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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畢坩同學，和蒙神同一。手召、在碁恰
面前亨奉的同工們，我們都是因箸神所玲的息

典，靠若聖宜的引導和力量來工作 。 然而在工
塲上和T際事奉過程中，郤出現很多難於面對
的困難，這往往是因事奉上未能平衡所致，故

願以下列六個閱淤平衡的要點，與大家共勉 。

一· 知甂與信心的平街

讀沖學最重要的學弱，是要增加針孑申的知
減和信心 。 一方面·必須運用理性與智趕，另－

方面是學弱信心的功課 。 無論是面升考忒、學

弱生活或事奉的壓力 ， 淮有因箸滇知道神而引
發的信心，才有力量來應付 。

;_. 漬綬與祈禱的平街
在神學院裡面，我們會用很多時間研究聖

經，但必須認清知減不能解決事奉上的障礙 。

多讀聖禋不一定讀得通達，實在要靠祈禱本聖
室賜亮光，才可運用聖經的原則，格決事奉上

的困難 。 祈以一個人圄於膝蓋與書桌上的功大
是成正比例的 。 而當我們在工場上被桂種工作

两困之際，更加霄要多在祈禱方面下功夫 。

三．榜拉與同工的平街
傳道人一方面·必須達慎之行，工志作信徒

的榜揉，不致被人刻意攻整 。 但另一方面必須

明白自己不是 毫 巫過失，在神面前是與眾會
友丶表執同手的，也需要別人的了解與及愛心

接納 。 所以我們應作榜揉，但絶不可以超人自

居，兩者必須平衡，才可以彼此同心事奉王 。

四. t-會與國度的平街
我們要有整個神國反的戢念，和若世宣放

的使命惑 u 牧會要實踐傳福音的使命，事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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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有奉馱和忠心的態度，緊記牧讲信徒不

應單顧自己堂會的利益，福音興胚才是最行合
神的心意 。 當然，我們有本份做好自己崗位的

工作，也要有廣大的胸襟，但當心不要患上屬
室的「遠視症」，忽略自己當前的事奉 。

五· 忠心與休息的平街
吃苦盡忠是牧會對放牧和同工彼此之間的

要求，很自然希望同工多為別人· 少顧自己。
但與此同時，放牧要認哉鬆駐與調令」的重要，

才不致耗盡，在事奉的人．生中得力 。 敎會涪不
鼓勵傳道人休息與進修，就是客了同工，最終

亦禍及放會；傳道人自己也有責任，自覺地在
吃若與休息兩方面爭取平衡，不斷從神支取力

量，這才是表久事奉之道 。

r,. y-醞與的諫的平街

最後，切記經當自省，提高警凳，因豹在
社會上，甚至事奉崗位上· 均佈滿了「那惡
者」為熱心傳道者而設的陷阱 。 然而這些憙想
不到又容易使人跌倒的陷阱，郤不是單靠自己

的警覺能以避開，乃要霏著良好的隊工－－自

己的配偶、一 同 ，f·~ 妁 i<,U七 1t . 或是有相同
心志與負握的 酊 l'i,1 此投乩和代本。靠自
己，無人可以係讒永不失腳，若有聖室隨時的

情助· 並別人升自己的提醍，情況就會大大不

同，且更有係障 。 人若能虛心接受他人的逸

見，方會比較平衡及安全 。

傳道人好像両手提箸水桶，在銅统上靠平
衡行走的人，他一方面濯既付出，一方面吸收

成表。但願我們再見面時，可以分享說：「我
得箸了，維然並不完全，但靠箸那加伶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 3) 」°

編按 ： 本文乃芒牧師於應屆畢業禮上訓勉詞之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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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耳，
示主」 第十一屆畢渚典標中，董事會主席王永信牧師以「要有著世宣道的廣大心

懐」勉勵同學，努力完成主的大使命。並且指出傳道人必須袤外如一，生活聖潔事奉主；作別人的榜
揉，比獲得文憑學位更加重要。傳道人的生命，就像街頭的大鐘－手錶不準續只影響自己，如杲大鐘
出錯，就會連累很多人。但願放會在傳福音上不再延誤，撇玲自我中心的思想，以主後2000年福音遍
傳為目標。本院最高的目標是為神訓練合祂心意，肯為福音付代價的工人。靠著神的，恩典，和眾多弟
兄姊妹的禱告支持，本院能名華人放會訓練同工，寄望畢煮同學，凡事以神的旨意為最高，帷有以神
為首，才能為主作工。王牧師語重心卡的救誨，眾同學獲益良多。

價卡傳心意，出席表支持，五月廿九
日晚上蒞臨畢索典禮的教牧同工和宣赦士

有三十多位，出席者二百餘人。棗會前在

宿舍「永信摟」舉行聚餐，出席的工場督

導、董事、校友、溝師、同工等共八十

人。在席上更向王牧師七十壽辰致賞，並

聆聽分享事奉紫福的見証，然後由院表洪

雪良牧師致送木離纪念品乙份，洋溢著歡

樂與祝福的氣氛。

是次畢素典禮紮眾放會、槭構、支持

者送贈償卡、禮金，應屆畢世同學送哈母

校雜誌揠一座及聖經百科全書一套，以充

實圖書誤備，達此致海

*********** 

陳是君（敖會音~事工．攷書）

第十一屆畢崇生感言 *********** 

回想選修「放會音

樂事工」課程時，超初

只選擇不修學分，因為

客怕面針做功課的壓

力，而且有某些科目是

自己不喜歡的。到了開

課的時候，才知道不修

學分，仍然需要做功課

及測檢。然而繒續學習

時，我發覺做功課、測險是情助自己得若更

多，這是我意想不到的成杲，同時，亦建立了
選修此課程的興趣及信心。終矜，我用了三年

時間完成了這課程，雖然等待今天畢萘的日

子，我比別人多了一年，不過，神的安排讓我

在教會音樂的事工上，能有事奉祂的機會，這

段事奉的日子給我經歷很多，當中最實實的分

享是，體會到神在啟碎我自己的生命，祂籍課

程的知議助我明白事奉的方法，使我漸漸作成

祂合用的器皿。「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事，

都是為造就你們。」（林後12: 19) 今日，神

仍然藉其他課程來造就我。相信你們同揉也會

受到神的裝備，盼望大家帶著信心去追求屬室

的卡進及恩賜，好叫我們在事奉的路上，更裝

神的喜·況及祝福。

認瑱雄（基督敖亭工文遜）

在「澳聖」的學習回憶裡，

我找不到康橋的景緻，

也夢不見歌德式的建荼物 。

腦子裡留下來的，

是兩年的學習生活一

炎炎的夏日，

襯衫外透母和J<. ; 
寒冬裡早晨的趕忙超床；

透不過氣的功渴壓力；

惱人的人際關係；

波動的情緒……。

這些都把我推到人性中的最弱處－

閃醛要靠神去過生活；

弔式接受眾人的不完共；

拌扎從論斷中釋放出來；

在困迫逆境中去領受祝福；

學習從同學的善意中體悟接納；

從老師的徵笑中看出忍耐；

信心看見想愛的神領我渡過明天！

邸圭兒(~學文亳）

四年神息終身難忘，

老師辛勞永銘心頭；

同學互助此情長久，

一生事主理所需然 。

^ 



陳~廷 (ff學學士.)

「苯不是耶和葦

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耶和筆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儆

醍。」

回顧四年神學生

的生活，心袤充滿惑

海和讚共，當中共好的．恩典，噴在超過所想所
求，神讓我在歎樂中認識祂的奇妙，叫我在低

谷中經歷祂的信噴，叫我在缺乏中得箸祂的豐

寗。願將榮濯唔謾歸菸全能的主宰！

朶烜案（成市宜致及昴牧廞亭文學項士）

惑謝神帶領我完

成三年的「城市宣敎

及赦牧職事」文學碩

士課程。

二十年前我在其

國讀畫時信主，之後

有襪會全加團契、主

E1 學等景會，室命得
以成卡。八三年回澳門工作，加入二龍求浸信

會。一段時間後，事奉越來越多，曾同時參與

多個事奉崗位。一方面我固然惑謝神玲我摛．會
事奉，但另一方面卻凳得所受的訓攽不足，很

想進修，如菏篇 37 篇 5 節：「雷將你的事交託耶

和葦，並倚霏祂，花就必成全。」菸是作了這

才柔的祈禱，神很快答應，玲我有桃會在「澳

聖」修讀一些課程，之後惑覺到要有系統的學
弱，才可較全面的進步。很奇妙，神在九二年

就伶我這揉的機會，「澳聖」開設「城市宣敎
及放牧職事」文學碩士課程，採用密隼形式上

課，使作為在職人士的我也可以抽時間修讀。

在三年中，每一次上課前，都為清假祈禱，結

呆都蒙神答允。另外一揉很惑謝神的，就是所
有的教師都是學有專-k' 封所救的科目有堂富
的經验，特別有幾位遠道從共國而來的，能夠

在澳門聽他們溥凍，南在是我很大的福氣。亦

惑謝杜賜給我一班有牧會或福音襪構工作經檢

的同學，使我從他們身上學了不少功諜。

最後亦惑謝「澳聖」開辦這個港、澳首創

的城市宣敖課程，使我有機會接受訓攷。願以

一節經文鮭束－林前15章 10 節「然而我今日成

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息才成的．．．．．．。」

之．籍新（砥右宜釹及飲牧臟亭文學項士）

有可「欲寫千里目，更上一屠樸」。

對我來說，以往四年的祚學訓鍊固然是地

碁，牧會近五年也

只能算是第一層事

奉的建造，還有很

多層經驗，知識與

智慧要加上去。

「澳聖」碩士課程

的進修，使我第一

層的建造得希豐冨

和價值，願與之分享所猩的益處：

一．認士更多港澳同工、同道，彼此分享牧羨心
得、體會和支持。

二．開間對著世宣赦、城市宣救的最新認識，透

過經檢豐富的潯師牧授，不止大開眼界，更

能將許多牧養、更新的原則，應用到堂會身

上。

三．是另一桂歇息的機會｀個人免得每次上課都
可算是另類的休息，能讓自己在忙碌中停一

停丶看看耆、聽聽搆、做做功課，的續是－

程享受、一種釋放、一程，恩典！

在建造事奉與生命的工程上，我不會忘懷

「澳聖」師表、同工們的息息，因若過去三年

的交流和學習，我得到不少激勵，得到「更上

一層樸」的動力！

林図桿（磁右宜敎；及敖~~廠事文學項士）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

璉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

指引你的路。」（箴吉

3章 5 一 6 節）

從是初神學畢煮，

到踏足放會兩｀的事奉
（實踐神的使命），郤

感到自己的不足和有

限；

後在「澳聖」的違

條，到踏足澳門事奉（回應祚的呼召），更體

會城市文化之多元；

從現在的畢墳，到再上路（惑謝祚的息

典），更惑自己之不配；

淮霏王息，並願意委身在澳門事奉祂！

_') 



烷訊與代话
工．是偉＊令

本院淤五月一日與共他襪構合辦「澳門第

一屆差傳大會」，得多個差會及槭構參與，下
午有專題討論及展覽，介緒本地及海外差傳事
工，晚上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盧炳照牧

師主溈差傳培室會。是日出席者一百多人，有

十位與會者決志委身參與作宣牧士，請為本地

牧會實踐大使命代禱。

｀駐尻宣軟士
前亞洲宣牧士學院院表龍维耐謦生夫婦於

四月廿三日至卅日來本院作駐院宣赦士，與同

學們分字宣牧及裝備的認或。惑謝主賜哈我們

其好的襪會，加深師生對宣教的異象與負擔。

J • .f懷
本院第十一屆畢煮禮於五月廿九日晚上假

中華是督放會志道堂舉行，請名七位應屆畢堪
生的事奉工」易和未來發展代禱。

4. 是$111

本院與工煮福音團契、澳門循道衛理會及

澳門聖約放會合辨「碁層門徒訓練事工」課程

已完成第二期的學習，學員十分有心志，反應

及進度良好，感謝主帶領我「1 同心展開對澳門
碁層的培訓事工，靖擅續1弋禱支持。

｀訢祠 .I.
自五月超，本院得「中華基督放會灣仔堂

九堂聯合差傳委員會」差派林國標與林何智恵

夫婦加入為同工。林先生亦為本院應屆碩士科

畢蓄生，獲委任為本院培訓部助理主任，專責

信徒培訓事工；林太仍為本院專任洱師及圖言

館主任。原會計陳統華姊妹已衿二月底雄職，

由何少媚姊妹經試用期滿接任。請為新同工適

應事奉代禱。

｀禧士
本院九五年秋季碩士、學士及文憑課程正

繒續招生，請為中請者代禱，求主揀選適合
者。

,. 培訓錁租

九五年春季信徒培訓課程共十五科，修讀

人數超過一百人次，請店澳門教會稽拉進行信

徒訓練事工代禱。

｀．痘官拱待
緑宣宿舍在一至五月份接待來澳門的短宣

有十七隊，共二百三十三人次。七、八月份將

有十多隊短宣入住，求主係守他們的行程和本

院的接待工作。

9.1)書臂及情料中心

箸假期間，圖書館及資料中心忙菸整理目

錄，並壇續添漢書籍材抖，增設代售「三福」

出版的書刊，希望針牧牧及信徒提供更多服

務。

10. 經清ffi";:兄

本院去年經滑赤字十萬港元以上（有待核

數師赧告），今年苷五個月赤字亦超過五篙港

元，並已部份影帯維修添澶及同工薪全，請代

禱及奉戲文持。

溴門聖緤學院翦政羿告 ，
一九九五季－月至五月（港芳） ~ 

收入 支出

奉甜－ 緤旁費 ZLiLi,867 同工薪金／淳師費 Li83,667 

圍書錸 3,200 兮積金/1岳檢 Li6,355 

助學金 8,150 區］書：：忝置 4,636 

同工薪金 ziio,zog 1家 f私/辨兮室：：忝慣 7,6ti2 

系勺~.sI事辶工 6,210 找項/1%檢 10,051 

其他 1'ggq 約書「亞事工 8,796 

學管 ti9,851 助學金 8,Zti5 

膳宙及雜費 65,979 膳食（學生／同工） ij 1 , 886 

其他 23, 170 水電／雹喆 22,081 

6Li3,619 汁政旁費 55,743 

不歎 (53,ZQ.2) 其仗 7,759 

696,861 696,8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