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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仰望 歐屬萬蠅牧師

腦海中充滿涪各種急需要1故的事一一早上開同

工會、下午小粗，晚上佈道籌備會，擬訂福音策略

，組識敎師囿契，工友團契，學生實習、輔導，工

塲安排，門訓小組，看莘患癌症的弟兄，訓練新同

工，處理人事問題，參加宴會，伯父的生日，不能

不去，週末有幾篇道要講，欠稿，處理敎會行政問

題，接待外國訪友，免爲其難接待不速之客……。

今日反省自己的事奉（眞是事奉？），及環顧其他

的同工，發覺孜們若要事奉得力，心靈有喜樂，所

過的日子爲神喜悅，就不得不安靜下來，完全安靜

下來，不單是停止一些活動，更是將心歸主 l

否則，我們所謂的大信心，會變爲「大主觀」

或「大男人主義」 ，我們的雄才傳略，爸成爲使人

窒息的政治手段，爲主所發的熱心，會成爲欺歷人

的暴戾，傳福音的工作變質，成爲增加自我成功感

的途徑，所謂對別人執行屬靈紀律、其實是要使自

己的偏見通行無阻，或許對一些同工們說，到外國

或在本地進修，背後動機是爲自己將來事奉多一條

後路，神學敎育主要是敎人，漸漸只成爲規律1生的

一「敎畫J ! 

主啊，願你提醒我，願你提醒我們華人敎會的

同工及神學生將心歸你，在安靜中時常仰望你。

我家有－本很好的外文屬靈小品，間中我却薈

拾起來漬幾頁，其中有－首短詩給我一黠有關安靜

的課題的靈感，願意意譯與大家分享。

啊 l 主，讓我尋圍、尋回，

那串失落了、閃爍的光陰一—

恬然聆聽友人的細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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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然嬉戲於孩童中，

惻然撫摸同袍的悲愴，

讓思絲縷縷淼盪，

讓雙手自由開創。

浸淫在鳥語花香，

輕步於翠綠山崗。

舒展你的身心．

享受，享受您的音樂，愛人與晚餐。

捨那面具林中的穿插，

樂於獨個兒的寧訐．

安於家中四壁的，靑靑．

滇我鑑，我靈在林懐中；11荼／爭。

啊，釋放我，釋放我，

從那時間急將軍的暴虐，

啊主，讓時間不能奴役祜，

讓日子的憂慮不能碾碎我。

讓我的言與行，不至．．

塞滿了偉大的事業丶計劃，以至．

:&o不能張開向妳，只有祚…

野大罡＊的敬拜· 感謝、讚美。

主啊，頤生命的每日，

溫柔地預備，等候，

聆聽跡愛語，純潔珍貴的時刻，

兑f尋牡，熱心的ft' 忙碌的ft . 脆弱的…
被生活現實的急流…

淹沒，淹沒了。

以賓亞先知的呼籲歴久常新，但頠我們銘記於心一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老習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

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蕢30 : 15 

院址 ： ，四門卯望洋新街五菰丑婁 舌，也通訊扇 ． 舌港尖，4咀郵箱 98435睏

Address: S Rua Nova a Cuia, 2/F. Macau. Hong Kong Mailing Address: P.O. Box 98435 , TST, Hong Kong. 



讓我們祠歸於—一
卓芬

（摹碁督軟會志道全主任室軟師）

像許多生活在澳門的人一樣，從小就在港澳兩

地來來往往，看看那兒較滴含某一段生活的需要，

就博在那兒從來沒有想過那一個地方更需要我去貢

獻自己。

八七年底，重新再踏進這古舊的城市，發覺她

變得比前喧嘩了，這喧嘩是人們爲這地方的建立而

發言？不 1--那是汽車的喇叭聲浪，是踏出睹塲的

怨言，是更刺耳的租言穢語，是更無奈的人心底的

吶喊。

踏溟歸來，重看昔日秉燭談心的知己· 更體會

時間的經煉會使人改變，但看看固圍的人· 這城市

帶給人們的衝擊·是使人生命的內函更成莉？遠是

使人更自利狡詐？

或許當我們介定什麼是—個文Bf:J的城市，可以

用以下幾點作根噱：®在那裏生活的人得璿更公平

．的待遇，®這城市更容易掌握各方面的知識，®人

們可得吾更多物質以代替人的勞力· 或得藩更多科

技成果來爲人代勞，®人們更容易把握自己的健康

（包括長壽，心理平衡，精神舒展等）。毛牧們以

此作爲文 8,EJ城市的標準· 那麼澳門則相距太速了。

我們綜觀這城市的現況是人人都爭取物質丶科技爲

己代勞· 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別人的存在。

人生命的成長的指標應該是漸漸搞脫過度自我

中心，走出自牧爲王的心態去體奩別人的需要· 也

和固圍的人一同去期望解決生活的困境 e

人對知識的追木幫助人跳出無知的牢藉· 知識

也能幫助人從過去的歷史，前人的綾驗，思維的策

集·前人信仰的反省（上帝歷代的啓示）中絵與今

天的人思想的更新·知慧的成長。

祛會進步的明顯1列子是人不必晶太多勞力去斛

決生活上基本的需要．以至人們能夠抽出更多空鈴

時間去追尋人類高等智慧或靈性的活動，只是現今

世代的悲劇是人類把空餘的時光傾倒在毒品·睹摶

，性幻想的滿足上。這樣，藉經濟的成果去換取物

質條件＿這種人類智慧的成果不是變成罪惡的奴

僕嗎？

和技的進步使齧學不斷突破人體內的奧秘，克

服人體內槻能的故障．悚人的壽命以延長· 但可惜

• 齧學雖然能夠窺探人體內的奐秘卻未能爲人生命

精出全Ill , 以至人的生命則重於一面．或怠事業或

爲愛情，或爲家臨．或爲個人利盆，未能全面掌挹

人生的全面·探索人生的豐盛。服力、就在這不平

衡的狀態中常侵擾湝人，這圏力也使人體內機能受

損，精神受創。因此，普遍來說，文明並未爲人帶

來更大健康的亻呆障。相反，文明把人趕進一個彩色

的旋潏中，使人終其—生，耗盡其精力，也不能尋

索到自己的方向，生命的核心。

幸而，主耶穌歴久常新的敎訓爲我們忙麻的生

命找到立即點，主耶穌亙古長存的救贖爲我們偏差

的步伐帶來新的起步點，悚我們能夠在五花八門的

處境中立定自己，以新的，堅毅的步伐走出—條又

新又活的路。因此，我們相信基鎰耶穌賜給我們豐

盛生命的內容是—一枚們以上帝的富智去掌揠知識

，以活躍的身心靈去管理一切資源，以至我們的心

靈充滿蝨術感，思想充滿創作力，行爲充滿道德觀

。

若我們相信—個羣體的成聖道路是「基於每個

個體都享有豐盛生命，也踏碎每個人的自我中心，

願意去探索、體會另IJ人的需要，幫助別人成長J.'

那就是主耶穌所說： 丨孜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

含成一羣，歸一個牧人了」 （約十： 16) 

「禕音」的定義有三個層面。＠）福音是上帝的

大能· 去丨拯救」－切相信的人（羅一： 16) 。®

福音是上帝與孜們重新「復和」（弗二： 13一18)

®福音是要1吏世界「同歸於-J( 弗三： 6• 14一 21)
一個地方的敎會成長到— 1回地步· 就要共同去

思想如何悚基督有根有基的愛活在這地方，帶領這

地方的人走向同歸於－的新領域，在方法上我們可

以從兩個角度去思考，第－是爲逼個城市的資源而

努力：＠）看看這城市是否—個接近公平的甜會，若

否，我們應從那個途徑去發言，爭取。＠）看濯這地

方的敎育，傳媒是否足夠讓人從不同角度去吸收．

思考，分析。®看看這地方的誣濟足以帶給人什麼

物質資源，®看看這地方生活的人正受藩什麼庾力

，正達到什麼程度的健康。

第二個角度是向這個祖會表達基督精神，因癢

共同服侍－個地方，更激勵基釐徒一同成長· 也帶

重鈁奧門人在身心靈方面的成長。

願澳門敎會的弟兄姊妺－同集含起來，使基督

因我們的信· 住在孜們心裏，使孜們的愛心有根有

基．－同帶領這地方的人，在主裏含成—體· 同歸

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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溍洵
（現贓疣＊助璞）

踏足在澳門聖經學院的露台，半涸澳門的景色

儘入眼簾。八年來臨開了香港到加拿大多倫多留學

，其中在多倫多北區華人浸信會信主、蒙召、並在

安省神學院受過三年多的神學造就。現在眼看著神

爲我開路預備的第一個事奉工塲，心中滿懷興奮．

急不及待地要迎向這個新挑戰。

澳門的名字對我說來並不陌生， f旦卻只如孩童

時略見一面的遠親，並沒有深刻的印象，更談不上

有很重的負搪。直至八七年五月聽聞加拿大中信之

同工汪予理姊妺分享澳門福音事工的需要·澳門這

名字才開始在腦海留下印象。隨著神的引領，在同

年的十一月母會便差派我以宣敎士的身份來到澳門

，在澳門聖經學院開始事奉。

四個月匆匆而去，異象與熱誠絲毫沒有減退．

但一些與現實不相含的憧景則被粉碎無遺。在短短

一段時日中，所接觸的盡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人

際關係、破碎的自我人生觀一一五十萬的人口中就

有五十萬個破碎的故事，一個微不足道的我又可成

甚麼事 7 原本滿腔興奮熱誠的豪語，也編幾何時開

始帶著黥無奈： 「澳門啊，我可以爲你微什麼…」

澳門啊，我要在妳當中成就大事！
令人1直得鼓舞的是神要在糜門中成就大事 l 神

的工作已經在祂的家開始。面對頃大的福音工塲，

喜見信徒傳福音的熱誠、年吉人的醒黃、敎牧的同

心。神在其中也願意使用『奧門聖緄學院」 ，澹任

訓練新一代傳道人、建立信徒、開荒佈道、聯絡敎

會、傳遞異象的角色。敎奩復興· 福音廣傳的氯候

已成，收成莊稼的日子指日可待。

－個自戈』算不得甚麼· 但因著神的帶領及安

排，也博以在祂所配搭的團隊中站－個崗位。若是

神的心意祈莘我們能在澳門相見。一起同工並見証

誹在這小鎮中將要成就的大事。

-· 

澳門我爰妳 溍洵

道成肉身，臨世上，顳妳驄聞。

公蕘與眞理，溶合民，顳妳找尋。
光蠡除黒嗜，在前方指引；
願這禱耆大能，在溴門生根。

顱你國度絳臨在這黑噴小鑷，
就是過路人亦覺悟，來尋覓救恩。
矚毎顙心，鼬得眞 ，你麋耆告訴

溴鬥：「我愛妳」

（縞者按：此首歌／詞是作者特別為四月四 El

之全滇丕督徒青年退亻圭會所作）

感恩 .. 

1 校董會於本年一月委任歐陽扇璋牧帥為 r;奧聖」

院長·俾能全力發展學院·推動更適切奧門需要

的訓練。

2. 感謝誹爲「澳聖」頊備同工。潘洵弟兄於去年十

一月起担任院長助理，並發展工塲賨習計劃。趙

美嫦姊妺於本年二月起爲全時間同工·黎瑞卿姊

妺爲部份時間同工，發展「澳門福音事工聯終中

心」的工作。又有鄭靈芝姊妺加入爲全時間同工

，負責鬮書館管理。

代求：
1. 求主帶領歐陽院長及同工· 在輔導學生、發展新

課程上有智慧及遠象。

2. 請爲本層即將畢業的同學矯告，木主引令頁前路．

進入含適的事奉工塲。

3. 訊爲一九八八一八九年新生招募工作碚告· 木

主帶頜有志全職事奉的弟兄姊妺接受神學訓練。

4.1~ 王 1吏用—九八八一一八九年度的信徒訓練課程

. 1更央門的信徒得造就，更能成爲造就別人的人

5 詁繼租启本院的經溈代縐·隨著事工擴展、同工

塩加，稗常費支出也增加。

6 木主使用四月八日在澳門擧辦的「將心給我」緊

§, 及分別在四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在香港擧辦

的「澳門的呼聲」緊侖，藉此傳遞異象挑旺信徒

事奉的心。

7 詁爲歐陽院長於四月九日至十九日到韓鹵頜會代

繻， 1吏華人敉會及韓國敎舍在普世宣敎事工上有

更密切的含作。

8 本院圈害館是澳門中稍具規模的基督敎鬮書中心

，淮藏書質量離理想尙遠。本院預算在下學年度

開始前增購書籍至二萬朋，窯費若爲港幣七萬五

千元。若以五十元爲奉獻單元，有一千五百位兄

姊捐Jij; • 就能夠達到目標。更盼諡各兄姊踴躍捐

言，中英文皆可，讓本地敎牧同工和神學生們與

你們同得盃處。



學院消息

1 本學期蒙多位牧者担任校本部、「釋經培靈講習

班」及專題講座之客座講師，本院同學獲益艮多

。有國際宣敎會香港辦事處總幹事Dr. Everett Hunt 

主講宣敎學，香港迦南堂主任李成章先生主講中

園敎會史，中華基督敎會香港區會海南堂主任雲

澁牧師主講家涯事工講座，棍牧谷博士主講「敎

會事工神學反省」專題講座，香港潘道神學院院

長許道艮牧師將於六月主講「基督敎倫理學」專

題講座。另外有循道衞理聯含敎會安素堂主任李

炳光牧師、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香港區辦

事處出版部主任薫漢森牧師、九龍活石堂主任林

大衞牧師丶才配道會恩福堂主任蘇穎智牧師等分別

主講「釋經培靈講習班」之專題。

2 剛成立的「澳門福音事工聯絲中心」乃本院宣道

外康服務部門，目的在於協助本澳敎會推動全面

的福音及宣敎事工。事工重點包括孕育異象、提

供宣敎訓練、開荒工作、提供資源、服務社會等0

3 本院將於四月分別在港奧擧辦三個奮興獻心緊曾

，以傳遞澳門福音需要之異象，介紹澳聖工作縲

要。蒙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終中心副總幹事張子

華牧師蒞臨証道。緊會詳細資料如下：

• 四月八日晚上八時

「將心給我」 澳門中華基督敎會志道堂

•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半

「澳門的呼聲」宣道會荃潟堂

• 园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時半

「澳門的呼聲」循道衞理聯含公奩安素室

4 本院現已開始招募—九八八—一八九年度校本部

新生，報名表格及資料可向本院聯絡索取。

5繼—九八七一一八八年度「糙經培靈講習班」後，

本院將於八八年九月擧湄兩系列信徒訓練課程：

• 八八一一八九年度「信徒領袖訓練初階」－

以門徒訓練爲核心，配含基督生平講座及其

他課程，藉以造就信徒領袖。完成本屆「釋

經培靈講習班」之學員將獲1憂先考慮。

• 八八一一八九年度［璘緄培靈講習班」一一

總主題「天國的福音」 • 根據馬太福音釋經

講道，配含文章閱讀丶分組研經、個案討論

等，祜以建立信徒對神的國的了解及委身。

戳迎所有信徒參加。

有意參加以上課程的弟兄姊妺請留意報名日期 o

溴聖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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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就職典禮

A專題講座上課情況

＾農暦新年團拜喜氮洋洋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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