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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四年一月

澳門宣教策略

自—八0七年基督教第—位來華傳教的宣教士，里

禮遜初抵奧門後，奧門的福音工作—直進展緩慢，並

且經歷不少艱難。現時奧門基督教教會共有五十間，

主日崇拜聚會人數估計約二千餘人。這人口四十萬之

眾的城市，仍是—片「福音未得之地」。面對—九九

九回歸中國的治權，澳門社會急劇變化，人口比例有

超過—半以上為大陸移民，澳門教會應如何面對這一

大群［未得之民」？本文試從領袖發展、宣教事工及

神學訓練三方面探討當前的挑戰。

領袖發展

教會是傳福音、培訓信徒、團契和敬拜神的基

地。現時澳門半數地方堂會均未能達到［自傳、自

養、自治」的地步。大多數的教會負責人都是宣教土

或從外地聘來（以香港為主）的傳道同工，他們確實

都很忠心和努力事奉，但對本地教會領袖的培訓和發

展，卻缺乏全盤大計與週詳的安排。有些教會多年來

仍未有自己產生的神學生或傳道同工，一直只由外來

同工（不論是宣教十或傳道人）負責。澳門基督教在

本色化和建立教會上，顯然帶有隱憂。健康增長的教

會需要活潑有效的領袖培育事丁，這正是目前大部份

澳門堂會所欠缺的。許多時候，傳道人為及有同工而

抱怨慨嘆，原因很複雜，但可能主要還是其本身沒有

抓緊培訓信徒為首要任務，又或因本身的限制，知而

不能，或有心乏力之故。以弗所書四章十—至十六節

是每—個期望教會健康增長的負責人之座右銘，教會

若有積極的佈道工作和全盤的培育事工，教導信徒委

身事主，全人成長，那麼假以時日，必會有人興起，

—同承担福音的使命。

另—方面，現時全澳教會只有為數十多位牧師

（不包括西教士），顯示堂會同工的資歷、經驗或訓

洪雪良牧師

練不足；許多亦缺乏堂委或長執等信徒領袖。因此，

教會應努力栽培蒙召奉獻的青年，接受適合的裝備和
神學訓練，也當確認合乎資格及有恩暘的青年傳道，

按立牧職，使教會各方面的事工得以穩定長線發展。

宣教事工

奧門人口只有 0 6%基督徒，佈道工作自然是當前

急務。十年來有二十間以上教會由本地官教或海外差

傳教會或差會建立起來。近幾年不斷有不同的「短官

隊」來澳訪問或協助—些事工，但傳福音的主力若不

是發自本地堂會，許多佈道和栽培工作肯定及有承接

和跟進的力量。所以本地堂會應積極傳福音、做跟進

栽培和訓練自己的會友承担使命，才是根本的做法。

差會或海外教會可以協助本地堂會作較專門性的事

工，如培訓班、社關等，亦暉努力作「未得之民」的

福音工作，而不該代替本地信徒或傳道人的責任。在

奧門有眾多［未得群體」，如賭博從業員、吸毒者丶

土生葡人、漁民、不同方言的大陸移民等…..正是許

多宣教士應參與和發展的事工。

基督徒更涓要在澳門社會的各行各業作見証，海

外信徒也可以用各種身份，參與「帶職宣教」和「流

動宣教」的事奉，在社會特別缺乏人才的職業，如教

師、輔導員、工廠技工、青少年I作者等岡位上發揮

見証的作用，滲透影響，接觸不同社群 。

此外，本地教會應教導信徒有普世宣教的胸襟，

鼓勵各行各業的信徒投身宣教事業，若一味追求自我

滿足，卻對失喪靈魂置諸度外，委實虧欠主恩。不要

以為教會人數少，力量微就不能做差傳，應抱着學習

和參與的精神，—面做—面成長，才真是蒙神賜福之

道。奧門—些有幾十年歷史的教會，不進返退，可能

就是失去這種「上好的福份」。

院址：澳門東望洋新街五號三樓 電話： (853) 303454 圖文傳真： (853) 312800 
北美辦事處： 126 IRA Rd. SYOSSET, NY 11791, U.S.A. 電話： (516) 364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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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訓練
神學訓練在澳門教會中只有十年歴史，自「澳

聖」創辦以來，便不斷探索澳門教會需要的神學訓

練。當前澳門教會的發展影響了神學訓練的發展，不

論師資、收生、課程和經費仍有許多不足。澳門是百

分百的發展中城市，但許多宣教士和教牧卻欠缺城市

宣教的裝備。什麼樣的教牧長執，就產生什麼樣的教

會。澳門教會積弱，可能反映教牧長執的不少問題，

也與信徒靈性低落有密切的關係。推源溯本，可能就

是訓練不足，甚至不重訓練等問題。當然生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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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事奉」的岡位

「澳聖」是我第一個全時間事奉神的工塲。感謝

神讓我藉着教學和圖書館的事奉· 給我一個「三重事

奉」的岡位一一有份於服事中國同胞、澳門居民及神

學教育。

感謝神給我服事祖國同胞的機會。小時候，內地

親戚總給我貪得無厭的印象。但五年內三個經歷卻扭

轉了我對同胞的看法。八五年的北京旅遊，最教我念

念不忘的，不是自然的景色和宏偉的建築· 卻是同胞

迷恫的眼神，但當時就只覺是一種民族感情吧。八七

年復活節藉母會的短宣，我走到澳門街頭佈道，攜帶

聖經和屬靈書籍到拱北郵寄，再走到廣州參加聚會，

令我發現在香港以外正有很多中國同胞渴望認識那賜

人真福的神。八九年［六四事件」重新提醒我一—同

胞仍處於種種苦難之中。所以，當我確認神呼召那－

刻開始，腦海中便浮現了神州上億萬同胞渴求福音的

景象。

感謝神給我服事澳門居民的機會。小時候，澳門

給我的印象只是回家鄉必經之路。但自八七年澳門短

宣後，便開始對這片小地土產生了一份特別的感情，

常留意有關澳門的消息及跑過來探訪牧者。九0年婚

禮剛過，我和外子隨着母會短宣隊再次踏足澳門，加

重了我倆對澳門福音工作的負擔，也讓我們發現澳門

昔日曾是福音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因着她近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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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像約伯對神説：「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

見你。」（伯 42:5) 我和神子耶穌基督的關係也是如

此。

自小以來，耶穌基督的名字對我來説已十分熟

識。詩歌、聖樂、禱告和查經—直以來都是我家庭生

活的一部份。家父一－位牧師，後更成為在巴西的

宣教士，及家母，對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霫，因為他

們對主有忠心和彼此相愛。但我一直都不太願意接受

主耶穌基督進入我的生命，到我十五歲在－個宣教

需要生命的培育，但若是事奉知識或經驗不足，總可

以將勤補缺吧。

神學院的任務自當是造就合神使用的各類工人，

教牧、宣教、和專門事奉人才等。而［澳聖」今年亦

計劃加強長執和普及神學的訓練，提供資源，絜助澳

門教會培訓人才。

整個城市發展和福音策略，是息息相關的。以上

三方面的探討，基本上是人才和質素的問題，但願主

與教會同在，使澳門教會在主的帥領下有所更新和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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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何智惠

內地新移民和勞工數目的遞增，我們仍深信她今日、

明日也是福音進入中國的跳板。九－年藉着神學院的

澳門短宣隊，我清晰確是神親自感動我對澳門福音工

作的負擔，卻不單是外子的感染，感謝主。

感謝神給我在神學教育上服事祂的機會。小時

候，我對當老師並不感興趣，但後來在神的預備之下

進入教育學院接受訓練，以為就此終生獻身教育。只

是，三年師訓還未完成，便感到神的呼召，也清晰祂

要藉師訓裝備我，預備作將來之用。四載教師生涯之

後，當等候進入神學院之際，牧者及弟兄姊妹都印證

我的教導恩賜，也鼓勵我修讀基督教教育的碩士課

程。在修譔過程和教會實習經歷中，我發現傳福音和

佈道工作固然重要，但栽培信徒的訓練更不可少，這

給我更認定基教在教會中的地位。素已略知澳門教育

的缺乏，九二年跟隨外子在「澳聖」修讀碩士課程

時，更發現澳門神學教育和基教的特別需要。經過一

年的禱告、掙扎和等候，便於九三年八月開始「澳

聖」的事奉。雖仍自覺很不配，然而，當回想神給我

每個裝備的機會，祂的豐富預備，和祂向我倆的呼召

時，我又怎敢不踏上呢？

執筆之時， , • .JI l 已初 1贗江 ，j 的夏、秋丶
~ 

冬。既是奉差的 fr'&i ,~- , ,, 1 「勻 O' 香港文化，

花上更多的春夏秋冬，全然地融入本澳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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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睿皙

聚會中，我的生命才有改變。

在十五歲之前，我也曾讀聖經、祈禱甚至與人分

享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但直至基督進入我生命裏，

才真正有平安和喜樂；真愛和釋放變成非常真實。耶

穌基督不再是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祂在我裏面活

着，是我的救主。同時我的世界觀也改變了，我開始

學會欣賞大自然的美麗，生活中的點滴和不同種族、

文化、語言及氣質的人類。因為造一切都包括着神創

造的智慧。

我信仰的歷程也不是平坦的，其中有掙扎、疑惑



和眼淚，也有歡笑、喜樂和讚美。 但當我越認識祂，` 我就更願意以祂為我的主，甘心樂意降服主前，獻上
我的生命、我的所愛和我的－切 。

現在，我所面對的前路，雖然不保證有平坦大

道，縱或會有高山和幽谷，但我要感謝神， 因祂為我

預備的見證人，多如雲彩；我的家人、牧者和朋友，

他們生命的見證成為我的確信，正如使徒保羅在腓 1

6 説：［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 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 ，自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J

回想我十二歲的時候，我曾決志要成為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官揚神的愛。雖然我尚未清楚耶穌基督與

我的關係，但因眼見很多人奉祂的名得凸改變，所以

我願意把基督耶穌的大愛告訴別人。

自從我接受主基督成為我的救主之後，我向別人

分享主愛的暎動越來越深，也越來越強 。 我認真地在

神面前估告，求告應該怎樣裝備自己和應到何處事

奉。逐漸地神應充禱告，有—次在謳韓偉長老 (nr

PAUL HAN) 的紀念集時，我看到祂的呼召．「到中國

人中傳福音的中國信徒在那裏呢？」自此之後，到亞

洲傳福音的異象便在我心中播下了種籽。但 自 —九八

七開始亻」 f I , I I; t由學院接翌神學訓練，仝柑業時我仍
未肯入馮t到＇扣）何閱事奉。

~);)年 Ji\• l\,,f' 台灣作妒宣體!rm' 啪/~有機會到訪

澳呵，伐亻j_ 月~ ~ 迨留了四天，我不能，下記）祁尖的廟宇

及外表芙 f奇姜奐的睹塲，那些小孩、釕肯人、成年

人，他們都足滿臉渴望得到別人的愛 朗心和認同。

還有那吐 仔到晚［作的工人，他們都足启負千斤重

擔，不蜀的 I 作、努力向上爬，用自己的生命換取金

錢，冇些誤子、把自己受制於廟宇中的偶像邪飯，以祈

得到福蔭。

雖鈥洒門足 個小小的殖民地，旦隹 Li', 平方哩，

但那衷的數十誾靈魂也是父神所親毛的，石料李寶

的，尻 n• 祐也足—個超越文化的環境，办和我的巴

西華裔肯境和很相似。故頤我能忠於卞的呼召。

＂願 主的名在我生命中得榮耀，再得榮耀。

願 主的名今天在我生命中得榮耀。＂

"IN MY LIFE LORD BE GLORIFIED, BE GLORIFIED, 

IN MY LIFE LORD BE GLORIFIED TODAY!" 

九四至九五年度招生通告

本院現正招收新生· 申請者請向本院教務處索取資料及人學申請表。

九四年至九五年度開辦課程如下：

（一） 文學碩±

主修城市宜教 1 教牧職事，兼讀密集制課程·全年開四至五科·訓練教牧及城市宣教人才。申請者基本上曾

受神學訓練或大專畢業，並有教會事奉經驗。請向本院或協辦之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査詢（電話： 3369197) 。

（二） 神學學t

四年全時間課程· 訓練全職教牧、宣教及神學人才。申請者年齡須在廿一歲或以上及具中學畢業、會考合格

或以上學原。

（三） 神學文憑

四年全時間課程，訓練全職教牧及宜教人才。申請者須年齡有廿一歲或以上及具高中程度或同等學歷。

（四） 基督教事工文憑

' 二年全時間課程·訓練基督教機構同 L• 帶職事奉者或信徒領袖。申祏名年齡須有十八歲以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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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受水禮加人教會，在靈命、恩賜、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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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T.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4. 申請神學學士或神學文憑者須清楚蒙召作全職傳道。

5. 申請者必須經過筆試、面試並體格檢驗及格後方獲取錄。

6. 申請第三或第四項課程· 年齡卅歲以上者，若學歷未達基本要求· 可申請豁免。

筆試 H期：將分二次舉行， H 期如下：

第一次：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正

第二次：七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正

載止報名 H期：一九九四年六月廿 Ii. l::l (星期六）
査詢電話： 303454 



• 
院訊與代禱

1 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本院與澳門差傳事工聯會及

中國借徒佈道會合辦［差傳事工異象分享會」，由

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院長龍維耐醫生傳講信息，范

睿皙姊妹作宣教士見証，本院詩班獻詩，出席者約

－百人，其中有七位表示立志等候主呼召作宣教

士，請代禱。

2 九四年春季學期於—月十日開始上課，共設廿九

科。兼任或客座講師共八位：黃建磐牧師（栽培與

門訓），周約彼牧師（中國教會史），梅保羅牧師

（希臘文、以弗所書原文釋經），黃志強牧師（保

癢書信、講道實習、論文／企劃指導），林永健牧

師（摩西五經、教會小組事工、系統神學講座），

關榮根牧師（城市教會多元化的講道事奉、系統神

學講座），鄧英善牧師（馬太福音）及余胡月華女

士（教會音樂發展的認識），請為各講師的教導和

同學的學習代禱。

,)' 3 為更廣泛普及神學教育及訓練事工，本院於今年開

始舉辦多元延伸課程，以遙距式進行，本學期先有

［馬太福音」及［教會音樂發展的認識」兩科，學

員不必在固定時間和地點上課，學習主要透過錄影

帶、錄音帶、習作及導修等方式進行。秋季學期將

會開辦有系統及更多不同的科目，請為物色適合講

員、導師與有心追求的學員代禱。

4 應澳門教會加強領袖培訓的需要，本院將主辦—系

列「長執及領袖訓練班」，以獨立單元的方式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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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牧者教授，現先於三月廿八（週一）及廿九日

（週二）晚開設「教會小組事工」，由林永健牧帥

主領；四月七（週四）及八日（週五）晚［長執與

領導的職份」，四月廿五（週－）及廿六（週二）

晚［恩賜的發掘與運用」，由關榮根牧師主領，請

各教會推蓖長執或有潛質的領袖參加，歡迎集體報

名，請代禱及介紹。

5 九四年度碩士課程各科已安排，神學學士、神學文

憑及基督教事工文憑課程亦開始招生，接受報名，

請為有志申請者代禱，求主興起澳門教會青、成年

人起來裝備與事奉。

6 為院長洪雪良牧師繁重工作負担代褔， 求主保守及

賜力量。

7 四月廿五日（週一）為本院［開放日 J' 特設參觀

時間及晚間聚會，使關心支持的兄姊能更認識學院

發展及神學教育的意義，請代禱。

8 本院圖書館盼大量加增圖書，請為主任林何智惠女

士、管理員林李小玲女士及協助編書的鄭靈芝姊妹

代禱。同時圖書館亦歡迎澳門教牧同工及校友使

用，以期服事不囘的需要。本院的視聽資料中心亦

有數百種影帶、錄音帶、幻燈、主日學教材、靈修

資料及福音單張等供各教會使用，現增設代理［中

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之書籍，歡迎蒞臨選購。敬請

關心澳門福音事工的支持者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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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常寶奉獻

同工薪金奉獻

圖書館奉獻

學責

膳宿及雜賓

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租金

公積金退回

其他

上期結存

澳門聖經學院財政近況

93 年 9-11 月 支出 93年 9-11 月

, 
HK$152,200 00 同工薪金 l 講師貞 HK$222,440.00 

99,710 00 公積金 12,139.00 

1,000 00 圖書添置 7,273 00 

15,17500 辦公室添置 746 00 

32,511 00 膳食 26,355 0. 0 

13,263 00 助學金 8,488 00 

8,000 00 約書亞事工 788 00 

31,746 00 銀行還款 l 利息／税項 32,648 00 

44,017 00 水電雜項 23,877 00 

25,024 00 日常開支 18,437 00 

422,646 00 
其他 17,11900 

370,310 00 

43,812 00 累積結存 96,148 00 

466,458 00 466,458 00 

（十一月底尚欠銀行貸款HK$74,007 18• 分 7 個月清還，每月需向銀行繳付約一萬一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