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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干矚年
在新天新地裡「海不再有了」，那時候只有平安，沒有懼怕；

只有永恆，沒有暫時；只有喜樂，沒有痛苦；只有聖潔，沒有污穢。

最近在市面上，經常看見 「迎千禧 」 的大型裝飾，迎

接新千年的到來 。 爲甚麼人們稱公元 2000 年為「千禧年 」

呢？原來「千禧年」 millennium 是基督教的神學用詞，形

容啓示錄廿 1 -6 記載撒但被捆綁、信徒與基督同作王的一

千年。現代人借用基督教的神學用詞來形容廿一世紀的新

千年，是否也期盼著聖經中的預言早日實現呢？

聖經預言「千禧年」將有「新天新地」 ， 有關的記

載是這樣的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

裡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聽見有大户主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涙，不再有

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今以前的事都過去

了。坐寶座的說·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 你要

穹上，因這些語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示錼廿一 1 -

5) 

讓我們從這段經文中，一同思想「新天新地」的預

言對今日基督徒三方面的意義。

一．海沒有了

在千禧年的新天新地裡，有天有地，卻沒有海。為甚

麼沒有海呢？原因有四

] 海是可怕的：

海給我們的印象是波涵洶湧，氣勢澎湃，因此，中國

人有句話叫做「欺山莫欺水」。澳門海事博物館有一個介

紹葡萄牙航海事業的立體模型，展現傳說中的海龍王吞噬

海上航行船隻的故事。人類即使有最先進的現代科技，也

始終無法征服海洋。

2 海是暫時的 ．

補網或休息，海是通往目的地的途經之地， 例如我們乘船

往香港，不過是一小時的航程，再遠頂多數小時或數日。

海更非永居之地，從來沒有人移民到海上，也沒人持有「海

上永久居住身分證」。沒有人喜歡長期呆在海上，海上生

活只是暫時性的。

3 海是痛苦的：

與大海搏鬥往往是痛苦的經歷，海上生活一般也是

艱苦的。因此，中國人就以「苦海無涯」來形容人生中的

種種苦難，至於身體上的各種痛症就只好拜託「脫苦海」

膏藥了。

4 海是污穢的：

世界環境問題日盆嚴重，海水污染更令人咋舌。今

日海面漂浮的有燃油、廢料、塑膠瓶，甚至是大型傢俱，家

家戶戶每日產生大量的污穢物，穿過地下渠道統統流入大

海。中國黃河流域由於林木被砍伐，造成沙土流失，河床

積泥，水位提升，帶來洪水泛濫。澳門海面有一奇景， 就

是海水綠黃參半， 其因是珠江三角洲河道湧出大量黃泥水，

淤積在澳門沿海地帶，對來往船隻的航行造成不便，難怪

聖經說 「翻胯的海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賽五十七 20) 。

在新天新地裡「海不再有了」，那時候只有平安，沒

有懼怕，只有永恆，沒有暫時，只有喜樂， 沒有痛苦，只有

聖潔，沒有污穢。這是上帝篦祂的子民預備的國度和居

所。

神人同住

「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 他們要

作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從創世以來，上帝的心願就是要在萬民中揀選屬祂的子民

（出十九 5), 並與他們同住（出廿九 45) 。 舊約時期，上帝藉

著約櫃、會幕 、聖殿等物件象徵與人同在， 可厝因人的犯

罪和叛逆，上帝不能再與人同

海不是久留之地，即

使漁民也不會長留海上，他

們頂多出海捕魚－個月或者

一年， 最後還是要回到岸邊

海玲我們的印象是波濤洶湧，氣勢澎湃；

住，結果約櫃被擄 ， 聖殿被

毀。新約時期，上帝又藉著道

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住在人間

（約一 14), 可惜人類也不領清
因此， 中國人有句語叫做「欺山莫欺水」。

反而將祂釘死。上帝因此就絕



跡人間嗎？不 ＇ 上帝今日仍藉著聖靈「住在眾人之內」（弗

四 6) , 將來更要親自與人同住，實現創世以來的計劃。

雖然如此 ， 人類卻故意要把上帝排斥在歷史舞台

外。一八八二年，著名德國哲學家尼釆說了一句驚世駭俗

的名言「上帝死了。」 這話當時得到許多知識份子的認

同，他們相信隨著科技日漸進步，宗教信仰必定式微 。 及

至一九 0 0 年將臨，蕭伯納 、 威爾斯等多位著名思想家都

以為廿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宗教終結期，上帝必死無疑。

廿世紀過去了，上述名人也成歷史，但基督教信仰依

然無恙，上帝仍活在無數信徒的心中。根據最新一期《言賣

者文摘》的預測基督教在新千年和未來仍將欣欣向榮，

因爲它會繼續扎下新根，收復失去的領地。上帝沒有死去，

祂要住在人間，今日如是，將來更如是。

三 ． 親自掌權
上帝為甚麼要住在人間呢？「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上帝。」這話表明上帝降臨人間的目的乃是要親

自掌權，親自管治祂的百姓。現在尙未是上帝親自掌權的

時代，乃是授權政府統治的時代，所以， 基督徒除了爲掌

權者禱告外，也當順服執政者，因爲他們的管治權柄來自

上帝，他們稱笆「上帝的用人」（羅十三 1 -4) 。

聖經清楚告訴我們任何政權皆源自上帝， 世界終極

的權威是上帝， 而非人。上帝可以將政權交給一個政府，同

時也有權收回，政權的移交，我們都曾親眼見證。政府如

是，個人也如是，人間的權力轉眼即逝， 世俗的成功只是

過眼雲煙 一 這是二千年來人類歷史中的至理。

在過去的歷史中，人類嘗試扮演上帝的角色，結果帶

來的是無盡的苦難。本世紀初，曾是物理學獨領風騷的時

代， 因篦人類發明了人造衛星， 以爲可以征服宇宙， 近代，

這地位被生物學取代，因爲基因工程的發展令人震驚， 無

性繁殖的試驗表示現代人可以取代上帝創造生命了。事實

告訴我們人要代替上帝， 帶來的必然是苦難。中國文革

的十年浩劫，其根源就是人要扮演上帝搞個人崇拜，結果

是眼淚 、 死亡、 悲哀 、 哭號和疼痛。在新天新地裡，這一

切都必成爲過去，因爲上帝要親自掌權。

新天新地是基督徒末來的盼望也是每日信仰的經

歷。作爲一個蒙上帝揀選的子民， 我們今日是否過著「海

沒有了」的生活，讓上帝可以安居在我們生命中 ， 親自掌

管我們的生活。盼望「新天新地」成爲基督徒生活追求的

目標，使我們在新的千年裡，享受在地若天的「千禧年」。

0王大為

我們今日是否過薳「海沒有了 」 的生活 ，

讓上帝可以安居在我們 生命中 ， 親自 宇管我

們的生活 。

莒戔鷓牧會傳道的才1~單戈
澳門回歸之後，雖然未見社會有急遽改變，但是法

律、經濟、教育等等的變化，都會影響信徒的生活和教會

事工。本文嘗試從本地傳道人的角度，淺談牧養教會所面

對的挑戰。

眞理的敦導： 幾年前的教會普査指出 ， 澳門信徒的

平均學歷 ， 比澳門居民的平均為高。但是，教會內部，閱

諮靨靈書籍和鑽研聖經的風氣，似乎並不普遍。側聞某些

組織，以發揮個人才能，甚至以「令基督徒成篦更好的基

督徒」爲號召，也可以引人加入（何謂基督徒？教會以外，

可以教人成爲更好的基督徒？奇怪！）。本地信徒有系統

地學習聖經 ， 主要仍靠崇拜講道 ， 所以傳道人在解釋聖經

方面 ， 必須多下功夫。雖云教導不是單憑書本知識 ， 但是

無可諱言，本地同工的神學裝備必須加強，才足以回應教

會和時代的需要。看重教焉聖經，需要教牧和教會雙方面

努力 。 提高教導質素，使信徒對真理認識清楚，也能提升

個人佈道的能力。

眞王里日勺 至星 足戔： 澳門地方細小，各人的日常生活 ， 街

坊心中有數。在充滿各樣試探、不公義，和面對經濟壓力

的環境下，傳福音者勿忽略自己的見證，須知要作「道的

實踐者，方為道的傳播者」。積極佈道之餘，還要注意家

庭生活，金錢的運用，和關心釷會。互相勉勵按聖經的原

則過信心生活，不要同流合污，也不冷嘲熱諷，以愛心領

人歸主。長遠而言，堂會除了建立本身的栽培系統，傳道

人和長執還要長期合作，陪伴僊徒經歷人生的不同階段，

以活潑的信心面對人生的各樣挑戰。

澳鬥基督教會發軔惟艱，但在內憂外患中，能夠保

持增長甚至植堂 ， 教友 、 學生和同工遍佈世界各地。經過

百年歷練，今有堂會六十間 ，學生人數約佔全澳學生一成，

社會服務逐年增加。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宣教士和同道

先賢的美好見證。本地教會要承接前人的工作，當以自養

自傳為目標 ，本地同工則要不斷成長，累積經驗開創新機，

帶領教會承擔傳道與服務的使命。

0廖卓堅（基督教聯會執委）

傳福音者勿忽略 自己的見證，須知要作 「 道

的實踐者 ， 方為道的傳播者 」。 積極佈道之餘，

還要注恋家庭生活、金錢的運用和 關心社會。



f言甄起不亻言

齟｀！ ． ＿ 要回應弟兄姊妹涉及理性與感情的信仰

掙扎時 ， 不論答案如何精闢獨到 ， 效果總是大打折扣。例

如 教會男女不平衡 ， 弟兄姊妹與不信者談戀愛，是否情

有可原？如果要一個原則性的答案是很容易，但接受與否

就不得而知了 ， 有的反指看法不合時宜 ，一於我行我素。

沒錯，只憑屬靈的高言不但無助解決問題，有時更

不自覺地傷害了人家的自尊心。所以處理弟兄姊妹類似的

問題時，確實需要多一份同感心和耐心，隨便拿「信與不

信不相配」的經文來處理 ， 又怎能叫大家坦誠分享內心的

掙扎呢9 更不必出言恐嚇，刻意醜化這樣的人 ， 事實上有

好結果的例子也不少。弟兄姊妹既有勇氣把問題帶來 ， 牧

者應多點忍耐和體諒 ， 陪伴他們走過這段似霧般的迷離仄

徑 。

筆者不是戀愛輔導者，沒有作過深入研究，只能分

享涸人主觀的經驗，盼望給弟兄姊妹一點提醒

l 健康的戀清 ， 必須經過友誼的階段， 若一方末信，這

是大好機會幫助對方明白福音，讓對方多了解我們信

仰生活和人生觀 ， 我深信美好的生活見證和價值觀是

可羨慕的。既然人家對我們有好感 ， 我們也不必反應

過敏，拒所有人於千里外。說不定他們也是尋求真理

的人，試問把福音介紹給對我們有好感的人，豈不是

很自然的事嗎？除非我們根本從未認真面對自己的信

1青丰f可犀？
仰。再者，請緊記彼此有好感，不等於一見鍾情，過

於浪漫只會徒添煩惱。

2. 男女純友誼交往 ，不是沒有可能的 ，只是不容易做到 。

而且人會日久生情，不知不覺墮入愛河，進入初戀的

時候，人是迷醉的，因此更要多多禱告，提高警覺。

這時雙方都會有所要求，對方在信仰上的態度，往往

可以成爲繼續發展感清的明確指標，因爲與一個道德

價值迴異的人相處或做朋友已經非常困難，更何況作

戀人呢。

3 也許有人會問，若對方裝模作樣又如何呢？這個我倒

不擔心， 除非是一廂惰頤，否則日子久了 ， 真我一定

表露無遺。這方面教會的群體生活可起積極作用，痴

心只會令人眼瞎 ， 這樣的感情有如一支拐杖，倒頭來

只有單方面的犧牲和付出，患得患失地發展感惰 ， 很

不好受。

可能讀者心裡仍然在問 是否存在「情有可原」這

簡單的問題？老實告訴你，在真理面前沒有「情有可原」'

我只是深有體會箇中困難，盼能給你找到一點亮光，多走

一步。其實戀愛從來沒有師傅的，只是我曾失敗，不願別

人步我後塵而已。再一次提醒你 ， 不要輕信「情有可原」，

這四個字已令很多弟兄姊妹走錯太多的路了。

O牧者

共 化 湞息 九九年醫院報佳音
基督敎聯會會員大會

自一九九四年始，澳
本年度會員大會於十

鬥醫療事工協會每年均籌辦
一月廿九日晚召開，接納

鏡湖及山頂醫院聖誕報佳音
多間教會及機構成為會

活動，藉此關懷病患者。今
員 。 目前，聯會成員共有

年該會有三十一位義工於十
20 間教會及 16 間機構。

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半至八

澳聖校友聚會 時半往山頂醫院，十八位義
澳門聖經學院校友會 工於十九日下午一時半至二

曾於一月三日在京澳酒店 時半往鏡湖醫院報佳音。每

舉行新年聚餐。據悉該院 位探訪義工均頭戴紅帽子，

自 1982 年成立以來，共有 唱著悅耳的聖誕詩歌在病房

55 位全日制畢業生，城市 及走廊穿梭，向病者報佳音

宣教文學碩士 8 位，全職 及派發聖誕禮物。

事奉者 42 人，其中廿多人 歡迎各教會兄弟姊妹

仍留澳。 參與醫院探訪的事奉，澳門

2000 年讀經日引 醫療事工協會已安排今年上

1 -3 月季本，可往各教會書
半年每月的第二及第四週日

局免費索取，派完即止。 下午 2 : 30 - 4 : 30 往山項醫院

澳門基督敎互聯資訊
探訪，有意者語致電 2992

168 - 34 5 聯絡朱慧德或 68 1 9
http://macau.ctm.net/~macautms/ 918 聯絡吳婉儀。

文字協會提供，歡迎瀏覽。

~ 

圖為山項翳「完辛ll.佳音義工

第一次探訪的成妥

聖誕前夕和兄姊們一起去山頂醫院探訪患者，是我

第一次參與這項探訪活動，感覺是既新鮮又興奮。我們一

邊輕聲唱著聖誕歌，一邊走進病房送禮物 ， 表達基督徒對

病人的問候。我覺得自己猶如小天使般向每一位病人傳播

福音「耶穌愛你口 探訪義工 ： 王啓天

士命的另一番體會

作爲探訪義工，使我獲盆良多。在探訪中 ， 我學習

怎樣關心 、 安慰病者，改變過往不善表達自己清感的習

慣。看到那些飽受肉體 、 精神痛苦的病人 ， 令我對生命另

有一番體會，使我不再專注自己身上的不幸事情，以感恩

的心享受神所賜的每一天。 探訪義 工: Salina 



I 5: 奧鬥鎏印*1'~乩,r.,-J)BI暈·
慶回歸綜合晚會

澳門基督教會於 1999年 12 月

19 日（回歸夜）晚上7:45-12:45在

大三巴牌坊前舉行綜合晚會，這

是澳門回歸夜四大戶外慶祝活動

之一，也是當晚唯一的宗教性活

動。節目內容包括文娛表演、詩

班獻唱，並由蔡元雲醫生購道。

整晚節目觀賞孝逾萬人。

慶回歸大巡遊

翌日中午，澳門基督教會亦

參與慶回歸巡遊活動，由澳門浸

信中學200位學生組成的方陣，手

持代表眾教會的衫旗和寫有「澳

門回歸共創新機，主賜平安，耶

酥愛你」的拼囧字板，在「耶綵

愛你」的基督教花車率領下，浩

浩蕩蕩地走過主禮台，宣告「榮

耀歸神，平安歸人」的信息。

上述活動由澳鬥基督教會慶

回飼委員會的辦，耗資約十三萬

澳門元。

i 下圄．基督教花車

九九聯合報佳音
澳門基督教會於1999年 12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 10 : 00-12 : 00

在大三巴牌坊前舉行回歸後第一

次報佳音活動。今年參與教會逾

廿間，詩班員約百人，並由楊懷

恩牧師宣講「基督耶酥降世為要

拯救罪人」的主題信息。

右圄聯合诗班獻唱聖誕歌

左超．黃汝桑、奚秀蘭及其丈夫謝嘉亮臥唱許歌 培正中學生 朗涌「美尾的澳門」

f 上圄：聯合詩班獻唱 」下囹．回歸晚會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