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門 ：昨 fJ …今 fJ , 8/j fJ 
龍維酣讎生

一九五入至五九年間我曾在澳門住過一年半。

在外面的茶人信徒當問超：為甚麼當見到住過澳門

的弟兄姊妹格外高興地團羕、慄召？我想是因為
（一）澳門小，牧會當年相當興BI.' 而且青少年碁
替徒不分白馬行浸信會丶、巴大臣街志道堂、聖公會
聖馬可堂，都來回跑動，相當的合一、親密。（二）

大多數中學星考生都誰開了澳門，再相逢時，自然
都以各地的赦會泵腳。

當年要花上一整天才能去氹仔旅行。早上五時

超行到國際酒店封面小碼頭，等潮水漲了，小電船

才能開航。下午，也是趁潮漲時乘描回來。學校的

班會要舉手表決是次氹仔旅行一日預算是每人一元
七毫還是二元三毛。

市內有少量三輪車，但一般人全靠步行來往。

大三巴牌坊前後均不没防，可任意走動，馬禮遜基

旁的小牧堂每主日九時有英語主日崇拜，祇老師鼓
勵我們去學英文。其術課有時是拿若畫版上松山寫
生。我那時是球高初中生，體育課便今若球到南灣

塡海空地上課，蕭老師吩咐式不可在馬路上邊走邊
拍球。

說說，忠道堂青年圉契：當年夏令會大家都非當

有得箸，潯員是建道孑軒學院的學生陳玉索、王光霖丶
麥桂盛等，主題是「在碁督裡」。他們的生命信息
大大鼓每我們這群弟弟妹妹。那一年聖哭節，诗班
司琴人事詞動，葉老師迫我三天內埭好彌布亞哈利

路亞合唱伴奏庄诗班司琴，是我珍潰的回遼片段。

現在重來澳門，南灣以前上體育課的空地已是

鬧區街道。欣見已有澳門聖經學院，而且成為碁督

牧界的粲合點。九五年開始更蒙天父奇妙引領，有

機會與澳聖合辦「跨文化工人培訓課程」。澳門深
受面國及天主赦文化影響，中國文化也日益強烈，

院 址 ： 澳門東望洋新街廿三號美利閣三樓

襪場開啓令澳門迅速國際化，而城市宣牧的呼聲梵

迫，這都哈子準宣牧士們最多才汞化的戢店和體除的

桃會。其中一環節是由梧係薙牧師領學員走過各間
赦堂，－－迷史，最後來到馬禮遜姜前琳述那個年

代，連聖經翻洋都是違法，要暗地進行的！

我們為來筆來澳的宣敉士惑息，他們在這荒羔
的小漁村馱J:.青春，現在我求天父賜福澳門，及澳

門的信後。我深深相信，像當年開往氹仔的小船，澳

門將會再次經歷屬宜的漲潮，福音將遍傳這「福音

初至之地」，認土耶和葦榮堢的知識，要充晶這城

市，像水充滿每洋一般。也願惑動馬禮遜的室加倍

惑動今、明日的澳門牧會，成為篙邦篙國的祝福。

禱告與實踐：

1. 今年為馬禮遜來華一百九十年纪念，語各受會多

為澳門有效杲地、具體地禱告，每逢泵會必宣告

願天父的，恩惠觸及社會每一群體、每一角落。

2. 為包樂佈道會求壯稼的主收莊稼。

3. 求主賜許多就

學就茉襪會，

使碁督徒和傳 寸

道人樂憙留在

澳門居住，協

力宣才易碁督，

增卡牧會，差

派宣敎士至全

世界。

（編授：作者為文化

交流服務中心訓鍊主

任，輿杯母弟念全女

士每年有面個月在本

院主持宣牧士訓鎌）

電話： (8S3)303454 傳眞： (853)312800 

電子郵址 ·• mb1macau ra, macau.ctm.net 

北美辦事處 ： 31-50. 140 Street. Apt. lL. Flushing. NY 11355, U.S.A / 



校足事承戚古一「竪回 1-1: 的心」 羅淑英校友

（事奉工場 ： 澳門華人墨督敎會）

初踏足澳門的時候，曾經多次聽到這楳的

活：「澳門是福音的硬土，宜牧士、傳道人在此

不易耕作。」自從八九年接觸這裡，至今全時間

事奉一年多，對這句活更體會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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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戶若沒有足夠心理準備，就打算委身澳

門大幹一番。這揉的心態，難免會「葬心」其中，
最後黷然非開。

與共他宣放工場一4汞，這程的需要當是從四
方入面湧來，越是投入工作就越覺力有不遞，把

所有的已經捐J:.. 了，仍未必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然而，從事宣教．事奉的人，務必持定

沖的應許：「我诒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葦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要等候耶和葦！當壯膽，

堅固你的心」（清篇廿七 12-14) 。 人要得的是耶和華的息息，非人所能賜的。唯願我們的生
命在祂的手中，有如流通的予子，藉我賜下活水之泉，叫人喝了就不再渴。

願神堅固我們的心，擅漬努力吧！

校足事承戚T一「將福音偉玲撝民」 施約瑟校友

（事奉工場： Calexico 第一華人浸信會，

位於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城市）

許多時我們事奉神的工人，會為自己定下一些目標或堅持一些心中的負擔。這是好的，但

我們也應存着開明的態度，時刻反省。否則，就會停留在茅些自己以為神為我們預偏的工作範

圍袤。

從九三年底，我們離開三藩市灣區福音工作後，來到這其國邊境小城 Calexico 牧會，已
有一段時間。轉眼九七年又去了一半，每週進出 Mexicali 墨西哥澆，經常接觸 Mex i ca Ii 的少
年、青年及葦人婦女，也曾到過羈留中心坏訪（那是一所拘禁偷渡者的地方），向一些葦人未

示關懷和傳福音。

'̀ Calexico 地方不大，我們一家五口初抵步時，全域人口大約二萬人。葦人約只有四百左右，

多以經商為主，當中九成來自中國大ft'.另外有一些土生葦人．和來自香港、台灣等地的新移民。
相信在不久將來，會有更多中國同胞，以不同方法來到這裡。

最初，我們認定這個葦人群牡就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但他們為箸生活緣故，非當動套工
作，根難安靜下來傾談一些屬室的事。而且這裡的青少年以西班牙語為主要語言，超初我們很
難與他們溝通。不過現時我們已可以用一此西班牙語傾談了。他們的宗敎背景各有不同。新移

民以無杵論為主，共他則以民間風俗敬拜居多。

總的來説，這裡的福音工作未算難做，但必要經

過卡久和忍耐的耕耘方見杲效！

這幾年的學翟，內子與我的事奉和異象比以

前擴間了，現在更明白到杵息息的福音，不能局

限玲茅一群體。神所愛的不單是葦人，昔世人類

都是祂所愛的。聖經說：「杵愛世人」，我們的

肴任就是連從主的吩咐：「將福音傳給篙民。」

盼望將這合杵心意的宣赦精神，銠刻心中! 2_ 



五國關璽

問：我爲何要考慮唸神學的問題？

答： 1. 因為神愛你，為你的生命預借了一個其

好的計劃。

2. 因為你愛神，你希望祂在你身上的計劃

得以成全。

3. 因為神在你身上的計劃可能包拉唸祚學
和全時間事奉，你必須切實考慮。

問：全時間事奉神的人不是已經很多了嗎？

答： 1. 舊約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神要一整個支

派全時間事奉祂。

2. 新約最初一百..::..十個門徒中（徒一
15) , 有十..::..個是全時間事奉的使徒。

3. 今日神仍要很多人全時間事奉祂，只是

大部份人沒有理會。

問：我怎邾道神要我全時間事奉祂？

答： 1. 你愛神，願意被祂使用，而且羨慕聖工。

2. 你事奉工作有杲效，顯示你有適合被主

使用的息賜。

3. 你的牧者和相熟的弟兄姊妹都印證你的

，恩賜。

問：我要全時間事奉神，但不要唸神學，行嗎？

答： 1. 從事任何專門工作都必先經過訓練；事奉
杵比一切重要，當然不例外。

2. 神用各種方法預備人事奉祂；祚學院是現

今神用以裝偏工人的主要工具。

3, 唸祚學表明你承認自己不足，願意謙卑接

受裝借。

問：神學院如何幫助我預備全時間事奉神？

答： 1. 宜性方面：有規律的掃鍊丶同學間的砥瘋丶

師卡的榜楳，慧助你室命成表。

2. 知識方面：完整的課程情助你全面掌握聖
經、神學和共他事奉所需的知識。

3. 技巧方面：全面的T習，加上導師從旁指
點，慧助你發揮息賜、磨鍊技巧。

摩舌五經新酪今蠔一本註釋苔 惕懷息

播道神學院舊約搆師黃儀章博士在剛出版的（天道書樸快訊）刊登了一篇文章，談及舊約

正典的問題。他在書中多次引述 John Sai lhamer 的 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這本書。雖

然近年不少關乎摩西五經的英文藩作陸續出版， Sailhamer 這本書無疑特別值得注意。

本書第一個主要貢獻是強詞厚西五經的整體性。摩西五經雖然很長，又被分成五卷，但以

色列人向來視之為「一本書」。姜情牧傳統維不荅定這個事噴，噴踐上郤總是將創出利民中分
開硏究。葦人放會也是如此。呤了處理如「底本說」等導論問題外，註釋家一般是將五經雷作

五本書來加以注釋。就經文的卡度而論，創出利民中分冊註斛噴在魚可厚非。但如此一來，五

奉言彼此間之撇妙關係和五經作為一個整體的信息，就很容易被忽略了。

Sai lhamer 並非強調五經整體性的第一人。他更大的貢獻，是強而有力地標示出摩西五經

整體信息的方向。讀者都知道摩西五經的文體以散文（記敘體）為主，兼有一些詩歌。 Sai lhamer 

發現五經有一項獨特的文學鮭構，就是在一段表散文以後，每每以一首诗歌，附以一段短短的

緒語作為鮭束。這種現象在摩西五經中十分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創 49 , 民 23-24 , 中 32-33

等三段玭是全本摩西五經中最卡的詩歌，也同時分別鮭束了全三大段-ic.1次文。 Sa i I hamer 更進
一步發現，在這三次主要的散文與詩歌交接之處，都提及經文中的主角向他們的聽眾宣溝「末

後必成的事」（創 49 : 1 ; 民 24 : 14 ; 中 31-29) 。而且這三次預言，都不約而同地隠卮然

指向彌宇亞。

如杲我們同意 Sailhamer 的戳察，就不得不承認摩西五經信息的末世性。葦人敖會普遍忽

咯召約，尤共是摩西律法，誤以為與所謂「新約牧會」無于。殊不知召約記載從一開始就己經

指向末世，指向基督，實在與我們息息相關。 Sailhamer 這本書，有效地頫明「全部新舊約聖

經都是搆論耶穌碁督」並非一廂情願的信仰口號，而是經得起嚴讜的釋經過程臉證的。

事實上，上述從既察文學、杜構而得的亮光，只是 Sailhamer 在討論五經整體信息時其中一

項論據。全書引人深思之處尚有許多，值得讀者們鈾讀。 3 



爾靈貫ftll
L 院董新舊更替

本院董事鄧英善牧師因遷居其國，己辭去院

薏職務 。 本院漥此敬謝鄧牧師多年來之頁臥。

惑谢主帶領梁炳鈞先生加入院董會，補替

鄧牧師留下之空缺。查梁先生乃是本院碩士科

节屆校友、亦為本澳二龍求浸信會之執事 。 願

主賜福並使用梁先生之事奉 。

2. 第十三眉噩業禮

本院第十三屆畢素典禮將菸五月三十日

（星期五）假澳門神召會舉行，敦靖梅係罹牧

師證道，關榮根牧師訓勉。敬請各牧會肢體撥

冗光臨，同頌主息。

3. 院長學成師來

本院院表洪雪良牧師淤其國拜奧那大學

修墳宣牧學博士，現已順利完成包拉論文、口

式等全部爭業要求。洪牧師一家將淤六月八日

（王日）返抵本澳。並將前往香港於共母會室光

中文堂述職兩個月，矜八月底回來重掌院務。

llilill輒告（港幣） 1997 年 1 月至 3 月

崍＾

奉獻 ： 同工薪金

經常費

圖書館

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其他

學費

膳宿及雜費

其他

支出

同工薪金／講師費

公積金／社會保障基金

圖書添置

設備添置

膳食（學生及同工）

水電／電話

行政費

事工費

其他

本期不敷

上期不敷

累積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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驪黼這1D黷告一矚目青年匿11111

~SUMMER .. 
對象： 18 歲以上之胥年

日期： 1997 年 7 月 27 至 29 日

地點：路環聖方濟各青年中心

主辦：澳門基督敎聯會與

澳門聖練學院合辦

鼱黷讎闞鼱鑿DD , i辜 l肩容模公篩

264,264.00 
130,724.02 

2,920.00 
9,835.00 

10,710.00 
231.30 

35,331.94 

30,192.23 
14,752.38 

498,966.87 

410,499.04 
26,812.62 

6,827.90 

999.10 
16,871.62 

11,337.40 
32,280.26 
2,500.00 

41,797.58 

549,925.52 

50,958.65 
81,580.73 

132,5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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