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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出路

離澳返美之前，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和大家分享

信息。最近閲讀一篇論及傳道人在事奉中面對掙扎的

文章，其中有美國福樂神學院教會增長硏究，所作的

調查（其調查對象是包括北美以外的地區，但不知對

於港澳，其準確程度如何），調查結果之一，是 90%

神學畢業生認為所學不足應付教會的需要。其實這是

可以理解的：牧養教會是生命的投資、一生的學習，

僅三、四年神學訓練，又怎足以應付多元樣式教會的

需要。

令我驚訝的，是另一項調查結果．經過五年事奉
的傳道人，竟有 70%覺得自我形象降低一低於當初

進入神學院的時候。此外，大部份傳道人在事奉的首

七年內，曾經轉換三、四個工塲。雖然不知道這些結

果是否符合港澳的情況，但在某—程度上，若干教牧

感覺自己微不足道、事奉困難、難有突破；又有些事

奉了一 、 兩年的同工，找我商量轉換工塲的問題，其

實就是自我形象降低的表現。這故然是一個複雜的問

題，沒有簡易讓人遵行的答案，但在此希望以探討的

精神，從三方面去了解和嘗試尋找較落實的出路。

＿、 自愛的神學

事奉中的掙扎，和個人、社會、教會都有關係。

傳道人應先建立「自愛的神學」，自愛 (Self- love) 不

等於自私。家人對我們的工作有誤解，社會上的嘲

諷，或不長進教會的輕看，在不知不覺中會影響我

們，以致自我形象降低。我們首先要確定蒙神揀選

委身傳福音的身份， 神喜悅人代表祂將真理傳揚。

我們在 神愛子的國度裏，是祂最愛的百姓，是有位

份新造的人（林後五 17) 。我們既了解真理並委身於

教導別人，是與 神同工的（林後六 1)' 自當珍惜這

職份，就是基督的使者、新約的祭司、真理的傳遞

者。我們有責任讓信徒明白這崇高的身份，建立正確

的自我形象。祂讓我們傳道，並應許足夠的恩賜去事

奉，這恩典和能力豈是注重血氣、世界的價值和物質

所能代替？耶穌甚至説祂門徒所作的，要比施洗約翰

所作的更加偉大。我們被神挑選，又蒙噩靈的能力

保証和引導，能夠落實執行所負的使命，教導別人成

為好基督徒的人，豈能沒有崇高的自我形象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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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此身份、職權，和神所應許內在的能

力，就可以欣賞自己，不受世界的批判、價值觀丶·和

快要過去的事物影響，打擾自己落實建立於永恆國度

上的內心世界。除了對真理認識清楚之外，也不應與

人作無謂的、不合真理的比較，自以為傳道工作不如

別人 、事奉應達到某種模式、看不見同樣的異象，以

致經常自貶、甚至懷疑是否棘喜悅，被主所使用，而

創傷自我。其實事奉貴乎忠心，凡事以 神的真善美

為依歸。 神的僕人無分大或小，人生的事奉交在公

義永生 神的手中，不是靠自己向上爬，在後或在前

由主決定，拼命與人比較，反而不見聖靈的引導建

立。靠自己拼命爭取，百尺竿頭只落得山窮水盡，何

必讓不着邊際的比較傷害自己？

二、愛別人的神學

第二點是建立［愛別人的神學」。別讓慣常的工

作令自己愁悶，當以愛心重新衡量平凡的工作。主耶

鯀以人子的身份，用愛與服事完成神的使命，表明

祂的愛與質素，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

45) 。我們應以服事的心和行動，讓別人體會 神的

慈愛與信實。馬太福音廿五章，主審判倍徒是看他有

沒有關心服事人。雖然服事別人可能會被佔便宜，但

若不作則操失更大 沒法體會道成肉身與及從事奉

當中取偉的屬靈的長進和質素，更加不能體會人性的

真諦。

新約加拉太書記載，在 神的國度裏面，人藉着

信，不分社會地位都看為平等，祂藉此改造了人的質

素，我們豈能不委身其中

彼此服事？求主幫助我

們，透過服事去關心了解

別人的需要，表達道成肉

身的真理。認定自己學似

耶鯀基督，能夠如此確

定，這人的形象就得建立

並看得起自己，可以抬起

頭來－－這樣才像耶穌，

要求別人服事者反而不會

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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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神的神學
最後當然是建立「愛神的神學」，愛神是律

法一切的總綱（太廿二 37 -39) 。別以為愛神就像

－個向上的三角形，把神放在上面，其次是教會、

家庭和社會等。如此，則行出來常讓上面事奉的事情

佔較大比例，以致激烈、產生不平衡。其實愛 神在

觀念上像一個圓圈， 神在中心，周圍分別是教會、

家人、社會各部份。每部份的大小因人而異，隗着年

齡、環境不同，每部份所佔的份量亦會改變。 神的

義就是要求我們向祂有忠心和順服的關係，凡事思想

一九九三年暑期實習

探訪與輔導
感謝神，我造次的實習能有機會跟一位資深又負

重任的女傳道學習，在她身上和工作中學到了我以前

從未認識的東西。過往的二年中，我大多數是做少年

的工作，這次神給我有機會學習做婦女及老年人的工

作 ， 所以可以説：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必需從新學

習。這使我夏感到自己的知識實在太少了，仍需要虛

心地努心地學習。

本次在美國的華人教會中所領受的實在不少，擴

闊了眼界。體驗到作－個女傳道在教會的事工中所扮

演的角色和清楚知道所要做的工作。探訪工作是眾工

作中其中的－項重要的工作。在探訪工作中包括直接

向未信者佈道，邀請他們返教會聽道以及參加教會的

團契生活。該會在六月廿七日下午舉行佈道會，因此

我一開始實習就加入了他們的探訪隊列。天天到新移

民的住處（已先在華人服務社拿到資料）拍門探訪，

邀請一班新移民參加佈道會。這項工作是相當喫力。

我們是探用直接登門· 不作任何預先通知。因為有過

去的經驗，如果先作預約，往往對方就有機會避開·

因此只能作「不速之客」。但這樣做在技術上就比較

高難度，無論是談話的方式和態度都要使對方容易接

納，以致我們的邀請不被拒絕。感謝神，這次的佈道

會有十位陌生的朋友參加，在會上有三位決志信主。

佈道會以後就要做跟進探訪的工作。決志的未決志的

都一樣要探訪。對已決志者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疑難，

對未決志者要了解他們未決志的原因，鼓勵他們繼續

返教會聽道。

探訪工作還包括定時到一些因工作或因身體頼弱

不能到教會參加聚會的弟兑姊妹的家中與他／她一同

唱詩、讀經、分享、禱告敬拜神，了解關心他們的近

況，將他們的情況帶回教會讓弟兄姊妹在禱告中彼此

代禱。同時也把教會的近況帶給他們。這工作雖然繁

重，但我覺得非常重要，這樣做對身體頼弱者帶給他

們很大的安慰和支持；對靈性退後者，能夠及時給予

鼓勵和幫助；對沒有時間參加聚會者能夠讓他們仍然

有敬拜神的時間，也使他們不致於脱離教會。與此同

時也藉着所帶回來的消息，使教會弟兄姊妹彼此間能

互通訊息，互相關心。好多時候弟兄姊妹都能主動

的、及時的幫助到有困難的肢體，也正因為有這樣的

探訪工作，所以該教會的弟兄姊妹非常融洽，真像－

個大家庭。

探訪的工作還包括到老人院、醫院探望體弱年老

^ 祂的教訓，順從真理回應主，每一日每事都要向祂交 , 

帳。清楚了解我們和 神的關係，將使命交託祂的恩

手上，作－個好的傳道人，願意服事人，或者作一個

好丈夫（或好妻子），不逃避和不信的人來往，向家

人見証主。自愛、愛人、愛神的神學互相平衡、不

致降低自我形象、不致驕傲，一切為 神而作。唸神

學只是爭戰的開始，當憑信心預備自己回應日後的挑

戰，主自會為我們預備一切。願主賜智慧讓大家愛自

己、愛人、愛神，一生不斷長進。

謝佳兒（二年級同學）

的肢體，其中有幾位患癡呆症不能識辨人事的，但是

我們仍是去探望他們，為他們禱告。我真體驗到作為

女傳道必須有從神來的愛心，才能夠承擔這些工作。

在這次實習中也有機會作輔導工作，深深感受到

修讀「教牧關顧與輔導」這一科對於牧會是有很大的

幫助。很多華人新移民到美國，環境變遷，文化不

同，生活和工作都帶來很大的壓力。有很多人不適應

而造成心理不平衡，需要給予心理輔導。教會中有一

個新移民的家庭，雖然在美國已生活了三年多，經濟

也不成問題，但因為作丈夫的在大陸原是舊生·慣於

優閒的生活。到美國後當了餐館的雜工，因此自認沒

出息，對前途悲觀絕望，情緒日見消沉，自暴自棄，

精神將臨崩潰。妻子對他也感失望，甚至提出離婚。

在這個家庭正處於破裂的邊緣，教會給予很多的關心

和幫助。每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們都到這個家庭中作

輔導的工作。起初他們夫婦不願意同一時間見我們，

我們就只能分別約見，分別與他或她一同查經祈禱。

經過了四 、 五次分開約見後，終於願意一齊和我們查

經祈禱了，並且肯將各人內心對對方的期望和要求坦

誠相告，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虧欠並為家庭，為對方

流淚禱告。真感謝神，在我將要離開美國的時亻薁，這
位太太很高興的告訴我，她丈夫巳有很大的改變，變

得有笑容也能關心孩子們的生活。而她自己也能懂得

怎樣去關心丈夫和幫助丈夫建立信心。因為造個家庭

原籍是潮洲人，因此造次的工作主要是由我去做，我

一邊做一邊感謝神讓我事先在學院學習「輔導」和

「家庭生活教育」這些知識，好叫我不致於束手無

策·深深感受到在學院中所學的知識對於實際工作是

相當有用的。

在這七週時間中，教了二堂成人主日學課；帶三

次查經祈禱會；在一次婦女團契聚會中靈修分享；參

加主日詩班獻詩；參加一

次芝加哥市華人教牧同工

祈禱會（是次有二十三位

參加）；每週一次同工祈

禱會；這次的實習工作比

較全面，可以從督導和教

會牧者的身上和工作中學

習不少實際的知識·同時

也可以將二年來在學院學

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



新的學習、新的認識

1 形象建立的重要

在醫療站的工作，看見社區形象的重要，向醫療站

的病人，作探訪和佈道工作，反應較佳，這項事工

的參與，讓自己擺脱傳統教會，只是聚會的框框 。

2. 宣教模式架構

開荒教會＿切事工是簡單，大部份工作是探訪，與

自己習慣已建立教會行政組織不同，其實簡單的架

構，也有靈活可變的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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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覃婉美

劉展瑞

凌惠霞

謝健雄

林李小玲

性別

女
男
女
男
女

科系

九三年秋季新同學芳名

原屬敎會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碩士

基督教事工文憑

基督教事工文憑

基督教事工文憑

基督教事工文憑 （部份時間）

陳惠娟（ 二年級同學）

3 人際關係建立的重要

開荒教會沒有形式化的聚會·教會的建立和發展，

大部份倚賴人際關係建立，跟已發展的教會，等人

來的情形不同，眾會要自己找人，不可等人上門，

使我重新清楚「去」的重要。

4. 同工的必需性

由於缺乏人手，每樣事工要自己作，強烈知道同工．
的必需性，打破過往喜愛自己獨立工作的觀念 。

宣道會官塘堂

澳門上帝五旬節堂

中圍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香港門諾會望恩堂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

工作背景

女傳道

冷氣電工

文員

旅遊業

「澳聖」圖書館管理員

碩士 1 研究文憑

招生通告

科 目 ： 城市敎會的行政與詛織

講 師：黃少炳牧師（香港環球福昔廣播製作公司總幹事，香港宣道堂牧師）

日 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至十日（週一至週五 ）

時 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共三十小時）

上課地點：伯特利誹學院，九龍城嘉林邊道45 號

學 費 ： 港丨葡幣五百四十元

報名手續 ： 請於開課前兩星期前（十一月廿二日截止報名 ） 寄回［報名表」及註冊繳賢 。

（逾期者須交附加費 30% )

請來電港： 3369197• 澳： 303454 索取報名表 。

＊歡迎在職敎牧及城市宣敎工作者個別選修＊



院訊與代禱

I 感謝主帶領本院師生完成暑期的事奉或實翟，八月

廿三日舉行了第十—學年的開學禮，包括碩士、學

士及文憑課程的同學，由「中華福音使命團」總幹

事朱昌鑀牧師傳溝信息。

2 本學期新同學共有 5人，開設科目共 22 科。兼任或

客座講師共 1·1 位：關朵根牧師及師母（城市基督徒

的婚姻與家庭事丁），關朵根牧師（新約神學），

冼錦光先生（佈道法），黃建磐牧師（研經法），

翁靜淳牧師（詩歌智慧書），周約彼牧師（教會

史），梅保羅牧師（希臘文），薛柔娟姑娘（成長

小相 ），黃志強牧師（講道學、講道實酋、論文丨

企劃指導），林榮樹牧師（教牧學），余雋瑞牧師

（系統神學講座）及黃少炳牧師（城市教會組織與

行政），請為各溝師的教導和同學的學習代襦。

3 教務助理劉婉儀姊妹在本院任期屆滿，自八月起離

職，感謝劉姊妹過去四年的勞苦與事奉。

4 本院自八月份聘任林何智惠女士為圖書館主任及專

任講師，林太畢業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由母

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聯合差傳委員會」 支

持，其夫林國標先生亦為本院碩士科同學，現任

［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 宣教師。請為兩人遷

居澳門的生活適應及事奉代禱。

5 本院自秋季學期起委任「中福」 宣教士范睿皙姊妹

為註冊主任及專任講師。洪胡雪儀師母任實習教育

委員會主席。又感謝主九月起得廖卓堅弟兄加入事

奉， 任助理行政主任一職（部份時間），廖弟兄亦

為本院碩士科同學。另有李美萍女士接替麥麗蓉女

土任廚師，本院對服務多年的麥女士致謝。還有張

·麗婷姊妹加入幫助院務工作。請為各同工配搭事奉

代禱 。

6 圖書館於暑假期間擴展，面目－新，預算添購更多

參考書籍期刊及設備，提高同學學習質素 ，亦為教

牧同工提供服務。歡迎各教會支持，請註明為圈書

館奉忠。資料中心亦搬出圖書館，為方便澳門各教

會提供視聽教材之租借服務。

7 請為九四年度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碩士課程安排及

發展代禱，求主加智慧及能力予各在職兼讀的同學

及各科教授，務使所教所學適切時代的變遷和挑

戰。本科系未來更會與差會合作，開設宣教訓練課

程，詳情將會日後公佈。

澳門聖經學院財政近況

收入 93 年 4-8 月 支出 93 年 4-8 月

常費奉獻 HK$268,502 00 同工薪金 l 講師費 HK$326,906.00 
擴校奉獻 59000 公積金 17,354 00 
圖書館奉獻 60000 圖書館擴展／圖書添置 53 069 00 
同工薪金 148.945 00 傢倔」辦公室添置 2,020 00 
學蕡 31,086 00 膳食 30,667.00 
膳宿及雜費 74,682 00 助學金 6,586 00 
助學金 30,950 00 約書亞事工 4,983 00 
約書亞事工 8,295 00 銀行還款／利息／税項 54,428 00 
租金 18,275 00 房屋税／保險 16,879_00 
其他 23,538 00 水電雜項 40,572,00 

日常開支 17,518 00 
555,463 00 

其他 38,763 00 
不敷 (54,292 00) 

609,755 00 
609.755 ,00 本期不敷 54,292,00 

上期結存 98,104 00 累積結存 43,81200 

707,859 00 707,859.00 

（八月底尚欠銀行貸款 HK$104,627 72• 分 10 個月清還，每月需向銀行繳付約一萬一仟元。）

香港通訊處取消

本院香港通訊郵箱已停用，來函請直接郵寄本院院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