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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F月漬：考文自勺才~~單戈

朱昌鈸牧師（中華福音使命團總幹事，本院客座溈師）

去年我多有機會在退卫l事奉。十月十二日及

十三日在白馬行浸信會負漬溴「1 碁討赦瑯會主辦

之兩晚培室會'-=-十四至二十八日在澳門聖經學

匹負靑「城市宮教及教牧職事碩士課程」之密集

科目「城市宣赦與人類學」°

遶門是綦督教傳入主旦的第一個站頭，第－

位生旦信徒埜蚤也在這地方信王。然而今天塞旦

每主日參與崇拜的人數只有二千多人。

遶钅女會昔遍積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最顥明的是：第一、且丑乜i殖民政策管治下，人

才外流情兄股重。第-=-丶甚11的經济，以旅逅博

彩娛樂事業為支柱，一半的勞工人口，直接間接

與這行業有關。

近年，大量新移民及合約勞工從主卫l湧入遶~

門，帶來了新的福音挑戰。目前超過三分一的溴

五身女會，是從事新移民工作的。而這些從事新移
民工作的教會，多由外地來甚卫l的同工及宣赦士

負責。新移民工作帶來送卫整體教會一個新釷的

宣教動力，也帶來了一項極大的挑戰。一方面因

新移民的生活方式及意減形態，不能以傳統的方

式傳福音和牧羨，另一方面，九九年之後遶11歸

還生旦l, 成為特別行政區後，他們是不能移民的

一科，碁督赦能否給他們信心與心理上的穏定？

然而除了新移民群體外，迭卫l本地居民的福

音工作仍有待更多的闃心。新移民之工作，不能

單靠外地的宣教囹體來關心，本地教會必須一同

來承擔責任，新遷移來的群體的福音工作才能扎

根成表。治要本地赦會一同來承擔責任，本地赦

會必須更新、壯大、成長。

一直以來，遶且本土的佈道和栽培，較少受

外地宣教困體閱注。即或較有規模系統的神學敖

育，在遇旦開始時，課程和訓練亦不是A甚卫l本

地而設計。

遇旦F全新移民的福音挑戰外，還有才多未得

福音的群體：旅逅沖彩等從業員、漁民、緬甸華

僑丶泰國人丶吸毒者、「日漸成形」的「中產階

層」。這些被忽？酌群體，其中不乏許多是一般

人輕視的群體，我們是否願意向他們還福音的

債？我們是否願意採用針對他們需要之福音策略

去菊助他們？查造與墓旦－水之隔，飛翔船旅稈

只常五十五分鐘，但一水之隔，文化也就是 「 一

水之隔」豆隻門不是香港，查隻有效的策略，甚

旦不一定可以使用，遶卫l就是遺卫°

送且需要更多主內教會丶機構丶同工參與

「未得福音之民」的宣教事工，需要更多願意在

神學赦育丶佈道植全、社會服務等方面馱上自己

的弟兄姊妹。請為遶J1整體福音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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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璹士1與1弋穩壽：

九四年十二月，本院舉辦了一個「宣赦

週」 ，由三位差會同工或冝敖士主領午會及

座談會，並透過課壹與小維活動，深化同學

封菁世宣敎的認識，反應良好。

2. 為鼓勵迭旦赦會對軑身事主及善用恩賜，本

院菸九五年二月十八日（六）舉辦一「培室

馱心會」及「恩賜與呼召研習班」，盼望更

多信徒回應，在林變的社會委身事奉主。

~ ··c·, 

上圖為宣教週講員林安國牧師

下固為南美宣赦士．李秉恩先生分享經歷

3. 九五年春季課程已開學，一月三至六日於竹灣青年營有退修會，主題：「活出豐盛的生命」，願同學

在新年之始，有反省和領受主的愛和使命。（下固 A退修會後師生合照）



4. 本學期開設科目共三十一科。兼任或客座溥

師有蘇柔娟蛄娘（成表小维），包昰~蛄娘

（歷史書，活道實習），翁靜淳牧師（沒教

學）已正旦差先生（改革神學），李賓漢牧

師（大使命栽培與門訓），朱昌綾牧師（室

界爭戟與域市宣赦），世至進旦女師（教會更

新與領袖務展），王懋軒敖授（碁督教與中

國文化）； 「普及神學」課程：荳旦遘p先生

（最旳書），林國標先生（禱告學）；並與

澳門監獄事工困契合辦的「監獄事工訓練

班」；另為教會領袖開的「敎牧與卡執的間

係」，分別由墊至J!.4丈師、圭~教授及院

卡洪雪良牧師主領。

5. 九五年度各科目已開始招收新生。包括域市

宣赦與教牧職事文學碩士（兼讀三至六

年），神學學士 ， 文憑（四年全時間），碁

督教事工文憑（二年全時間），各項培訓証

書：教會音樂事工丶聖經研讀及告及沖學課

程。申請者可向本院教務處索取背料及入學

中請表。

6. 本院與選11教間赦會及機構合辦之「碁層「1

徒訓練事工」己淤九五年一月九日正式閑

課，學員有五位及二位旁聽生。當晚開學禮

由香港工業福音困契鏸幹事潘佘妙雲女士為

海員，勉勵同學努力突玻個人的限制，為主

作見滾，出席支持者共六十餘人，請為學員

及導師們代禱。（下囿為開學禮學員臥詩）

九四年第三次院董會蟻已淤十二月廿一日在香港

召開。與會成員包括：

前排左起：洪雪良牧師（院-k)' 王永信牧師

（主席），葉沛森牧師（副主席）

後排左起：倪貢明牧師，陳黝開牧師（文書），

脯榮根牧師，李朗英牧師（財政）

7. 本學期同學在溴卫l各教會作實習並得赦會牧

者為工場督導，包括：艾明達牧師（浸信宣

道會頜望圭），費路加牧師（協碁會活泉

堂），岑禹勤先生（循道衛理教會澳門

:t)' 朱英儀蛄娘（宣教會龍固堂），登堡

墬牧師（沙梨頭浸信會台山 :t)' 譚逸雄先

生（中華傳道會澳門 :t)' 包柏仁牧師（浸

信宣道會頌愛堂），林炎華先生（二龍咲浸

信會），郭詠怡姑娘（澳門浸信赦會），塾

陽效漓牧師（培正中學宗赦部）及墜些竺；牧

' ` 師 （ 錫安坐）等，本院「噴習敎育委員令」

漥此致謝，並請為各督導及同學事奉代禱。

8. 本院同工消息：行政助理黎瑞卿姊妹腦瘤 ·已

施行手街割除並接受放射治療，經五個月病

假可望於三月越返工，請繼續A她身體原復

代禱。前院務幹事張超雄弟兄與校友陳若芬

姊妹菸去年十二月結婚，並遷居查丑钅；空缺

得澳門回方福奇會會友梁旭波弟兄接任。

9. 本院九四年度經潽短欠，短宣及學生宿舍的

錶行貸款雖清還，淮當費及同工薪津赤字逾

十四萵港元，請各教會與肢體代禱及奉馱支

持。



「默默暹作，紵菁擴展」約事奉

現1占學院牧學及辦公室面積達四份之一的圖

言tr: (達學生自修室），若干年來默默運作、靜

靜操展，郤正好見證了 「 澳聖」訓鍊傳道工人，

培育本地信徒，硏究福音策略的點點成果。

圖書館現有藏書共約八千本（中文書七千，

英文書一千），另有赧．章、雜誌及刊物共一百枝

左右 。 使用者主要是校本部同學、碩士科同學，

培訓課程修生、個別科目選修生及本地赦牧．同

工 。 本作除提供一般的服務外，亦特設切合本地

需要的 「遇旦背朴櫃」、 「 主日學諜程」等。

本院圖書作同工（中間為本文作者）

林何智惠（本浣圖書館主任及專任諶師）

我們重視每一位使用者在本作程的收獲，因

一個收獲，惹味若無數生命的得箸和成卡。同

時，為配合本院課程的於展，我們為未來兩年訂

下目標和計劃：第一．重整中英文書籍記錄丶書

籍目錄卡 、 若有雜誌和其他背料等 。 第-=- . 選睛

更多適切本澳情況，及操間屬黨領域的中英文書

籍和雜誌。（故不能再依糢苞書奉酞！）第三．

睛湿合標準的設備，如：書架、雜誌架丶目錄卡

櫪丶電腦、錄音機．．．．．．等等。

因此，我們期盼您們點點的支持。第一．禱

告的奉馱：三位同工（－位全職，兩位兼任）一

面應付每天如當運作，一面處理 「 舊脹」，好不

叱力！第-=- . 全綫的奉馱：來年需告約達港幣五

菡元（書籍雜誌約三菡元，設借約二菡元＼。第

三．精力的奉馱：暑假期間的盤點丶清潔、整理

等工作都令同工不感輕鬆，短期義工能減輕我們

部份的壓力。

「 澳聖」圖書作同工都有一個信念：這兒所

提供的，崖只文字，豈只知~! 感謝神讓我們親

眼見祂藉她所成就的，也壤我們參與這關乎生命

的事奉。您願愈有份淤這事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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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P'l聖緤學院財政葬告

` 一九九國年一月至十＝月 ( ~幣） ．

收．入 主也

牽獻－擴杖 224,225 同 .r.薪金／漏師蕢 1,092,757 
螳帝蕢 439.746 公積金／保險 59.874 
圖書作 33,340 圖書添讜 24,977 
助學金 49,376 傢俇／電腦／辨公室添讜 114,887 
同工藉金 505,296 錶行還款／就頊／保險 70,075 
約書亞事工 35,475 約書亞事.::I. 8,333 
其他 12,314 助學金 21,442 

學蕢 122,485 腸食（學生／同工） 88. 716 
麻宿及濰纍 89.901 ＊電／電话 50,601 
共他 109.864 行政令纍 161.126 

1.622,022 其他 71,065 
不敷 (141.831) 

1. 763,853 1. 763,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