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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閩市中作屬靈的聖徒 量憬．裕林士傅士主瑱

陳黔開收卸傳譯

耶穌基督呼召我們作聖徒，但在城市中作聖徒不是件容易 招聚小雞一樣，要用翅膀保護祂的百姓。在鬧市中作聖

的事。在沙漠，周圍没有人，一個人可以有安靜的時刻，有美 徒的人，要像耶穌一樣，用充滿愛和憐憫的眼光看周圍

好的靈修生活，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可是我們不能輕易離開 的人。最後，我們也要像聖靈那樣看周圍的人。聖靈能

所處的城市環境，去沙漠獨自親近神。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城市 在任何人身上成就拯救的工作，絕對没有一個人壞到不

中的沙漠，在城市中找到神，作城市中的聖徒呢？ 能被聖靈重生。聖靈不單能將生命賜給人，並且能使這

生命繼續健康成長。閑市中的教會要叫世界認識這三位但以理是－個好榜樣。他從家

鄉被擄到一侗邪惡、敗壞的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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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定充滿了引誘。他大可以權謀私，將信仰拋諸腦後，奉行 城市向神禱告。所有的人，包括執政掌權的、貧窮的丶

一體的眞神：聖父、聖子、聖靈。

當地的宗教。但從聖經裏我們看見他保持了道德上的純全，拒 令城市繼續運作的，還有教會的牧者，都是我們要在禱

絕參與那些邪惡、敗壞的事情。他做事忠心、勤勞、公正，日 告中記念的。都市聖徒的禱告也應超過一切宗派藩籬，

常言行舉止實在無懈可擊。但以理正直生活的背後是他的信 爲所有宣講天國福音的人禱告，讓他們的主作滿有聖靈

仰。而他信仰的核心是祈禱，一日三次的祈禱。他會放下繁忙 的能力，道些都是都市聖徒應作的事。

的工作，安靜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面向耶路撒冷禱告。他的敵 怎樣實行以上的原則呢？英文"alternate" 這個字

人都知道這事，於是設下－個陰謀，求大利烏王頒佈命令：三 或可給我們一些提示，它的原意是＂向前又向後＂。就
十日內誰也不可向王以外任何神或人祈求，否則就要被投進獅 好像但以理，雖然工作繁重，卻一日三次從緊張的生活

子坑。果然，但以理没有在信仰上妥協而聽從這命令。他照常 壓力中到神面前安靜禱告，這是在都市中過屬靈生活的

－日三次向創造天地、掌管萬有的神禱告，尋求祂的幫助。但 一個秘訣。禮拜堂應成爲那些疲乏聖徒找到安息的地

以理的敵人抓緊這個機會告發他。大利烏王逼於無奈，命人將 方，成爲在闞市中的－個綠洲，使進來的人得安息。綠

但以理扔人獅子坑中。然而上帝封了獅子的口，保全了他的生 iHI 是沙漠中一涸有水喝，有樹遮蔭的地方。屬靈的綠洲

命。翌日清晨，大利烏王得悉但以埋平安無事，立刻下令把他 就是一個讓我們親近神的地方。

釋放，並將謀害他的人及其家屬一同扔人獅子坑中，給餓獅作

早餐。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束，聖經讓我們看見，大利烏王

對他所征服的各民各族，用他們的言語宣告：但以理的神是一

位眞活神。在這事件中但以理為獨一的眞神在全圈作了美好的

見證。

城市的聖徒要爲這位獨一的眞神作見證。我們今日蒙召效

法但以理，在我們的社區、城市內好好的服事神，持守信仰和

道德上的純正，藉此為我們的神，爲主耶穌基督作見證。但怎

樣能在閩市中作聖潔屬靈的人呢？屬靈的意思是與神緊密同

行；在都市作屬靈人，就是在悶市中與三位一體的神，聖父丶

聖子、聖靈緊密地同行。

我們要以天父的眼光看周圍的人。他們都有神的形象，有

永存的靈魂。人如此寶貴，甚至神願意將祂唯一的兒子耶穌基

督賜下，成爲人的救贖主。我們又要以耶穌基督的眼光看四周

的人。當主耶穌爲耶路撒命哀哭的時候，曾形容自己好像母雞

生活繁忙，環境嘈雜，屬靈的危機四伙，周圍又盡

是不認識神的人，這就是現今教會在城市裏所面對的景

況。我們不單要在屬靈的綠洲中親身找著神，更要幫助

閑市中的其他人找著神，與神同行。耶穌基督是鬧市中

作聖徒最好的榜樣，祂時常親近神，將一切事清告訴天

父。這正是你、我所要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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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慎，恩牧師（本院赦務主任）

很高興今年有機會參與母堂（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的緬甸短宣體驗。今次行程我個人有幾方面要感恩。

團隊：記憶中這是我第－次參加母堂的短宣隊。在事奉之餘得與本堂兄姊有幾天相處，不論新知舊

市，彼此都增加了認識。隊中更有幾位廿多年前的團友，如今竟能在異地並肩作戰，實一大樂

事。教會又容許我帶同兩位學生一起參加短宣隊，讓我能同時兼顧學院的責任。此外，我原以

爲要與妻女別離數週，結果一家三口可以同上征途，而且各有所得，實在感謝主。

環境：我雖然也跑過一些地方，但算不上是善於適應環境的人，尤其缺乏嚐試新食物的勇氣和興趣，

對所謂東南亞美食，一向敬而遠之。想不到今次在緬甸差不多四星期，吃了很多從未試過的食

物和菜式，竟能從心裏覺得好味而毫無抗拒，也算是個奇蹟。另外，我雖然嚮往鄉野地方遼闊

恬靜，郤對蟲蟥蚊蠅十分厭惡。今次竟能與牠

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感謝主。

事奉：今次我雖然是髓隊出發，但其實除起初在仰光

那三天外，主要工作是在眉苗－所聖經學院授

課。這學院全職同工甚少，很需要外來老師協

助。我任教的科目，原訂是「創、出」兩卷，

豈料臨時增至摩西五經全部五卷，在準備的材

料和時間上都大感不足。但感謝主，最後終能

順利完成，而且在離開眉苗前一刻，完成全部

批改作業、考卷和評分的工作。 I 榜牧師與緬甸聖道學院一年班同學合照 1
四、 對象 ； 因語言關係，我們在緬甸主要是在華人當中工作。該院的學生，大多來自緬北山區，也有來自

雲南。因爲他們都通華語，我；起初以爲他們都是漢人，後來才知道其中不少來自少數民族。他

們雖然華文水平不高，但因有志在漢族當中傳福音，情願放棄自己語言的而選擇華文的聖經學

院。對我來說這是一件新事，感謝主讓我亦有份於培訓他們的工作。

符籠妞（是神一升.:.)

參與籌備「少年福音營」，對我來說，是

一個新的認識，新的學習，因我從未做過這種事

工。，今次認識「營會」的統籌過程是不簡單

的，要有目標，顧及全局。感謝主讓我有份負責

部份的工作和作會議紀錄，從中學習。另一方面

在面對實際環境的改變時，要學習隨機應變。

敖志卿（是神一升:...)

在整個暑期的學習中，不論是參與籌備「讚美

之泉巡迴演唱會」或是「少年福音營」都有很大的

得著。特別是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如面對陌生人

或環境的適應力強了許多；大型事工的管理和人手

分配；處事態度和面對突發事件也可以冷靜地處

理。唯獨在語言方面，特別是國語和英文，都需要

努力改進。透過暑期的實習，可以更認識自己，同

時努力改變那些需要改變的地方，使自己更能合乎

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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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珍（磨士科.:.升三）

這次緬甸的短宣體驗非常豐富，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有機會在不同的教會跟不同的傳道人學習。看

到不同工場上的事奉方向和傳道人的思想模式；看到神能使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工；看到人比工作重要。

因爲這次短宣是實習，會有督導的評語，起初使我感到十分的有壓力。但有一次，有

－個小孩子請我吃一件玉米糕，使我有很大的反省和改變。這裏山區的環境衛生惡劣，當

兩隻污黑的小手，拿著一件玉米糕來的時候，附近群蠅亂舞，我委實没有吃下去的勇氣；

然而想到這是小孩眞摯地和我分享他平日的美點，他已把最好的拿出來與我分享，我最後

還是吃了一口。聖經教：導我們要像小孩子。在事奉上，我過往會很著意別人的評價，也會

介意自己事奉的果效，怕別人看見自己的「寒酸」，但這個小孩子的行動卻讓我反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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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事奉原是生命的分享，我只是與人分享從神所領受的話語和一切一 切的恩典，故此，先前的壓力

也消失了。盼望這心態上的調整會幫助我今後的事奉。

黃泥放（塌士科三升四）

今年的暑期實習屬全時間牧職實習，期間我還到過新加坡參加「世界華人青年宣教大會」。這次的實

習可算是多姿多彩，也帶給我許多新的體會和學習。

(1) 第一次接待短宣隊，並且一起配搭事奉，互相學習。還有學習如何繼續跟進他們所接觸過的朋友，

並將跟進情況告訴亻苞們，互相代褚，將榮耀歸給神。

(2) 參與各事工時，緊記也需要培訓參與者。因此要懂得放手給他們去承擔，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恩賜。

(3) 雖然暑期實習塡滿了我的時間表，但是心中卻是滿有喜樂的。儘管是面對不同的困難，但郤經歷到

神奇妙的帶領，使我與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和成長，並且更體會到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
. 丶 節所說，獻上自己爲活祭是理所當然的。因爲「基督徒奉獻自己没有什麼了不起，不

奉獻自己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起不了」°

周鎄烽（磨士科三升四）

能夠跟一位牧者學習事奉也是一種新的體會。他是一個可以坦誠分享的牧者，特

別在討論教會問題上，讓我看到一個牧者的心腸。雖然實況並不樂觀或仍有許多攔

阻，難得是牧者眞誠地表達自己的限制和積極或忍耐的一面，讓我深深體會「牧者也是人」，惟有肯謙卑

在神面前，神會親自改變一些頑梗的心。

我本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尤其對個人動機方面常有所執著，所以常常撫心自問。有機會在教會作全職

實習，接觸到更多人和背後的心靈，如何能做到帶著眞誠而不流於處處討好，或每逢遇到虛假的就抗爭到

底，這是我對自己常作出的提醒。當眞的很難面對時，我會求天父幫助，讓我看到這些心靈背後的重擔和

纏累，且玲他們祈求，也爲教會復興懇切代求。當然也會有不知所措或灰心的時候，不過正好讓我確定「我

只是神的工人，不是神」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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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暑期課程與短宣

著名的宣教學者羅傑．格林韋博士 (Roger

Greenway) 於八月十六至二十日專程來院教授

「城市宣教學」，同學及選修者均感得盆良多。

院長洪霄良牧師 、 師母及兩個兒子於六月中

至七月中曾往太平洋關島及塞班島參與短期事

奉。教務主任楊懷恩牧師一家亦於七月中至八月

初赴緬甸短宣；另兩位同學亦一同前往幫助當地

教會事工。

2. 新學期

第十八學年秋季學期於八月廿七日開課。本

學期共開十七科，客座或兼任講師有五位：張丞：

丑牧師（系統神學三 丶基督教倫理學），譚渔雄

先生（使徒行傳），凌望某先生（啓示錄），鍾皇；

崽立女士（教會兒童事工），及薛柔娟姑娘（成長

小組）。

3. 跨文化宣敎訓練

第八期跨文化宣教訓練於十月廿五日至十－月

六日舉行，本期專爲教牧及差會同工而設，請爲導

師和十五位學員代禱。

4. 澳門固歸中國

十二月廿日爲澳門主權回歸中國的日子，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已籌備完成，準備在固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政策。現時澳門基督

教教會有六十間，信徒估計佔人口不及百分之一。

請記念澳門的福音事工及教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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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1999年 4- 9 月）港幣

收入 支出
奉獻 ：同工薪金 381,108.00 同工薪金／講師費 577,246.00 

經常費 175,942.00 長期服務金／社會保障 27,950.00 
圖書館 2,025.00 圖書添置 7,802.00 
助學金 750 .00 設備添置 11,969.00 
約書亞事工 16,815.00 保險費 4,592.00 
特別奉獻 11 ,970.00 588,610.00 房屋稅 27,478.00 

學費 55,770.00 助學金 970.00 
膳宿及雜費 26,809 .00 膳食 28,465.00 
其他 46 ,297.00 水電／電話 33,933.00 

717 ,486 :00 常費 60,403.00 . 
不敷 (71,321.00) 其他 7,999.00 

788,807.00 788,807.00 

本期不敷 (71,321.00) 
上期不敷 (317,567.00) 累積不敷 (388,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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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聖」是澳門不分宗派的神學教育機構，爲培訓華人教會工人及宣教人才而設。香港區奉獻支持可匱

接存入本院恆生銀行港幣戶口： 283-258572-00 l , 寄回收條或郵寄支票至本院，抬頭寫＂澳門聖經學院＂

或 "Macau Bible Institute" 。 美國區奉獻支持者可郵寄支票至本院北美聯絡處： 31-50, 140 St., Apt., IL., 

Flushing, NY 11354,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