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刁嚀匡匡囯旦匣匿匿匿匿匡匡匡巨囯匿IEIE囯匿匿匿匿旦巨旦匡匡旦巨匡囯同

嗇 圖

＇乩，和這 ' MACAU BIBLE INSTITUTE 
rl!l 

回回回臨荸l回回回画司麒葉］醋琴l回回回回回回回回酯司已回回回回回回回
九八七年＾月 第九期

澳門宜敎之行 汪予理
郭慧玲

＂守1差咽荒場， ~i區區 u,瓦菱 ，造句品反覆

T玘r5且過多次「 "f.0[" I "~j門帶著彼止，鼓勵芷

目光，就罪 位哂：人嚴咀Yf. 节各去，廿亻m:r 老茗

的地万來不髭為著學註博輻者°月？我們沒t,,., 箸必

和收穫~1立苧，＂務宅傅道 '' 我們因肚踏上肯

＊荇?的步」戈， '·';, ? 廿泗習惜y人車代，的J召恿，

史不計較孫破了多 ,J,雙 1'12¥'!亻弋懵

仁 個星J!Jl,可的下午，我們照常跟著偉道薇姐

姐出外；全訪佈道 到了 1古l'-;'P' 行行逅行行，從

座屯宇到另—座嘍"¥'以為找到,, 原來却甑此

鬥牌缸出未若， ~!,fl努力 I,,- 子我fl"l在，自 r·1卑调

拱語 I j'ff>J, 學到的韌丿l' —殼奧鬥：作者都耘每週

T 日上作，每日「作超過十小時，他們無勞－法例

彥 ,cl' 臣 iH~J豆」＾方哲在不只，加 t 我們接觸的月／

下夕;!,:''今＇，有＇「同為身份問距，布些是 I ,,,. 階厝

等等囚多，往往在穿舍中留下 個才正確的地，1.'

除了酐，默爲他古告外，只能希望在路七有機緣也再

相 r, I 朶 c1,, li「占薯亻仂

丘樣捉迷藏J.i.的採。方遠紅1 我們惡餒，我亻I"'

人向前走，走迎 處，是雜各種咒樣栞味的地占，我

們亻芬在菲[.'f吁吸 'j大罪干漬滔每個破破歪j 的i~

箱，湍，則希門牌，正仕硏窄 t 有位男 t從巷內步丐，

我們拚步，前向他問路，苹謝 I:' 他很熱心地E 博

我們入了又暗又里的窄路，再i,;t;: 轉右，終於至I)'

目的地。蔽姐姐與干人及其友人談ai5' 郭姐姐把握

機户池固圍庄滔弋們的小孩閒談，杓有 6 亻區打，、 ;;)c

至~-歲的小孩， 1研門似 f被我們＿位外來的面孔

吸引溍了，於是，t姐姐開始向小孩子講耶穌，慢慢

發甩大人具孩子 璟囓紳祏护 孩子們很高興iib拿

店郭姐妲派子合亻士的｀岬愛你＂貼紙。」1姐趁吞1 熱洪

炸的情」，I,下問，，你們1可歡我們再來叭？＇，他＇餌連達

大聲表，」、歡迎。 L 就足找們現今甜撒的福吾種子的

基地「 lJl: 「以後，我們每星期六下午就來向孩子
們晶晶菩，祆們1昔卉 l! t 房的r' 前小空地， 條辰

函珝，户幾呵／丶孩開始，塬今吋到十幾個，最多的

幾次有-~ 五人。

我們這個工作不單爲希兒童，更是爲了兒童的

家長，他們「往站活｀坐着，遠遠 i也看清，聆聽我

們所敎導的。我們還有另—小組加入，專向家庭內

未出的成人做個人接觸，感謝主讚芙主，到目前雖

只倣了了個月多，已有好幾個家庭王婦慕道，＝個

靑年歸上、九個小孩接受主，但還需要繼犢去 e 澳

門不易做福音工作是－個事實， 1El呻已預備人的心

接受福音 ,f過現今做的工作形式霈要改~· 過去

足要帶人到敎會，現今敎會要派人到他們中間去，

還要帶些酶業人仕去．醫漳服務或敎育輔導等。總

要用愛心去建立他們，去幫助他們，也敎導他們去

敬拜，砷的霆要T作，沙漠也成好土，我們不可以

單單唱溢．講酒而細動於衷，若＂皿人代求＂是我們

的資任，「莊稼已經孰了．求主差派工人 」。那

個工人是你瞧？追1回責任你可以分擔瞧？諸記念下

列事項

I; 奧門有華人近五十萬．基督徒祗有千多人，佔人
口比率吡有0.4 -0 6%• 澳門華人敎會有三十多
間，從外地來牧會的傅道人幾乎佔90%• 三分之

－的敎會沒有傳道人，講爲此呼聲代瑀。

2. 自 79年由大陸移民入頃的佔全，奧鬥人口一半，而

敎會對新移民工作有興趣的爲數甚少。

3 在澳門全面訓捒信徒及敎牧人員的聖經學院現今

祗有－唱．就呆'.~r9 聖經學誤」，漓爲每一位同

學活告

4 要向大陸同胞傳而區音，思上聯想到澳鬥是個有利

陣地，要想到香港旳1997· 亦想到澳門的1999•

是個緊色地帶。王內肢體語不要再在談論，在研

討階段了，是披上戰衣，启負起責任的時候了，

是你的金錢投資，是你生命的投入，請先禱告，

求主給你機會。讓我們或懇祈求天國圉土的擴展，

戾門敎會的復興，中華大地福音廣傳，鈦後主必

決來 l

編者桉· 以上是；1. 子」里'!~! 玲面位姊休的工作 1史恿。 ;1.

子」更是加全大中國 ft.fti和這會之同工· 道4「安息年」伋翔

j!.f~! !.) (加全大温計綦牙謩）一起· 用一年約時間妻煙昃

宣敖士工湯生·沽. J!. 學勺 ~aN向不用文化的墓人作偉人禧

令估道。他fr'llll 情會去含港及歐洲學翌。以上扎告是化ir'I

~·I 完吐了在溴 11 六個月以來的工作心仟。

転 1 上：，英＇五「望洋新 1封王嘹＿樓 手港l.甬；R氐吞，ni 叻鄣節911435 铱

Addre邙： 5 Rua Nova ; Guia, 2/F. Macau, Hnng Ko嗎 Mailing Addrc,s: P 0, Box 98435, TST, Hon~Kl'ng. 



「澳聖」事奉感言 陳永建

感謝 神的恩典和帶領，使我從「庚聖」開始籌
備．成立一連至l;J,1.在，有分於此一劃時代神聖使命
的串奉，土年來，看舌她發芽．茁壯、成長，以至
結出 諍工人的果子寸服事華人敎會，其間，雖歷
經一般神學嘰構初期曾遭遇的難處，如 設備不夠 5
師資不全、招生不易、經費不足.. 此外，她又面
臨本身所處客觀環境所形成的實際影鎏，如 民風
較保守、韞菩拓展較困難，＿般普羅大衆，終日箝
營謀利．脛生活而不暇，鮮有多餘時間探究永生奧
秘 此地眞是「作工難，作砷的工更難 l 」

雖欽如此，砷的福音到底被傳開了 I 因著 神
的俁守和憐憫，隨著時間的過去，「澳聖」越來越蒙
恩，事奉的層面越來越廞泛，師生事奉和學習的心
志越來越堅強，吾世各地土內同道、同工越來越關
心，更難能可告的是 「向華人傳福昔」此一建校以
來所揭諸的目標，不但絲亳未曾更改，反而從本地
基層開始，更深入地糜傳福音。

尋思至此，主前默涪，對「澳聖」實有殷殷之望，
一、求于賜下更新的靈 l 不進和」退、不新則舊，

神的恩典既然每天都是新旳，（哀三23-25) , 我們
闍靈的生命每天就應該是新的，因此，渴慕追求屬
靈的更新，是每一碑的兒女基本努力的方向，長此
以往，必能—窺渴靈堂廟之美，而印證於生活、事
奉、，與神與人的隅係中。

二、求王堅固事奉的巽象—－及有異象，民就
放肆（箴廿九18)• 神的學校，更需強而有力，浦
楚而明頲的咒象，庶幾可知所進退，冇守有爲，故
此，特守已有的異象，更留章娶靈隨時的引導，帶
著順服lR隊旳亞度，存召戳競而快樂的心（詩二11)
夾事奉 池，使更多人因此—異象衙麻身恰主 I'.吏
神恩専的面區音更潢＇専於 1廿 l 使 神的名更得榮潏的
橋纘 l

三、大主拓展美好的傳統＿「澳聖」實在是一
朝氣蓬勃的學院，除了正常緊張而比硃的學習生活
外，繙吾性的小租活動，每週過間及主日的敎會串
奉，更是數年來夫曾間斷，越來越多客座敎授的專
頫演講，更是拓局同學們萵霄的眼界巽宅星，節期
1牛的街頭布道與町也有閱的福國1生活動，更是激勱、
挑旺同學們愛上的心;:'=',;;一切的－切，都看到學
烷上下一心，庠了還海音的憤而表現出愛 神愛人
的火執光巴，它受良深＇求王溶癢保守更施恩 l

r; 尹聖」己司在現有的基從上穏步向前，伯「倉」
芙雅覲，一成不易，瀆展更難 l 」求智慧和啓示的
褔，並施恩、保T的主，常與「麼聖」帥生同在，共
倉」將來 l 榮 碑益人，作一時代的見證人，爲主打
美好的勝仗 l

編者桉 床水仗牧坪為 '1[-;邑碁朴放堵主堂的牧杯，多年來

屯 ·'-'~1:.,1:.(i. 「溴聖」任敖，，文有「,,1rr. 「 A 聖」 R 工同學，扭此
ft.J.11 。

麥嘉理牧師特訪
麥嘉理牧師爲國際宣敎會香港區總幹事，多年

來在各方面協助「，與聖」成長，負責敎授小先知書。
以下—段簡短的訪問，藉此可以了解麥牧師的

事奉感受與抱負。

問．洁問麥牧師爲何對澳門聖經學院有特別負搪，
而在此任敎？

麥：我於 1982年回港期間，曾探訪很多牧師，亦有
到中國大陸探訪，發覺文革時期留下的後遺症，
如人心惶惶，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不信任心態，

仍然存在。

在採訪 Rev Neales 時，從而得以認識澳聖的
工作。當時澳聖的課程祗開始「幾個月， Rev,
Neales建議我到澳聖任敎，於是從83年開始在

澳聖敎讚。但一年之後，因身體健康有問題，
必須同美國施手術，所以在奧聖的工作便停止
了—段時問。

此外，我很喜歡敎書。而澳聖的學生多是中國
大陸的新移民，每個學生都有其特殊背境，在

信主與委身事奉的過程中，每個人的背後都有
一個感人的故事。我希齧可以梨助他們接受砷
學訓練藉他們可幫助更多中國大陸的同胞。另
一方面 (OMS)國際宣敎協會的宣敎士其中—個
特質是，不主張敎士在固定地區牧會，希望多
在訓悚、敎導方面事奉。

問 聽你上述所言，似乎對中鹽大陸有特別負擔？
麥 個人認爲中國大陸裡信主的人雖多，但敎海方
面非常缺乏，而領導者又少。我恐怕他們會固
基礎不穩固，或被異端所利用相影櫺，而導致

信仰偏差。

西方宗敎雖帶來福君信仰，但亦「司時帶入異端c
作爲西方宣敎士，我鷽得有巨任和可以做到的

一位新移民看「澳門聖經學院」
鄧恩磷

澳r,-福音的根據地，砷藉瀟她把福昔帶給
中圉。今天的澳門人口約五十萬，其中差不多一半
是七九年中國開放政策後，來澳的中國大陸新移民．
他們在語言弓主活與心理上都與本地人不同，而絕
大部份從未聽過福音，而本地敎會對他們仍是束手
無策·除非能跨越語言，體會生活，了解其心理，
然後實際愛心的關懷及誠意的接納，方能對他們有
效的工作。

目睹佔人口一字的廣大新移民，他們以爲在世
界裡可尋得人生的答案和眞自由，欲藉物質去滿足
心靈的空虛，謀求用金錢來應付生活的壓力，想靠
自己的力量創造美滿人生，有的人欲求發財，搏命
賺錢．，甚至流連賭場，直到破產才帶活失望｀破碎
的心靈回家．過著錯敗感的生活。難道人生就這麼
空虛嗎？人生的答案｀生活的目標．心靈的錯敗感．
誰來醫治他們呢？主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爲



^ 
是，在敎導方面幫助當地信徒。我們應當盡力

而爲，因爲這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無可推諉

的責任。

問．在溴聖三年期間，甚麼事令你覺得印象最深刻

呢？

麥 當我看到學生們迫切學習的心，雖然面對種種

困難，例如最初溴聖建立的時候，環境很差·

很嘈吵，設備缺乏，地方又不足夠，但學生們

在這種環境下，仍然信心堅固·努力學習，還

有星業同學在工場上忠心的工作，令我感到很

安慰。

問．請問你對「澳聖」有何展望？

麥．我被砷所選召，祗知要忠心作工。雖然我敎小

先知書，我却不能預知未來。但我希望中國大

陸政策有更多的開放，亦希望澳聖的課程中，

讓學生有更多的責習機會，使同學們有學以致

用的機會。
（學院的負責人對此提議亦表贊同，希望同學
能夠學習與實踐一同進行，相輔相成。）

問．麥牧師對同學們有何勸勉？

麥·對同學的勸勉有兩方面：第—是人很容易忘記
從前的艱苦，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他們，前人的

耕耘與前人的困難以致他們不會輕易忘記過去，
要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得來不易的。第二方

面是信仰要持守正道，不要走向極端，因爲眞

正的眞理，＼素在這路正中，不會偏頗一旁，或
閃糙一邊為 ＇ 我們應持守眞理去璸奉。

問．在你過去的事奉當中，有甚麼事令你感到遺憾？

麥：我覺得唯一的遺憾是我太太不能與我一同在澳

聖事奉。我倆有同一的事奉心志，但碣於她的

身體健康問題，及在香港的工作問題，我們要

分開在港澳兩地事奉，這是我的遺憾。

他們困苦流鱲如冏羊沒有牧人一般太（九 36) 。我
們豈能袖手旁觀嗎？

「澳r,聖經學院」是本地第一間砷學院 ． 我們的同
工·同學有＊數是大陸旳新移民·其中有經歷在大
陸家庭敎會的熱心肢體 ， 也有來澳後才聽信禱耆而
囍主的·其實許多新移民的親朋戚友仍在大陸 ， 他
們尙未聽到禧管·而且新移民還是有影蕾力的一群 ．
假如能訓隸他們成爲傳福替的平信徒，他們該是中
華歸主有力的媒介之一 e 所以我們對此工作有強烈
的負犢·送過同工｀同學我們與新移民的背景相似 ，
如語言上釣交通·生活上的體會及心理上旳了解 ，
從朋友到成爲主內的肢體· 日後的栽培工作，我們

都會盡力迎合他fl'l不同之需要．更實際有效地幫助
他們 ． 並且注重訓錬平信徒參予傳福音行列 ， 向家
人·向同胞·向大陸之親友傳蘊音是我們的心願。

ii.: 鬢 ....))f)lt:J 量一品學書 :t · 見仕嶋伶「鴣虫」＾氬
曇什事·

＾代院長歐陽萬璋牧師經常與港澳敎牧同工商討事
工大計

A學院同學導師在窮困的地區開展福音工作

A中國大陸福音工作，是任何神學院責無旁貸的使

命



A學院同學經常有集體分享靈修心得、頌演及禱告
洁候

＾癌院圖書館爲每 位同學設立專人書枱及畫櫃，

掃供足夠溫智地方

Nol學時＃存感忍的心用飯

,;J, 

^ 
感恩與代求
感恩：
1 「澳聖」樓宇債項．承蒙「撒瑪利亞人錢袋」及「

葛培理佈迄會」的支括，將餘款還清。
2在1987-88年度· 澳門有更多有資歷的敎師．及
香港的出色敎師答允到「澳聖」任敎．使新呢年我

們的師資更充足。

3 澳聖」「事會決定將課程由三年改爲四年制，可
以有更全面及深入的做就。積極訓練全澳門敎牧，
、信徒領袖。

而1987 一 1988年度新開設的（釋紗培霆講習班）．
更特別爲澳門的信徒而設。

4麥嘉理牧師、師母在綑濟 t及敎學上對「奧聖」的

幫助很大，他們在今年退休．願砷祝福。

5 感謝砷爲「奧聖」不時預備講員及囯師·過去有（
Dr Everett N. Hurt) 肯慈博士和 Dr. Roy Gusta
tson 等，相信神會繼續帶領預備。

6八七年－月開始梁永康牧師用廣東話敎授的延伸

課程—一－從登山寶訂11n,徒生活，參加人數有30

多人·求正車加興1fi 。

7 爲新設立的＇神學訓練諮委會」感謝砷·委員塹丰

梁永康牧師（聖公會 t 任牧師） 陳映靈牧師（錫安

安堂上任牧師），趙芙玲姑娘（中華傳定令女傳道），

艾明逹牧師，梅保羅牧師（美國浸信宣道會 t'敎

上），歐陽萬璋牧師（澳門聖經學院代院長） 。

代求：
l 溴罪」在澳門註朋爲慈善機構的f 續。

2 爲新學年招生，求主呼召澳門靑年人獻身傳道。

更求主感動香港年靑基督徒對普世 渙門及中國

事「有負擔i C 

3. 「澳聖」今年九月開始每月經常費預算支出
HK$50. 000 盼咾由港澳及海外華人敎會共冏負搪，

4 希望，奧門衆敎會與敎牧同I• 同心合意－同建立
「澳聖」及其訓練工作。

5 請爲「澳聖物色全職講師及敎務主任代禱。

6球主蜴代院長歐陽萬璋牧師及師母有智慧及體力，
去屈負鬥奧聖全面事奉及華褔中心的澳門區事奉

作。

7 爲澳聖」現有七位全職同 T 的配搭與事奉代禱，

使使更能有效地推動福昔事工。

瑋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