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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节若垮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是主耶穌留給教會的大

使命，也是教會存在地上的意義。教會若切實遵行大使命，就

會循環不斷地做三件事，使人作主門徒利教會增長。這三件事

就是

一 、佈道 使失喪者明白並接受救恩的工作

二、栽培 即初信栽培，指協助初信者靈命成熱穩回的工作，

三、訓練 有很多種，在此專指一般所調門徒訓練，就是訓練

信徒去佈道丶栽培或訓練別人的工作。

教會要蹭長，要完成大使命，這三件事缺一不可。三項之

中，澳門不少教牧都同意，最急待改善的是初信栽培。佈道工

作，時有短宣隊代勞，訓練工作，多少可以借助聖經學院或者

其他機構的資源．睢獨栽培工作，卻必須由堂會自行承擔。不

做好栽培工作，教會在質和量兩方面都難以增長。

從質方面看，沒有好的屬靈栽培，教會人多亦無意義 。

冏根廷有位牧師，兩年內帶領教會由一八四人增加到六百

人，可是他總是覺得有些地方不對勁。後來神感動他，他發現

教會不是長大}, 只是「長胖」}, 「只是增加了幾倍的嬰孩

而已」。教會的信徒都是屬靈孤兒，他自己只不過是孤兒院的

院長。 1

我們對教會增長有何期望？人數增no是否唯一的目標？這

位阿根廷牧師的話實在是當頭棒喝 。 信徒的生命質縈若不更新

成長，數量多 3又如何？更何況，質量影響數量。莫說六百，

要生產六十個屬靈嬰兒又談何容易？

從量方面看，有效的栽培工作實在是教會人數還長的要

素。没有栽培，信徒生命不成長，也就不會接受訓練去承澹佈

道栽培等事奉，獻身傳道也就不必說了。逼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循環必須被打破，代之以上文提及的使人作主門徒的循環，

澳門教會才有望振興。

假設某甲熱心傳福音，天天專心佈遺，每週領一人籙主。

二零零零年五月 弟卅六期

楊懷恩牧篩（本院教務主任）

他一年內可領五十二人籙主，若不流失，十年後，連他自己在

內共有五百二十人，數目十分可觀。某乙同樣熱心傳福音，但

因兼顧栽培和訓練工作，佈道工作有所減少，每年只能領一人

巋王。表面看來，他事奉的果效及不上某甲，然而長遠看來，

事實剧好相反。雖然某乙每年只領一人歸主，但他栽培訓練這

初信者，使他跟自己一樣，也能每年領一人翳主，並目栽培訓

練他。這樣，十年後，連某乙自己在內，人數共達 1 ,024' 而

且都是有緊殖能力的門徒，不是屬靈棄嬰。按照上面的推算，

二十年後，某甲的教會共有 1,041 人，而某乙的教會卻已突破

百萬大關了 。

這是幾何級數與算術級數增加的分別，道理本來十分顯

淺。可惜太多人急功近利，單求即時效果，不肯付出時間代

價。信徒生命的培育，卻不是三§月兩日的事。

種的多成長的少，可想過雑可改變 9

每天画對初生掙扎，有維付上點點 9

這是《栽培心》－歌起首的兩句。十多年前我首次聽這首

歌時，小銀幕上同時放映箸大型佈道會上成干成酉人擁到臺前

決志的揚面。我想起葛培理曾說，他佈道會上決志的人，最終

留在教會中成長的，只有百份之五。反省自己教會中福音工作

的經驗，的確是種的多成長的少，心中萬分感慨。佈道而不栽

培，猶如生而不養。而這些屬靈棄嬰，在那咆睹擷子虎禍眈眈之

下，能倖存已屬不易，要自行覓食而成長起來，賈在難乎其難。

顙王興起更多本奧信徒，接受訓練，委身栽培初信者的

事工。

顥王興起更多本）奧信徒，接受訓練，委身栽培初信者的

事工。

1 歐迫慈， 《長大成熟》 ，中國主日學協會，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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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ll i~ ~ 守酚的粵奉
連俊才（神學文憑三年級學生）

十二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在巴士上向外面望，看到－大群人正在過思路，他們彷彿是－

群正走向滅亡之路的迷羊。自始，我常想起可六 34的記載，「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囘羊没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 不久，主

呼召我透過話語利行動來服待人，縣意與你分享在這兩方同的事奉，主如何使我經歷恩典及

給我的鼓勵利學習。

一 丶 話語的事奉

我常有禮會作街頭個人佈道，雞然常被人拒絕和冷落，但總有不少「收穫」。教會中有

幾位都是我在短時間的談道中引領決志，今天仍熱心事奉。此外，我亦有很多機會帶領小組查銍，作教導和講道。這些話語的

事奉常令我又駑又喜，「騖」是沒有許多道裡講，目害怕講鍺 「喜」是的確感到榮幸，能成為神的出口。感謝主，問中有人

給我正面的回應，使我感到莫大的鼓勵，更印證了上帝對我的呼召。

除 3得到鼓勵禾0感到王的恩典外，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不足。我覺得主教導我要吸收更多的知識，利要以客觀的態度看

人與事。前者，我可以不緇在學院進修，提憙聖經及神學知識水平 後者 ， 我需擴大社交範圍，接觸社會及教會中不同背景的

人。因為時代與人不斷變遷，雖然真理不變，卻不能單憑痼人經驗閬天下。

二 、行動的事奉

近年較多經歷丟0學讎這方面事奉，而且給我更大的挑戰。因為生命如何，行動便如何。跟教會內的一些肢體建立3 一份較

深的感情，往往是曾與他們經歷一段困難的日子。例如疾病、經濟缺乏、親區離世或冢庭問題等。三年前，我開始探訪－位坐

蛹椅的女士。她不但難於照顧自己，更需每天服行全身癱瘓的母親。到現在，她的困境仍有待援手。我只能用禱告利探訪來表 l 

達對她的關心。最感恩的，這位女士一直都盡力參加教會聚會，單純地信爵主，其母親更在一年前在床上接受洗禮緑入基督。

行動的事奉的確充滿動力，好像譎馬可福音時，主耶穌忙於在人群中穿梭。我常反省自己有否作為一個主的僕人，常細心留意

「小子」的各種需要，而採取適切的行動。動機是否出於真誠的愛？我越來越體會，關心人不在乎能夠完全解決他們的困難，

只在乎與他們一起經歷這些日子，陪伴他們，與他們囘行。

感謝那位呼召我的主，若沒有神的話先教導我，我豈有話語的事奉泥？若沒有神先愛我，我怎能愛小子裏的－個？約翰說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利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利誠實上」（約一3: 18) 。求王幫助我，叫我在未來日子裡，繼

續努力以回應主對我的呼召。

主 WR 曼 ~t':J 袞主
李美萍（本院廚 Bili 及宿舍幹事）

我從小在農村長大，七九年二月移民來澳門。起初丈夫不淮我出外工作，只好留在家中，每天對著電禍，早晚上香拜神，

日子過得非常煩悶。八四年艾夫在港突然入院，讒篔患了肝靈。當時我很掛心丶害怕，又沒有證件赴港探望，惟有在澳門求神



"' , ＇ ，又找問米婆求她罩我丈夫。可惜全錢用盡，他的病情卻天天惡化，八六年十月終於病逝。那時我兩涸兒女只是三、四嵗，

無依無靠，處景非常傍惶，生活更加困難。後來雖然找到工作，但被許多問題困擾，心裏難受，經常失眠， ilJl 思亂想。由於情

緒波動，常常打罵兒女。整個人完全迷失了方向，變成－個糊塗人，生活在黑暗的日子裏。

一、絕處逢生

當我陷入絕望時，上帝打發 3 一位好牧者來幫助我，帶領我一家諝聖經。神的話語在我腦海中，像閃電一樣發出亮光。我

清楚明6以往的人生方向禾0路線都釒告了。我決定從此不再走自己的路， 一生跟隨耶穌，遵行上帝的旨意，更求父神幫助我明白

真悝，使我信心更加堅定走主的路。主耶穌天天與我同行，保守帶領我，我也每天讀經、祈禱、奉主耶穌的名膛走我身邊一切

廆鬼。漸漸我整個人都改變了，學會寬恕別人，凡事忍耐，按螭呻的話去生活，這樣生活又充實又有意義，更不再拜偶像，魔

鬼也不能攪擾我 3 。

二、活在主裏

全家信主後，生活得很愉快，神賜我們豐衣足食，兒女也逐漸長大。可是因為自己少時間管教他們，有時兒女犯了錯也不

知道。有－次我問牧師怎樣與兒女建立密切的翳係。牧師教我每一個星期做冢庭崇拜，一家人坐下來查經、禱告、唱詩，讓孩

子們分享一個星期來的心事，大家－齊將－切交託給主，讓神來掌管。由於我堅持家庭崇拜，兒女也漸漸改變，很孝順聽話，

事奉主也非常熱心 。 我們一起參加教會崇拜，認識更多弟兄姊妹，大冢互相關心。因為有神同在，日子過得非常開心，心裏越

來越有平安、快樂。

三、主必護佑

今年－月十五日早上，我十七歲的兒子駡電單車上學途中，被一輛私家車迎頭撞倒。我趕到醫院，不顧一t}J「司進急症室，

醫生禾0幾個證士還在急救他，我忍不住大聲0~ 兒子的名字 「你怎樣，千萬不要有事 l 」但他一直昏迷，頭部、左手、右腳鮮

血直流，不停地吐血和水。我嚇呆了，女兒緊抱住我，二人在門外潁狂地哭諴。後來女兒拉著我手，很冷靜地禱告求父神翳治，

將弟弟生命交8t給父神，求神掌管一切，讓他平安渡過危險。禱告完後，翳生出來說，手腳竟沒有骨折，已經包紮好 l 但頭部

有水腫，肺部也撞傷，最嚴重的是肝利腎臟已破裂，不停出血，要準備開刀。那時，學院同學、同工利教會弟兄姊妹不斷在急

症室大堂為兒子禱告。禮告就是力量，父神親自醫治他。下午匹蒔三十分，牧師再在床邊為兒子禱告，過3一會，他就停止嶇

吐，從昏迷中清醒過來，可以講話。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感恩，天父看顧我兒子，經過匹十八小時，他的內臟也停止出血了，不

須做手術。我以為他要躺在病床幾個月才能出院，沒想到上帝的醫治超過所求所想，八天後就出院3 。兒子的康復，醫生也覺

得很奇妙，神的大能無比，哈利路亞，讚美王。兒子的車禍使我深深體會到

幾件事

1 弟兄姊妹的愛使我很感動。學院囘工丶同學和教會弟兄姊妹整天輪流

來探望禾0代禱，主內醫護人員的愛心，無微不至的閼懐，不停地照顧我兒

子 弟兄姊妹還帶午丶晚飯來翳院給我利兒女，當我覺得凍的時候，姊妹給

衣穿。他們的愛深印我心，我反省過去，褔愧以前付出太少，但翳今後也能

將此豐富的愛，加倍送給有需要的人。

2 上帝保守我兒子死裏逃生。我兒子雖然遇險，但身心都籽歴平安。體

重雖然一度輕了四十九磅，但有主耶穌的看顴，很快又重起來。主耶穌在我 ` ` 
兒子身上己經行3一件奇蹟，是主醫冶他，救回他的生命，使他很快康復過

來。我為他感恩，顥他一生蒙上帝保守，成為主美好的見證。

3 磨練自己的生命。聖經說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這提醒我學習忍耐和寬容。意外發生當天，我對肇事司機沒有

責罵，也沒有埋怨，反而安慰她，為她禱告，向她傳福音，用主耶穌的愛包容她，使她和她的家人感到說不盡的感謝。我發覺

苦難好像－道橋樑，幫助我們更認識上帝，更體貼患難中的人，體驗患難中的平安。

神賜給我一家的恩典實在數算不盡，正如聖經說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願將一切榮耀歸予主。



濰傌與代禱

1 千禧講座

本院於年初舉辦了一連四晚以 「改變歷史的人物」為題的干

禧講座，有十多問教會的信徒出席，共沐聖言教誨。

2 信徒培訓

春季學期的信徒培訓課程反應良好，好幾科郁額滿見遺 ， 其

中「栽培員訓練班 」 更多達－百位報名 ， 可見教會在信徒造

就培訓上有很多需要。下學年本院將有新路線利方向，願主

幫助受訓者能學以致用，發揮事奉的果效。

3 跨文化宣教訓練

本院與「香港差傳事二蹬會」合辦之第八屆跨文化宣教訓練

餜程於五月二至廿六日舉行，請為導師利學員代禱 。

4 第十五屆靈業禮

本院二千年度第十五屆靈業禮將於五月廿六日 （ 五 ） 晚上八

時正假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舉行，各科畢業生共十餘人，

敦請龍維耐簪生證道，張天利牧師訓勉，兩位均為本院客座

講師，對本院貢獻良多。 請主內肢體赴會， 共諠主恩。

5 酺導學密集餜程

六月廿七日至三十日 （四天） 本院辦「輔導心理學 」 密集課程

（共三十小時），由楊東川博士專程由美來澳任教，請有意修

讀者從速報名。

6 多媒體資源

本院資源中心近期添腈一些福音影楳 ( VC D ) 、影帶丶唱片

(CD ) 及錄音帶，如「天使之城」丶「生命揸fi t人」丶「耶

穌傳」等，歡迎教會及個人會員借用。亦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或

資助添置，以廣福音傳播。

7 招生

本院現正招收2000-200 1 學年度神學士及研究科新生，詳情歡

迎來電索閱簡章。

8 校友消息

校友李小1令年初在澳洲雪梨車禍，頸脊神観受損 ， 現正康復 ，

懇請代禱及為其夫林炎華校友一家禱告。

財戏 l~ 羽
( 1 999年 1 0月至2000年 2月）港幣

收入

奉獻同工薪金 317 .491 00 

經常費 176,751 00 

圖書館 3,000 00 

助學金 20,815 00 

約書亞事工 16,298 00 

學費

膳宿及雜費

其他

上期不敷

本期盈餘

支出

同工薪金／講師費 481 ,132 00 

長期服務金／社會保隠基金 22 ,736 00 

圖書添置 8,650 00 

助學金 15,03500 

534 ,355 00 謄食 21,766 00 

42 ,515 00 水電／電話 22 ,516 00 

44 ,130 00 常費 49 ,870 00-

26.789.00 其他 11,683 00 

633,388 00 

盈餘 14,401 00 

647.789 oo I 647.789 00 

(388,888 00) 

14.401 00 票積不敷 (374,487.00) 

「沒壁 4 是澳門不分宗派的神學教育欞搆，為 IBiJI丨華人教會工人及官找人才而設。香港巨泰瓦t 支持可直接(~入本院恆生銀行港幣戶

U: 283-258572-001 · 寄回收條或郵寄支烹全本院，抬頭µ;·澳門聖誣學院＂或 "Macau Bible l nslilule" 。美園罔奉獻支打

者可郵寄支票至本院北美器格虛 31-50, 140 Si. Ap l . 1L, Fl ushing, NY 11354 US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