費用： $150 (包括茶點、一次晚膳

、領袖訓練及工手藝敎材）

報名：名額有限，請親臨高士德大馬

路十二號二龍喉浸信會報名 。 査詢電話：

569900 。

C)8月 4 日至8月 9 日舉行「假期聖經

學校」（適合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時間：每日上午9:00至12:00 。

費用： $ 80 (包括書本及茶點）。

報名：名額有限。

D)8月 13 日至8月 16 日舉行「兒童生

活日營」（適合升小一至小六學生）

時間及內容：（未定）

名額：共六十人（額滿即止）。

費用： $ 50 (包括茶點及午膳）。

播道會暑期精英計劃

1. 英語樂趣FUN

7月 7-ll 日下午2 : 30-5 : 00 。

費用20元。

2. 領袖成長營

8月 7-9日（三日二晚）；費用500元，

住宿香港烏溪沙YMCA靑年營 。

3. 興趣班 ：吉他 、樂理、土風舞、繪盡

7-8月期間，每周一堂，歡迎小五至中

二的靑少年參加。

報名：海暉閣3C (電： 529548) 

Y叩漬你放暑假

澳門基督敎靑年會在暑期舉辦多項興

趣班及活動，且得到政府部門的贊助。興

趣班包括：兒童創意繪畫、乒乓球、游泳

、結他、日文、英文會話、兒童普通話、

手工藝 、 兒歌音符、插花、國畫、電腦證

書、靑少年及兒童電腦班等 。

活動包括參觀可樂汽水廠、麥當勞、

澳門機場、海事博物館，還有兒童環保日

營、童軍領袖訓練、靑少年漫畫創作比賽

等 。

報名或査詢，請親臨得勝街二號志安

大廈2C (皇都酒店對面，公園側）， 電

話 ： 302600 。

龍園堂聘請督課員

本堂溫習室誠聘女督課員一名：基督

徒，年齡不拘，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有

耐心，嚴謹，負責指導中小學生溫習及做

作業 。

由九月份開始，逢週二至四下午5:30

-7 :30, 時薪25元，有敎會傳道人推薦者

優先 。 有意者請菸上述督課時間致電

512571聯絡朱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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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讀者分享會
主題：雲彩片片（見證分享會）
日期：7月4日（星期五）晚8:00-10:00
地點：澳門神召會
內容：見證分享、介紹中信月刊內容
嘉賓：王其昌牧師（美國中信差傳主任）
主辦：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九七聯合青年退修會
主題：誰是你生命的建造者？
日期：7月27-29日（主日下午入營）
地點：路環聖方濟各活動中心
費用：185元
對象：十八歲或以上基督徒
報名：澳門聖經學院 （電：303454)

7月21日截止 ， 額滿即止 。

主辦：澳門基督敎聯會、聖經學院 。

新花園泳池免費人場
澳門基督敎聯會菸上年暑期曾租借新

花園泳池，並公開給信徒申謂使用，反應
十分熱烈；今年亦獲澳門游泳總會批准，
再次借得新花園成人池專線（池邊第一線
），於七月至八月份，逢禮拜一晚上九時
十五分至十時半使用。

現開放給各敎會及機構申請 ， 若有興
趣者 ， 睛各人自備近照一張及手續費（聯
會會員：葡幣十元正；非會員：葡幣十五
元）盡快交回聯會辦事處 ， 或與黃黎美賢
姑娘聯絡（電話及傳眞 ：353774)。

免費打電話鶇故事
由七月一日起，澳門宣道會台山堂與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合辦「免費打電話聽
故事」服務，歡迎小學生隨時致電228380
聽故事 。

97聖經問答比賽
日期：8月29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點：東望洋街澳門神召會禮堂
範圍：《新約）四福音，使徒行傳
形式： 小組必答題、搶答、背金句等 。

組別：小學組（小學六年級或以下）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高中組：（中四或以上）
（註：以暑假前就讀級別爲準）

蓼加：每間敎會最多祇可派三隊代表參加
不同組別的比賽 ， 每隊必須三人 ，

每隊報名費50元 。

報名：即日起致電／傳眞 353774聯絡黎姑
娘，8月11日截止報名。

主辦：澳門讀經會、時代雙月報、香港聖
經公會 。

聖經公會福音遠足
香港聖經公會將矜8月30日（星期六

）下午舉行福音遠足，希望聯同本澳靑年
前往離島偏僻地區（例如：路環）挨家遂
戶派發聖經 ， 歡迎各靑年團契預留時間參
加，詳博稍後公佈。

差傳嘉年華及培靈會
主題：福音初到之地
時間：9月13日下午3:00嘉年華會

培正舉行，入場費10元
同日晚上8:00培靈會
矜二龍喉浸信會舉行， 免費入場 。

內容：嘉年華會中將有大型展覽 ， 展期是
9月10-14日 ， 由十多間香港差會及
本地福音機構負責 。

歡迎各團契移師前往參與，詳博稍後
諮留意 海報宣傳。

教牧同工退修日
日期：10月16日（星期四）上 、 下午
主題：生命更新與事奉
講員：麥希眞牧師
內容：研討、分享、祈禱、遊覽
主辦：澳門基督敎聯會

全澳及青年培靈大會
全澳培靈大會
日期：10月16、17日（週四、五）晚8:00
主題：時代對生命的挑戰
講員：麥希眞牧師
青年培靈大會
日期：10月18日（星期六）晚8:00
講員：楊牧谷牧師
地點：馬大臣街志道堂
主辦：澳門基督敎聯會

歡迎邀請院牧講道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是由澳門一群關心

醫療界福音工作的基督徒組成，其下有以
諾團契 ， 隔週舉行査經及專題聚會 。

兩年前，海外基督使團宣敎士布玉蓮
牧師來澳擔任該會第一位（義務）院牧 ，

目前主要在山頂醫院探訪病患者。
爲推廣院牧事丐的異象，布牧師樂意

於週末及主日往敎會團契、崇拜分享信息
，有意者請電2992111一3103聯絡 。

另外，該會印備大量《路加福音》大
字本聖經 ， 封面題目是：送給住院者的好
消息 。 歡迎前往聖經學院（梁小姐）免費取
用 ， 自由奉獻 。

三位傳道按立
澳門神召會劉宗銳傳道已於月前在加

拿大按牧返澳事奉 。

廣安敎會林信才傳道於六月十五日由
三一家庭敎會事工委員會按立牧職 。

循道衛理聯合敎會將菸七月六日晚在
香港按立岑禹勤先生爲會吏 (Deacon)' 謹
此致賀！

其他消息
聯合祈禱會：每月第二個星期三晚舉

行 。 七月九日（三）晚8:00於培正宗敎室
， 信心堂負責 。

經文背誦咭：由靑賢社出版的每日金
句背誦咭 (7-8月）已出版，謂往浸信書
局及趣之都免費取用。

苹福會教牧聚會：世界華人福音事工
聯絡中心色紀念馬禮遜來華190週年，特
於9月8 日（星期一）前來澳門借用白鴒巢
馬禮遜堂舉行聚會，歡迎敎牧撥冗參加。

基督教聖堂紀念封

爲紀念澳門基督敎聖堂重建七十五週
年 (1922-1997)暨基督敎來華190週年（
1807-1997)• 聖公會特於六月十二日舉
行感恩崇拜，當日除了聖公會港澳區鄺廣
傑主敎主禮及證道外，澳門天主敎林家駿
主敎及英、美、德、荷四個駐澳領事亦有
出席。

此外，聖堂特爲此日而印製精美紀念
封，配以澳門郵電司特設的郵印（下圖）

， 售價每封七元；由該堂歷史研究小組編
製、東方基金會印製之「澳門基督敎聖堂
簡史」（英文）亦於同日發售，每本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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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招聘同工

二龍喉浸信會（査詢：569900)
1. 傳道同工一名，持神學畢業文憑 。

2社區服務幹事一名，持神學或社工
文憑。

下環浸信會（査詢：966660)
1社區服務中心幹事一名，高中或以

上程度 ， 略懂電腦 。

時代人通訊（澳門出版登記第79號｛｝ 縝委會：王大爲（總編輯）、屈鑑濠、關淑鈴 、 楊秀穎 索閲處：各基督敎會及書局 。

請支持文字事工，奉馱可存入大翌錶行213一1-00289-0 I 江畔 21-012-000633-1賬戶，憑據或支票請寄：澳門郵箱 6199 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