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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聖」之使命 歐灃萬葦

虛於小同文化的碑街院，在執行大~f吏命的人

前的下．都具有尹禤特的學問及訓練策略，好叫天

國的虛音能，深深在當地的人心札根，開花結果。

，門聖tf~\院座活於中國之側門，叫百多年未

受中因及葡萄牙之文化及政，台所3 四 。 在 1999'

年賢匝l主憤玲大陸之先．已有十多．－十藻大陸新移

民在過去六丶七年間移居，奧門，左，II\i:::'i.i 勢力仍然

強大，加J_近年n,西突飛猛進．今 1::l 的，獎門已尤如

－個中國程，西特區 那麼在逼－十世鉈的末期• r 

,'.!'聖」在建立敎會及麻傅璫音的 'fi.I...L, 應扮，寅＿

個怎樣的角色呢？

（－）訓練新 代本地傳道人

新－代的傳道人必湞有堅強的生命力，以致能

面對霑界、政，台 -M~的大改姿 堅強的生命力必

須從明白己理及實行~{道而產牛，故此「澳聖」要

裝 1庸每一位祚卑生能獨立，芬入研鍔 ， 尹習眞道．不

單是頭腦k的詔。韻，更居讓神的道叫我們更加切古

地委神雲人 C

生命力亦包心人格的卑化，很多眸神生院在 1衡

皇扭牛之好瓖及里茱的，＇目 1) 都昱以相生之功課，及老

。式成積來決定，雖然每問神隹＼院都強諷，況蜜命.,_, . :01 

~IT\• 但如何在整個訓棟牛告踐出來又經另外－同

屮 現時，枚們由堪對敎牧后JI 大婦分別焦百整年

訓練及輔尋一小粗的同1i1• a 斥 !ljj除 I 課外，有査

枉 、 交凸丶屮赤 。U美等門徒訓料生，le,' 木主球瑱

祝袖，好叫枚們能做得更好，，1」得史合 ，r-車， L、色，

新－代的，罔門博道人必須對整個，四門的民生丶

甜僉亻、公義的屮 I靑 if夕，台狀況 敎 ~•1的 l'l力及展蝨

有深切的了斛，好栽!,;到 袖豉村的 lliliwi ful字力，

知函怎H,I,\';,,詔坪，而月 當？？他們必自 4」拈極「','. ·~ 「

及 f故＊有廣人的心，否則－方面石環埡， 面」[Qf1

嘆 \l!,'1li們相信他i~, 巴失敗了一大半，了昭環境，

隨即便要大踏步· 付上信心的行動 ，

這新－代傳道人必須對中國大陸福音工作有主

勣1生的參與及研究· 不是觀望環境怎樣變，才去函

g- 中國足全世界最大宣敎工」潟之一，而港澳地區

所有的神~·院在遙方面是責羣旁貸，至於如何做，

則各施各法．靈活斐涌· 總要敉共人，訓練些含用

的工人。

远新 代的傳道人要有更長期的委身 C 最近枚

問 位到，奧門的西園宣敎士，他們將會在，奧門玄奉

多久，他只不渦三十多歲的年纪· 然而他很安靜、

朕肅, •I眞更地對我說· 他打算此生都在這裏事奉主

I 他並及令加上私們喜齡說的口頭禪· 如： 「若主

訊可」、 「若這昱神的旨薏」 0' 枚驃議這位弟兄頗

爲深入· 我不能不相信他的決心是藁滅的。我想難

遙昔日护宣敎士遠渡重洋到中団傳道· 不也是一生

委身嗎？我盼莘迄lli一代的博道人遶灕廣東人的1谷

語： 「東家唔打打西家」，對敎貪對神委身祗三丶

五年的戩念， ，奧聖 1 盼茗培蕢一班願終生委身基

釐、委身中國的福音使者。

（一）全面培育信徒

仔徒訓緑是「澳聖」鉅要的 環 ':Ji們盼望所

提供的訓練不是純理 Z侖丶課堂式的延伸課，孜們正

在摸零一個函含，奧門信徒、奧門忒舍的訓練模式。

現時的釋抒珺霑渴習班是~還目的而設．盼望能對

麼門1;,徒提供培靄 賓用的門徒訓練。「，奧聖」更

舍社敎企實際牛奉的需要提供各槓訓練。現時有杓

六十多位不同敎會的弟兄姊妺钅力0 年制的講習班

• 在獎門敎 ~ll:l.$習之踴躍確台足空前．品爲全澳

七徒的訓緑代哈

（三）研究，引門」晶音専工路向

由於，奧門敎宙人手及資源麪缺· 澳聖」要承

jA迨方面的工作毌百藥旁貸．枚們將與不同的福音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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楳構及敎悆聯手進 1子不同~-~]音室｝ 象的i枳元及策略，

1列如，它門梅 少 年 莉辶云、 工人 塩 宅 ＾ 仕 埠早

云苟成千 r ;;i:,, 的恥启 ，近固干的吸玉者 士生誦人

．等等 e 祜們眇話羣策蝨力，與衆钅女會突破福音

的隨砥 。

（园 ） 新移民福音事工

十多年前每外華人敎雀都會見到石不少鵾嚗中

國 ，爲中固福音工作而設的 1i;奇告小相，理在港奧受

大陸政，台陰影能章，敎奩對大陸磷音事工裹足不酌

，而，奧門自 1979 年來大量新移民由中國勇入，

好像說 「你們以前篦我們的靈魂瑀店，現在我走

六
到竹亻呵銥和的严户 ．｀何們的亞。r,()j:; 態，聚會時區

， 講台信「I, ' 却 1卞表頊吐，對共 1出 8'J守心 ,.. J C芝

密 有苫任巨敎和－回？届 ， 祏』IJ 如 jci] 钅， 該地向新

移民溥幅苗 ｀ 吏甚－步而言，這迫- f-1,i 的新移民

仁十千菓江頂」豸入 1乃在大陸各地，難通亻乜1門不是最

好的中同大陸7卣乞懌者嗎？帶聖七至l 大陸是F的 ，

田建立新移民敎翕 ｀ 訕紓大量新移辰平信徒不是對

今日的大陸嶸音工守芽有秤盔鳴？

』 J:: 有 一些起杜們已進行的車丁 ， 也有一些是

我們的夢憩。 1旦仕 1臼陴音疤 ， l,丹和寺」1寸詛5 位信浞 ，

亦盼望全蛛垂人釸舍爲我們 1弋糯 L

蘭子碩牧師專訪

簡子碩牧師昰澳門二龍喉浸信會的主任牧師，

也是聖經學院釋徑培靈講習班的導師之一。爲了進

一步認識他，及聆聽他鉭，奧門福音事丁的意見，特

地走訪簡牧師。

問．簡牧師，你剛來，奧門不久. :Bt們對你認識不深

，可否話你輅爲介紹自己？

簡：枚今年已經63歲．在香港長大，二十多歲遷

居新加坡從南。一匾都在敎會參與事奉，退休

後f尋到神的吁召，進入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安

訓，去年年底畢業．荼神帶頜今年五月朱，夏 C

問：在，奧門四個多月裡，你對本地需要有何看法？

陸：澳門地小人多，大部1分居民未認識耶穌。他們

生，舌艱苦· 對很多人生問題都渴莘得到蹤答，

所以很需要基督的璠音。可是本地的人工作時

間長，不容易抽時閭參加敎會現行的緊會。所

以敎會宗要考虛革新或突破1生的形式，以致更

多人有機會阡嗝音及參與敎會生，舌。

至於敎曾方面．－設信徒都很紅心，但是對神

的站語認溫不深。度門敎舍転多1奇賴外地（包

括香港）來的傳通人· 其流動1生對敎侖的成長

有某程度慕八縶. c如本信徒領袖訓練更形盂要。

問．你誇爲，奧門聖柱學院在此罷提供什麼服務呢？

簡：土門信徒忒要在聖經的誇識及硨學方面接受培

育· 聖行學院正司以有這方面反肋敎爸。現堢

行的展粒」諡飯瀟習m正是本地信徒所霈要的。

問：你也是此講齧班的導師，對漬留 m.;,1可琶見？

簡：依我看· 這課程看正訌論分享．及紐員與導師

的密切關係· 這種形式的基本方向是切含時代

需要的。它一方面苷勵信徒彼此造就，又湝重

導師對個別粗員的關懐輔導· 可以克翦單線敎

率之弊端。現在開課差不多一涸月，枚看見學

員對講」反吸收艮多，而參與討論及發問的慎，兄

也頗積極，只是在一部份粗員未能跟上課程的

進度完成閲溫及習作。

問：最後，節牧師，你對聖經學院有仟麼期望？

簡：事實上就我本身來說，我也十分感謝聖氐學院

給我及其他牧者的鼓勱及支持。我們可以使用

學院的圖書館，而且夕可以遺1塔－些科目緗璜

進修。十分希望同工們能多予利用 c 另外，學

院的設備及師資不亞於某些神學院，且能提供

函切本地的訓粿，盼望更多信徒和身，在本地

受造就，服事木地敎夤

問：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冤

!. 胚子碩牧師及衍母含昭



^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1笞桎培靈講習班 」 缸爲斯一年的平信徒造就

課程．藉吾講道 、 研讀文多、分粗訂論、 導師輔導

等· 更全面地乓 ；Ill 信徒成長。現在參加人數幾近七

十人，年齡田十八至六十歲．來自木，奧差不多十－

間室會 。 還是神的工作，也反映出 ，芙門信徒為菜。忍

溫陣的心志 C

以下數1立參加「釋經比霞渴習Ill , 的弟兄姊妺

願意分享他們的心聲：

~-向都希望能參加一些聖徑課程，學習碑的

敎導，知道聖秤學院有此一連串課程，就趕決

報名 。 對尿，奧門信徒來說．這的確是－個好的

＊習機金 。 但頠神再次悴點我冷却的心，使我

成声一個更渴菓追不祂的人- ~ -陳籙華 （

榮基室）. . . 
丐＾年辶昱足-:- ... -1既· 參九，「'"'辶：L渴智

班1 罪是希噓多認。戩碁督函理，枚自恋亻as:!' 耶

启基梓後．？以進入 個豐富的人生· 恩，戩許

多~,,.酢才懂的 ;r·, I里．如妁飯竅大閑. ,(靈往逅

滋閏「我1幺每 f;', 基 Bl走· 多泊聖究· 多1夷 if吾

阜 ---生＇牛＃溥道怡」

. . . 
；木人是 1立 tll信主的基猛徒 ， 對聖伝9加＼戩

和務I生都很膚 ，戔,, pfr 以 ， 在敎舍中看全」了聖行

虫院年和科經 i詛堊講習班 ， 能加深對聖尸初議

， 及 fl? ll/J霰命的成長，對枚來說，盡昰十分盅

耍的 ， 所以技」更報名參加 '. ~ 雨，「 Ji, (聖

L>\'」聖巴可堂）. 葺
. 

當t;_ \;t敎 舍取 了 — tii 講習班的報名表回家 ，

細闓後復礽右－逛，及有打算報名 ， 後 ;.I,' 隹

復 1訂司 c!,· 甚主找的番器也報名參加了 。 砷－

而再地藉其他人提醒牧耍抓緊逼 1回午習的機會

，扎才能再 lr1t, 動原衷了 ，亻史豸彭'.-'-{土枯止報名前

-Jc 康，立了 ¾[J 名表 朊 諸ii!, 這課程，牧和j-lj和

同年在主 1天）史名一，在臣理上 亞根史深 < 一

一清，1id義（七芾五旬節亨）

」： 七 ii-a節講召毌 L課及分租計論的t~」形



傈羨獺琮過濠浜 卹月楷

八七年八月一日，新的一 1回月份開始了。而我

也帶吾一 1分新鮮的經歷和體會，離開启留下佳美即

踩的「東方蒙地卡羅」一一澳門。

九天的短期宣敎，程序編排得密麻麻的，雖然

我們都有點兒疲累· 但心t再去0是十分興奮。我們這

次接觸到不同階層的朋友，把1區音介紹給他們：在

公園裡，爲那些正在放暑假· 又及有甚麼正常志動

的街童開佈道會，在難民營內，接觸到那些濰鄉別

井，飄，白異燃的越南難民，深刻地體會到他們生店

的無奈和苦困。枚們又在黑，少海灘，跟那班「向錢

看」，親信仰爲寄托的原居民對談 也有機會探訪

一些國程歴過民革· 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主義和理想

的新移民，跟他們談論繙昔。

這 切都稔我很多新的經歷和挑戩，而最深刻

感受到的，就是這班在羊圈以外的羊擧，需要被領

進圈內。唯願稗興起更多工人來承担這份工作。

縞者按：今年帚期有不同的敖會灰朴學院同學分別

紐成短期室敖~. 由杏港到溴「1傳持福音。 J:.文是

一位曾參加杏港室敖會所擧揖短期宜敖學翌的弟兄

的迴響。

感恩與代求

感恩：

1.1987-88 年度「環經培靈講習班」經已開

課，將近七十位信徒參加· 並有約十位本奧敎牧

同工担任導師。求主大大使用這系列平信徒造就

課程。

2. 「澳聖」齡迎敎牧同工遺修一些與敎牧、宣敎事

工有關的科目．秋季計有「蓓世華人敎會現況分

析」、 文化人類學與基督敎」及「輔導學」°

感謝主使枚們能在這方面服侍本，要敎牧同工。

3. 感謝磗焦「澳聖」預備同工。本年十一月，將和

兩位弟兄姊妺加入「奧聖」的行列· 担任全職講

師及行政助理之職。

壤聖董事會成員

士席. i办 f,,牧師 」］庫．嗓 F閼牧節

I. , 克，保撒種的 ．．．．．

••.•• . 同畝吁收割

代求 ：

1 宗主膈面車另訓緑諮委會」各委民智慧及遶象，

設計一 1回長函友適切，獎門的平信徒訓F亞 B1 劃，

？為相院各1坪l 叭拜．求主保守他們的學習，在

矢0議、愛心、信心、並蛋命上都不鋤成長。

3詁紲漬臣學院的行，叫開支昞圭。本年度每月桎＇常

費支出頃算達 HK$50•000• 求主供玲牧

們的孟用 n

4. 本院圍書館頊宿在本年度哈瞞霑藉至二鷸朋，孟

費約達 HK$75•000 若以50 元爲奉心

單元．或作笆逞鉿「，奧聖，的聖誕ff.!:物，有一千

五百位弟兄姊妺捐缸，就箭夠達至I) 目標。講弟兄

姊妹色圖書館的忠要 1坦西＾

,..._,,..2;:,.;, 

代院長

E, .?H,:i 氐 k約

；上席．茫，，森牧師

品李.-,,.,英牧師

財務 ·Rev ldrne~f.lIT'e• 和 boL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