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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淇祥｝音事工珂討會
九八年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廣東

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及基督教協會

五位成員聯同兩位政府有關官員，

應澳門浸信會聯會邀譜來澳訪問交

流，並舉行四場公開研討會，回顧及

展望粵澳兩地的輻音工作 。

訪問團與大會每僙委員合照

囯顧暦史蟬古明今

訪問團的領隊是現任廣東省基

督教協會會長、廣東協和秤學院院長

黃廣堯牧師，這位年逾八旬的長輩

兼具牧者、學者的風範。黃牧師在首

晚研討會中介紹廣東教會過去及現

在的疆音事工，他以一九四九年爲

界，將中國教會歷史分爲两大時

期。首先，他肯定各國傳教差會在華

的貢獻，更稱贊一八零七年英図倫

敦會馬禮遜牧師開創中國基督教禱

音事工是一項艱巨且偉大的貢獻。同

時，黃牧師也分析四九年前輻音工

作進展緩慢的原因，他認爲當時基

督教不幸被披上「洋教」的外號，再

加上不平等條約的牽連，還有教案

事件、反教暹動等因素，故當時全圈

信徒人數只有約七十萬名 。

匹I九年後的中國教會雖提倡

「自立、自養、自傳」三自原則，但

由於連場的政治逮動，教牧人員下

放，教會幾乎停頓。再加上這時外國

差會皆陸續斷絕對華的經濟支援，＇

中國教會此時可謂人財雨空。直至一

九七九年政革開放、宗教政策落實後，

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才曰盆逄勃，

黃牧師稱現在是向大陸同胞傳疆音

的「黃金時間」，

據悉，目前全中國至少有一千

萬名經登記的基督徒（約是民國時期

的十五倍），教會有 12,000 多間，單

在廣東省就有 409 間教會，教牧人

員共 135 名，但要牧養省內廿萬信

徒實非易事。值得興奮的是，現在大

陸教會漸趨年青化，以廣州市東山

堂爲例，閂成以上的信徒是年青

人。當然，教會迅速增長的背後也有

隱憂例如神學教育耒能配合，有些

傳道人的素質不高，農村教會自養

能力不足，教會丙部的紛爭，外面異

端邪說的侵擾 這些都是大陸教

會面對的困離。

天主基督溴門傳入

澳門浸信教會堂主任黃鐘牧師

在回顧澳門歷史時，從澳門的地理、

史略談到早期基督教會的歷史，內

容深入淺出，妙語連珠。黃牧師特別

指出羅馬 「 天主教」中文名稱是在澳

鬥翻譯的，當時利馬竇認爲以「天

主」的教名較易爲中圍人接受，因此，

「天主教 」 也是由澳門傳入中國的 。

·基督教由澳門傳入中國，這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責。基督教先鋒馬禮

遜牧師自一八零七年來華，先後帶

領蔡高、梁發信主，且接立梁發成爲

第一位傳教士，而非牧師，因當時此

稱呼尙耒發明，這點史寅亻直得澄

淯。中國第一位牧師應是「何幅堂」，

現位於香港屯門靑山公路的「何禱堂

會所」就是爲了紀念這位教會先賢。

展望未來粵溴合作

研討會除了回顧歷史外，也展

望粵澳兩地今後在輻音事工上的合

亻乍訪問團黃廣堯牧師首先提出事工

的合作必須以「互相尊重、互不隸屬、

互不干涉」爲原則，再根據「公開 、

平等、協商」的方針辦事，項目可以

包括教牧人員互訪，以及文字、胂學

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合作。

會上，中國基督教協會（基協會）

副會長、廣東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

（三自會）主席兼廣東省基督教協會

常務副會長範秀遠牧師特別澄淯「三

自會」與 「基協會」的角色。 「 三自

會」是於一九五國年七月在第一屆

「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中成立的，

基本任務是推動信徒的愛國逮動，

範圍屬於意識形態及政策方面，「基

協會」則於一九八零年二月在第三盾

「全國會議」中成立的，專職負責教

會事務，例如印製屬靈書刊、開辦胂

學院、按立新牧師等。但在上述两會

的委員中，大部份都是身兼兩會職

務的，範牧師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

例子。

廣東協和諍學院陳逸魯牧師是

訪問團中最年青有為的新一代牧者，

別看他只三十開外，自南京金陵協

和砷學院畢業後，他就回廣東協和

砷學院任教聖經研究科目。筆者獲贈

一本由中國基督教協會發行的

《 1998 年靈修記事本》，其中資料

非常豐富，內容包括全國基督教神

學院通訊錄、全國主要城市教堂通訊

地址及崇拜時間、聖經價目表、兩會

及紳學院出版刊物名單等。該記事本

大小與香港一般基督徒曰誌相近，

今年印刷园萬本，紙張由聯合聖經

公會捐贈，每本售價人民幣三元

正。訪問團在澳期間，亦曾拜訪天主

教林家駿主教及宣道堂藍欽文牧師，

並參觀大三巴博物館、馬禮遜墓地、

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墓園等旅遊

勝地，並在路環黑沙海灘搗了一瓶

黑沙回國留念，因這是澳門地道的

「土產」！

首次粵溴兩地研討會

統籌這次研討交流的籌委會主

席梁溢長會佐表示「這是粤澳兩地

教會首次共同舉辦的研討會」，澳門

浸信會聯會也爲此耗費兩萬多元。盼

望曰後粤澳兩地增強聯繫，促進合

作，使研討會主題「同心合意興旺輻

音」的目標早日實現＇

（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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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聯會廣柬訪問國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三、廿四曰澳

門基督教聯會特別組團前往廣東鄰

近地睪：珠海檸溪、斗門井岸、江門；

新會、中山石岐等地訪問當地基督教

會及宗教界人士。訪問團由梁溢長會

佐率領，共廿五人參加，其中囧位為

聯會應屆執行委員。

近月粵澳兩地教會交流互訪頻

繁，二月初廣東省教牧來澳訪問兩

天，月秒澳門基督教聯會又組團北

上參觀兩天；這樣的一來一往，有助

加強瞭解，增強互信，使雨地教會更

有效地彼此代禱，互相支援。

香洲敎會在民居二樓

行程首站是參觀珠海檸溪區的

香洲禮拜堂，這所去年剛成立的教

會有別於所有其他教會，因此特別

引起我們的興趣。因爲這所教會位於

民房住宅區的二樓，由兩個住宅單

位合併而成，樓上的居民上下樓時

往往就在教會鬥口擦身而過，澳門

大部份的教會都屬於這種形式，故

對我們來說特別有親切感。據悉，大

陸居民對住宅式教會反應不一，但

教會負責人認為居民愈反對，愈對

教會有利，因會加快政府的批地速

度，這［樣他們可以盡快進行建堂計

劃。目前，香洲堂是珠海市唯一的基

督教會，每週聚會人數近五百人，聖

誕節晚會參加者逾干人。

浸信敎會支持井岸工作

同樣位於二樓的斗鬥井岸基督

教堂情況卻不一樣，這是有獨立的

樓梯，從鬧市直上教會 。堂主任陳智

才牧師年逾七十，畢業於早期建道

神學院，亦曾在澳門浸信教會事奉

過。這所教會於九五年復堂，鏗濟上

得到澳門浸信教會的鼎力支持，浸

信會的教牧人員也經常獲邀在崇拜

中證道。

由於這次訪問行程事先已知會

有關當屬因此在參觀時均有政府

官員列席以表歡迎，給大家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斗門縣的黃部長，其開

放的作風簡直令人耳目一新；他提

出日後粤澳兩地應多些「經常、正常 」

的來往，現在連囪家主席也會見海

外宗教領袖，地方官員豈能墨守成

規；宗教問題弄不好，社會就容易引

起動亂。言畢，黃部長在白藤湖畔酒

家宴請訪問團成員及教會執事們。.. 

訪問斗門井岸基督教會

席間，坐在我們旁邊是幾位教

會年青的執事姊妹，她們均毫無忌

諱地分享目前教會的需要和困難。她

們認爲海外教會若願在經濟上支援

大陸教會是完全可行的，因她們是

負責管理財務的，這方面頗瞭解。她

們覺得現在教會最缺乏的是人才，

尤其是負責主曰學或兒童團契的導

師。由此可見，信徒的培訓工作乃是

教會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香港敎會協助江門重建

在整個行程中，我們縲常聽到

教會負責人對當地宗教界官員的盛

讚，尤其是感激他們爲教會的復堂

或建堂工作貢獻良多，初時以爲這

是客套話或「統一口徑」，拜訪江門

教會後，我們改觀了。江門教會目前

正進行重建工程，預算費用約六百

七十多萬人民幣，一所兩百多人的

教會怎能承擔得起如此龐大的重建

費呢？經當地宗教部鬥協助下，教

會先獲補地、補款七十萬，後又得到

香港「房角石協會」的財政支援，籌

備五年的重建工程於去年初動土，

估計今年中落成。落成後教會大樓中

的數層將爲社區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例如電腦班、商科學校、學生輔導等，

這些服務皆獲香港教會的支援。

江門教會堂主任梁敏堅牧師分

享自己的得救見證：大概廿年前偶

而收聽到福音廣播，後來又收到栽

培書刊。信主後決定獻身傳道，雖屢

遭家人強然反對，但神蹟奇事接踵

而來，去年連他的父母也全家信

主。梁牧師認為目前大陸輻音工作最

大的攔阻有兩方面： 一是世俗的潮

流，二是無神論思想。因此，他希望

藉教會多元化的服務廣泛接觸社會

大眾讓幅音的種子更易、更快地在

人的心田中扎根結果。

現代傳道隨時傳呼

跑了一整天，訪問團終於在新

會市稍作休息。新會是一個古色古香

的城市，就連新會基督教堂也是紅

磚綠瓦的傳統建築，這座原屬中華

基督教會的教會已有六十餘年歷史

（一九三五年奠基）。教會前有個小庭

院，赴會者沿兩邊石階拾級而上來

到教堂門口，進入眼簾的是一個可

容納數百人的大禮堂，禮堂後方還

有閣樓，擒說聖誕節報佳音晚會時，

教堂可擠上近千人。

新會教會同工陲伴訪問行程

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確是爲社會

帶來一番新景象，夜幕低垂，新會鬧

市燈火通明，行人穿梭往來。筆者溜

進一家書店逛逛，發現書目繁多，駐

足翻閱者也不乏其人，內心不禁暗

爲中國的文化事業擊節讚賞。社會的

進步、科技的發展爲現代教牧人員帶

來通訊旳便利，據觀察新一代的傳

道幾乎人人皆有傳呼機，而且竟曰

響個不停，可見忙碌的程度。

中山敎會舉行代表大會

訪問團第二天的行程來到中山

石岐，適逄中山市教會正舉行三年

一屆的「基督教代表大會」，赴會者

約五十人，其中絕大部份是姊妹。身

兼廣東省基督教協會總幹事的中山

市基督教太平堂主任樊宏恩牧師是

一位穩重又富幹勁的年青牧者，他

告訴我們現在中山市共有五間堂會，

十四位教牧同工，會友約二千多



人。此外，教會更開設四間托兒所，

每月收生人數達五百人 。樊牧師更計

劃教會未來將每年舉行佈道會、奮興

會及培訓班等 。~ ) 

中山市五間教會牧師（前排）

訪問團與中山市全蔻基督教代表合照
透過這次訪問，我們發現大陸

的教牧人員（尤其是年青的）一般對

政府的宗教部門均存在好感，雙方

相敬如賓，彼此尊重。也許有人認爲

這是「明中支持，暗中監視」的統戰

手段，但誠如聖經所說：「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

督究竟被傳開了。爲此我就歡喜，並

且還要歡喜。」（腓一 18)其次，發現

大陸按立很多女牧師，甚至夫妻倆

皆爲牧師的也不少，這種情況在港

澳甚爲少見，可能是少見多怪了 。

綜觀整個訪問行程，筆者十分

欣賞大陸教牧人員的事主態度和委

身心志，尤其是在困難的環境和有

限的資源下，他們仍忠心地努力作

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
＊三巴聖誕漸t1主音漳動援記

由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主辦之

「歡樂佳音平安夜 97 」晚會，已於

去年平安夜順利舉行。感謝主，從去

年七月申請借用場地直至此事工結

束，祂都帶領著我們。當晚估計約有

三千多人出席欣賞，時間由晚上九

時至十二時；節目包括現代詩歌 、 默

劇、遊戲、見證分享、證道及聯合詩

班獻唱 。雖然該會己累積五年主辦經

驗，在籌備過程中亦盡全力，惟在資

源、人力方面仍感不足，耒鐨善處，

謹此致歉。

再者，該會深感此事工實靠頼

參與之教會及機構共同努力，故藉

此致謝 。 首先，參加聯合獻唱的教會

包括：志道堂、中華傳道會澳鬥堂 、

二龍喉浸信會、下環浸信會、砷召會、

四方疆音會澳鬥堂、播道會福音中

心、協基會活泉堂、宣教會龍園堂及

浸信宣道會頌愛堂，多謝以上教會

的詩班員出席練詩；晨光輻音堂借

招待事宜；志道堂借出練詩場

上帝五旬節會借出澄光器材；應許

之家協助搬運；浸信書局、趣之都書

室、基督徒文字協會及本澳各教會等

協助宣傳；基督教聯會安排飲料及

單張；中信短宣演出默劇；白約翰

牧師證道；黃少球弟兄分享見證；

陳志華弟兄、李佩瑤姊妹擔任司儀；

陳宇光監事及劉展瑞弟兄協助設置

音響、燈光；陳麗儀姊妹、陳沛然姊

妺及梁以洹弟兄協助分部練詩；鄭

美娟姊妹及曾豔芳姊妹負責攝影及

攝錄等。由於參與教會、機構及兄姊

眾多，實難逐一致謝，敬請察諒，謹

向主內各肢體的支持與代禱致萬分

謝意。

（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供稿）

工，耐心地安靜等候；他們瞭解國情

國策，知道甚麼時候該做茜麼事，這

樣的屬靈智慧是我們這些生長在不

同制度下的人所缺乏的。行筆至此，

腦海突然冒起一句經典名句：「求主

鷓我勇氯改變可以變的，矚我忍耐

接納不能變的，賜我譬慧分辨上述

菌者。」 （正道）

聯合詩班部份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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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 全年十期 130 
兒童之友 月刊 200 
乖乖之友 全年六期 120 
時代論壇 週報 350 
基督教週報 週報 322 
宇宙光 月刊 300 
校園 全年六期 160 
佳音 月刊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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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探訪義工訓練

由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主辦、澳門

基督教聯會協辦的「醫院探訪義工訓

練」將於三月十五曰（主曰）下午三時

假借高士德宣道堂總堂舉行，由乃

香港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林偉廉院

牧主講，歡迎踴躍赴會，免費參加。

澳門聖經學院招生

澳門聖經學院招收 1998 年度四

年制神學學士／文憑及二年制基礎神

學文憑學生。歡迎有志獻身全時間事

奉者查詢報名。

此外，「澳聖」將爲有專上學歷

之信徒開辦兼讀制基督教研究碩士／

文憑課程，同時爲現職教牧提供進

修的機會。有興趣者請電 303454 査

詢報名。近期諫程簡介如下

普及神學證書諜程

槁讞洪門的異啟（一學分）

日期：三月廿六日起（逢星期四，共七堂）

時間晚上八時至十時正

講師洗錦光先生（本院客座講師）

碩士諜程

重今與事L (三學分）

曰期· 固月十三至十七日（週一至週五）

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講師王志學博士（本院客座講師）

屯綬害款祠學（三學分）

曰期六月一至五曰（週一至週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講師朱昌鋖牧師（本院客座黷師）

（歡迎教牧同工選修或旁聽）

其他

奎綬是本溱（一學分）

日期三月十二曰（逢星期四起，共八堂）

時閆晚上八時至十時

講師翁偉業先生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

＊現已接受赧名，查詢電語： 303454 

播道敎育中心開幕

籌備多年的播道成人教育中心

將於三月廿八曰（禮拜六）下午三時

假借志道堂舉行感恩崇拜，五時在

中心會址舉行開幕剪綵，歡迎蒞臨

參觀指導。

基督敎敎育諜程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將於暑期

在「志道堂」舉辦教師栽培班，其中

「基督教教育概論」於七月份上課

（若選擇修讀學分，則計入該院課程

之內）。上諫時間七月四日至廿五曰，

逢週六下午二時至六時；導師彭孝

廉院長，學費三百元。歡迎基督徒教

師報名。査詢電話:372243, 353068 

廖先生。

籌備基督敎文化節

由本地多間基督教機構聯合籌

辦的「基督教文化節」現已向政府有

關部門申請場地，盼望可於八月中

的禮拜五、六、曰在噴水池前地廣場

如期舉行。舉辦「文化節」的目的是

畸公開展鷺、講座、戲劇、獻唱及書

攤等多元化活動，讓澳門居民加深

對基督教文化的認識，從而對幅音

產生興趣，繼續探索基督教信仰。

差傳主題：我的宣敎心

今年澳門差傳大會將於九月五

日（禮拜六）下午假借二龍喉浸信會

舉行，大會主顆是「我的宣教心」。

下午三時先舉行青年宣教聯合團契

週會，由白約翰牧師分享，歡迎十五

歲以上青年參加，晚上培靈會邀譜

香港北角宣道會主任蕭壽華牧師證

道 。 兩場聚會皆免費參加。

下環浸信會誠聘同工

下環浸信會因疆音事工曰增，

現誠聘傳道及主任傳道各一名，有

意者可電 966660 査詢。

二龍喉浸信會送舊迎新

「二浸」前堂主任林炎華傳道一

家經禱告、等待多時，終於農曆新春

後喜獲澳洲領事館通知批核移民簽

證，遂於二月廿日中午在澳門機場

乘星航前赴，送行者皆依依不捨，惟

腕願在彼邦事奉更得力，建立當地

華人浸信教會。據悉「二浸」現已聘

請會友梁李佩齡女士新任傳道，且

於三月一曰履新。

家庭服務中心開幕

循道衛理家庭服務中心已於二

月廿八日舉行開幕典禮，該會岑禹

勤會吏、李炳光牧師、簡祺標主任及

澳門社會工作司、教育暨青年司代表

均出席典禮，多間教會及機構代表

致賀，場面熱鬧。

代禱事項 溴門基督教聯會提供 1

溴門是．奇·啟會情心漥

1. 爲籌備受離節佈道會代禱。

2爲準備新一期「三輻」訓練。

3為三月「三禱」隊長醫院佈道代

禱。

中琫是子毓會志道達：

1. 本堂執事羅作詳先生離世安息，求

主安慰他的家人和教會 。

2. 今年事工中心之一，爲推動差傳

與宣教。本會陸輝牧師及「澳門中

信」譚逸雄先生，將於五月「差傳

月」蒞臨證這求主帶領教會有聽

道行道的僊心。

循道衛璞會；·具門壹

1建華小組發展家庭聚會，需要合適

地方和人選參加 。

2教友年初有塡寫立約表，求主賜僊

心和恆心，持守立約志願，並養成

靈修習慣。

恩想疣兒童之家

1李佩華院長、吳小桃和謝美涵同工

已於聖誕節受浸，接受耶穌爲個人

救主。請爲本院院長、同工追隨主

的信心祈禱。

2. 請為招請基督徒家務助理員祈禱，

求脾差派合適人選。

3請爲院童屬靈生活祈禱。

（歡迎每月十五日前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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