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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華人教會中事奉的人，經常遭遇各種困

椎，要突破這些障礙，首先要有思想態度上的轉

變，建立正確、健康的事奉態度。以下幾點可供各

溴門同工參考：

-. 國滑贝念

華人教會由於缺乏國度覯念，形成自我中心，

掐於門户之見，造成宗派主義，甚至地盤主義。

從五旬節直至主再來，稱為「新約時代」，又

是「教會時代」，基惜的福音是藉著教會來傳開

的。在教會的發展歷史中産生了宗派，遣是無可厚

非的，原是美好的事情。可惜的是，宗派的歷史愈

長，人為的困素也愈多，變成宗派主義，產生唯我

獨尊的態度，不與其他教會或信徒來往。

其實，神使用宗派教會，池使用獨立教會，因

為教會是暫時的，只有神的國度是永遠的；教會可

王牧師在「教牧座談會」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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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多元的，但國度只有一個。我們要建立的不

是自己的宗派或教會，而是神的國度。今天要強

調國度增長，多於教會增長。不要以為自己教會

的人數增長了就滿心歎喜，卻忽略了神國度的拓

展。所有相信聖經的教會都是國度的一份子，都

是主的身禮。今日我們是教會的工人，更是國度

的工人，千萬別讓地上教會宗派名稱的不同，而

將我們在神的國度中分門別類。

;_. 開屋，｀枯
今日教會要突破安穩的滿足心態，我們要拆

毀教會的圍牆，放眼世界，關懐社群，別因教會

四道困牆內的人數而滿足，乃要為牆外的靈魂而

燕急。教牧人員要有廣闊的胸襟，遠大的眼光和

拓展的精神。

.:.. • 塢 1 獵大事

有的教牧人員錯誤理解「鎌卑」，以為做大

事就是驕傲。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二節主耶穌説：

「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咆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

大的事。」今日我們必須具備為主作大事約心

志，以謀卑的態度完成天國大業。

四. 1民 itt~妾衲

教會要拓展，要為主成就大事，最重要的是

教牧同工要彼此接納，共同合作。由於每個人的

性格取向、處事方法、人生閲歷等不同，因此更

要學習彼此欣噴。教牧人員不合作，教會也就不

能合作；反而平信徒之間似是較容易合作。

讓我們破碎自巴，放下自我，彼此接納，共

同合作，存開展的胸襟，擴展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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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裝備全時間傳道人以外，信徒培訓一直都是「澳聖」事工重點

之一。近年「澳聖」晚間課程每學期都有數十位學員積極參加，使我們

大得鼓勵。與此同時，我們發覺澳門人口結構有所轉變，受過高等教育

的人急劇增多。從碩士科同學的研究發現，信徒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

高達兩成。因此自去年起，「澳聖」推出了專為大專以上程度信徒而設

的「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C.S.) 課程。

為了以下雨個原因，我鼓勵合賚格的信徒積極考慮報讀 Dip.C.S. 課

程。

_,, 塢了士存

遣是資訊爆炸的時代，無論任何課題，都有各種學説充斥。受過教

育的人，有機會接收更多資訊。可是，如何能在道世界的噪音中慎

思明辨，不「被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呢？除非我們在真道上

有所成長（弗 4:13-14) 。上帝在何西阿書説，「我的民因無知識而

滅亡」 (4:6) 。保羅談到他的同胞不能得救，也説「他們向神有熱

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羅 10:2) 。屬靈的真知灼見，絶對不同茶

餘飯後的娛樂蕢訊，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生死攸關的，決定

我們夭路客能否跑畢全程的必需品。

.:.. ... 為 1 承牻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 12:48) 。這是很清楚

的聖經原則。許多沒有信主的學生和知識份子，都勇於承撞歷史賦

予他們的責任。執筆之際，正值五四連動八十週年。余生也晚，耒

能親観道場波瀾壯澗的學生愛國運動。然而十年前春夏之交發生在

京城那件規模更大的事，卻未能忘懐。十年前的熱血青年，你在哪

裹？今日的青年知識份子，你人生的使命是甚麼？發白的禾場，仍

等待墻工人去收割；圈內的小羊，仍啾啾待哺。你願意承撞嗎？你

頲意説「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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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界中（特別是美國），「城市宜教」

成為宜教學中一個特別顯著的課題，皆因全球都市化

日趨快速，由此帶來深入的社會影竽，是教會在宣教

策略和事工上尤應關切的。

本院於九二年首辦「城市宣教碩士研究課程」，歷年都邀請遣方面有研

究的專家前來任教，使學員得到實際的鶿助，刺激思想和研究宣教的策略。今
年夏季更邀得羅傑 ． 格林韋 博士(Dr. Roger Greenway)任教「城市宣教學導論」，
日期為八月十六至二十日，週一至週五，每天六小時，共三十小時，三學分。

歡迎港澳教牧及宜教士選修。

搔博士為知名城市宜教學專家，現任教於「美國加爾文神學恍」，

他曾在斯里蘭卡及星五遺作宜教士，返羨後在各神學院教授宜教學及推動差傳
工作。專長於城市佈道及教會增長的研究，著作頗豊，包括Apostles to the City, 
Cities: Missions New Frontier, Discipling the City, 及近作Together Again: Kinship 
司Word and Deed. 此次除於本院授課外，亦將在香港主領下述公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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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八月十四 B

間：晚上八噁

點：九龍亞皆走街 123 號胂召會禮拜堂

員：羅傑．格林韋博士

譯：陳黔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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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消息與代疇
，．奉季學期

春季學期將於五月廿一日完緒，共十七科，
選修人數近一百位。客座講師有王懋籽教授、捶；
堡星牧師、張夭和牧師及「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
匣契 」 同工，謹此多謝他們在主裏不辭勞苦參與

神學教育事奉。

｀考期譯租
六月十一至廿六日有五次共十五小時「實用

輔導學」，由洛深輔導員羅嬋玉姑娘任教。

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一連五夭共三十小時「城
市宣教學導論」，由世界著名城市宣教學專家

Dr. Roger Greenway任教。

另八月十七日及十九日（週二及週四）兩晚

八時至十時有 Dr. Edna Greenway 主講「兒童宗教
教育事工」。以上課程欺迎來電垂詢及報名。

3. 麐士佈瑾言 I.

澳聖學生會於四月十日及十四日分別前往
「志道堂初少囿契」及「沙梨頭浸信小學」主領佈

道會，感謝主共有六十五名參加者首次決志信

主，請為跟進栽培工作代禱及為同學有美好的實

習經驗感恩。

4. 蹟文化甌甘扭l 縴

「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與本恍合辦之第七期「跨
文化職前訓練」，由五月四日至廿八日皋行，今

期共十七人參加（苞括四對夫婦、六女、三
男）。請為受訓者及導師們代禱，使道四週成為
他們裝備、交流和更新的機會。

5. 敖牧座找令

三月十五日上午本院院董會榮譽主席王永信

牧師蒞臨主領教牧座談會，得「澳門神召會」劉

舉牧師及「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廖卓堅校友

作回應嘉賓，出席約四十人。

四月廿二及廿七日院長洪雪良牧師曾邀請本
溴一些教牧參與討論信徒培訓大計，以便下學期

（秋季）更有效地推展此事工。

6. 臺

校友李嘉明、李慧儀夫婦，林國標及葉一
互星分別於去年添丁。

｀招士與塌期言承

另兼任講師張天和牧師

亦於三月尾添丁。謹柷

他們閬家平安，兒女快

高長大。

請為本院各課程招生工作祈禱，求主引領

有志裝備和清楚蒙召的信徒申請入學。亦為

同學及講師暑期事奉代禱。

8. 清源平S

本恍「基督教黃源中心」常備多項影音工
具，供會員借用。為提供教會對初信栽培及

門訓之需要，中心有多種簡體字版材料，會

員可免費取用。另代舊香港「中信」、「三

福」、「音協」等之書籍產品，歎迎參觀選

購。

國政矚告
(1998 年 12 月至 1999 年 3 月）港滌

收

皋讞 同工鴦金 225, 宕5.00

撾當責 201,389.00 
圖書轄 2,818.00 

助學金 3,880.00 
約書兎事工 11,346.00 
特別亭賦 1,194,.00 445,902.00 

學瓚 45, 6.56. 00 
雇宿及雜瓚 22,516.00 
其他 26,036.00 

540,110.00 

支出

同工薪金／饋師瓚 404,900.00 
卡期服務企／社會保庫碎 18,726.00 
圖書添置 4,332.00 

保 3,400.00 

核瓚 5,530.00 
膳食 18,054.00 

水V電括 15,389.00 
憎責 32,964.00 
其他 4,604.00 洳，899.00

` 
32,211.00 

上聞不馼 (349,718.00) 

` 
(317, 痴.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