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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三星量量..
不要讓錢財虛耗你的生命， 要利用錢財增加你的人生價值。

人人都想過一個幸福的生活，而幸福似乎少不了財

富。於是許多人的人生只舄看追求財富。財富果真能治人

帶來幸福的生活嗎？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否全憑財富多少

而定呢？請聽那影響全人類歷史，被各階層的人信奉篦救

主的耶穌基督怎樣論及人生與財富吧！

主耶穌論到人生與財富時說 ：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

道豐富」（路十二 15) ; 也就是說，人生的意義不在乎財

物富裕。爲著解明這一點，祂又講了下面的比喻（路十二

16-21) 。這個比喻中財主被稱爲「無知的人」，這不是說

他沒有學問才幹。從上文看來，他倒是一個很會經營財富、

很會策劃他的事業的人。雖然這樣，他還是被算篦「無知」'

因篦他不知道人生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主耶穌藉這比喻指

出人生的幾項真理：

一 、財物富裕憂慮反而增加

人總是以爲貧窮的時候才會憂慮，有了錢就不用憂

慮；事實上，貧窮固然有貧窮的憂慮。有錢也有有錢的憂

慮。窮人只要為衣食憂慮，富人的憂慮可就多了。他們雖

然不愁衣食，卻爲他的錢財的安全發愁 ： 怕被人偷竊，怕

綁票，怕勒索，怕美金貶值，怕親友前來借貸，怕慈善機

關募捐…..。所以人生的目的，若只不過想多找些錢好過

舒適生活的話，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他們所得著的只不過

是換了一類型的痛苦，而且痛苦有增無減。

二 、 重視財富增加自私

這比喻中的財主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典型。他說 ： 「… …

我的出產. .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好收藏我一切

的……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他所有籌算都是爲

「我」。凡是重視錢財的人都必定自私。自己辛苦賺來的

錢豈能讓別人分享？現今世人以金錢兌至上，所以現在的

人也最自私。

三 、財物積存無補於靈魂的飢餓

這無知的財主收藏了許多糧食，然後對他的靈魂說 ：

「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注意，

他積存屬物質的糧食與財物，卻想叫他的靈魂飽足；豈知

靈魂不吃飯也不喝

水，財物怎能叫靈

魂飽足呢？這正是

今日許多人的錯

誤，以爲只要物質

進步，經濟富裕，

人類就有安寧。事

實上現代物質的進

步，比起以往的世代，何止一日千里。人類生活的水準普

遍提高，但人類不論個人、家庭 、 社會或國家，卻比以前

更不安寧。

四丶財富增加生命減短

人們總是喜歡把富貴與長壽連在一起講，彷彿富貴人

家多半長壽。貧窮人家多半短命；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

有錢的人不一走會比窮人更長命，倒可能更短命；因爲有

錢的人要為錢思慮，又縱情逸樂，應酬多，要應付的場面

多，生活比窮人更緊張。親愛的朋友，你是爲誰作錢財的

奴僕呢？如果你的兒女有志向，用不著你的錢；如果你的

兒女沒本事，遲早會散盡你用血汗所積存的錢。不要讓錢

財虛耗你的生命，要利用錢財增加你的人生價值。

五 、 怎樣才是眞正富足

聖經說·「你們如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

富足，卻爲你們成爲貧窮，使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篦

富足。」主耶穌本來富足爲我們成篦貧窮，是指祂爲我們

離開天上的榮耀而降世爲人，「且死在十字架上 」 （腓二

8) 。我們一定要先跟神和好，按真理行善，才可以有永恆

的價值；我們也不能憑己力行善使自己成爲神所喜悅的

人。因篦沒有人的善行可以夠得上神的標準。而且人的道

德標準日漸低落孌更，與砷的要求愈離愈遠。

領受基督的生命，才可以過富足的靈性生活；按祂的

真理而行，才能得砷的喜悅；藉著祂作爲我們進到神跟前

的道路，才能叫我們所有的善行或捐輸積存在永恆裏，成

爲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0陳終道（輯錄）



傳福音給貧富＾
「傳福音給貧窮人」，近年來，日盆成爲宣教學者和

推動者在新世紀的宣教目標和策略上的共識，其理據主要

如下：

-) 聖經基礎神沒有忘記貧窮人。在舊約聖經中，

砷是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胂，祂關懷貧窮人的需要，並將

關顧在社群中有需要的人的責任托付了祂的選民。（利十

九 9- 10 ; 申十五 7- 11 、廿四 17-22 等）在新約聖經中，耶

穌基督在其「使命宣言」（路四 18-21) 中，更明確的將

貧窮人的需要放在首要的位置 。此外，無論從主耶穌的生

平、使徒的言行，我們均可見證他們對貧窮人需要的積極

回應。主的教會，在二十一世紀裏，豈能對近處或遠方倨

大的貧窮群體的需要無動於中，我們豈能不愛神所愛，並

效法主，在屬天及物質的需要上，祝福他們？

二） 實際處境樂施會及世界銀行在萬維網中的資料

告訴我們：世界六十億人口中有四分一人活在窮困中。每

日有三萬五千個兒童死於因貧窮帶來的疾病。此外，全球

每五人中就有一人不能享有基本的社會服務，諸如醫療、

教育、潔淨的食水和足夠的食物。教會的使命是傳福音和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然而，怎樣才能有效的將福音傳給貧

窮的人？我們能否只關心人的靈魂，不顧他們身體上的需

要，而任讓他們在疾病和饑荒中度日？我們能否只關注人

得救的問題，而不理會他們在極度的貧困中過活？我們如

何才能落實去憐憫和愛這些砷所愛的人？

三 ） 宣教策略宣教的目標是要完成主的大使命 ，那

就是將天図的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然而，迄今

福音未及之民大部分都是貧窮人，在福音未及之民的世界

中，包含了百分之八十五全球最貧窮的國家。從宣教的角

度看，在「 10/40 之窗」內的貧窮人，差不多是福音未及

之民的同義詞。在新的世紀，我們若要實實在在的完成大

使命，就斷不能忽視向貧窮人傳福音。差會和宣教士對貧

窮人的宣教工作應抱更開放的態度，教會也當積極的支持

向貧窮人見證基督的大愛。

現在確是坐言起行的時候，讓我們在人生觀和價值觀

上，因著聖經的教導作出改變。求主開我們的眼，讓我們

看見貧窮人的需要，願意過簡樸的生活，並更樂意的將從

砷而來的祝福與近處或遠處的人分享。此外，讓我們同心

禱告，求主打發更多工人，不論以專職或帶職的宣教摸式，

投身向貧窮人的宣教工作。

向國這乜逢傅崮音
預估主後二0二五年，世界人口將達到八十三億，而

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口（約廿一億）屬於貧窮人，住在第三

世界的大城市中。而主後二o-五年，全世界將有廿一個

城市的人口超過一千萬 ，包括：巴西聖保羅、雅加達、馬

尼拉、曼谷 、上海、北京、東京、新德里、加爾各答、開

羅、紐約、洛杉磯…等。

因人口都市化，大城市的貧民區中擠滿了窮困丶失業、

失學、無家可歸的人，他們亟需幫助，而這情景正如主耶

穌當年所看見的－－許多人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這也是德蘭修女終其一生獻身在印度貧窮人中的主要原因

之一。

求主的靈膏我們，傳好信息給貧窮的人（賽六十一：

1) 。主說，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

十二 : 48) 。 我們何其幸福地生活在富裕的社會中，更要

篦向貧窮人傳福音的事工多禱告 、多奉獻金錢。在生活中

力行儉樸外，還要以實際的行動來關懷他們。

同時，我們也要顧念回教世界中更多失喪的靈魂。

回教世界遍佈中東、北非和東南亞等地區，有十一億

的回教徒，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回教徒從來沒有聽過福音，

是全球最大的福音末得之民。回教也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宗

教之一，尤其是亞洲地區；全世界回教徒分佈最多的地方

是在亞洲，而不是一般人認爲的中東或非洲。

全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國家，其排列順序篦：印尼

(182,200,000) 、巴基斯坦 (136,000,000) 、孟加拉

(11 5,000,000) 、印度 (108,600,000) 、伊朗 (63,900,000 ) 、

土耳其 (61,000,000) 、埃及 (51,600,000) 、奈及利亞

(40,200,000) 、中國 (29,100,000) 、摩洛哥 (29, I 00,000 ) 

等。

這些龐大的數據，所代表的意義爲何？當我們向中國

大陸傳福音時，是否忘記、忽略了在中國的土地上也有無

數的回教徒。同樣地，東南亞有許多華人教會，他們是否

曾關心在其周遭－－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回教徒的光景？我

們該以何種途徑和方法來向他們傳福音，是值得反省和思

考的。

。曾家彬（摘自《宣教瞭望》）



畫蕈－－－浮沙世代的磐石
這認信是逆流的認信 ， 不識時務的認信 ， 更是挑戰性的認信 。

我們身處的世代是一個既紛亂又浮淺的世代。這世代

個人主義高舉、相對主義流行、物慾機流 、 家庭解體，市

場經濟將人性扭曲，政治現實使人無奈，而排山倒海而來

的所謂資訊將人心靈佔據，使人失卻內在的空間，火少人

不再思辦更高的精神價值，也不再尋求更深的關係或生命

經歷，他們只爲經濟成就營營役役，爲攀附權力體系而竭

智盡力。然而亦因如此，人的心靈極度枯竭，以至很多人

饑不擇食地以各形式的信仰滿足心靈的需要。

耶穌基督所處的時代何嘗不是如此？也是一個紛亂浮

淺世代。當時的猶太人社會在羅馬政權的壓迫下，受扭

曲。民族的強行融合，使多元主義成毘一種文化的破壞力

量而不是一種成全力量。政治的矛盾，宗教的矛盾真實而

嚴重，卻在羅馬帝國的武力下被壓下去。人只有將一切精

力放在經濟的開拓上，亦因如此，人的生命被平面化。

馬太福音十六章記述了耶穌事奉的關鍵時刻．他第一

次向門徒清楚地表露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殺。在他表

白之前，他要知道門徒到底瞭不瞭解他是誰，他事奉的目

的是甚麼。這一刻標誌著教會奠基抑或埋葬於歷史事件堆

中關鍵性的一刻。耶穌稱這時代爲「邪惡淫亂的世代」（太

12:39, 16:4), 不單因爲他們失去了委身信仰的能力，也是

他們心靈空盪，向一切信仰開放，生命被眾多旳邪惡的靈

所佔據（太 12:43 -45) 。

耶穌向門徒表露真實身分的地方是該撒利亞腓立比的

地區。這地區可說總結了耶穌對這時代的透析。該撒利亞

腓立比是一個既極度世俗化又充滿宗教多元衝擊的地方。

這大城市是希律兒子腓力治下的地方，以表揚凱撒大帝作

爲神而取名，政治權勢神化，是其象徵意義。除了供奉凱

撒的神廟，城中還有很多供奉希臘羅馬諸神的廟宇，單是

拜巴力的廟便至少有十四座。這裡的多元宗教代表著靈

性的混亂人心靈空盪，要揚抓住一些信仰，卻又不肯委

身地確信，以至在信與不能確信之間排徊。

港澳、台灣、中圍也正處於如此的一性的混亂中。在

香港，各形各式的混雜的民間信仰或泛神主義或奉一己為

神的信仰， 充塞著我們的城市。我們城市充滿活動 、 發展，

卻沒有靈魂。人在經濟競逐的壓力下，在權力遊戲的緊張

中，在爲口奔馳的無奈中，在體驗生命中，以舒解心靈張

力、不要求委身的宗教麻醉內裡的不安。八十年代 「大趨

勢」 (Mega Trend)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宗教爆炸的時代，我

們在香港已慢慢見到這趨勢的浮現。

與此同時， 有不少人就像腓力一樣，將代表絕對權力

的凱撒，高舉至紳的地位，以其意向篦價值所在。腓力攀

附權勢因而成启既得利盆的集團之一。今日， 香港不少

人不顧公義 、 法理而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盆，同樣也因

爲利之所在。權力雖末至於奉爲胂，但權勢之用卻是今日

重要的價值取向。

耶穌問門徒「人說我是誰？」門徒所聽到有關耶穌

的詮釋都是非常正面的，充滿讚譽的。他是偉大的先知的

再現，是「基督降臨」的先兆，他是一位宗教領袖，一位

導師， 一位引路者。人說他是甚麼不重要， 「你們說我是

誰？」這問題才是最關鍵的。這是每一個世代都需要回答

的問題。香港教會如何回答這問題？他是意識形態的典模

(ideological paradigm)? 政治解放的精神代表？個人由沉

淪到救贖的一道橋？

「你是基督！」 你是那受膏者，你是那差來掌權的，

神的國度的統領者。你對個人生命，社會的整體，文化的

每一層次，都有絕對的權柄。然而這宣認有極嚴重的後果，

因爲這認信所要求的是絕對的委身。認信的人要確認上帝

國度的價值－－－－－一一－－－公義、和平、捨己的愛 。 他要讓神的

意旨完全掌握他生命的取向 、 追、活動。他更要將天國的

價值活現於社會 、 文化的每一層次中。他甚至要鈣此負出

沉重的代價。這認信是逆流的認信，不識時務的認信，更

是挑戰性的認信。

耶穌稱認信的彼得爲磐石，因篦惟有這樣的確信才能

使人穩固而不再飄來盪去。這樣的認信使人訖立於浮沙之

中。但因著這樣的認信，陰間的權勢便一湧而至，圍堵攻

擊認信者。有機笑他們在多元社會中竟固守如此武斷的信

仰，有挑戰他們代表的生命取向－－－－－－－－堅守於公義 、 自由 丶

平等 、 仁愛的價值；有要求認信者將信仰個人化有要求他

們認同一些流行的價值，亦有催促他們成爲政治、經濟集

團的擁護者。

「你們說我是誰鬥這個問題，今日教會不能逃避。

我們要坦誠的問自己，耶穌是誰？回答這問題，我們更需

計算代價。我們敢不敢與彼得一同地認信「你是基督，是

永生神的兒子 」 ， 更負起這認信所蘊藏涵的生命責任？我

們敢不敢正視城中的迷信，不諱於「衛道丶保守」的指責，挑

戰城中的怪力亂胂或各形各式以開放爲名的放任主義？我

們敢不敢向權貴 、 向既得利盆集團宣講砷的公義和由公義

而來的真和平？

「你是基督＇」我們到底是否明白我們所宣認的？

。令達心 （講於 20 00 年 1 0 月 7-8 日全澳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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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喜樂合唱團澳門之旅

12 月 7 日午 1:00-2:00 澳門大學

12 月 7 日午 5:00 宣道堂柔道班

12 月 8 日早 9:00 宣道堂長青團契

12 月 8 日晚 8:00 宣道堂佈道會

12 月 9 日早 8:00 耶路撒冷之城

聖誕節醫院報佳音
12 月 22 日（五）午 6 :30-8 : 30 山頂醫院（大堂集合）

12 月 23 日（六）午 1 :30-2:30 鏡湖醫院（大堂集合）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年滿十五歲，健康情況良好。

2 參加者宜先熟習歌詞(4 首），最好自備聖誕帽。

3 截止報名日期十二月十八日

4 歡迎爲所派贈的聖誕禮物奉獻，每份 JO 元。

查詢 681 9918 Candy/ 668 3766 鄺姑娘

主辦澳門醫療事工協會

歡樂佳音平安夜 2000

畸讎罈－畸鼴羌
日期 12 月 24 日（主日）晚 9- 12 時 大三巴前地

內容信息分享，詩歌，遊戲，話劇，舞蹈，獻唱等。

合辦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査詢: 552 435 I 553 174 拉撒路中心

拉撒路自修室對外開放
「城宣」拉撒路青少年中心於十二月份推行多項培訓

課程 、 康體活動及創意空間，歡迎青少年及兒童參加。首

次參加該中心舉辦之活動／課程，便可自動成馬該中心之

會員，免交首年年費。

另外，該中心之自修室及閱贖室對外開放，時間篦逄

星期一至六上午 11 時至晚上 8 時，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6

時，歡迎兒童及青少年使用。查詢詳清請電 552435/553174,

或親臨中心，地址启賈伯樂提督街 25 號地下。

澳門日誌免費贈送
只花十分鐘，即可獲取十元贈品一－只要塡妥最新

一期《時代雙月報》中的讀者問卷，並於明年二月底寄回

（需附回郵信封），即可獲贈《2001 年澳門日誌》 一本。

希望之泉 新院舍開幕
位於澳門台山區牧場巷澳門大廈 C座地下的「希望之

泉」已於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舉行開幕典禮，該院為有

需要孩童提供住宿服務，査詢諸電 432 610 / 837 055 。

澳門基督教聯會

2000 皐:e作矚轡

l 教牧同工團契，每個月在不同的堂會或福音機構聚會；

六月份往順德旅行，二十人參加。

2 復活節晨曦崇拜，於澳鬥神召會舉行，二百一十人出

席。講員．陳宇光先生 。

3 基督教文化節，於七月一日至二日在中葡中學舉行 ，

十七間機構協辦，期間舉辦多項活動及攤位展覽。

4 全澳差傳大會，九月九日在澳門神召會舉行，兩場約

二百七十人次出席，十四人回應短宣，三人決志等候

全職呼召。又編印介紹差傳機構的小冊三百五十本，

多謝林安國牧師賜稿。

5 全澳培靈會，十月二十至廿一日在志道堂舉行，兩晚

共四百六十人次出席。講員 余達心牧師。又於廿一

日上午，在澳門神召會舉行「牧養新一代」教牧座談

會，二十多人出席。

6 全澳佈道會十一月十至十一日假澳門神召會舉行。講

員：陳恩明牧師。三場共五百多人次參加， 29 人決志。

7 多謝基督徒文字協會支持，在澳門教會網頁，時代雙

月報和基督教月報刊登本會消息 。

8 辦公室設備 電腦升級，基督教青年會送贈半新印表

機，購買傳真機。

9 砷學教育基金 ． 資助「澳聖」和「中澳」的全日制神

學生各一位。

10 每月舉行的聯合祈禱會，十一月開始交回籌組該聚會

的四間堂會負責。

11 執委會通過向會員大會建議 處理欠交會費，且沒有

代表開會的會員之會籍問題。又建議增加會員年費，

以利事工發展。

12. 於十一月三十日，在澳門神召會舉行會員大會，議程

包括選舉新一屆的執委和監事。

2001-2002 年「執委會」成員 （七位）

主席：王大爲，副主席譚逸雄，文書關淑鈴，

司庫：連俊才，傳道兼司數 陳宇光，

宣傳．黃展鵬，聯誼梁溢長。

「監事會」成員（三位）

楊潤鴻（主席），梁炳鈞，蔡瑞彩。（後補譚美順）

2001-2002 年度基督教聯會執委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