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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酖青闞再，m

h、明日的盼望冇丁今 fl 的敎有，古屮布（周故 t,:

有群印第女人，他們仕存 ;11J過 Utft以捕角和農耕n

於所過的生心 Ul l 都只足皿 ll 的 tf{複，從沒和過

明尺他們的敎育就足傳授抽角和靠河水灌溉耕種的

力心木曾2過環境變化所帶來的衝限。曲到布 人

河水的，卜質＇突然改變户它 J'這1」 (_p_, 也不能用來耕

種，伷他們頓＇人依靠u 那此｛「嵒i 人就向老帥傅，k問：

我們該怎麼辦？ 帥傅if.;;他們的答案是繼續學-tJ

角和學耕種0 {「輕人感到奇怪因為河押已沒｛］網

也 F能耕種户老傅帥說： 繼續學吧，除 s'J且此，

找也沒有東西可敎你們的 j'u'

對於我們-·群眞誠希望以所學幫助敎會突破和ff

擔時代使命姿身於某督敎敎台事榮的人來說，敎會

和社會的實乩似是變化迅速盅求｝，反佷多敎會+

夠J 人，又有好些工人無法面對不亻 1改變的[fl難。當

我們被年輕回丨問到該怎麼辦? 的時亻心有時就

像那士七印第安人老師 般。改孌和挑戰接踵血全，困

難不會等著我們慢慢」｀學習，要化也不等我們上適應

和追 b 它們足日新月巽、速化萵「｀血對敎會和社
會急劇的變化，從事砷學敎育必須思和所處改變中的

時代。神學阮的敎育足占足夠應付時代的挑戰呢？足

盃就像－此人所提出的，若然小能學以致用，就表示

砷學阮的JI丨** I」式經已過時，＇匕還有＆有繼續設立的
價值？

根腺聖評和敎會歷屮，我可以碓瓦砷掛敎育的~(

［炭和砷卑院的憤亻1比問題是砷屯院能否不改變聖經的

敎訕郤能改要上面對盱代的挑戰， 亻、什的反省和史

新如果這樣岬學敎育會足」K垂 1丶朽的。 f,'.lM神學

敎育能夠趕 J: 洪流甚至走在它的仰師乂能夠引導敎

會更新丶使亻「1徒｛」社會發揮作光卯鹽的亻1用，以下．

點原則是值得Jx們深思的：

一九九四年六月

闈榮根溝虞：l序撮錄

一神學敎育包括評學院，郤不等於秤學院

砷珝院是砷學敎有的－部份，幾{!的訓練，足滾

學4從中銼訂 生學討的態度產生進沭輿研究的夫

{,•" 詎l旦［生離間舟阮旳只是進人敎育的吶 －個環

節 f」遠見者， f會滿足於在學院所受的敎介而·

IL(的神的學心好學 1、假遇見問題 f致氣餒 ，亦 1、

怕衹時代A流社，) l及如用已足牧帥丶傅通者，他這種

年~:態」及亦能幫助亻i°ff>E的成長敎導他們 1、斷學習c

面自己則 1、什謙皐能夠從別人、社會資訊丶各柿

環境當中領受紳敎.VII的功課成為趕士時代的傳道人U

有機會在學阮受敎育的人，史當L存感恩及建訂，「確

的敎育觀念和態／矩

二神學敎育包括神學知識，郤不等於神學
知識

呻學知識只是起步,, 若想盡辦広要建立 套無懈

可擊的系統或名理論以致脫離」，現實和大眾能夠（

解的程度＇這種觀念是錯誤的e 其實＜＜平烴＞ 〉有很清

楚的目標，它是使人歸丑一、敎導人學蕊都是fl益的

（捉後 ：草 l六酋' '" 砷學敎育不止於知識，領受前車

學知識足叫人把握人生哲學，進而改變做人的態度，

成為待人處廑的原動力，引導我們進入行為態度都更

像耶穌基督這「兄符合聖經的神學敎荀除（知識

之外，個人性格丶處世、同應社會問題等珝習和成N:•

都是砷學阮裡應注屯和培養的。神學敎育有別於人專

敎育，囚為它超過＇天[]識面包括知識進入生活與行為

的層面它離 1、開現實生活與事奉。因比修道式的

學習，既不符合聖經敎諜也無法栽培人建 1J_ 台神心

意的H格，更談不上行為的更新」，。求士幫助我們在

神學院裡學習，能夠 1、住以行爲、思想、態度，與知

識互動回應及共鳴，使學習不斷進步0

院址：澳門東望洋新街五號三樓 電話： (853) 303454 圖文傳真： (853) 312800 
北美辦事處： 126 IRA Rd. SYOSSET, NY 11791, U.S.A. 電話： (516) 364251 4 



三在團體敎導裡不忽略個人培育

神學院往往因為學生眾多而忽略了個人栽塔以

致有些在砷學知識丶愛心丶待人接物方面都是不錯的

畢業生，在工場上依然無法獨立學習和單獨面對眾多

的挑戰與責任，這就是因個人成長而產生的問題。因

比學院除了有責任培育巒生投入團體生活，更要培

育他個人的成長和獨特性，明白每個人有其獨特的背

景、砷獨特的呼召和感受。既要有彼此同工的團體精

神亦能發揮個人恩賜的特色和最高潛質。但願「澳

聖」這家庭裡面師生人數不多，大家更能接受彼此

獨特的性格，以愛心互相培育。當個人獨特性被神使

用，和不被人忽略丶與導師又有足夠的交通、涸人有

足夠的成長時就能增加自我形象； 日後在敎會和社

會事奉時， 不致忘記自我而無法應付眾多針對個人的

挑戰無論工場環境如何，仍能與人同工，面對挑戰0

總結

關於砷學敎育現今的挑戰，既要面對個人成長丶

不住改變的社會、團體事奉合作和各方面功能配搭等，

除了師生彼此相愛和培育之外還要鼓勵同學深入地

實際了解敎會的需要。藉著大家的投入，和敎會提供

的合作，面對敎會不住的改變時，不致害怕和束手無

磨學院和敎會一同改變－同更新，藉著合作趕上 ＼

時代的需要。又因個人的獨特性，發揮創造力而引進

突破和開創出路0

在這些過程中，可能遭遇很多衝擊，但是聖經已

經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念，因爲耶穌是永不改樊，神的

智慧是從天而來的，只要不斷懇切祈禱和思想，深信

從神而來的幫助足以讓人在任何困難當中，就算無

人知道應該怎辦（沒有對策與同工，往往就是困難之

所在），仍能靠著主而建立正確的墮習態度和自信'

承擔時代的挑戰。面對澳門知特的困難和改變，必須

訓練自己面對挑戰，藉著侗人性格成長超過知識的長

進，以忍耐與愛心在各種環境之中，放下自己來謙卑

服事。用砷的話來敎導人，以砷的本質來吸引人，叫

人投入跟隨耶穌基督，作祂的門徒。不要以個人權威

叫別人跟隨自己，這樣只會令自己與敎會更加隔膜，

陷入不能反映砷的本質之傳統當中。但願我們不畏艱

難以生命見証耶穌基督順服砷的呼召，百折不撓

地繼續前進0

（本文為今年四月廿五日「澳聖 開放日聚會之講道

撮錄，講員為本院董事及客座講師。）

本院現正招收新生，申請者請向本院敎務處索取資料及入學申請表。九四至九五年度開辦課程如下：

一）文學碩十
上修城市宜敎／敎牧職癢兼讀密氐制課程，全年開四 I'nH• ~II練敎牧及城，b1敎人护中請者基本 t 曾

` ' 
受砷癌訓練或大專畢業· 並有敎會事奉經驗0
了＼神學學〒
四年全時間課楞町練全職敎牧、宜敎及砷學人才。自請考年齡須仁-· .• J或以 t 及U中學畢業會陷合格

或以 t學歷
-) 誰由學文憑
四年全時閼課程，訓練全職敎牧及代敎人扣申＂行者年齡須在 tt 歲或以L及兵高中程度或［司等學歷a • 

四＼基督敎事工文憑
－年全時明課程，訓練基習敎機構同 L• 帶職屯奉或仁徒領袖0 13請者年齡須在十八歲以 l 及具f)] p程度或

同等學J1'o

入學資格（第二、三、尹項課程）：
1. 重生得救二年以上，已受水禮加入敎會在靈命恩賜事奉上皆有成熟表現0
2. 得敎會及有關人士推薦o
3. 願意委身在澳門事奉及有社會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4. 申詔神學Ef士或砷屯文憑者須清是氐召作'c
5. 申請者必角經過箜詆面試並體格檢驗及格役」邛叩錄
6. 申語第卫第四項課程年齡三1优以1者，石税歷未達基本要求，可申請豁免0
筆試日期七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査詢電話： 30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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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4、足説我已經得著了、已秤完全「，我乃

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齿我的

腓立比~3章12節0

五年前，我曾向神立志，願意接受裝備。五年後，

砷成就我這個頤滑並且為我預備前面事奉的方向及

同心的伴侶。感謝砷安排我在學院接受兩ff的訓練

使我不嚷在知識上對砷有進一步的認識而Ji在身心

靈方面得到更新。在以後的日子，我瓦帥史多磨練我，

使我能成爲祂合用的器皿，

梁亻韋明 ( 

""''"沿11兩年
更立定心志 生跟隨事奉這

將兩年所學的東西百分之百都

表現卻充份反映出他們對敎學的熱誠，使我留下深刻

的印像為此感謝胂兩年來爲我安排的每－位老師0

吳篔偉(¾-督敎事 T 文憑星業）

－年級（伴奏著一向前走」）：「人手不足？等

我來吧！做 1遘來？等我來吧！」

二年級（伴奏著一主是我否」）：丨哎U矛這個

我做不來的呀！那個也不行呀！」

刈級（伴奏奢－做主忠心僕人」）：「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0 J 

四 'rf級（伴奏奢－靠著耶穌聖名」）：「我靠著

將要踏進工場「，雖然仍不是一個剛強的人。但我郤

會緊記芮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十三節所說過的話0

徐秀蘭（沖學又憑星業）

轉眼間四年的神學裝備很快就完結了，在這些日

子裡， h名謝砷賜給自己生命裡有不回的約歷和體會，

無論足學習，巾奉和家庭上都深深明自祂的帶領。砷

就像畫師·樣在自己身上塗上了不同的色彩，不斷的

陶造和更新我的生命，也給予我更多的領受祂的恩典，

快耍跆上－「場的階段時，內

湛＼戰心，令膽戰的就是不知

•.~... i~f加也讓你福音的大能建立我的
悅n忙人0

謝正禋（神生文憑畢業）

t.Ji.J~ *你叫找泌識，上1r1 的 4屯&, 好.... 我\□道你

的＇羣人。叫我在 牛中竭力為你奔跑，郤又曉得安靜

「你面前。懇永你賜我勇氮使我面對艱難和排戰時

＾致畏縮0 办求你賜我溫柔，使我懂得憐憫丶體恤那

用甚麼來形容這四年的神學生生活呢？ 開心 ? 

＇ 忙」？「：丿j」? 「生命成長」？還有·…

` 道些形徘是對的，但是不夠若沒有一恩典

則不能想像這四年會如何渡過。感謝胂，祂讓我經歷

四年內一切的事情，都是恩典，爲要造就我。相信前

面的道路也是如此，而砷的恩典同樣夠我用的， ·我會

用甚麼來形容我將來的生活呢？「充滿恩典 阿們！

黃嘉儀（沖學生士畢業）

紅自面前

感謝聼池~.'*「"~;~心'I呵＇人帶到祂面前，祂
親手陶造探四年中. l汎自己的缺欠和限制，看到
祂接納和管敎，使， 111-1 fib自己甚麼0

面對前面的四年、 ,;--. 未知的年日，我也深信

主給我每一個的經歷全是祂美好的安排0

李慧儀（沖年學士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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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五月十 、 卜四及十五日由中國佶徒佈道會目加本

院及澳門某督徒音樂協會並多個澳門機構協辦之 科

學與信仰 溝座已完滿舉行，出席參加者迷 千五白

人， 反應顙亻佢

2 本院第十屆畢業禮已於五月廿七日借澳門中華基督敎

會志道堂舉行，應屆畢業生共八位，本院董事陳黔開

牧師當主席，香港伯特利砷兜院院長林錦濤牧師証道，

院長洪雪良牧師授憑及癌位，本院董事李朗英牧師訓

勉葉沛森牧師禱告及致送紀念品給畢業生U 請爲畢

業生未來事奉工場代禱0

3. 請爲暑期同學參與敎會及短宣實習代禱。求主賜予他
們學習機會擴闊事奉經驗。亦請爲暑假期間各講師

備課或出外事奉工作代譎0

4 請爲九四秋季新學期招生及有志奉獻者代禱0

嘢

哂門 矚覬黼政近JR , 
` 收入

經常費奉獻
同工薪金奉獻
圖晝館奉獻
校舍／設備奉獻
學費
膳宿及雜費
助珝金
約潜亞事工

豔
不敷

k期結存

93年12 月至94年4 月

200,271.00 
216,414.00 
14,813.00 

224,225.00 
50,499.00 
53,954.00 
17,745.00 
10,000.00 
20,935.00 
11 743. 00 

8W:599. oo 
3,567.00 

8~4. I GG. 00 

9G, 148. 00 
~I 4Jill 

) .,1; 內 l1.H吹钅慄「編1非及溝帥人「＇＼禱）八 f ~ 

＂＇＇、 I• 碩!-/研究処丐科確城行敎會的增:i~ 課

稈凋 f湜!1 I'H 天 課八小Bf' 山垃輝牧秤才冗課

歡起敎牧冏別茶修, o'1與k阮敎祚處聯絡，

6 本院經濟蒙主保守供應，九0 年購置的癌生及短宣宿

舍已清還所有貸款，為此感謝各主內支持者0

7. 為更廣泛習及砷學敎育及訓練事工，本院於秋季開辦
多元延伸課程，以遙距式進行，請為學員及導修老師

代禱0

8. 自九四年四月起，澳門基督敎聯會租（借）本院 辦

公室，方使聯絡及推展事工。除「聯會 外· 其他尚

有澳門讀經會中國信徒佈道會澳門分會及澳門醫療

福音團契租（備）本院作辯事處之用。請民本院與各

機構配搭卐奉，推動澳門福音工作代禱0

支出 93年12月至94年4 月

同工薪金／講師費 457, 761. 00 
公積金 33,317.00 
圖書添智 26,949.00 
勞工／房座（呆險 6,030.00 
僚倔／冷氣／電腦添置 84,826.00 
膳食 35,751.00 
助學金 15,818.00 
約書亞事工 2,402.00 
銀行還款／利息／稅項 54,399.00 
水電雜項 43,087.00 
日常開支 28,322.00 
其他 35,504.00 

824,166.00 
本期不敷 3,567.00 
累積結存 92,581.00 

920,314.00 

四月底尙欠銀行貸款HK$21, 513. 83• 分兩期於六月中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