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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復活升天與

孝女會棨傅
時代講壇今年思疇首位來華宣

敎士馬禮遜一百九十週

年；不少來澳的基督徒都會去他的墓前憑

弔一番，緬懷這位差傳的偉人以及澳門的

差傳歷史。不少紀念的活動一個接一個在

今年舉辦，但是否有人想到澳門敎會怎樣

回應這個差傳的歷史？

百多年來不斷有宣敎土從世界各地被

差派前來本澳，但本澳有沒有被差派出去

的？或多少間敎會有參予差傳事工？澳門

曾有「澳門差傳事工聯會」的誕生，但隨

着人去會散，亦因爲會員堂有減無增而式

微，雖曾有過不少差傳培靈會、奮興會、

大會、乜乜之夜，但實際受感而去參予的

敎會有多少間？有敎會只是敎牧在帶領時

參予，敎牧離開了便停頓下來！「差傳」

只是一個觀賞差傳敎會、機構、宣敎士、

各地風俗、美食的代名詞，在驚嘆聲後再

趨平靜，正如主耶穌基督復活後，大家都

歡呼他的復活，與聖誕節一樣，普天同慶

。但復活後因十天的升天卻未被敎會及世

人重視，或定爲「升天節」慶祝紀念，否

則，敎會差傳人數不會如此悲哀！

＿、耶穌基督復活升天證實

所傳的福音，倘若只有

復活而沒有升天：

1. 祂不過是死而復生的人，因爲人不

能自己升天。

2祂也不是從砷差派來的砷子，不能

回到神那裡。

3祂所應許信徒在天堂預備的地方 ，

將來要再來接信徒去（約十四： 2)落空了！

4祂不能有永生，也不能使人有永生

，天堂永遠福樂的盼望沒有了！相反只有

永死，地獄永遠審判的大禍臨到了！

但祂貫在升天了，福音是眞實的，祂

將要再來是眞實的，敎會要趕快在人見主

前傳揚福意，使人有機會得救。「差傳」

是急逼的動詞，每日至少有十萬靈魂等待

救援！

二、耶穌基督復活升天

證實主的再來

1祂照去的情景再來（徒一 ： 11)' 駕

着雲降臨橄欖山（徒一； 7' 亞十四： 4) 。

2. 祂再來審判全地，再沒有福音可傳

，人等待永遠地獄罪的審判。

3他隨時會再來，我們要隨時預備好

迎見祂。

三 、 耶鯀基督復活升天

顯明主的大使命

1. 祂曾多次吩咐信徒往普天下去傳福

音，但在最後（太廿八 ： 19 、 可十六： 15) 

、 最重要時刻，重覆他的迫願，要直到地

極作祂的見證 ！頵明「差傳」是祂給信徒

的大使命！

2. 既是大使命，敎會焉能不去遵從實

行呢？這要比主任何的吩咐都大，都重要

！敎會若沒有遵行，後果將會如何？切勿

本末倒置 ！

四、耶穌基督復活升天

顯明聖靈降臨

1. 祂升天後十日聖靈便降臨，祂的降

臨除了應驗先前所應許信徒的（約十四：

16) , 更是應驗賜予信徒能力去完成大使

命（徒一： 8) 。結果眞的多人信主，甚至

接受水禮，組成建立敎會（徒二 ： 14) 。

2聖靈催逼門徒去差傳：

A . 聖靈降臨一年後，敎會只顧在耶

路撒冷爲主作見證，於是敎會大受逼迫（

徒八 ： 1)' 門徒被逼離開四散到猶太全地

丶撤瑪利亞，繼續爲主作見證，現今的敎

會也要這樣麼？

B . 差傳意思不但是「出外」，也是

「 向外」，向外邦人宣敎，外邦人有自己

的宗敎信仰，但可惜都是偶像假砷，很需

要人指點迷津，覺悟前非，棄假歸眞；但

向自己人、同聲同氣的較易，於是千萬猶

太人一個一個歸主，但外邦人仍陷在罪裡

，無人關懷，菸是聖靈又備使，甚至指示

腓利首次去向一非洲人傳禰音，使福音被

帶往非洲去（徒八 ： 29) 。

C. 聖靈後來又使用保羅將福音傳至

外邦地敘利亞，並且建立外邦第一間敎會

（徒十一： 25 丶 26) 。

D . 跟着聖靈又使用彼得帶領羅馬兵

首領歸主（徒十）。

E 福音首次被傳到海外的居比路（徒

+-: 19) 。

F. 爲延續海外宣敎工作，聖靈揀選

安提阿外邦人的敎會，成爲差傳的基地，

差傳的鼻祖，因爲他們當中有願意支持差

傳工作的信徒，更有委身海外宣敎的勇士

巴拿巴和掃羅（徒十三： 2 、 3) 。

G. 聖靈最後感動保羅將福音從亞洲

傳到歐洲，打開了福音傳到地極的門（徒

十六 ： 9) 。

敎會要差傳，是肯定的事實，愈早愈

使更多靈魂得救，也是正常的，但奇怪的

是不少敎會在差傳的雷聲中，竟然充耳不

聞，有感而沒有動 ！ 一陣雷聲過後，下到

地面上的雨點何等稀少！「不要問我能做

多少？要問我是否肯做？」

口蔡證光（信心堂主任牧篩）

經文選讀

可是聖靈臨到你們的時候，你們

要充滿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和撒馬利亞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

，爲我作見證。

使徒行傳一： 8(1. 見代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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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難屯屯
我覺得傳道人的首要責 想到信耶穌便是到敎堂望彌撒、辦告解、 活圈子也小，形成信徒視野也很狹窄，看

務要傳道任是傳福音。當使徒保 聽道理等。況且一般人對澳門天主敎的印 不到外界的情況及需要，使他們沒有異象

羅勸勉提摩太時，他不是處菸一帆風順的 象不好，這種先入爲主的態度，使他們比 。 在澳門敎會尋找肯委身的信徒眞是不容

事業巔峰，相反他正身繫囹圄，面對殉道 完全沒有聽過耶穌的人更難信主。筆者個 易，每年肯蒙召獻身的信徒更是鳳毛麟角

。 保羅這種不屈不撓、對主至死忠心的態 人佈道的經驗中，最多人問及天主敎與基 。 現時澳門只有一家較有規模的澳門聖經

度，實在可作爲傳道人的榜樣。 督敎的分別，很多人難以接受因信稱義的 學院，但全校全時間學生只有九人，其中

感謝砷的帶領，筆者在澳門事奉已有 敎義，這都是受到天主敎背景的影響。 更只有三位是澳門人。筆者的辦公室就設

五年多。澳門是中國最先接觸到福音的地 有人說澳門人心剛硬，這對大多數「 在澳門聖經學院內，常常看見圖書館空無

方，早在一八零七年，馬禮遜牧師便來到 老澳門」（已在澳門定居很久的人）是事實 一人，實在覺得荒涼。

澳門，開展對中國的宣敎工作，至今已有 。 澳門每年有不少佈道會或短宣隊來訪， 由菸敎會軟弱，信徒不肯委身，多數

一百九十年。然而，澳門今日仍被喻爲福 每到暑期常見有短宣隊在街上派福音單張 堂會又只有一位傳道，傳道人推動福音工

音工作的石頭地，敎會發展非常緩慢，福 或作個人佈道，但一般澳門人對此已視作 作便很吃力。保羅曾說：「若不傳福音，

音工作困難重重。現時澳門人口約有五十 慣常。然而，澳門仍有另一類人士對福音 我便有禍了。」（林前九 ： 16)這話正說明

萬 ，但是到敎會聚會的基督徒人數估計不 較有反應，那些是從大陸來澳門不足十年 敎會的博況。敎會若不傳福音，內部問題

' 足三千，不及人口的1%' 實在使人失望 的新移民和合約勞工。可惜的是，他們的 便特別多，不是這個跌倒、那個軟弱，便

。 究竟在澳門做福音工作有甚麼難處？以 生活艱苦，工作時間很長，通常每天晚上 是彼此批評。沒有傳福音的異象，信徒便

下是我的體會： 九時才下班，沒有假期；合約勞工幾年後 很難同心，也不會積極事奉。敎會內部問

福音對象的困雞 更要返回大陸，所以，向他們傳福音並不 題使牧者疲菸奔命，把大部份時間和精力

澳門的繁榮與賭博事業很有關係，但 容易，他們信主後成長也很緩慢。 放在處理事務及信徒問題上，又哪有力量

賭博事業的興旺帶來其他不良事業如色情 澳門是一個很着重人際關係的社會， 做外展福音工作？對菸初信者，牧者亦無

和毒品勾當，這些不良事業使罪惡勢力籠 要得到別人信任，一定要和對方建立良好 暇妥善跟進，難免流失。澳門有不少三十

罩着整個社會及捆綁人心，成爲澳門「空 的關係。在傳福音方面，單單理論性的講 年以上的敎會，至今仍只有幾十人，其中

中屬靈氣的惡魔」（參弗六： 12) 。除了公 述很難使人信主。在關係佈道法中，「現 一個原因便在菸此。

務員外，賭場和娛樂事業在澳門所僱用的 身」 (Presence)最重要，傳道者要透過好 牧者的困雛

人最多。從事賭場或其他娛樂事業的人很 的生活見證，甚至貼身的服侍，才能贏得 有人說在澳門事奉的傳道人是在掙扎

難信主，因爲我們的信仰價值觀和他們的 福音對象的信任，才有機會向他宣講福音 求存，這雖然有點誇張，但也反映出澳門

生活習慣、職業有很大衝突，況且他們不 (Proclamation)和勸說對方信主 (Persua- 福音冏工的難處。罪惡勢力捆綁人心，信

正常的工作時間也使他們很難參加敎會活 sion) 。筆者曾經向一位信徒的年老母親 徒的軟弱丶敎會的問題、社會資源的缺乏

動。筆者曾接觸一些從事這些行業的朋友 作個人佈道，起初對方很抗拒福音，但經 ，使傳道人覺得事奉困難重重。

，發覺他們多數對基督徒敬而遠之，有些 過兩年的探訪和服侍，和在她看到自己女 由菸本地信徒甚少願意獻身傳道，澳

更持敵視態度，因爲他們覺得我們的信仰 兒信主後的改變，終菸決志信主。由菸澳 門有八成傳道同工是外來的，其中大部份

會指摘他們的罪。 門人着重人際關係，短宣隊的佈道果效便 來自香港。筆者也是從香港到澳門事奉的

賭博帶來另一個社會現象，就是偶像 很有限，就算對方決志也很少願意返敎會 ，實在感受到那種孤單和缺乏支持的感覺

崇拜。除了求財的人拜偶像，一般澳門人 。 然而，從現身到宣講及勸說需要長時間 。 在澳門事奉的傳道人不多，多數彼此認

也很迷信，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拜偶像，每 ，傳道人這樣做個人佈道工作需要付出很 識，但由菸各自事奉崗位的工作繁重，傳

家店舖都設有砷位，廟宇香火鼎盛。筆者 多時間和心力。 道人之間的交往便很難深入，難以發展同

住所附近有一所觀音堂，每天拜神時所燒 教會的困雞 工間的支持系統。

的爆竹都很吵耳，傳統時節更擠得車水馬 澳門每年有不少佈道工作，短宣隊也 撒但的勢力，加上敎會問題，使傳道

龍。澳門人很迷信，相信是由菸長期在葡 確實曾勸說不少人決志信主。近幾年來， 同工的身心極易受到攻擊。傳道罔工或其

萄牙統治下失去安全感，社會保障不足， 澳門敎會的數目的確增加了不少，筆者五 家人常患病，很多更感到心力疲乏或甚至

惟有求砷保佑家宅平安。很多人拜偶像的 年多前到澳門，只有四十家敎會，至今已 充滿創傷，筆者聽聞也眼見很多傳道同工

觀念已根深祗固，筆者最近探訪一個家庭 有五十五家以上，但奇怪的是信徒總數卻 在澳門事奉不久便嘩然離開，能夠在澳門

， 女戶主很強調他們是拜觀音的，不可以 沒甚麼增長，證明多數敎會沒法承接個人 事奉十年以上的牧者聊聊可數。灰心失望

信耶穌。 佈道的果子，又或者初信者不願返敎會， 是撒但射向傳道同工最厲害的火箭，因爲

葡萄牙的圉敎是天主敎，當天主敎隨 造成大量流失。 在這裡事奉可能長期也不會見到果效，很

着殖民地統治者傳入澳門，澳門人便更抗 澳門敎會比較弱小，多數只有三、四 容易磨滅人的心志。

拒信耶穌。一般人不會分別天主敎與基督 十人。澳門信徒更有一個共同現象，就是 傳道人也是人，若不是得到神加倍的

敎，當有人向他們傳福音時，他們總是聯 內向和不積極。可能由於澳門地方小，生 恩典，百般的困難和諸多的攻擊會使人失



去起初的事奉心志，更影響了傳道人的個 志。然而，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 收穫，也許我們今天流淚撒種，他日有人
人佈道熱誠。筆者認識一位在澳門北區事 時不得時……」（提後四： 2)這話像暮鼓 歡呼收割。我們除了不斷以禱告向砷支取
奉的西敎士，他每週都帶領同工風雨不改 晨鐘再次喚醒我們傳福音的心。保羅說過 力量。還要經常回想自己起初的事奉心志
地在街上佈道，他說只有這樣才能保持自 ：「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提後 ，這樣才能百折不撓，向着標竿直跑。
己的佈道心志，值得我們佩服。 三： 1)在這危險的日子，傳福音可能會愈 口譚逸雄（澳門「中信」執行主任）

困難重重，是澳門禰音工作的鐵一般 來愈困難，然而我們要提醒自己：砷終必 本文轉載自 （ 教妝分享） 97年3月號
事實。福音對象的困難丶敎會的困難、牧 得勝。在傳福音的事奉上我們只是器皿，

者的困難等很影響我們作傳道人的佈道心 我們的責任是盡力去傳，只顧耕耘，不問

教會如何推廣宣教
人人參與敎會應起來宣敎，這是 大使命的心志；否則就不易起來領導、推 練丶禱告丶關懷、奉獻）。

個老問題，在西方敎會 展宣敎事奉，而且就算是推行宣敎，往往 4. 協助宣敎委員會：宣敎委員會在組
已經推行了兩、三百年，在東方敎會也有 也會覺得沒有力量。筆者建議所有的牧者 織上屬菸長執會，在工作上則是獨立運作
卅年以上的歷史，這樣看來，華人敎會似 ，都能仔細地研語宣敎的眞理，又常爲宣 ，對長執會提出報告即可。至菸長執對宣

乎不必再從頭來研討如何宣敎。但是，根 敎的事工禱告。 委會不僅不予攔阻，且要給予協助，幫助
據一九九六年在香港舉行第五屆世界華人 其次，當牧者對宣敎事工有了感動與 箝辦宣敎年會，參與差傳研討會及推行宣
福音會議的報告，七千家海外華人敎會， 負擔之後，就要個別探訪長老及執事，根 敎敎育事工。

只有一千家從事宣敎工作，這個統計數字 據聖經因福音及使徒行傳中有腦大使命的 信徒應如何參與宣教
顯示還有衆多華人敎會並未參與普世宣敎 麗文，將領受傳遞給長執們，使他們樂意一 敎會好像一個家庭，有各種不同年齡
；因此，筆者盼藉本文與尙未投入海外宣 起配搭推動宣敎。待長執們有負擔丶共識後 的信徒，他們要如何參與宣敎呢？
敎的華人敎會，一同來研討如何向普世宣 ，牧者應在長執會議中，提案開始從事差傳 1. 兒童（一歲至十二歲）一一在兒童主
敎，完成主基督所託付我們的福音大使命 。 經長執會通過後，應在會友大會及講台信 日學的課程中，編入有關宣敎的敎材、資
，使華人衆信徒可以安然見主的面。 息禱差傳的眞理，並說明長執會的決定。 料（認識世界、宣敎士所在工場、宣敎士

教會為何要宣教 最後，牧者在信徒們對宣敎有所瞭解 事蹟與代禱事項等）。敎師也學習丶敎導

證過聖經的基督徒都知道，三一神的 ，並菸會友大會中通過推動差傳後，可在 他們聖經中宣敎的信息，並鼓勵兒童把平
心意是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眞道（提前二 長執會中設立差傳委員會，除了由部分長 日的零用錢或壓歲錢存起來，可在每年宣

: 4) 。在創世記中，砷使我們看見，祂揀 執擔任宣敎委員外，也應邀請有宣敎負擔 敎年會時奉獻，支持宣敎事工。

選亞伯拉罕的目的，是要地上萬國都必因 的會友加入委員之列，宣敎委員會則每年 2. 靑少年（十三歲至廿二歲）一在靑
他的後裔得福（創十二 ： 3' 廿二 ： 18) 。 籌備宣敎年會，也負責推行一切海外宣敎 少年的聚會中，常有宣敎的信息與挑戰 ；
到了新約時代，砷差遣祂的愛子主耶穌基 的事項。 有時可邀諸宣敎士向靑少年作見證；能讓
督，道成了肉身，替世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長執應如何推動宣教 他們有機會參與短期宣敎；若有人回應砷
，成全了救恩，又差派衆使徒往普天下去 長執推動宣敎，應注意下列四點 ： 的呼召，應爲他們禱告、提供建議和看法
，傳禧音給萬民聽 （可十六： 15) 。可見 1. 響應或提醒牧者 ：如果牧者明白宣 ，並在屬靈和經濟上給予支援和幫助。
三－砷的旨意，是要我們與祂同心，向普 敎眞理，對宣敎又有負擔，長執們應該署 3. 壯年人（廿三歲至六十歲）一在這
世宣揚救世的福音。 應牧者的異象，齊心同來推動宣敎。若是 個階段年輕力壯、精力充沛 ，是事奉主最

我們若詳細研究、考査聖經，再觀看 牧者沒有宣敎的看見，不推動宣敎，而長 好的時期。這個年齡層的弟兄姊妹應考慮
現今世人的情況，實在可以瞭解眞的是： 執有看見和負擔，那麼長執應爲此事禱告 參與短宣工作，並可察驗 、傾聽砷是否對

「莊稼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約四 ，並在適當時機由其中幾位長執誠摯地與 自己有宣敎的呼召？要把自己的生命獻給

: 35)因爲處菸這個動盪不安、罪惡滿盈 牧者交通，根據聖經裡有關宣敎的敎甜， 砷，好好地裝備、事奉，也持續在禱告上
的世代，世人的心靈空虛、價值觀混亂， 提醒丶催促牧者願意囘心推動宣敎。 、經濟上支持、關懷宣敎事工 。
人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砷的榮耀，極其需 2. 呼籲會衆全力以赴 ：長執在宣敎上 4. 老年人（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切
要基督的福音，我們當抓住機會，向世人 應與牧者站在同一陣線 ，同心負起領導的 勿有自卑感、妄自菲薄，其實你們在宣敎
還福音的債。 責任，協力推動差傳 ： 又應在個別或聚會 大業中仍能有所貢獻。可以更多、更迫切

如果我們願意參與宣敎，對敎會而言 中，敎道會衆遵從大使命 ， 對宣敎應全力 的禱告 ；也可以在經費上多加支持；還可
，將會帶來增長；對個人來說，能使靈命 以赴，勿抱持不冷、不熱的態度。 以透過文字傳遞宣敎的異象、使命 ， 或是
復興並得着砷的奬賞，這是對神、對人、 3. 以身作則走在前頭：敎會中需要榜 分享宣敎的體驗和感動。
對己都有盆處的事奉，但願華人敎會能不 樣，牧者和長執義不容辭，應以身作則， 敎會是宣敎的基地，惟願大家同心合

因種種理由，而推辭宣敎的責任。 不僅在靈性、生活上有榜樣，也要在宣敎 意地來建造這個宣敎的工程。

牧者應如何推動宣教 上有榜樣 ；參加各類宣敎聚會、參與短期 口鄭杲（清深差傳工作者）

首先，牧者應胸懷普世，更要有遵行 宣敎、實際投入敎會宣敎事工（敎育、訓 本文摘錄自 （海外宣敖） 97年7-8月號



I 服務櫚 科狂： 552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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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借培正中學舉行，入場費10元；

當日晚上8:00培靈會

菸二龍喉浸信會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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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頑音機構負責。

全澳及青年培靈大會

全澳培靈會

日期： 10月 16 、 17 日（週四、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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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座談會

香港華基會（簡稱）傳道部爲配合馬禮

遜來華傳敎一百九十週年，建議菸本年十

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禮拜四至禮拜六）前

來澳門舉辦紀念活動：

l. 港澳傳道同工交流座談會；

2. 澳門宣敎佈道，邀請澳門基督敎

聯會號召澳門敎牧同工負責籌備

，傳道部提供講員及協助進行；

3. 馬禮遜墓地追思崇拜 。

經與澳門基督敎聯會聯絡後，傳道部

同工特於八月二十二日（禮拜五）上午十時

三十分專程來澳門假借澳門砷召會召開座

談會，徵徇澳門基督敎敎會、機構領袖同

工之寶貴意見，會後菸皇都酒店之酒樓共

進午膳，藉增團契。

香港華福會主辦紀念崇拜
一九九七年不單是香港回歸年，也是

先賢馬禮遜宣敎土來華宣敎190周年，爲

緬懐先人之事蹟及肯定其對華宣敎之貢獻

；並趁此機會安排港澳兩地敎牧同工同道

相聚團契，香港華福區委會特在澳門舉辦

聚會，以資紀念。聚會細則如下 ：

名稱：馬禮遜來華190周年紀念崇拜

日期：九七年九月八日（禮拜一）

時間：中午11 :00---12:30

地點：聖公會馬禮遜堂

時代人通訊（澳門出版登記第79號） 緝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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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支＃文字隹道、培苟本工，現全率扆可存入大lt外行213-1--00289--0 /'f 國鋹行 21-012--000633-1 賬f · 恐品或支票（品頭：溴「1美滑拉文字協會）計寄 ：澳「Hi街吉郵箱 6199 菟 。

聚餐：下午1:00--2:30

對象：香港敎牧及信徒、差會同工、華禰

區委、澳門敎牧及信徒

報名：透過各敎會 1 機構，免費報名參加

教會聯合敬拜與讚芙

澳門協基會活泉堂、下環浸信會、三

一家庭敎會及城宣聯合主辦「敬拜與讚美

」公開聚會，將菸八月卅一日及九月廿一

日兩主曰下午2:30-4:30在二龍喉浸信會

舉行，査詢可電552435 。

澳門華福會趼討宣教模式

華福澳門區委會菸九月十九日（禮拜

五）上午十一時菸播道會舉行專題研討會

：「宣敎模式與普世宣敎」，歡迎敎牧參

加，索取題目論文請留言於2928047 。

澳門大學基督教文化週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將於九月廿九、

卅日，十月二、三日（共四天）在澳門大學

校園舉辦第一屆基督敎文化週 。 每日上午

設專題論壇，由美籍華人學者王懋軒敎授

主講，且即席撣毫示範書畫；每日下午放

映基督敎電影，並設有基督敎書展及畫展

。期間歡迎基督徒學生隨時前往協助，或

進行個人佈道工作 。

國慶日聯合祈禱會

十月一日（禮拜三）圉慶日，我可爲圉

家做些甚麼？當晚，美籍華人學者王懋軒

敎授將介紹如何在中圉文化中分享基督的

福音，然後爲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禱告。

這個名爲「我的中國心」的聯合祈禱會將

菸國慶日晚上八時假借澳門砷召會舉行，

由聖經學院及文字協會主辦，歡迎衆信徒

同來參加 。

其他消息

信徒聯合祈禱會九月份聚會將菸九

月十日（三）晚8: 30在堅中堂舉行。

育賢社金句卡九、十月的經文已出

版，請往基督敎書局免費索取 。

信心堂十週年堂慶已於八月十九日

假借神召會舉行，出席者逾二百人。下圖

爲信心堂全體會衆合照。

I 普世教會消息

全球每日出版四本有關耶龢的書

世界基督敎百科全書主編巴勒特(David

Barrett)說，在世界各地每日出版的新書

中，就有四本是有關耶穌的，目前全世界

已有六萬五千本書是以耶穌爲主題的 。

越戰赤裸女孩受；紺巋主

越戰中，在一張赤裸逃生火窟新聞照

片中出名的越南女孩Kim Phuc• 現居加

拿大已婚，並受洗歸主。這次她應邀出席

在加拿大舉行的世界福音聯誼會第十屆大

會。

美國教會杯葛迪士尼

美國基督敎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會日

前宣佈加強杯葛迪士尼行動，促諸敎友在

來年停止購買迪士尼貨品，抗議其宣揚不

道德信條及行爲。

波斯尼亞第一間聖經學院

波斯尼亞第一間聖經學院菸去年底在

Mostar成立，有學生二十人，他們分別來

自回敎徒、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的社

群。該聖經學院認爲其成立是波斯尼亞邁

向和平和公義的重要一步，因爲「只有砷

賜他們能力不再恨惡他人，叫他們愛鄰舍

又愛敵人」。

北韓新教會成立

據學園傳道會瑞士分會透露，北韓政

府已批准一群基督徒在當地成立第一間獨

立敎會。 （ 晨曦周五傳眞 ） 亦報道，北韓

大使予以三個基督敎組織在該圍成立敎會

，而那三個組織都正在向北韓引入新的耕

作方法。北韓現在只有三間註冊敎會。

緬旬那加族基督徒受壓

在緬甸，數以百計的那加族基督徒正

面對要他們改信佛敎的壓迫。西北部的敎

會領袖指責政府軍常常逼令基督徒在星期

日作工，但卻讓其他宗敎信奉者可以在那

天休息。政府軍還要敎會牧者在舉行敎會

崇拜或其他聚會前，先徵得佛敎僧人的批

准。

、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