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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差傳是教會的不變使命，從我們所

           其實，在他年輕時蒙召開始，

傳那「關乎萬民的福音」（路2.10）就

他已下定決心要完全獻上自己，他

知道它是普世性的，就如基督耶穌

第一次站講台是在上海擔任石美

掌權是普世性的（太28.18）。
當我們從主耶穌領受福音使命
時，就是領受了普世的佈道差
傳使命。

我們體內同流著
佈道宣教的血

玉牧師的傳譯，第二次已擔

訓練工人

當講員，那時，他仍在學習

關浩然牧師

傳道的階段，但他懇切禱
告，倚靠聖靈，叫許多會
眾受感。計牧師這種全然擺

余國鴻牧師

差傳事工上的所謂「本

上、為服事努力學習，並且

地、海外」的分野，只是範圍上

倚靠聖靈服事的態度，很明顯

的，而不是差傳原則上的，所以，

是被主悅納的。主大大使用他，

不單是遠赴海外的門徒才是真正的宣教

在1931年成立的伯特利佈道團中任團

士，在本地全身投入佈道的也是宣教士。

長，他帶領這團隊，在4年裡走遍全國133個
城市，約領了5萬人歸主。伯特利佈道團成為神使用，

這不是說，只要教會全力做好本地佈道工作就

引發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教會大復興的其中一個重

等同做好差傳工作，因為主耶穌吩咐我們

要成員。

差傳事工（徒1.8）。中國佈道會從

在母會伯特利教會服侍，到1947年才在各

的復興火把，重新燃燒起來，燃遍

次發展成佈道差傳的宗派，在主面

南洋，燃遍東亞，燃遍整個大地，

前，這也是我們應該擁抱的。

使萬民歸主」的心願，已過了54
伯特利佈道團五位佈道家：計志文
（右二）、（左起）宋尚節、
聶子英、李道榮及林景康

友：一代巨人宋尚節博士〉的文章裡這
樣說：「我們懇求主⋯⋯激起信徒熱忱，切

年，佈道差傳的火焰仍然微弱，香
港中國佈道會各堂會，若要成就計牧
師的心願，同時也是更好地履行三一神

的命令，我相信我們要全然擺上，作牧師傳

心祈禱，使當日的復興火把，重新燃燒起來，燃遍南

道、長老執事的更要身先士卒，帶領堂會內所有門徒

洋，燃遍東亞，燃遍整個大地，使萬民歸主，得救人

都是如此擺上，對罪死，向神活；在佈道差傳上要倍

數添滿，主國早日降臨。」這是他成立中國佈道會後

顯忠心，面對廣大未認識主的群眾，學習倚靠聖靈，

16年仍然抱持的心願。寫此文時，他已62歲，仍舊在

常常屈膝禱告，放膽宣講主的道，這時，學習各式各

香港、在海外全力實踐佈道差傳，也努力推動佈道差

樣服事主的方法，作用方會更大。

傳。
願主憐憫我們，讓我們都能被神使用，
在主耶穌再來之先的普世教會復興上有份。

仁慈堂博物館內
賈尼路主教畫像

1951年計牧師在新加坡，本來
擬開辦神學院，後來了解到當地已
有信仰純正的靈修院，便沒有辦

蒙神的使用，中國佈道會在東南亞一帶建立教會、

甚麼，只在新加坡註冊而已

辦學、辦孤兒院、辦神學教育，足跡遍及香港、台

（頁117）。後來到了印

灣、新加坡、澳門、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

尼，知道當地沒有中文的神

結出許多果實。1975年計志文牧師出版自傳《五十

學院。「當我在萬隆領會時，有

年來事奉主》(2012年由台灣的中佈會再發行)，本

三位教會的領袖來看我，請我開辦
神學，因為我們不做競爭的工作，只
做需要的工作，既然印尼需要神學院，就
是我們應做的工作了。」（頁123）計牧師提到他

今日，計志文牧師那「使當日

開始就是一個佈道差傳的運動，漸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為承接宣教的棒，
計牧師陸續在各地
開辦多所神學院訓
練時代工人，推動
海外宣教如火如
荼。計牧師與上海
神學院同工合照。

種時勢因素下，在上海創辦中國佈道會繼續作工。

文根據此書提出計牧師的一些服侍精神，趁

計牧師蒙召後，隨石美玉醫

本會消息（1-3月）

1. 服侍貧苦人

計志文牧師1925年獻身傳道，一直

開基70周年，一同繼往開來。

做本地佈道工作，也要全力承擔海外

計志文牧師在一篇題為〈懷念舊

16位來自6間堂會的弟兄姊妹於2月24日來到
澳門追踪基督信仰來華的歷史，學習宣教要重視的
3個範疇：1. 服侍貧苦人。2. 訓練工人。3. 至死忠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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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建立的神學院有四個目標：一是聖經的知識，

生到處領會佈道，邊做

四年內要教完全部聖經；二是屬靈生命，「傳道牧

邊學，並跟許多前輩學

師不屬靈，只能將教會變社團了」；三是聖潔生活；

習，例如丁立介牧師，焦維

四是服務精神，「傳道應該願意做各樣的工作，成為

真教士等。計牧師十分著重按正

眾人的僕人，不是去做皇帝，乃是謙卑為人，服務教

意解釋聖經，對同工一些強解誤

會。」（頁134）

2. 訓練工人

當馬丁路德於1517年在德國維滕貝格的諸聖堂
大門釘上《九十五條》，牽起波瀾壯闊的歐洲宗教
改革運動，葡萄牙商人已經由馬六甲來到珠江口一
帶好幾年，並不斷嘗試登陸找據點。
1553年葡萄牙人終於正式獲准登陸澳門。1568
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賈尼路(左圖）來到澳
門，翌年即開辦「仁慈堂」(右圖），投入醫療慈
善事業，1581年在教堂旁邊開設痲瘋病院。

香港中國佈道會於2015年開辦

有因自己事奉時未曾經過正式神學訓練，而輕視神

事奉訓練中心，不是與現存的神學

學教育，而且更物色人才，提拔訓練。計牧師提到

教育競爭，而是訓練門徒的事

一段往事：「查林道亮乃一青年傳道人，那時，我

奉，操練他們的靈性，提

認識他不久，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可造就的人才，

昇生命的純全，建立有交情

乃為他找了免費神學及在美聖路易的中國教會做牧

的團隊，承繼計牧師的精神。                        

師，如此學習、工作和生活都完全解決了。」（頁
78）

尖沙咀迦南堂

＊1/1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聯合崇拜，主題：「七十周年恩典豐，委身差傳拓西東」，有近千位

• 8/1主日與信義會蒙恩堂在南山邨合辦「愛回收 • 換回

兄姊出席，共收奉獻$97,460。此外有41位兄姊回應講員杜明達牧師委身差傳的呼召。
＊24/2「宣教探索澳門行」，邀得尖沙咀迦南堂佘珍蓮傳道為領隊兼導賞員，16位來自6間堂會的弟兄
議事亭前地右邊白色建築物就是仁慈堂
（二樓現作博物館）

耶穌會傳教東來，有志向中國內陸及東
亞其他地方傳教。1594年設立聖保祿學院，
其附設的教堂天主之母堂於1835年被焚毀，
只剩下正前幅牆壁，就是「大三巴」。1728
年再設立聖約瑟修院，規模僅次於聖保祿學
院，民間稱為「小三巴」，專門訓練往中國
內地的傳教士。

• 14/1在南山邨南樂樓舉辦「新春送揮春及小禮物」活動
• 4/2假突破青年村舉辦「靈修日營」

姊妹於澳門回溯基督教來華留在澳門的踪跡。
＊15-19/5「尋根之旅」，將走訪計志文牧師在上海的足跡、孤兒院遺址、當地古蹟及名勝。

• 5/2首次「新堂發展祈禱會」於主日崇拜前舉行

• 執委會於1月份會議通過將僱員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讓健壯僱員能作出更多貢獻。

• 11/3假赫德大廈一樓本堂禮堂舉辦「書法靈修體驗班」

• 上期革新號「總會消息」應為「本會消息」，特此更正。

• 20-21/3晚上7-10時於赫德大廈一樓舉行德慧文化主辦之
與示範」講座，仍有若干免費名額。

堂會消息（1-3月）

3. 至死忠心

九龍迦南堂

深水埗迦南堂

• 由8/1-16/4復活節主日為止，推行「愛心麵包」簡食行動，奉獻40元

• 22/1歲晚感恩分享會，崇拜後有愛筵，接

買愛心麵包代替早餐或午膳。象徵提醒記念神家需要。

大三巴牌坊後有納骨堂，擺放了日本及
越南殉道者的骸骨。納骨堂旁的小博物館裡
有一幅油畫臨本（下圖），描繪了26位於
1597年在日本長崎被處決的日本信徒。
馬禮遜牧師於1807年來到澳門，低調
傳教。1814年為第一位華人新教徒蔡高施
洗，1823年按立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1834
年葬於現在白鴿巢公園旁的基督教墓地。

家•綠色生活在南山——以物換物」活動

「《馬可福音》的前言與結尾：「經學與神學」的整合

聖約瑟修院「小三巴」
附設聖堂的正門石階

• 22/1主日下午舉辦「新春福臨深水埗」活動，接觸坊眾約200人，其
中15位有深入傾談，6位成為迦嚐便飯會員。工作人員約45位。感謝
全體盡忠傳主愛。
• 11/2元宵節周六晚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合辦盆菜宴「喜氣洋洋迎

聖保祿學院附設的天主之母堂前壁，
今「大三巴牌坊」

新春」，接待41位街坊，盼日後展開跟進關懷，進入教會。

1582年耶穌會士利馬竇來到
澳門，他是第一位成功進入
京城的傳教士。此像擺放在
澳門博物館入口階梯旁。

沙田迦南堂
• 7、21/1區內小學信仰栽培班

着感恩分享會。超過80人參加。彼此分享

• 8/1教會年度異象主日崇拜

2016年上帝在肢體的恩典及帶領。

• 11/1參與細胞小組教會網絡聚會

• 現進行「ChurchApp」運作，現階段提供

• 14/1青少年參與新福事工檢紙皮社區關懷活動

給教會領袖。3月份會討論，盼望4月份全

• 18/1教會同工與中心同工歲末聚餐會

面推行。

• 30/1參與社區新春祈禱福音會

• 2月份開設浸禮班，浸禮日期1/10，現有11

• 26/2-19/3舉辦差傳證書課程：挑戰視野。由伍國華牧師任教。

位肢體報名。求上帝紀念他們的心志，並

• 25/3佈道團隊舉辦「樂遊馬鞍山嚐盆菜」，期望會友廣邀未信親友共

明白洗禮的意義。

遊半天，展開關係佈道，名額180人。

• 12/2教會守望者計劃主日崇拜及訓練
• 12/2友好教會敬拜交流
• 18/2區內小學的信仰栽培班
• 3、24/3教會託管中心的家長學生活動
• 26/3教會佈道會

解聖經的地方也有保留（頁60）。他
有份參與建立的神學院至少有六間，他沒

• 開基70周年會慶活動情況：

殉道者油畫，由越南信徒繪製。

澳門宣教街
24/2/2017

弟兄姊妹在馬禮遜墓為宣教禱告
馬禮遜博士去世百年紀念碑誌

宣 教 探 索 澳 門 行

大埔迦南堂

香港迦南堂

• 1/1中佈會聯合崇拜

• 7/1（週六）為受託崇拜

• 8/1新葡接納禮

• 8/1（主日）為受託主日

• 15/1 2017年浸禮及轉會接受申請

• 2017全年主題為：「愛傳福音‧同心服侍」，全教會立志行動，弟兄姊妹同心預備心靈，回

• 5/2堂會會議
• 12/2家事分享會
• 9/3自立祈禱會，以禱告去尋問神心意及時間，積極建立屬靈領袖，推
動堂會，達至自治、自養、自傳的方向，成為獨立的堂會。
主編：張愛雯   編委：關浩然  梁曉文   校對：潘慧舒   
設計：盧偉翔   開基70周年標誌設計：邱焯標   行政：蘇國基   
發行：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2017年3月

應耶穌基督的託付，立志事奉見證主。
• 四樓的維修改善工程由28/12/16開始進行，已經於26/1/17完工。十一樓的維修改善工程由
13/2/17開始，工程預計進行6-8星期。
• 19/2下午2:30舉行「堂會集思會」，長執、同工、義工一同尋求教會元首的心意，為要建設
港迦成為這世代發光發熱的金燈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