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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五月

城市宜敎與敎牧事奉 洪雪萇

全世界各地止迅速邁向城市化，到「公元二千

年，全球約六十億的人口中，將會有超過半數，居

住在近二千五百個人口在十厲以上的城市裏。當然

許多所謂「城市」 ，其實是超級大都會，人口上百

萬，甚至干厲的也爲數不少，按聯合國的人口分佈

調査估計報告，到時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全球

合共四百三十三個，其中先進國家佔一百三十八個

，發展中國家佔二百九十五個，亞洲佔了一百八十

三個，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 。

在許許多多的城市中，港澳可說是位於亞洲的

重要地理位置，緊貼中國大陸，也是太平洋周邊的

中心黠，兩個城市只有一水之隔，僅一小時船程便

可到逹，加上人口增長而集中，商業發達，而且面

臨於一九九七及一九九九年先後回歸中國政府的影

網，社會各方面急遽韓變，更叫它們成爲國際矚目

的城市。

香港與澳門人口比例約爲十比一 ，香港現時人

口約五百多癘，澳門近五十萬人，香港敎會現有九

百間左右，而澳門則五十間，信徒數目方面，香港

約佔人口之百分之五，但澳門的基督徒數目卻不足

人口的百分之一 。澳門敎會每週參加崇拜柴會的人

數僅二千人左右，香港方面約有八萵之數。相對之

下，澳門實可算是一個福音宣敎的工場。

從城市宣敎的角度而言，澳門人口稠密，（可

能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一—－每平方公里達

六萬二千人），而且七成半屬四十歲以下，各項肚

會服務嚴重不足，政府缺乏長遠計劃，人口大多數

是基層人土。近十年更有大量新移民從大陸湧入，

迫使敎會回應不同的霈要。

溴「1 聖料學院

港澳敎會當前最大的挑戰是向不同的羣體佈道

，並建立敎會，在祉會中提供不同的服務，作全人

關碳的見証，努力完成基督給敎會的大使命，在衆

多的轉變和壓力中，敎牧同工及信徒領袖的適切裝

備，實是再屯要不過！

「澳埋」自一九八二年成立至今，向以訓練本

地人才爲宗旨，爲要提供切合的神學課程，滿足敎

, .J• 的祜凍 。 冇鑑澳門牧牧和領袖的欠缺．特別是四

偈一 疽註二策之後的進淶訕l棘，所以學院勉力開

~ ----k 丶
. 辦專玫「城市宜赦」及「敎牧職 'Ji:J 的碩上課程，
針對営前港澳的社會情況和敎會盟要，爲港澳赦牧

同工和信徒領袖（特別是澳門方面），提供一個嶄

新的進修方向。 這課程全部以密集方式進行，將按

學員的許可時間，每年開辦四至五個科目，配合敎

牧兼顱敎會工作和進修的需要，各科目均由在城市

宣敎及敎牧職事學有專長並富有經驗的講師担任，

用各種研習和交流的方法來幫助學員得到最有效的

學習。

在不同的神學訓練的層次上，敎牧同工的訓練

尤爲重要。各種敎會增長的研究都指出，有效的領

導和策略是增長的首要因素，面臨轉變的港澳敎會

要應付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盡述，需要詳細分

析和反省，才能有所回應，道個課程期筌能作學習

與反省的場合，滙集學員的輕驗和專家的見解，爲

城市宜敎闖開一條新路。 . 

現今全球福音派敎會正努力招架城市的多元文

化和不同的政治宗敎勢力，但願華人敎會能不斷的

更新和增長，敎會領袖和信徒忠於基督的呼召，徹

底委身事主，承担大使命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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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狄更生牧師師母

暢談澳門宜敎感受

狄更生牧師、師母是基督敎協同會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的資深宣敎士．會在台南、台中鄉村事

辜近三十年，後因享禍固美瘋疊。直至去年再被派來澳門服

事。以下是訪問兩位宣敎士對新工塲的感受。

狄牧師師母，你們好！請你們倆位談談到溴鬥來作宣敎

士的感受，好嗎？ 「好的，一九六五年我們舉家曾來過澳

鬥一天，猶記得我們參觀馬禮遜牧師的墓地之後，坐在南灣

海邊欣賞揚帆而過的漁船。當年大多數的漁船都用風帆而很

少用庫托的，它們在海上輕輕的飄著，給人一種溫柔而寧靜

的舒暢感。澳鬥當時的步伐遠不及鄰埠的國際城市香港，也

未有庫天大樓·幾幢歐陸風味的葡國式建築物稀疏的點綴在

岸邊。那時澳鬥給人的感覺是平靜安逸的。

「經過六年在總會的工作後再回到東南亞來，我們没有

很大的文化衝擊。雖然我們以前未有住過廿九層的高樓，但

澳鬥是個容易適應的城市，不論住、吃、行都比香港方便，

皆因它的面積不大，所以無論要做什麼事都很近，很集中。

去年三月我和內人被差派到澳門後，除了察覺到市內高聳的

大廈外，我們更驚訝住在這彈丸之地的稠密人口。我們很快

的便成了「澳門人」，因爲我們到此不久便感染了「澳鬥咳

J . 三月又寒又濕的天氣再加上混濁的空築，咳嗽之澳門人
比比皆是。

「除了賭場的開放和天主教對本地的影響比較突出以外

，我們覺得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兒的家庭觀念比較重，很多

婚後的年輕人，仍然保持午餐甚至晚藍都回父母家中吃的習

慣，另外這兒很多父親都愛把小孩子背在脣頭上街。這些在

香港、台灣已是讎得見到的情景。對祉合整體來說亦有它正

面和負面的影響。

「我們在這兒越久，就越覺得我們住在中國．這個感覺

是我們住在台灣時所没有過的。一方面我們高興見到澳門過

去廿多年的進步，另一方面我們卻爲這個城市哀傷，特別這

兒的生活方式對未信主人的影響。緊接著所謂合法化的賭場

帶來的就是不合法的色情、酗酒，和吸毒的罪惡；它們不知

破壞了多少的家庭。其實賭場所帶來的嚴勇祉會間題，遠超

過它能給澳門帶來的繁華。我們成爲這大城市人口的一部份

後，發現了一個扎心的事實，就是這城中的革督徒很少。」．

當問及與本地居民分享福音的情呆時，狄牧師指出他們

接觸的多叡是大陸的新移民，這些人或多或少曾受到進化論

教育的影囑，有些没有仔細的思憊而誤將進化論作爲事實的

大有人在，因進化論過去不停的在更改而存猜疑態度的人卻

只佔少數。反之因到了自由地區而去「拜拜」的爲縠也很多

（台灣稱拜偶像爲拜拜）·部份是基於傳統觀念；有些卻是

梁玉燕

明知敬奉的神不是無所不知，亦不是無所不在而仍去拜；亦

有一些因知道人的喜好和傳統而去拜，有的是醋此機會賺鍊

。今日澳門的情景令他想起昔日台灣人向「物質主義」追求

時的悄形，霜人有機會自由賺錢之時．心中所想到的往往就

只有金錢。

狄師母分享她除了住在高樓的小房子中有一點的壓迫感

外，在澳門住没有甚麼不方便。反而因交通方便不霈要擁有

車子而減少煩瑙。這兒的中外食品各種風味都有，價錢亦不

貴，師母在適應上没困難。但她卻指出澳門的一個問題，就

是放假可以去的地方很有限。這兒讓人休息放鬆的地方委實

太少，想留在家中靜靜看書一小時而不被打擾的機會也不多

。狄牧師迂議到古董店看舊傢臥，去離島走走或坐一個小時

船到香港去，可能會稍覺輕鬆。

當問及年輕的外國宣教士，若考慮來澳鬥事奉，铜要有

甚麼的心理準備，狄牧師回答說：「他們要知道這兒很擁擠

，走在街上磷時碰到人。你的鄰居就在隰壁，你何時上街，

何時回家，甚至你的客人是誰，別人都會瞭如指掌，私人秘

密不會很多。另外就是官教士應安排休息的日子。長期留在

澳鬥事奉的傳道人需要對這地方有特別的委身，知道這是神

的呼召才可以留下來。無論年靑的或年長的，都需要接觸其

他的博道人，彼此支持，知道我們不是孤軍作戰。我們需要

彼此建立，建立我們的支持團契 (support group) 。

「我和內人很高興來到澳門事奉· 亦感謝邀請我們參加

他們隊工的宜教士。到目前爲止，砷給我們機會用我們已遣

的國語和福建話來服事這兒的人。我們不知道可以在澳鬥服

事多久，也許再多兩年，但相信主會讓我們見到教會的成長

和信徒的成熟。雖然我們很希空學合謅廣東話（此處的方言

）．但也明白我們這把年紀不是輕易做得到約爭。

「感謝主藉著今年開始毎星期六早上的「全澳教牧同工

祈禱會」誆我們和不同的傳道人一起來爲木地教合復興祈禱

。除了有機會認識主內的同工，更感謝神讓我們分享彼此配

搭同工的甘甜。 J

謝詡狄牧師｀師母．暢談了你們在溴門作宣敎士的靦感

，但顳你們遣一席話，對準備來澳門的宣敎士有些助盎· 同

時亦能激勵幫助本地的敎牧同工。

. 政府統計澳門的吸誔人數約有五千人，比基督徒還多（

；千五百人，只佔人口干（分之五）。

狄牧師本學期爲學院客座讀師·敎授「宣敎學繯謫」及

「禱告的姸究」兩科。

（嶠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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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碌的功課壓力中，夾雜着照熙離愁別緒。

回顱學院的二年學習生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若問在這二年最大的學習是什麼？我會說是一＿＿

「做人」的學習。

課堂學習一—_

導師將他們自己豐富的知識傳給我們，除滿足

了理性的追求外，更可從他們對事例的分析與見解

中，得活不同的人生經驗。

宿舍生活一一

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性格和生活習慣的人

，朝夕相處，歲月斯磨，各人的弱照根本不能隱藏

，如此更証實了與人相處之這是愛與接納。宿舍的

生活，使這眞理從認知化爲實踐。

敎會實習一—_

愛主內弟兄姊妺尙需學習，何況在敎會中更要

面對不同階層、各式各樣的人，是更大的考驗。不是

考驗能力，而是生命的考驗0這考驗卻成爲我更追求

學習的動力。當遇挫折時，砷的醫治與肢體的安慰

，是我生命成長的滋潤。

惟有生命才能影珦生

命，而生命的學習是活潑

不斷的。故此，畢業並非

終結，而是生命學習另一

階段的開始。

E 

在過去兩年的學習，

讓我看到神恩的浩大，亦

看見砷的恩手不斷地帶領

着我走前面的路。最令

我感受到神的愛是祂藉着

導師的指導和關慨，同學

的分享愛護，弟兄姊妺愛心的支持，都令我感受到

砷對我的愛是何等的無微不至。就算是我靈命最低

落的時候，心裏雖然對神的旨意有極大的抗拒，在

掙扎的過程中卻能體會神對我的慈愛是何等的深，

到我終於降服在神的旨意中，內心馬上湧現出一股

莫名的喜樂，這喜樂的湧溢就如活水江河般的無法

制止，口裏不住發出讚美和感謝。

在未入澳門聖經學院前，一切對神的認識只限

於知識上和頭腦上的認知，但在學院內兩年之人和

事的總歷，對我靈命的成長幫助很大，更使我學習

到信心和順服的功課，深深明白到若我願意放低自

己的意念，順服於砷的意念當中，一切都會格外的

亨通暢順。現我已決意凡事順服神，無論在課本上

和在事奉工場上，懇求施恩的主讓我不斷有機會去

學習。感謝讚美主，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天上的

父神。

_,~---事工文：｀｀

感謝砷，在人生的歷程中，祂加添我這四年砷

學造就的機會－－豐富了我的「生命」…擴闊了我

的「砷觀」，更啟發了我的「思想」，眞的有「再

生」之感。

有人用「工廠」或「軍校」比喻砷學院，我卻

用「母腹」來形容「她」，她覆庇我，孕育我，更

供應我生命的需要－砷的話，讓幼嫩、頑梗、無

知的我，能在聖靈的啟迪，老師的培育和同學的互

勉之下叫我邁向成熟。

轉眼匆匆，四年的砷學訓練已經將完，這眞是

一段又刺激，又寶貴的時光。砷學訓練有如一面「

放大鏡」，它放大了「人」一人的罪性，鑲我看

到自己的帳弱，生命的欠缺，如此更堅定了我在父

砷裏的領受一一「人的需要是基督」；同時也放大

了「聖經」一一神的話，讓我認識眞理，不單在「

聖經」中，也在「人」的生活、言語、行爲上也能

體會得到。正如保羅所言：「……現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加二20J:::

）。是的，惟有砷的話被人們聽見，被人們舌見，

人的生命才有能力改變。

主的話，改變了我的

生命，更成爲我活着的目

標和方向。感謝砷/同時

更多謝各位老師，同工之

培訓和代禱。

我畢業了，只是意味

着那艱苦的學習期（二年

的砷學科）已經結束了，

當學當做的功課已經完成

。但是新的事奉人生升學

了，而這人生的功課卻更

艱辛、更富挑戰性，更難以畢業。進入這個新的階

段，我一方面很興奮，另一方面又担憂，興奮的，

是可以全時間投入傳福昔的事工，担憂的是我可以

勝任新階段的功課嗎？面對將來的工場還是未知數

，我是戰戰兢兢的，但我深信砷會與我同在，只要

我不偏離神的遁路，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呈的，凡

事都能作」（腓4:13) 。

回顱七百三十日的學習日子，眞是感恩！感謝

砷賜給我造就的機會，感謝學院導師苦心及愛心的

諄諄敎導，幫助我靈命上成長，聖罷知識上的裝備

。感謝敎會弟兄姊妺禱告上、輕濟上的支持。感謝

能與來自不同地方的姊妺共住同食、學習，和不同

性格的人相處·幫助我在性格上有改變，更從中學

習看別人比自己強，叫自己不敢自誇。以後事奉的

日子實在更需弟兄姊妺的代禱和提醍，請大家記念

我。



消息與代禱

1. 學生宿舍大欞已向銀行貸款壹佰二十萬，以清還

纏款及各項免息貸款。自九二年五月起，以後每

月須定期還款約二高六仟元，爲期五年，求砷感

動主內肢體更多支持學院經濟方面的需要。

2. 洪零艮牧師自九二年一月開始任代院長，求主保

守洪牧師身心靈健壯，處理學院院務及敎學工作

，並保守洪牧師一家居留之申請早獲批准。

3. 爲學院第入屆畢業禮代禱，並求主引導應屆四位

畢業生能忠於砷的呼召，在主預備的工場上殷動

事奉。

4. 爲學院在六月五及六日兩天擧辦「信徒獻心會」

禱告，使更多澳門的信徒明白奉獻委身事主的意

義，積極裝備自己，把握現今的機會。請記念大

會請員鮑會園牧師及黃志強牧師，並各項目負責

人之預備工作。

5. 爲暑假期間學院謅師及同學不同的事奉代禱。梁

玉燕導師及四位同學將參加「中華福昔使命團」

的泰北短宜工作兩個月，另外其他同學均利用暑

期全時間到敎會或福昔獵構實習，也有個別到大

陸工場有所體鹼。

6. 下學期乃學院創立第十週年，董事會及敎務委員

會已訂十月十二及十三日在澳港兩地擧行院慶感

恩活動，董事會主席王永信牧師將蒞臨領會。

7. 爲下學年度招生及課程安排禱告。另有新開辦之

「城市宣敎及敎牧事奉」碩士課程，將會以密集

課程方式進行，配合澳港敎牧同工的需要，首科

於八月廿四至廿八日，爲期五天，由經驗豐富之

關榮根博士謅授「敎會更新及領袖訓練」。

8. 學院計劃於下學期開辦切合信徒需要之「靈命更

新」課程，連同本學年已開設之「敎會音樂事工

」及「聖經研讀」課程，筌能更有系統及目標地

培訓有心裝備受訓之信徒。

9. 有鑒院務工作繁重，學院急需一位全職的會計同

工，求主帶領合適的有志者加入事奉行列。

...,... 

九二至九三年度招生通告

本院現正招收新生，申請者請向本院教務處索取資料及

入學申請表 。

九二年至九三年度開辦課程如下：

（一）城市宣敎及敎牧事毒文學磧士

密集制課程，全年開三至五科，訓練教牧及城市宣教人

才。

申請者須已受四年砷學訓練或大專畢業，並有教會事奉

經驗。

入學資格請向本院或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査詢o( 電： 3369197) 

（二）禕學學士

四年全時間課程，訓練全職教牧、宣教及砷學人才。

申請者年齡須在二十一歲或以上及具大學預科程度或同

等學歷。

（三）神學文憑

四年全時間課程，訓練全職教牧及宜教人才。

申請者須年齡在二十一歲或以上及具高中程度或同等學

歷。

（四）基督敎事工文憑

二年全時間課程，訓練碁督教機槁同工，帶職事奉者或

信徒領袖。

申請者年齡須在十八歲以上及具初中程度或同等學歷。

入學資格（第二、三、四項諜程）：

1. 重生得救二年以上，已受水禮加入教會，在靈命、恩賜，

事奉上皆有成熟表現。

2. 得教會及有關人士推薦。

3. 願意委身在澳門事奉及有肚會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4. 申請砷學學士或神學文憑者須清楚蒙召作全職傳遁。

5. 申請者必須經過筆試、面試並體格檢驗及格後方獲取錄。

筆試日期：將分二次舉行，日期如下：

第一次：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正至十二時正

第二次：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正至十二時正

截止報名日期：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

電話： 303454 

澳門兜料學院財政近況 ( 91 年10 JI -92年3 JI ) I 
匭

91 十月至十二月 92 一月至三月
醞

91 十月至十二月 92 一月至三月

緹常費 153,347.95 153,576.93 水電雜項 6,387.74 5,843.10 

搣校費 48,919.50 15,797.00 同工薪津／講師費 236,698.75 204,827.00 

圖書添置 -0- -0- 公積金／同工保險 10,266.84 24,200.93 

同工薪津 59,205.00 81,681.00 摟宇稅項 -o- 105,116.96 

學費 3,915.00 22,865.85 教務添假 23,613.12 4,017.41 

膳宿及其他 15,651.70 24,067.93 學院伙食 21,832.80 21,530.96 

助學金 45,759.40 27,333.20 助學金 -0- 3,656.90 

約書亞基金 6,000.00 12,000.00 日常開支 32,936.17 59,013.31 

租金 6,000.00 17,089.00 
其他收入 54,067.09 21,615.23 結存／（不敷） 61,130.22 (52,180.43) 

392,865.64 376,026.14 392,865.64 376,026.14 

鉬芍懞益於四日中尸牛齿，北岱銥~」 _200 . 000 . 00, 分五年濟滇，每月需向銀行繳付約二萬六仟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