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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存t禕．傳統；、的一點體會
既然是傳統，不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就不太容易割捨，好像人秦成了閤慣一樣。

在摩西十誡中，孝敬父母是談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誠

命中的第一條，也是一條帶著應許的誡命，可見這件事在

基督教的重要性 。 孝敬父母是要在父母還在世的時候就要

孝敬，而不是父母在的時候不太注意 ， 等到父母過世時再

後悔 ， 用些儀文和形式來安慰自己就來不及了。

表明立場是必要的，只是

基督徒要發揮智慧，好好思想

應以怎樣的方式，選擇怎樣的

時機，並且在禱告時提上，再

以温柔恭敬的心向家人說明。

中國人祭祖的傳統主要是根源於一般民間信仰的魂魄

之說，但這種說法實在不合理。但既然是傳統，不論是好

是壞， 是對是錯 ， 就不太容易割捨，就好像人養成了習慣

一樣 。

這個問題也曾困擾了我 ， 當時確實和父親有些衝突，

彼此不太愉快。事後我一直反省那時的作法（拒持香祭拜

而以鞠躬代替）對不對？自知持香對我個人來說並不具任

何意義 ， 但我的家人並不是如此認爲，藉此機會表明立場

也點破其間的問題應該仍是好的 。 從此以後就得以不被迫

拿香祭拜了 。 剛開始時，父親確實有些不悅，但慢慢地，

我發現這些話在他心中起了作用，從旁得知他也接受了我

的看法 ，認爲我所說的有理，只是因爲傳統 ，實在不易割

捨。

後來在一次讀聖經時 ， 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記載著耶

穌十二歲時他和父母按例到耶路撒冷守逾越節，期滿後耶

穌父母回去卻不知耶穌仍留在耶路撒冷，走了一天路程就

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 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找 。 過了

三天，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 凡聽見的

就希奇他的聰明和應對 。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他母親對

他說，我兒 ， 爲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 看哪，你父親和我

傷心來找你。耶穌說，爲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

父的事爲念麼？他所的這話他們不明白。他就同他們下

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事都存

在心裡 。

看到這段心裡實在很感動，耶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

樣，回想當時自己的態度不夠溫柔謙卑很是後悔。

其實這問題最重要的關鍵可能在於態度上 。 表明立場

是必要的，只是基督徒要發撣智慧，好好思想應以怎樣的

方式，選擇怎樣的時機，並且在禱告時擺上 ， 再以溫柔恭

敬的心向家人說明。我想信大多數明理的家人多會諒解，

甚至在他們心裡多少有些影響。倘若家人仍堅持，我的看

法是暫時先順從父母吧，上帝明鑑我們的心，多在禱告中

將家人交托在聖靈的手中，待日後找機會再和家人溝通。

當然我的看法不見得就是對的，最重要的是好好地禱告，

求聖靈引導，然後還是要看情況來判斷 。

01. 元柯（摘錄）

草里桑裏＇」丶品

【我願意】英圈某教堂有一個婚禮正在舉行，當牧師
證婚時，他問新郎說：「你願意娶瑪利篦你的妻子，終身

愛她麼？」新郎因篦太緊張， 一時答不出來。等了很久， 瑪

利轉身低聲對他說：「你要說：我願意呀＇蠢才！」於是，新

郎大聲對牧師說：「我願意呀＇蠢才＇」

【 牧師失眠 】 一牧師常失眠於是他教會中一位醫
生，該醫生是他的會友，經常聽他的講道。牧師和這位

醫生談了一會之後，醫生對他的牧師說「你所患的失眠

証， 根本不需要說藥，你每天晚上臨睡之前，把你上一主

日講道的「講稿」照讀一次， 講到一半，我相信你已經

想睡了 。因爲你每一主日講道時， 講到一半，許多會友

都打瞄睡了 。 」 （蘇佐捲）



至聖「真道 _j 的自建

釋經講道的再思
至聖眞道的自建－ 一 「忠於聖經」

「福音」就是「好消息」。相信每位信徒在宣講或傳

福音時，都帶著這個信念；但往往在面對新思潮，後現代

的挑戰時，我們卻努力嘗試建立匯區音與思潮之間橋樑，如

何建立上帝的道在新的語言體系或境況中的適切性？甚至

加上不少近代的心理學、企管學、社會及哲學等新理論來

作宣講的依據及牧養的模式，在表層上是加以現代化包

裝，但實質卻是以外加的東西來容許「道」的存在（因而

扭曲）刃這樣卻把「真道」變作工具，當作我們達到目的

上功能或手段，眨低並漠視「真道」的權威性及自主動力

性（自我啓示） 。

有時將自己想知道的問題加

諸聖經上，強要聖經作出回應，

把聖經的觀念變得不倫不類。

再者，在今天有不少信徒把「解經」與「靈修」分

家 。 他們認篦在靈修讀經時不需要詳細明白聖經的意思，

只須選取一節自己喜愛的經文（甚至一個詞語）來反覆默
憑最重要的是這一刻能否感受上帝的同在及是否有所「得

著 」 、有沒有「亮光」，有時更將自己想知道的問題加諸聖

經身上，強要聖經作出回應，把聖經的觀念變得不倫不類，

如：通書占卜一類；對聖經本身的上下文脈絡、文化處境

等非常重要的因素卻完全忽略了。「真道」只是個人化丶

私有化，同樣不是忠於聖經，如何能「明白」聖經呢？又

怎能體驗詩人對「真道」的味兒（詩十九 7-10) 。

所以傳道者在發現福音信仰的時代適切性，必先聆

聽聖道處身在這世代中的自己說話。所以宣講聖道的關鍵

不在於如何向「後現代」傳講，而在於在後現代思潮衝擊

下仍須正確地認識及解釋真道。

「真道」是並沒有用簡單金句式來教導我們，更沒

有用神秘預言（如聖經密碼）來揭示上帝，而是透過作者／

編者、語言／文字、歷史／文化 、 文學／髒裁、人物／故事丶

詩歌／敘述等方式寫成，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若要真正尊重聖經，我們理當按照聖經經文本身所

啓示的方式來理解它想什麼。

傳道者的責任與使命－－按正意分解眞理的道

講道的經文一定毫無例外地來自神的話語。講道者

首要的資格就是認識我們神聖真理的守護者（提前六 20;

提後一 12- 14) 、福音的受託人（帖前二 4) 、砷奧秘事的管

家（林前四 1 -2) 。

傳賽思講得好：「傳道人最重大的責任之一，就是維

護聖經的原意，脫離一般人對經文的印象，脫離拘執字的

觀念 －－－－－ 把聖經降格為宗教的剪貼簿，斷章取義的使用

一些經節、詞句。…．他必須培養以更加自由、大段丶

按組織結構來講解聖經的習慣，使每一部份對其富生命與

福音的整體，都發揮最大的價值，並且使此整體連於人類

歷史的大脈絡中。」

Gustaf Wingren 教授曾說：「釋經者只需成篦經文的

喉舌，砷的話便會被傳開 ． ． 真正偉大的講道者其實就是

《聖經》的僕人。當他們講道時，砷的話在經文中閃爍，

人聽見砷的話． ． 經文本身就是聲音，是砷的言辭；講道

者是喉舌，會眾的耳朵聽見聲音。砷的話被傳開，進入世

界，攻破仇敵的壁壘，進到壁壘中的囚犯面前。」

用正確方式「解釋」聖經和「明白」聖經是靈修的

重要根基，不能本末倒置 。 因篦在聖經作者或編者是用心

良苦地用各種文學手法（如重覆、對比、段落、結構、修

辭等），加上當時的歷史、文化、社會等處境，來表達他

想傳遞的信息，比方在邏輯情境所示中，我們可以更清楚

了解由經文核心到整本聖經的次序：

1/ 經文（單字研究、文法及語意）；

2/ 上下文（句子分析）；

3/ 主要段落（故事進展）；

4/ 全書（目的／大綱／平面圖）；

5/ 作者（決定作者的用意）；

6/ 新／舊約（視經文爲整體的一部份／應用平行處）

7/ 整本聖經（視經文篦整體的一部份／應用平行處）

8/ 風格（限定語言遊戲的法則）

用正嚀方式「解釋」聖經和

「明白」聖經是靈修的重要

根基，不能本末倒置。

若是這樣，我們可深入地、系統地了解經文的脈絡，

並可從文法歷史研究法 (grammatico如storical analysis) 來

釋經，表明經文的闡釋必須符合其歷史淵源及文法結構，

故此我們若能夠先用正確方法理解聖經、明白聖經，再反

覆思想、咀嚼默想，聖經才能成篦信徒真正的靈糧，叫人

生命得以成長。

O冼錦光（頌愛堂傳道）



基督徒約三磧璽
戀愛是找一個共走一生的人，所以十分重要，也需要主客觀＾的條件醚合。

一、找結過婚的長輩輔導：

基督徒決定跟另一人談戀愛時，多半會去找一對認識

雙方而且結過婚的長輩（也不一定要多長，只要認爲水準

夠就可以了）當自己和她的輔導。甚至決定開始之前就先

與這對輔導接觸，以免自己因爲經驗不夠或瞭解不足而做

出錯誤的決定。

當感清遇到挫折、誤會、轉捩點，而不能輕易解決

時，能有一對受自己尊敬，而瞭解兩人狀況的長輩來調解

或幫忙，將使自己和對方無由或因瞭解不夠產生的誤會可

以解決，做重要決定時也有人可以幫忙出主意。

關係確定後，像大家公

開，以免有人不知道而誤入情

綱造成傷害。

二丶研讀關於男女差異和婚姻交友一類的書籍：

基督徒認爲戀愛是找一個共走一生的人，所以十分重

要，也需要主客觀的條件配合。所以不能無知的說談就談，

所以一般都會建議適合交友年齡的青年開始看一些這方面

的書 ，瞭解男女的差異與婚姻的目的 。

開始談戀愛後，那更是要認真努力研讀這方面的書，

另外教會的出版社也提供一些幫助交往中的男女彼此認識

的「戀愛共同討論材料」，讓彼此除了風花雪月的交往外，

也對彼此的個性與背景有更深入的瞭解。

三、遣免身體的過分接觸：

基督徒深知自己是蒙恩的罪人 ， 尤其是男人的欲望比

較難以控制，所以會彼此提醒對方控制身體的親密程度，

以免讓自己在還不是很瞭解對方的情況下就有了太過分的

身體接觸 。

身體的接觸是只能進不能退的，所以事先有所防範才

好，大家都會建議約會的地點不要在太暗的地方，不單獨

在房間中。至於尺度問題則由男女雙方自訂，或由輔導幫

忙建議。

四丶積極瞭解對方的背景與個性：

通常基督徒談戀愛以後，初期會開始深入介紹自己的

身家背景與個性，也會藉由一同看電影後的討論或一同讀

聖經或作彼此認識的討論材料來深入瞭解彼此。除了自己

彼此提醞對方控制身

體的親密程度，以免讓自

己在還不是很瞭解對方的

情況下就有了太過分的身

體接觸。

的優缺點以外，還有自己家人的狀況，因爲知道婚姻不只

是兩人的事，也是兩家的事。

五、公開與專一：

關係確定後，像大家公開，以免有人不知道而誤入情

網造成傷害。雖是戀愛，基督徒也被教導一次只與一個人

認真尋求是否可以共走一生（談戀愛啦！）。所以「專一 」

是一定的要求 。

六、不隨意説分手：

正如開始戀愛是必須經過謹滇小心的評估，要分手也

是如此。要有足夠的正當理由，彼此說清楚爲何確定對方

並不適合與自己共走一生 。 這時輔導們的角色就很重要

了，幫助兩人找出該或不該分手的原因，並幫助彼此建立

日後的關係。

。熱哲民（摘錄）

草堊渠黍 4丶品

【中文 1支衿其文】 王戴先生曾向西國弟兄說
「我們中國的聖經比外國的聖經好，因我們中文是從

上到下，讀時只是點頭點頭，而你們英文的聖經是從左

至右，讀時只見擺頭擺頭。」巴不得我們對於砷的話，都

能從心裏說阿們，點頭、點頭齊讚美主。

【盼望甬者兼 1名】 有位主日學老師向班上的
同學講述「財主與拉撒路」故事［路十六章］，講完後他

問學生「孩子們，你們要當財主還是拉撒路？」有位男

孩子回答說：「我希望活著的時侯當財主，死後當拉撒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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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讀緑營

日期 2000 年 5 月 6 日

合辦澳門讀經會、下環浸信會 、 志道堂 、 華人基督會 、

澳門紳召會（査詢 353774 讀經會）

夫使之．城－福音電影晚會

日期 2000 年 5 月 6 日（六）晚上八時

地點澳鬥浸信教會（白馬行 41 號）

主辦澳門浸信教會傳道部

生命樂韻一音樂佈道會

日期 2000 年 5 月 6 日（六）晚上八時

地點．二龍喉浸信會

主題生命樂韻—盧得生博士音樂佈道會

「澳聖 _J 畢業典禮

澳門聖經學院第十五屆畢業典禮定於五月廿六日（星

期五）晚上八時正假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馬大臣街 5 號

A) 舉行。應屆畢業生包括各項研究文憑、神學士及證書

等十四人。

「澳聖」成立於一九八二年，學生多數來自港澳兩地。

歷屆畢業生有七十多人，約有半數在澳門從事教會工作。

今年畢業典禮由龍維耐醫生證道，張天和牧師訓勉，並有

該院詩班獻唱。歡迎各界人士出席，共證主恩。

宣敎學習團本月截止報名

日期：本年八月十八至廿六日（共九天）

地點：中華福音使命團（簡稱「中禰」）泰北工場

目的 讓教會的牧者 、 傳道、差傳領袖親身在宣教工場

作跨文化的宣教學習和體驗。

內容．跨文化的課堂理論 、 認識與體驗 、 反省與討論。

人數： 20 人（若人數太多需甄選決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費用 · 港幣伍仟元正

顧問：朱昌釒對牧師（中福國際總幹事）

査詢 請電 6673 880 聯絡澳門中輻宣教士王大為

截止報名．五月十五日

四 救世軍祐漢堂

社工乙名：協助本堂推行社區服務和輔導工作。應徵者須

社會工作系畢業，基督徒優先考慮。

福音幹事乙名：協助教會牧養和福音工作，應徵者須篦基

督徒和中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有意者睛親繕履歷表，附教牧推薄信及要求薪金，寄：

澳門黑沙環菜園路 253 號寶暉海景花圍地下T舖，査詢電

話 ： 425367 。

回歸單張卑費供應

「回歸與平安」福音單張乃由本澳基督徒文字協會同

工專爲九九回歸撰寫，並由香港聖經公會免費印贈四十萬

份供澳門教會使用。現尙有部份存貨可供教會／信徒免費

索取，有意者可親往「趣之都」書局査詢。

福音閱覽室開放

澳門華人福音聯絡中心轄下的「澳門華人福音閱覽

室」設於白馬行龍安園 1 號 3 樓供青少年學生免費使甩

開放時間第每日下午 2 :00-6 : 00 。該會設「華福之友」會

員制，會員年費 100 澳鬥元 ， 送地址記事本。査詢．

3227 14 。

I 洎息預声

活動 澳門基督敎文化節

日期 2000 年 7 月 1 -2 日（星期六 、 日）

地點高美士中葡中學（塔石球場對面）

內容教會／機構暑期活動巡禮，青年團契康樂日，

基督教現代音樂晚會，余德淳親子講座． ．．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少年讀經營

日期 2000 年 8 月 27-29 日（星期日至二）

主辦澳門讀經會（電:353774)

活動 差傳嘉年華

日期 2000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內容．下午三時至五時 聯合團契

晚上八時至十時 差傳培靈會（黃克勤主講）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聯合培靈會

日期 2000 年 10 月 19-2 1 日（星期四、五、六）

地點志道堂 講員余達心牧師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聯合佈道會

日期 2000 年 11 月 10- 11 日（星期五、六）

時間星期五晚，星期六午、晚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講員．陳恩明牧師

見證廖卓堅，李立勝，關淑鈴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一大會擬於星期六下午增設兒童佈道會，
有恋合辦的圍體請電 6673880 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