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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不斷追求進步，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中，

「精益求精J是我們經常接收的訊息。一家電視台說要

「做到最 TOPJ• 另一家則回應要「睇高－線」。無論

在工作岡位上，或是個人生活的質素，甚至娛樂也

好，我們都在要求更上一層樓。這種積極進取的態

度，本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唯有就是在宗敎信仰的層

面上，敎會的事奉中，我們就偏偏多半極少表現道種

心態。當然敎會所需兼顧的事工有許多方面，我也不

敢隨便一概而論地說話，不過，在有限的篇幅中，卻

深願跟大家對本地敎會的音樂事工，作出一點反省與

提議。

自敎會被建立以來，音樂便一直與敎會一同存

在，敎會的活動亦少不了跟音樂扯上一點關係。澳門

的基督敎會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到底敎會的音樂事工

又有多少進展呢？我們所唱所用的詩歌是否仍是百年

如一？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我不用多說，讀者也自

是心中有數，對於敎會音樂事工的裹足不前，許多人

或許會提出不同的答辯：［敎會會友少，又缺乏音樂

專才，我們又怎能要求過高？」；「信徒若肯花時間唱

詩班，已是難得之至，還說甚麼音樂水平！得過且過

便算了。 J ; 「我們敎會的信徒文化水平低，就是再好
的音樂，他們也不會懂得欣賞啦。」更糟的是有些敎

會存着「音樂是可有可無的附屬品」的態度，自然是不

會花精神去理會它。

對於上述的答辯，我也十分同博和了解，然而這

些困難卻絕對不應成為我們疏於改進的藉口。敎會要

在音樂事工上有突破，就必須由傳道人和敎會領導層

的醒覺開始。所以筆者在學院裏敎授有關的科目時，

便經常提醒砷學生（也是未來的傳道人）必須看重音樂

事工，並學習如何推動和有效發展的方法。

「敎會音樂事工＃敎會詩班」這是我先要提出修正

許多人一種錯誤的觀念。音樂是深入敎會各層事工的

一種元素，所以發展的時候也需要一個整盤計劃，方

為有效。至少必須同時注意下列各點：

（一）幫助信徒明白聖樂的價值，提高信徒唱詩的興趣與

水平。會衆唱詩是敎會中最多人能夠經常參與的音

樂事奉，也是反映崇拜投入感的指標，故應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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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注意改進的項目（也是最多敎會會忽略的）。可

行的方法包括崇拜前有好的領詩主持聖詩預習時問

（十至十五分鐘）；舉行每月新歌運動，以不斷增加

可唱的曲目。這些都是經常性的訓練方法。

（二）全會衆需要訓練之外，敎會的音樂事奉專才就更需

要特別訓練，這包括了各種聚會所需的領詩、司

琴、詩班員、甚至詩班領導人等。在這方面有些敎

會就「座視不顧」，有些則靠「賒借渡日」，都是不健

康的。音樂培訓不是－蹴即至的事，要有好的果

效，就更須配合音樂恩賜，加以發揮。所以敎會便

應有長遠的目標，儘早設立完善的儲備人才計劃，

及早發掘和鼓勵適當的人接受訓練，並逐漸委以事

奉的機會，不致讓人才白白流失，敎會卻是仍然如

故，苦喊無才可用。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訓練，有

些甚至是敎會內部沒能力提供的，此時便應注意及

借助外面的資源。例如「澳聖」所辦的「敎會音樂事

工課程」，就是為了裝備較全面的音樂事奉人員；

而每學期均有公開招生的儲別音樂晚間科目，也是

希望能夠集合不同敎會兄姊的共同需要，加以集

中訓練，節省資源。

（三）詩班是敎會音樂事工範疇內的明顯項目，很有價

值，但卻並非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我還是鼓勵敎

會先從上述第曰、（二）點做好，然後組織詩班便不再

成為難事。今日一些敎會常埋怨詩班無人領導，無

從發展，甚至無人參與，恐怕就是敎會在音樂事工

上本末倒置的後果。

如何有效地組織發展及運用詩班，是另一複雜

課題，現由於篇幅所限，惟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跟大

家分享。

（四）最後，敎會音樂敎育，必須把握每個機會，從各個

不同層面自然滲入人心。音樂敎育不是單靠召開甚

麼訓練班，卻是透過各種年齡的團契丶主日學、慕

道班、甚至每星期的不同聚會，都可以成為敎育的

基地。如團契的選詩、慕道班內加插有關聖樂事奉

的眞理、或是一個質素上乘的音樂崇拜，均是活潑

有力的敎材。只要肯花點心思，小心策劃，弟兄姊

妹必然會獲得美好的造就，使敎會的音樂事奉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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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進，更蒙神悅納。

事實上，要發展好的敎會音樂事工，的確並非易

車。除了需要人才、時間和資源外，先決的條件遠是

我們對音樂事工的基本心態必須正確。我們若承認音

樂是神從創世所賜的恩，是砷喜悅的祭，而且它對敎

會實在具有重大的意義，那我們就不應再疏忽輕視，

甚至流於消極地看待這方面的發展。今天，敎會以外

的音樂已經不斷向着更高的要求推進。世人也可以享

有高質素的音樂成果，難道砷卻不配得我們在敎會音

樂方面作更美的事奉嗎？

穎生見國

身處澳門，經常接觸到離鄉別井的人。八九年九

月卅日，這種使人心酸的感受也臨到我和太太的身

「。還記得當天早 t.' 母親一早起來煮飯給我們吃，

又爲我們背負行李到地鐵站送行。告別後，她便回到

獨居的斗室，也是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園。落車後，

又有三位我牧養過的信徒在港澳碼頭等候送船，自知

當日上船的時間對許多人來說是早了些，所以送行的

人不會很多，但對我和敎會來說，眞算是一次神聖且

具歴史性的里捏，我心裏因此對背後的支持交織着體

諒與失望之情。

踏上海外官敎之路，是我在神學院畢業之前從未

想過的事，且有抗拒海外宣敎的想法，原因是那時我

認爲香港未得之民很多，敎會不用走到老遠的地」j浪

費資源。後來親身接觸各地回港的官敎士，才使我在

觀念上有更改，從心底裏接受了「往普天下傅福音給

萬民聼J(可16:15) 這句那麼簡單卻甚具挑戰的命令。

爲了充實自己和推動所屬宗派在踏足普世宣敎的事

奉，我透過閱讀、旅遊、參與泰北和澳門佈道，尋求

這方面更多認識·更清楚砷給了我往澳門宣敎的託

付。

當砷的呼召臨到一個人時，人往往有推辭的理

由，而我也不例外。我對四圍的人表示担心自己的能

力，掛念親人，担心前途，乂害怕敎會沒有海外宣敎

經驗，缺乏支援，同工不足等等間題，於是我敷衍地

向關心我的同工說：「讀書最簡單J (原本一九八九年

九月打算進入崇基神學組進修）。其實當時內心自知

不配選自己的路，亦不當在 k蒂旨意外找一條「容易

的路」，但未到最後一刻，人是不願意向砷低頭的。

結果· 砷以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經歷來敎訓我，

聖靈又從四力八面要我聆聽順服的信息，在沒有人申

涌這岡位的情況下，我終於勝過內心的憂慮，答允出

任敎會有史以來第一位海外差沮員。

轉眼在澳門事奉已有三年了，在這些年頭，叫我

和太太難忘、興奮、淒酸、親切和提心吊胆的串都一

－臨到，且超出過往的經歷 f孖咽思暈一下：難忘

的「三·二九」事件，牧塲街災情，興奮的第一次崇

拜，第一批信徒受洗，淒酸的敎會塞厠渠做成的水

浸，求醫無門，親切的佳節遇關懷，敎友來到訪，提

心吊胆的是受恐嚇、嘲笑、被蔑是「砷棍」、「英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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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方

作者為本院專任鴻師，「澳門綦督徒音樂協會」發起人及董事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J碩士課程 岑禺助

另一方面，眼見這個社會的改變和基督敎會在這個處

境 F作出的貢獻，我們又心被恩感，深覺與神同工是

一種莫大的福氣。在開始事奉的時候，我以創世記從

無到有的過程經歷砷的能力，體會開荒時的過程要靠

賴砷的智慧，後來，一卷一卷聖經讀下去，到最近已

讀到啓示錄，默想到末世的爭戰逼在眼前。在安靜

中，思想到在當時逼迫、困苦的座力下，到底信徒又

如何生活呢？他們可能連進食的東西也沒有，乂怎能

站立得穩呢？我請敎一位佾受過「文革」之苦的老信

徒·她給我的心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的話。」而對周遭的貧窮信徒·越來越艱險的時

局，我更珍惜現有學習上帝适語的機會。因此，我在

年初的時候，已有一個退修的安息年計劃，不過什麼

方向都沒有，我只知道，再不史新自己，突破傳統與

環境的話，我只會「因循的服侍 J 0 在繁忙的工作中，

我只將這件事記在祈禱簿裏面。

及後得悉澳門聖經學院有意開辦碩士課程，我便

向差會提出安息年的要求，當時敎會方面以事奉時間

短，（雖然任官敎上只得三年，但以往自己也有四年

事奉日子了），沒有人接任爲理由拒絕了我的要求。

當時，我差不多只有離職才能完成這僭心願，但在雙

力坦誠溝通之下，我表示自己在事奉中遇到雞處，實

在需要重新受訓才可能有機會突破，若要繼續在澳門

的事奉·家人在澳門的角色、工作、學業，也要作出

適當的安排。感謝神奇妙的安排，砷答允了我的祈

禱，使我如願以償。人事方面，呻興起了其他同工來

參與事奉。

想到今次的進修，也可能是不能再有的機會。因

此·個人非常正視進修的目標和計劃，免得這種旁人

看來「奢侈」或「無謂」的信仰實踐，在自己手杓虛度

「。在此．願意分享自己的一些心願，以致在弟兄姊

妹的代禱和支持 f• 更能成就砷在我身上所作之工。

-· 在三年內完成城市宣敎與敎牧職事的課程，作

爲事奉更新與個人建立澳門本色化敎會的起步，特別

在後二年的學習，可能受制於敎會的事奉岡位而運用

時間上有困難。

二·配合未來事奉岡位的需要，在言語訓練，社會

科學常識，甚至一些基本生活技巧也需要認滇學習。

-=-. 實踐門徒訓練並推動本地敎會的文字工作。
因知「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

立定J(箴 19:21) , 主若願意，求神照祂所願的成就

一切。



＾生見誼

蒙召與事奉
在加拿大唸大學最後一年，生日的前一天，當我

在圖湛館看報時，發梵世界上有很多天災人禍及戰剧

的事博發生，深感主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但主若眞

的現在就回來，我的家人卻還末信主，我豈不空手去

見祂的面。慚愧之餘，我更頓然醒兌，應趁主未回來

之先，好好的裝備自己，爲主作工。於是隨之而來的

意念，就是進入神學院接受造就。但心裏卻突然害怕

起來，恐「自將來有成爲宣敎士的可能，也泊滇砷學的
艱苦生涯，运些都是我所不願意接受的。然而我雖懷

有抗拒的態度，但心內卻有催迫的聲音叫我接受呼

召。我進入洗手間存試以冷水洗面作逃避，以為清醒

過來就會沒事！但卻是不能。我相信這是聖靈的引

導。最後，我終於願意接受紳的呼召，願意接受裝

備。我回應祂說：「將來祂派遣我往那裏，我願意

去。 J

畢業之後，我曾有機會留在加拿大定居，但想到

未信主的家人及朋友，砷將澳門的負擔放在我身上，

於是我毅然放棄定思的機會。

89年回奧之後，我繼瀆尋找神的指引。在－次

「哄心會」中我決志全時問事奉主。我回想神的恩典實
在很多，我只不過是回應祂的呼召。我深尖砷一步一

步的啓明祂在我身上的心意，並且給我機會在衆人面

前作委身奉哄。然而，我雖願意全時間事奉主，但我

還沒有將整個心交給祂。我仍按自己的方法來跟瞬

主。當時，我認為未是進入砷學院的合適時間，其中

的主要原因是金錢上的缺乏。道表示我對神的信心不

夠。

有一次，澳門聖經學院找我協助學院的工作，而

且還有進修的機會。起初我滿懷信心，辭退敎書的工

基督敎事工文憑 梁偉明

作· 認爲這個時間是神替我安排的。但後來不知怎

的，心中卻有猶疑的感凳，認為先吸收一、兩年外間

工作及人生經驗，然後才全時間的事奉砷可能較燃合

適。砷也就取回我進入學院工作的機會。這事對我打

慇很大，我對事奉主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原因何
在，可能祂是要我學習忍耐的功課。我等了半年的時

間，才投入澳門靑年歸主協會工作。未入「靑協」前，

砷給我一個考驗，看我能否付出代價來跟醢主，因當

時有一份1妥厚的工作要我立即上班。經過思想掙扎
後，在神的恩典下，我終能勝過誘惑並且忍受家人的

攻幣，毅然接受「靑協」的岡位。

雖然我經歷神的信fl' 但遠是不懂得讓祂來掌管

我的生命。我開始用工作來取代與砷的關係，以爲這

樣可以更有力玭地事奉神。當我存着這個心態來弔奉

時，心中卻得不到喜樂，反而覺得心靈疲乏。在帶着

憂愁及屯攄的心l靑下，我發覺事奉裏缺乏了方向，就

好像迷途的小羊，見路就走，卻不知往何處去。後

來，砷讓我察覺以往是怎樣的事奉態度 我雖然有

心事奉祂，卻是商着自己的方式及己見；我知道紳要

我全心全意事奉禪，我卻沒有專心依靠祂。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 J (箴言 3:15 16) 神用這段綵文來敎導我如何手奉

祂，另一方面，誹使我回想當初蒙召的綏過。感謝

主，祂一湞忍耐地等候我的醒悟，又指引我今後要走

的路，並再次給我機會接受祂的呼召和裝備，感謝祂

的接納和憐憫，讓我再能蒙恩來爭奉祂，這是呻給我

莫大的恩典！

九二年秋李瓿M學芳名

姓名 性別 科系 原壩敎會 工作背景

林信才 男 基督敎事工文憑 澳門基督徒聚會中心 「耶穌家庭」執行幹事

吳賀偉 男 基B敎事工文憑 澳門（言心堂 澳門循道衛理會社區中心幹事

梁偉明 男 基督敎事工文憑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 澳門靑年歸主協會同工

蘇帘輝 男 神學學士 香港深井靈光堂 X光技術員

李佩齡 女 城市宜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香港播，百會天泉堂 兒音院導師、短期官敎士

岑禹勤 男 城市官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澳門循道衛理敎會藍田堂 澳門循道衛理敎會差迷員

箱和健 男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香港中華基督敎會海南堂 澳門中華基仔敎會海南堂主任傳道

袁維新 男 城市官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 基督敎佈道中心念恩堂傳道

林國標 男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中華基督敎會漯仔堂 中華基督敎會柴漓堂傳道

林英傑 男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澳門浸信敎會 澳門浸信敎會傳道

陳金誠 男 城市官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香港路德會聖腓力堂 路德會聾人堂傳道

梁炳鈞 男 城市官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 澳門政府社工司公務員

＇林月愛 女 城市官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香港協基會路加堂 互愛幽契導師

勞埼華 女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研究文憑 金巴倫長老會澳門堂 澳門聖道會宏恩堂傳道

＇辜淑芳 女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研究文憑 荃池基督敎恵荃堂 澳門浸信宣道中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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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帶領六月五日至六日之「信徒獻心會」，共

有六十餘人參與，其中有十五位表示決志全心事

奉屯。

2 六月至八月期間，本院接待了21隊短期宣敎隊共

298人，願主保守他們事奉的果效，加添對澳門的

異象和負擔。

3. 感謝主帶領本院員生完成暑期的事奉和文習，八

月廿四日舉行了碩士、學士及文憑課程的開學

禮，本院北美埜事關榮根牧師傅講信息。

4 本學期新同學共有15人，計碩士課程11人，學士

課程1人及基督敎事工文憑課程3人。客座及兼任

講師共九位：關榮根牧師（敎會更新與領袖發展、

舊約神學），芷建磐牧師（宗敎比較與異端硏究），

林錦濤牧師（敎牧關顧與輔導），翁靜淳牧師（先知

苦），關越山先生（佈道法），嶽志強牧師（講道實

習丶論文／企剡指導），薛柔娟姊妹（一、 二年級生

命培育小組），梅保羅牧師（希脂文）及許道良牧師

（倫理學）。請玲各講師的敎導市奉和同學的學習

代禱。

5. 請為十月 三及四日四場之澳門區「彩虹佈道會」代

求，學院員生將全力參與，求主使福音能遍及澳

門居民。

6十月十二、十三日兩天將舉行「十週年院慶感恩見

証會」，十三日（星期二）晚八時假尖沙咀潮人生命

堂聚會，內容包括詩歌、見証、話劇、異象傅遞

及董事會主席王永信牧師証道，歡迎敎會肢體蒞

臨，同頌主恩。

7. 本院在十月九日及十日（星期五、六）上午特別舉

行「敎牧研討會」，敦請王永信牧師分享多年事奉

經驗及普世華人宣敎的異象，歡迎來電報名。

8.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碩土兼讀課程經已於八月

廿四日至廿八日上課，學員t要是港澳的敎牧同

工，大家均深覺主恩待，大博幫助。下一課將由

代院長洪雪良牧師敎授「城市宣敎學導論」，於十

二月十四至十八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上課，

歡迎有志者修讀，個別選修亦可，請來屯索取報

名表。

9. 「中信」宣敎土梁玉燕姊妹，在本院兩年任期屆

滿，感謝主帶領梁姊妹過去的勞苦與貢~'請為

她繼犢在澳門拓展事工代禱。

10 本院在美國紐約」·I、|立案註朋已順利完成，並設立

辦事處，北美敎會或個別支持者可與北美董事關

榮根牧師聯絡，奉獻可申請豁免稅項，地址為：

Rev, HENRY KWAN 

MACAU BIBLE INSTITUTE-NA INC 

126 IRA Rd. 

SYOSSET NY 11791 

U.S.A. 

Tel : (718) 5396822 Fax : (718) 9399163 

溴「1聖料學院財政近況

收人
常費奉猷

擴校奉獻

圍百添置

同「薪金

學貲

膳宿及雜費

助學金

約告亞基金

租金

銀行貸欸

｀其他

（尙欠銀行貸款 HK$1,168,206. 83 

(92年 4-6月）

(HK$) 101,141.11 

262,671.80 

1,000.00 

114,294.00 

2,747.50 

18,941.58 

32,832.41 

6,000.00 

44,700.40 

1,200,000.00 

22.961.17 

1,807,289.96 

免息貸欸 HK$50,000. 00) 

支出

水電雜項

同工薪金／講帥費

公積金／同工保險

維修保養

敎務添置

伙食

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銀行還欸

銀行利息／稅項

免息貸欸還欸

建築商還欸

樓宇律師費用

日常開支

結存

(92年 4 6月）

(HK$) 6,840.53 

202,429.38 

12,999.48 
. 14,451.06 

693.32 

20,476.85 

2,343. 10 

4,461.40 

31,793.17 

19,691.70 

170,000.00 

730,000.00 

61,735.00 

76 ll7 .00 1 ---

1,354,031.99 

453,257.97 
- -

1,807,28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