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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繕今全澳培雲會

讀員：柳鎮平牧師

時間： 98 年 10 月 22-24 日（禮拜四至六）晚上 8:00

地點：澳門浸信敎會（白馬行 41 號）講員：槨鎮平牧師

主題為靈趨＾的生命與使命
22 日：神人以利亞的生命與使命

23 日：使徒保羅的生命與使命

24 日：時代信徒的生命與使命（青年培量會，歐迎酈契參肛 。 ）

歎啤廷會歇贛代特

大會期間設有托兒服務、書攤，另可訂購差傳培靈會之錄音帶（每盒十元）。

澳門基督敎聯會主辦

澳門聯合佈道會'98 1998 羣 11 月 7-8 日週穴、日）
下午四時培正中學 講員：吳振智牧師

對象：中學生見證：邊緣維合

晚上八時培正中學 講員：吳振智牧師

粵諉講道公開聚會

晚上九時 閩南宣道堂講員：梅保羅牧師

國婦講道不設傳譯

溴門基督敎聯會主辦

另設兒童佈道會

一位臺羣鱒靄宣
內容：兒童電影丶精彩語劇…

每晚八時培正中學唱遊室

5奧 F可詛賣糸至禧『協辦



*"鵬矚
10/10 中信台灣短宣分享

時間十月十曰（六）晚八時

地點志道堂 主題佳美腳蹤

10/9-11 宣道堂培靈會
曰期 十月九至十一曰晚上八時

講員 滕近輝牧師（著名華人神學家）

地點宣道堂高士德總堂

10/14 每月聯合祈禱會

每月逢第二個星期三晚上八時

假亻昔澳門神召會舉行

10/22-24 聯會培靈會
日期 十月廿二至廿四日晚上八時

講員 柳鎮平牧師 地點 澳門浸信教會

（謗參鬩本期封面宣傳）

畫畫僱量．
講員的呼籲

吳振智牧師「澳鬥是輻音初到

之地 ， 澳鬥僊徒要緊記這個『長子』

的名份，盼望這次佈道會爲澳門教

會帶來復興之火，爲教會增添天國

新血。當然，別忘記只有祈禱才能

産生屬蜜果效。」

11/1 全澳敎會動員日

崇拜以鼓勵信徒佈道爲主題

代禱為該星期的大型佈道會

下午全教會動員外出派草張

地點各教會所在菡域

單張十月十五日後向聯會索取

（謗參加 11/11 晚的聯合威恩祈裙會，

正為佈道大會 88,000 元財政預算奉馱。）

霎lfl!!
第四屆溴門第一階段三福講習（師訓）班

日期十一月廿回至廿八曰

地點澳門聖經學院材料費約400 元

報名十月十六曰前電 302953 向蔡

證光牧師査詢及報名。

離任下環浸信會傳道陳惠娟姑娘

因回港進修於本年九月一日離任。

上任 金巴崙長老會自本年五月起

痰楊懷恩牧師擒任顧問牧師，九月

起聘璃奕珍姑娘爲該堂宣教師。

淇鬥差佇敖屠掞迄秘巡禮

8 月 21 - 22 曰來自美國的 「讚美之

泉」在祐漢公園、培正中學舉行共三場

音樂會，參加者達數千人。

擘緤問答比賽

8 月 27 曰「聖經問答比賽」於胂召

會舉行，小學及中學組冠軍由培正代表

隊奪得，兩組亞軍則爲播道會奪得。

家長 EQ 講座

8 月 29 日「家長 EQ 講座」逾百人參

加，講員余德淳先生又獲邀亮相澳門電

視台《逍遙特菡》節目暢談 EQ 。

大專研緤體驗營

8 月 30 曰至 9 月 l 日 「大專研經體

驗營 」 翁偉業、余德淳擔任講員，營友

們均表示獲盆甚豊，有關感想請參閔最

新出版的《時代》。營後一位參加者以

漫靈（下圈）表達心聲。

9 月 5 日差傳大會「我的宣教心」下

午氣氛熱烈，晚上培靈會獻身宣教者十

六人。兩場聚會各有逾百人參加。

澳門第一屆是滑敖文化箝實錄
今年八月廿八至三十曰（星期五至

曰），澳鬥基督教聯會等本地七間基督

教櫬構共同創辦第－盾基督教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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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佇敖腸俗廣州謗閭亂 襖門基督敎聯會

97-98 年度事工報告

~ 

再度出訪澳門基督教聯會九月十四

日至十六（星期一至三）組團往廣州教會

參親訪問，這是聯會今年內第二次舉行

的訪問活動，上次於今年初安排參親珠

海一帶的教會。

訪問團由聯會監事梁溢長會佐率領，

團員包括陳宇光、王大為、劉宗銳、

黎美賢、蔡證光、袁惠儀 、 蕭卓芬、謝

禱明、黃展鵬 、 黃光偉、勞綺華、麥秀

儀、畢樂文、郭鴻德、杜恩亻言、游競芳

共十八位，三日兩夜下榻環境優美的廣

＇州白天鵝賓館。

訪問行程蒙廣州基督教協會安排，

先後參觀廣」、丨1基督教會十甫堂、光孝

堂、協和神學院及沙面會堂、河南堂 、

救主堂、錫安堂、東山堂，並與市宗教

局官員、基督教三自會及協會的教牧領

袖晚宴、座誤瞭解廣州的宗教政策及

基督教會的發展近況 。

目前，廣州共有八座具規模的基督

教會，大部份是重新復堂的，一般教會

至少有四、五百個座位，有的更可坐上

二千人。近年，廣州教會發展迅速，經登

記的信徒人數逾兩萬，教牧同工六十一

位，牧毀比例是 1:300, 可見教牧人員的

缺乏及辛勞。

廣州基督教協會會長王勉予牧師表

,...... 示，廣州教會是增長、開放、獨立、年

靑的教會，教會的目漂是從「三自」邁

向「三好」（治好、傳好、養好），使禕音

更廣傳，教會更強壯，而紳學思想也與

中國文化相結合。

澳門固歸在即，廣州基督教會眾教

牧希望曰後與港澳教會多往來，多交流，

多互訪。澳門基督教聯會現正計劃邀請

廣州基督教領袖於明年來澳參加固歸年

的活動。

.' 

1921 年創辨的光孝堂於 1991 年復~

訪問協和神學院

姜 ii" 枚 t、山全

訪問廣州最大的教會－一束山圭

1997 年

• 1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選

出各部負責人。主席陳宇光、副主

席林英傑、文盡兼宣傳王大爲丶

傳道岑禹勤、聯誼鄔格培、旬庫

顧振光、司數黃黎美贤。監事會

應屆執委及監事合照

• 主辦復活節晨曦崇拜，地點二龍

喉浸信會，講員楊懷恩牧師。

• 與澳門聖經學院合辦靑年退修會，

7 月 27-29 日在路環舉行 。

• 9 月 8 曰協助香港「華禱」舉行紀

念馬膿遜來華宣教 190 罔年聯合崇

拜。

• 差傳大會「福音初到之地－－－回顧與

回應 _J9 月 13 日假培正中學及二龍

喉浸信會舉行。

• 教牧同工退修會 10 月 16 日舉行，

由麥希真牧師主領。

• 全澳培靈會「時代對生命的挑戰 _J

10 月 16- 18 曰於志道堂舉行，講員

麥希真牧師、楊牧谷牧師。

·11 月份與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合

辦澳門分區佈道會。

1998 年

·編印本會簡介及本澳教會及機構

名錄。

• 與國內教會交流二月份前往珠

海 、 新會等地，九月份訪問廣」料 。

• 主辦復活節晨曦崇拜，地點澳門

浸信教會，講員梅保羅牧師 。

·合辦澳門第一局基督教文化節。

• 成立「澳門聯合佈道籌委會」統籌

耒來全澳佈道事工。

• 差傳大會 「我的宣教心」 9 月 5 曰

假二龍喉浸亻言會舉行。

• 全澳培靈會 10 月 22-24 曰假澳門浸

信教會舉行，講員柳鎮平牧師 。

• 全澳聯合佈道會 11 月 7-8 曰舉行。

參與聯會工作·活肚合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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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田~~ 齊來碲沮
文字佈道聖經說「我們傳揚祂，是用

諸般的智葱， 勸戒各人，教起各人， 要

把各人在基督碸完完全全的引到紳面

前 。 」因此在佈道的事工上，禕音的內

容是固定的，但表達這內容的形式卻應

該是千變萬化， 才算用諸般的智惹傳揚

基督。 雖然口傳是最基本的形式，但其

他如文字 、 音樂和話劇等都是極有效的

形式 。 聖經本身就是文字佈道的一個好

例子 。 這裏要探討的，也就是聖經與文

字佈道的關係 。

神－－文字佈道者

聖痙中的砷，是一位重視人的語言

和文字的輝牠不但把語言和文字賜給

人類，使人類語言的本能成爲人和其他

生物的主要分別點，而且更透過人類的

語言和文字向人啓示祂自己 。 她不但能

親手寫下了十誡（出三十二 15 - 16), 而且

諲常透過先知向祂的子民說話（出三十

三 I; 賽五十六 I; 結廿二 I) , 祂又吩咐

祂的僕人們把祂的話語寫下（耶三十六

1-2; 林前二 12- 13), 而且整本聖繞都是

神所默示的（提後三 16), 意思就是說，

聖緤是神口棻所說出的一切話 。 因此聖

痙稱爲神的話，紳把牠的福音，用文字

記載下來，成爲人類最重要的－本書，

叫人類因著祂所留下的文字，得著福音

的好處 。

四本醞音書的作者都被稱爲醞音使

者，更貼切地說，他們是胂所使用的文

字佈道者，就如使徒約翰所說． 「但記這

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紳的

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

的名得生命。」（約廿 31) 保罹同樣是神

使用的文字佈道者，爲我們寫下了十三

卷霫亻言，進一步闡明藹音的真諦 。

噩緤－－佈道的主要工具

紳爲人類寫下的聖縲，成了傳疆音

的根搣 。 在教會歷史上給我們看見，聖

終是領人歸主的最有效工具，聖經的査

考，聖徑的直接引用和聖經的閱讀，成

為最有效佈道方式。第二世紀的游斯丁

(Justin)和第四世紀的隱梭多模(Chrysostom)

的作品中，描述當時教會的佈道事工和

聚會時，強調聖脛的宣讀，成為傳禱音

的主要方式。第二世紀的教父雅里斯庠

德(Aristides), 在他的護教文字中，強調非

基督徒必須親自閱讀聖縲，才能明白基

督教之真理。而且很多初期教會的著名

教父如游斯丁、他提安(Tatian)、提阿非羅

(Theophilus) 、希拉銳 (Hilary) 、維多列那斯

(Victorin us)等，都是因讀聖綫而信主的。其

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奧古斯丁，當他在其

他宗教和哲學思想中找不到心靈的喜樂

平安時 ， 心中極爲灰心失望，但卻因爲

讀了聖繞而歸亻言基督，得到心靈的安慰

與安寧 。

爲了把疆音傳開，初世紀的教會採

取了翻譯聖經的途徑，雖然聖經的翻譯

和普及， 成爲當時的文學和文化的先驅，

但在教會方面，譯禋的主要目的是爲了

傳醞音，叫更多人因親自讀到聖經而信

主。主後二百年時，聖緤已譯成敘利亞

文(Syriac)、拉丁文和古埃及文(Coptic) , 這

些都是當時的主要語文。再過兩個世紀，

聖經更在埃提阿伯文(Ethiopic) 、 哥特文

(Gothic)、亞美尼亞文 (Armenian) 、 喬治阿文

(Georgian)及其他一些語文中出現 。

可憎後來天主教會爲了恐怕一般信

徒誤解聖繹把聖經從一般人手中奪去，

直至瓦勒度 (Waldo) 、威克理夫及馬丁路

德的時代，才再次把聖經廣泛地讓人閱

讀。改教後的清教徒暹動 (Puritan Movement) 

和敬虔運動(P唧st Movement) 把改教的原則

徹底的實施和運用。讀緤、譯經 、 印刷

聖緤及大瘋派送聖經，成爲教會復興和

差傳的動力。十八和十九世紀的一連串

復興和差傳運動，跟聖經公會的成立是

分不開的 。 在英國，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教會差會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都在－七九二年和一八

一八年期間產生的，而英魍聖經公會也

在同一時期誕生（一八零四年）。在北美洲

也有同樣的事膺在一八一零年期間，

好幾個宗派的差會相繼成立，而美國的

聖經公會亦在一八一六年成立。歐洲的

比利時 、 法國和丹麥，差會和聖諲公會

都相繼在一七九七年至一八二二年期間

的二十五年內成立。由此，我們看見－

個寶貴的原則：復興帶來差傳的異象。

噩緤的能力－－幾個例子

不但在過去歷史上，讀繞帶來輻音

的異象，而且聖繞成爲佈道的主要工

具。現今的情形也是一樣， 美國芝加哥

城有一個罪惡滔天的地區稱爲 Skidrow , 

這是黑祜會人物 、 流氓、醉漢 、 娼妓及

賭徒等的集中地， 那誤有幾個傳輻音的

團體(Harbor Light, The Pacific Garden, The Chr1st1an 

Industial League), 他們的疆音工作很困雞 ，

但成績卻很好。其中一個團體已帶領過

五萬人歸主 ， 另一個每年領四千人歸

主。這些輻音機構的成功，可說是近代

疆音事工的一個秤蹟。而成功的原因是

因他們在工作上善用聖經。工作人員經

常引用聖緤向人傳禱音， 其中一個機構

表示，透過他們工作而亻言主的人中，有

百分之九十是透過聖綫本身的工作而僊

主的。另外一個機構的工作人員，輔導

員把聖禋放在被輔導者手中，讓他們自

已把解決問題的纓文讀出來 。 還有一個

櫬構發現《約翰輻音》向這些雞以應付

的罪人傳福音最有效。諲過五年的調査，

這些機構發現《馬太福音》第十一章廿

八節在這些人中間是最有力的一節經

文。還有他們發現把經文不加解釋和演

繹地讀出來，在領人歸主的事上最有

效。

近代葛培理博士的佈道事工，亦以

聖綫爲主要工具。葛培理在佈道會中，

禋常剖用聖諲，這是他諦道的特色。他

自己說「領一個人亻言主只須百分之五的

能力。而保守一個人在主裏長進到成熟

的地步卻需要百之九十五的能力。」因

此會後的跟進工作，是佈道會成功的主

要因素。而栽培員必須熟讀聖經，引用

繕文作栽培和跟進的工作， 而每一個決

志者在離開前都得到一本《約翰醞音》 o

聖經的連用，是葛培理佈道成功的主要

因素。

還有近代北美洲所流行的査經聚會，

是導致近年來福音派教會在北美快速增

長的原因之一。北美華人爾區音事工的蓬

勃，很多青年人得到復興， 華人教會的

成立如雨後春筍，主要是過去紳在北美

洲各大學興起的華人査經結出來的果

子。歐洲近年來的華人學生査經班，也

帶來歐洲華人鼐區音事工的復興。

結語

從聖經和教會歷史給我們看見，推

廣讀釋是教會復興和傳福音最重要旳一

環。聖繹是砷特別爲人而留下的一份文

字佈道的文獻， 是疆音的根擄， 而這輻

音是砷的大能。故此在任何佈道方式中，

應以聖縲為中心， 而文字佈道中 ， 推廣

讀經更是急不容緩的一種工作。

（摘錄 自 《 文宣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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