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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罔徒經文：苞8:31-38

洪雪良牧師講矜 「 基訓 」 異 象分享會 廖卓堅撮錄

在澳月妻作跟隨主的門徒T不容易，
我很欣情在北區有不少教會從事基層福音工作。

人圣決志奐作耶穌的門扶，必須明白：

一．作主門徒須體貼主

可 8:31-33 記載主耶穌向門徒道出自

己的命運，祂如何以生命成就救牘人類的大計。

但連彼得（作為主的跟隨者）也不明白主的心念，

他認為主妻得勝，絕非如此受苦受客，就勸阻耶

穌不栗上十字架。為此耶穌巖厲的責備他，就像

主傳道之初辰斥撇但的試探－楳 。 從這程我們可

以淆到，作主「1扶首妻須體貼神的旨悉，不可體

點人．的心悉。

今天許多人以為信耶穌就有 「 靠山」，生活

順利，能夠得箸赦會的Y助和安慰，信王只是求

「得利 」 和永生的途拉。又有是層人士信耶穌以

為可以提高社會」也位（郤往往換來同傍的恥笑），

這些都是體貼人的意思。殊不知祚的旨憙，郤是

姜人濰閑罪惡，與神和好，心意、更新變化，隨主

腳蹤，為主作見証，使篙民作主的門徒。主是妻

篙人得救，福音妻傳遍天下 。 可惜好些人雖然聽

過福音，但郤沒有信祂；有些人是信了祂，郤沒

有作祂的門徒，沒有跟隨主和體貼主的忿思。

澳門的碁層人0 達-=-十餘篙，絕大多數未信

主，甚至未聽聞福音。主必然關心他們生活的需

妻，但更加關心他們知石人生最終的方向和歸宿。

我們有沒有看見和體貼神的忠思呢？有些傳道人

缺乏完全的委身，以致工作沒有異象和使命。有

些赦會也是沒有使命的，沒有在生命培育上多下

功夫，所請傳福音，不過是「引人入教」 ，封信

枝 、 對人都無真正益處，這是 「廉價的教會」 傳

「康價的福音」。眞正體貼神的憙思，是迫切搶

救人的蜜魂，也關颜人各方面的需妻 。

二．作主門徒必須捨己

主更進一步語重深表地赦導我們，若妻作主

門徒，就妻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祂（

可 8 : 3 4) 。 捨己就是不以自己為生命的王或

中心。別忘記人子來是姜服事人，為人捨命，作

門扶還妻為主受苦、甚至受死，這是跟隨主、學

習主的條件，也旗是背十字架的悉思。主既是道

路、滇理 、 生命，門枝都是接受主為王為主的，

這是－條不許回頭，並不容易行走的道路。然而

主郤應許行走這道路的人，必然得蕎滿有意義和

價值的人生！

今天許多信徒字願為名利在世上打滾，用程

粳藉口推鏟村的呼召；又有才多敖牧、經常慨．美同

工短缺，郤少在生命的培育上投責自己的能力和

時間；更有傳道人大生疾呼叫人委身，自己郤操

手不幹，甚而轉身他去，這昱是信扶的榜樣，皇

能叫人專重傳道的職事。人若自己不準備委身來

承擔，就絕不能叫別人投身去面針 。 耶穌絕對沒

有叫門徒J:.十架而他 自己不去，也沒有留下分毛

給自已使用 。 他醃，已甚至付出了生命作代價，苯
非如此，且能呼召我們更有同揉．的回應 。 在這眾
人都只顔自己的時代程，門稜須持守的，忒是－

程不求自己的安逸、不渴足私愁丶不斤斤計較丶

不求自己的好處，只連從碁帑吩咐的生命取向 。 . 

三．作主門徒是得生命的事奉

一位為王殉道的宣敖士Jim Elliot曾說：

'「捨栗了那不能保存的，從而贏取了不能失去的，

絕非不智！ 」 此語正是可 8:35-37 的詮杼。

主耶穌奐門徒捨紊自私自利的若生命，來換取永

恒有價值的新生命。當人頤途衹牲自己的生命跟

從主，便獲得永恒的生令。神所賜的，是叫人盡

量運用和痊擇的新生命。若果步步為塋只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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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處處為自己箸想，只未盡曼成名、生活上

的麻煩，祿快就會喪失生令的瘠實悉義 。 倘必赦

會凡事為本身没想，沒有冒險和合作的精神，將

人才和金伐收藏是來，不肯投肴淤屬宜的事奉，

這程以為損己奐益的「本位王義」，至終必失掉

水恒有價值的生命事業。

主訓鍊門徒正是要他們學習 「損己有益」的

功諜 。 生命培育看來會自己受虧損，但郤換來在

水＇洹中巫價的得益。第 3 7 帥是王妻我們深入反

右、的問題，苯一味留住自己以為實潰的，郤失去

祚所賜永恒有價值的生命，我們還能拿什磨交換

這最實潰的呢？主就是問我們： 「 你把生命投肴

在哪程？你把自己在世的生命換些什磨？」若想

跟隨主，當看华生命追求的方向和目糅 。 若要水

恆有價值的生命，必須放棄世界目前的得失甚至

－切可能有的局世成就，以榮燿的盼望為動力，

最終必得箸榮罐的冠羌。

四．作主門徒是榮耀的生命
我們現今面針的是一個抗拒神、與神為敵的

世界 。 苯果在這環塊中，認為自己作王「,a是可

氐的話，不願跟從耶穌，當主再來的時候，此人

在天國決巫榮濯的席位 （ 第 3 8 筋 ）。 天國的子

民是要效忠王而非苟且偷閒的 。 面針世界不要tfl

怕，立志跟隨王，彼此激勵，主必與我們同在 。

溴「1歷來有許多宣赦士丶忠心的王亻丈，如雲

衫囝若我們 。 別以為只因他們有神的呼召，曾；有

神學才能事奉王；別因為有了自己的計劃，不肯

效法他們。神的呼召臨到每個願忿跟隨主的人，

祂的寸召己經痊出，我們聽得見嗎？淖有更多人

明白跟隨主的泡義，願意委身捨己，將生命趺上，

教會才能夠以榮麻的身份在社會中見証王 。 赦會

不在手大和多，乃貴乎強而有力的生命，有活潑

的見証和滇誠的生命 。

願我們能成為體貼沖的旨意，願悉捨己，彰

顯生命來事奉祚的好門徒。

「城市敦會多元化吋漪道事奉」課後反省（關榮根牧師任教）

•;!-
l.e 次我侈靖本科後，對坍道事率之跟界大

為擔問，在堊抵綬文眞表、信息表達及個人針諶

道之信心各方面均有所得益。茲將我在這次課程

後之反右以一「打油詩」窎出，希能與各同學共

灶。

昔奮衆賨驤道，今8傳煤姿釆新；

城市敦奮顫新意，多元諶道理棓深。

信表画t. 本色酶學穩如金；

擊禋礴理禮威在·發人深省嗨改礴。

牧瘩風範存員·價容勳精印象深；

言語精閆翥明白·談芙廩生臚弓親。

詩猷音同和廈·血1布置添氭氖：
台上台下連＿體·固慮一臺是原因。

林炎華

祚傳道至今十年多，但平均每年在坍台上
訌道不足十次，以致從預備諶聿至•1...1:..•台，仍惑

到有墨力，不能自如痊探，心想諶道非我恩賜才

幹· 因而輕忽在這方面下功夫。

條請這課程原因是希望它有助自己能克服面

針珺道的屋力及恐懼。今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在淤

缺乏自信心及少請。在開始之時，關牧師場到每

個人本身就是信息，玲我根強的鼓母及安慰。操

聞我對琳道的定義及襯念的更新。建括來説，以

下藪點是我所體會及學習到的：

l. 改變及更新我封塢道的認識：一向以為只有桎
少氡的＊性．賦有溈道的恩賜，以為着通一般的

會眾比較容易接受男性.4道。

2. 認識到男有男的特色，女也有女的特色，不需
強調有男士的氣魄、庄勢才是是好的証道條件。

特別是關牧坪在受上讚愴女同學繕道的氣價。

3. 墳強自己的信心，認這到神賦與各人不同的氣
憤，重更的是生令的流定，就是活的沮章，加

以找集生活刎汪，讓會眾因而更明白信患的敖

學。

4. 同學們玲我很大的僖助，從他們身上學習到不
少諶道的技巧及方式。

5. 在諜受上分析經文的操~· 封我非當有节助。

林月愛

此科玲我兩方面的反右丶。第一是如何活現
出 "'You are the Message" —瘡現自己在性格上
本身有所展剩，以前急磯會站諶台表達· 更懼怕

站出來濱i.lf., 有些客羞的情形，如今已是根大的

突陂。在以往唸杵學時已有投多操棟，如今更妻

學的是放下自己，樁自己史成朴的信息· 眞是不

容易。誠如Roger! : 「 i目 1Ef1:的本能 ， ，正是妻
讓內在的本能瘡辉出來，訊是每個人都有其獨特

的本能，這給我英大的鼓勵，但更姜找出方法將

自己杼放出來，以致將信息溶入生命中傅遞出去。

第-=-'此科有一個敖牧品格成表的碟題，讓

我在牧癢方面得鼓勵。培道不罩只將一為道用生

活的方式表達出來，原來其中的精義更是牧癢的

一個主妻部份，亦是針封傳道人之品格。活敖牧

品格能提升，牧癢弟兄姊妹時，不是罩珺聖經，

而是從自己實踐聖經後表達出來，便更能達到杲

效。

此外，本科跟我以前修嘖過的兩科漏道法完

全不同，以前只停留＇三段九小點」之方法上，

此科是更針封現在城市教會所面針多元文化影零

下的社會，溈道也須抗衡這些潮流文化的吸引力，

故"'You are the Message' 是－針見.Jn.的提紅。

林國標



^ 屠期海外短宣的點點體騌

系假期間，我有機會到西班牙探訪那程的
釜人敖會，經過短短的四十天甯地戢樣和接觸，

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宣教士，並不是那麼簡罩。
他／她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最碁本的條件：

一．要有足夠的眞理裝備

啟陵地區的葦人敖會，存箸一個扆重問題，
就是工人不足。按照西班牙的現況來説，有羕會

的成市共有五個，而羕會點有六個，但只是由－

針室赦士夫婦負漬巡迴來往這五個域市之間作關

颜工作。正因為工人少，信徒一方面很渴暴眞理

鑲癢；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出現根多問題都不能得

到及時的倍助和格決，因而給敖會帶來了不少問

題。因此作為宣教士的，既妻盡力滿足他們重程

的當求，又妻情助他們格決生活中的問題。在這

樣的處塽中，宣教士本身就必須有足夠的眞理裝

備，才有智慧和力量去慧助信徒虞理生活中的困

錐和供給他們黨程所需的。也只有祚的語，才有

訊服力，格決赦會的問題。

二．要有強的適應能力

今
旦敖士妻面對多元化的挑戟。以西班牙的

綦人為例：絕大多藪的華人是以餐作業為生。餐

作羕的作息時間與一般人不同，他們中午十-=-時

謝隹兒

才開蜍一天的工作， 沼遠.. ,. 右休息；晚上八

｀訌;/!;:!油悶鬪二
--=-為禮拜日；榮會時間也只能在下午五時半至七

時或凌晨.:..時至四時；探訪時間也只好在下午四

時半後休息的時間較為方便。所以，室赦士罩罩

在時間 J:.就奐有強的適應力。海外的蓋人，鄱是

移遷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在西班牙的釜人是從上

海丶浙江、麿東、香港、台灣等地移去的）他們

郝帶荅本身已有的文化丶習俗，所以封敖會丶對

傳道人也有不同的襯點和曼求。 fl,J如，收牽款的

方式、馮道時間大短等問題，都有不同的爭tl•

這對宣赦士帶來了很大的挑戟，郤是不能避免。

宣教士若沒有強的適應力，恐怕會根快打「退受

鼓」收兵回塋。

三· 要有忠誠之心

:;E禱启苜迁事；宣赦的工作是琭難的，但深信杵能保全我所交付

祂的，直到那日。

這是我所體險到的，也是我m-l-續續學習的

功諜。

（作者為四年級同學）

澳門翬經學院豺政近況 94年5月至9月

收入 支出 • ' 
螳當衡牽獻 179,538.00 . 同工薪金／諶師惰 420,883.00 
同工薪金牽獻 251.816.00 公積金 23,558.00 
圖言隹擧獻． 31. 500. 00 圖畫添濫 12,205.00 

助學金皐呆獻
32,65.6 . 00 傢位／電腦／篝公室添譌 28,305 . 00 

約書亞 17,650.00 房屋税 15,241.00 
學纍 52,620.00 錶行還款／利息／税項 21. 755.00 

::4 35,643.00 助學金 4,899 .00 
10,763.00 腸食（學生／同工） 33,332.00 

其他 59,855.00 水電濰項 47,177.00 
672,041.00 l:l 當開支 27,941.00 

不敷 12.736.00 其他 49,481.00 
684,777.00 684.777.00 

本期不敷 12;736.00 
J:.翔拮存 92,581.00 累積錇存 79,845.00 



院訊與化禱

－．九四年秋季新學年已淤入月廿..:..日開蛤，先有

碩士科之 「城市敖會的增表」 一科，由陸繹牧
師赦授，同學均患獲益良多。入月廿九日上午

舉行開學禮，由院表洪雪良牧師主領，特別提

醍新舊同學有關「澳聖」 的訓鍊目標及對同學

的期望。當日下午有新生入學指導及迎新會。

卅日及卅一日兩天為重修日，由院董凍吟開牧

師主諶兩次專題信息： 「神學的使命」 ，師生

均深得幫助。

.::... 本學期開設科目共廿入科。朱任或客座諶師有

薛柔娟枯嫉（成表小鈕），暕映重牧師（赦會

嵒理學），冼錦光先生（佈道法），翁靜淳牧

師（新的概覧），陸繹牧師（城市赦會的增表），

吳炳葦牧師（綦滑赦倫理），黃志強牧師（諶

道T習），朱昌鋮牧師（人類學興域市宣赦）

及林安國牧師（薈世宣敖與域市赦會）。另新

設「差及杵學」証書課程：陳宇光先生（創世

記），譚遶雄先生（碁帑枝嬌蛔）及葺柔娟枯

娘（新生命興新生活）。請續續為本學期各繕

師和同學的學習代禱。

三．碩士／硏究文憑科淤十月廿四至廿八日開辨

「人類學與域市宣赦」密集課程，由中瘡福音

使命同總幹事朱昌鋮牧師授課。另淤十..::..月十

二至十六日開辨「菁世宣赦與域市敖會」密集

諜程，由中國信仗佈道會副總幹事林安國牧師

授諜，歡迎赦牧個別選修。在上述科目開辨期

間，本院設有「駐浣宣敎士」名額若干，歡迎

港澳赦會或差會所屬之宣敎士申請。為了鼓勵

在職或述職之宣赦士裘備和進修，食宿學蕢全

免。請典本院碩士課程主任嘲絡。

四．本院為推動澳門是層事工，興澳門循道衛理會、

澳「1 聖的敖會及工棄福音圄契合辨 「是層門徒

訓鍊事工 」 ，招募有志者受訓， J:.諜、 T習及

工作三結合。並淤九月廿二日舉行了異象分享

會，由洪牧師傳諶信息，故事工執委會主席岑

禹勤先生介招，明年一月將正式開婦。順主帶

領 「碁訓 」 工作能使福音更有效遍達綦層。．

五．本院助理行政主任廖卓堅先生自九月起升任行 /\ 
政主任，負責院務工作。培訓部得暕宇光先生

（九三年校友）加入任堵訓幹事，推動培訓課

程，使澳門信抉有更多受造就的機會。另梁淑

芬姊妹自九月起正式誇任為院務助理。＇「隹隗表

秘書空缺仍未有適合人選， 請1尸

主

七．校友消息

－八九年學士科校友符和倢Jl及事之敖會「中苯基

情赦會海南堂澳門分堂」淤六月五日舉行了新

堂址獻堂禮。

一九 0 年學士科校友容美玲現淤「香港院牧事工

聯會」參輿院牧事工，請為共身體及事擧代禱。

－慮屆事工文憑科畢秉生梁偉明與碩士科同學李

佩齡淤六月十八日共踏連理，願主保守兩人建

立家庭生活。

－慮屆事工文憑科畢秉生林信才自六月開抬「澳

門三一家庭赦會」，專向戒毒人士及家屬傅福

音。

－慮屆學士科/#學文憑科筆業生工場動向：

李嘉明－香港宣道會大囝堂傳道

李慧儀－香港宣道會证．恩受傳道

黃嘉儀－澳門協綦會活泉堂傳道

徐秀蘭－元朗協是會錫安受傳道

一九三年村學文憑校友暕宇光淤七月起任本院培

訓部幹事（半職），九五年一月轉任全職。

－九三年杵學文憑校友高學敘自九月起被委任為

「澳門綦層「i-tt訓鍊事工」執行幹事。

孺..=.品校~11「幫矚t 員名軍加下 ：

主麻 ： 朱英儀 畫亻今 ： 黃｀
副主席 1 照字光 文耆：張超雄

誼：李菡囉 ， 吳慣偉

九國年度薪生芳名

駄；囉囍 't-fti))U 彎：：｀：罈畔鴯:~@:懌，｀竺．｀｀ 瞬癟教．會』· 鼴罪嶧．
麥金燥 * 域市宣赦及敖牧職事碩士 夯港宣敖會．恩磬堂 傳道

冼覓萍 * 域市宣赦．及赦牧職事研究文憑 耆港九1t域浸信會 傅道

周 昭 男 域市宣赦及救牧職事所究文憑 香港東方佈光基情赦會 傅道

劉肖卿 * 域市宣敎及赦牧職事研究文憑 耆港播道會恩泉受 傳道

林灸輩 男 域市宣教及赦牧職事項士 澳門二粒嘹浸信會 傅道

聶淑英 * 綦耆敖事工文憑 吞港葦人綦情會 機楊同工

宋玉英 * 碁喈敖事工文這 澳門協綦會活泉堂 謾士

區奕珍 * 綦褶赦事..r..文憑 夯港綦潜赦佈道中心患恩堂 售背員

湯唷珍 * 綦褶赦事工文憑 夯港中蓽傅道會虹躪綦耆敖會 秘書

連潔貞 * 是情赦事工文患 香港宣道會宣恩堂 藍領

梁璧重 男 綦潜敖事工文憑 澳門浸信敖會 文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