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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神學敖T的事禾

洪·雪瓦牧師

本院自一九八二年創辦以來，向以訓

悚培育牧會工人及信徒為宗旨 。 在社會不

斷急扆1l、變遷之中，特別是香港與澳門淤九

七及九九回巋中國之後 ， 神學放育與港澳

赦會的發展實在息息相關 。

教會人手不足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究

其原因包挂：放會增卡、植堂宣牧及機構

的發展，需要新力軍為主作戰，這是值得

可喜惑息的 。 但另一方面卻是有不少困擡

如：放牧不斷流失（因移民、林職、進

修、跌倒或耗盡等），信徒領袖針事奉冷

汶卻步（如心志小、窒力弱，委身低，人

際關係劣等），加上各種生活壓力，社會

問題，政治變化，甚至屬窒爭戰，許多不

明朗的因素，叫教會－－神家處淤內憂外

患約的景況中！

然而，歷史玲我們的牧訓和見證卻

是：每每在最困難的局面時 ， 屬神的人都

能堅定不移，彰照出神自己的工作的榮

赧 。

神學赦育事奉的意義即在淤此，在不

同的情況中，為教會，為神的國度用諸般

智慧訓悚培育工人，裝備他們合乎主用，

俱備屬蜜生命的侵良噴素，有辰格的聖經

和神學訓悚，清楚的事奉心志，並且能面

對艱難，忠心捨己」也順服神， 奔走主為他

們開拓的前路 。 敎會得若這種同工，就是

上好的福份 。 所以放會的整體事工中，除

佈道、栽培、訓錬丶團契丶服事和敬拜等

某本的重要功能外，更要恆帝關注培育工

人（不單單是個別堂會本身的工人，還要

為神的國度儲備人才）。這是牧會整全的

成表及發展，而且不能一蹴即至，需要耐

心持久，禱告求主興是工人，扶育提撝後

進的事奉 。

本院經過十一屆畢崇禮，前後共有各

科畢君生共五十八名，其中四十六位現正

於港澳及海外的牧會或襪構工場事奉；

「澳聖」的畢崇生、校友或部份碩士科同

學在澳門五十e_ r,。1 教會及三十多個概構任

職者有三十人。惑謝主，給我們各揉的事

奉岡位和襪會，帷盼不論院內同工丶同學

或已畢菩校友能作「祿福音傳喜訊」的

人，為主盡心竭力。亦懇請主內同道，赦
會兄姊為我們、為神學教育的事奉代禱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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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培訓諜扛
林國標（培訓部助這主1壬果導師）

本院自一九九一年:i&' 舉辦信仗培訓課程，

採用學分制兼嘖形式進行，大部份都在晚間上

課，方便信稜工餘進修，在宣性及知識上裝備自

己，並有效地在放會事奉。現設有「放會音樂事

工」、「聖經坍讀」及「普及神學」三個證言課

程，學員在指定的年期內，修爭所要求的學分，

便可以中請是索。此外亦歎迎信徒個別選修共中

有興超的科目。為了切合不同信徒的需要，在科

目編排及形式上均採用多元化的模式。 ．

共中一特色是以「遙距」方式來進行。所謂
「遙距」，就是預先派發放材玲學員，如錄音
帶丶錄影帶丶課本丶磗義及習作等，讓學員可以

按照課程的修讀指引，在自己方便的時間，進行

坍習。這些課程設有「導1彥堂」三次，作用是讓

所有學員泵在一超，由導師帶領下一是討論，學
員也可以提問自已在研習中不明白的地方。透過

逞修時間，協助明白該科的重點，使學員不須連

續十多星期菸指定的晚上上課，而可以在不須定

時定點上課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有系統和均衡地

接受是本的祚學裝備，提高信徒自學的精神。共

T國內及海外的大學，亦有為本溴提供以遙距形

式的專上學位的課程，也是同出一赧。

麐員心庄

周楚香（宣道堂繶受會友）
信主已經15年，一沮以為自己對汁的話語已

有租當的認識，但雷自己越追求時，越發覺自己
宣裡面的缺乏，對聖經的話語只有很膚淺的認

減。當自已下功夫去仔細研讀聖經時，覺得很困

雞，沒有一套有效的方法。後來知道「澳聖」開

設有「研經法」一科，並在傳道人的鼓勵下；便

輒名修讀。當自已修讀之後，從中猩益不少，特

別在查考聖經時，過去郝是很扭略的看，諜受中

學習了「櫬察」經文後，對經文看得較以前1子細

了，許多從前所看不到的意思、問題竽，現在卻

學會了，對杵的語語有更深入的認識，真的妻惑

謝祚。

在學習的過程中，要付上許多的時間，如做

功課、引經等，覺得很辛苦，因為自己T在太忙

了。但惑謝祚，當自己將困難藉禱告交託給神

後，曉得如何去安排時間，有先將汁的事擬在节

位，困難就克服了！因為聖綬上説：「多程的多

收，少種的少收。」每一件事要有收疸，都必須

付上代價。最後，我還妻惑謝祜，因祂讓我有搣

會修讀這科，希菩日後能修嘖共他科目或課程，

讓自已屬蜜的知識更充實，對祚有更深的認識和

暸樁。

涂魍興（廣安放會會友）

為了增加自已對聖經真理．的認識，加上又有

事奉心志，故經放會的牧師指引後，便決定修讀

「澳聖」的聖經課程。

我覺得今次所修的面科，對自己郝大有幫

助。「希伯來書所讀」方面：一向我都為藩希伯

來書中之警告有「望而卻步」之惑，維此過別人

的説法，但對經文認誠不多，故此對我來說是較

為「不想多理」的一卷書。惑謝祚，修讀以來，

不但更多認誠神的心意，而且對經文的瞭恪多

了，信心方面更是大有翌助。

至淤「坍經法」一科，許多時候，請經時不

是霏已念，就是霏射人重修的心得（重修書
籍）。有時會覺得屏釋正璋，但有時守相差根

遠；參考別人的心得，又有先入為主之璪。此科

給子我有系列和步驟去「所經得法」，對日後的

事奉或帶領別人方面有好的幫助。

惑到困難的是時間調配問題，蟑預先主襯地

定了時間，但泠陸卻碰考許多客既的困雛，如放
工與上課時間的配合，面科温習時間的配合等。

又因為離開學校已有一段時間，突來的讀書昃張

和工作壓力需適慮。克服的方法，就是有先仰菩

祚及禱告，芙次是盡本份去學。

九五年秋季學期新士芳名膏料

姓名 性別 科 別 原屬敎會 工作背景

譚玉江 男 城市宣放及放牧職事坍究文憑 耆港聖約放會灑道堂 傳道

周鎄娼 * 祚學學士 九龍蜜槿受 饑構同工

洪清照 男 碁礎汁學文憑 溴「1晨光福音堂 故會幹事

禁巧平 * 碁礎祚學文憑 香港面環是情放會 文員

^ 



院訊與代禱

工. , .... 四澤年開澋

本院第十四學年（九五）秋季學期已菸入月廿

入日開蛤，校本部碩士科、學士科同學及培師都

參加了開學禮崇拜，由院卡墾皇主牧師主持，碩
士科客座搆師旦控牧師證道。共後碩士科開課，

學士科則有三天的室修會，主題為「祚工人的性

格與事奉」，亦由旦牧師諶道，員工師生均疸益

良多。

｀薫任/,$唐鑷畸
本學期共開設廿四科。兼任或客座搆師有：

何慧釗枯娥（新約聖經神學、潯道噴習），梁榮森

先生（放會歷史 I)' 靳炎珠蛄最（使枝行傳），登

旦堡謩生（希伯來文 I)'Ji控牧師（繹經潯道與

信徒培育）；「著及神學」課程：壅些牧師（放會
論）。

3另 i'I 留工場及措導
本學期同學在墬旦各放會T習並得放會牧者

為工場指尋，包拉：譯迄雄先生（中葦傳道會），

梅係最牧師（浸信宣道會項愛受丶殯菩受），些差
堡先生（下環浸信會），王大為先生（播道會福音

中心），奎登堡蛄嫌（宣道會台山堂）及朱英儀菇

嫉（宣放會龍囷堂）等。 r't-習赦育委員會」讜此

致謝，並請為各工場指導及同學噴習代禱。

d況大訢任閼

本年五月廿九日院董會議決，蟈續委任述竺

主牧師為院-k' 任期由九六年一月至九八年十二

月，請為些牧師帶領學院各方面的事牽代禱。

｀同i,+.良最'f'l" L 
由九月至十一月為止，本院同工在港澳堂會

或搣楫領會，負漬崇拜證道、主日學、特．別棗

會，任司琴或傳譯約七十次以上，堡旦區有：中
葦傳道會、宣道會台山堂、中葦姜怪放會志道

堂、澳門祜召會、面語神召會｀下環浸信會、二

龍求浸信會、筆人碁喈會、協是會活泉堂、晨光

福音堂、金巴崙卡老會、住心堂等；查些區有：

中葦是恰敘會灣仔堂、中葦是情放會卡是受、協

碁會錫安堂寸晶姜會領英堂、工罟福音圄契等。

請為同工參與放會事工代禱。

••• 逞具彙＇事工
本院與「善世葦文三福中心」合辦放牧「升討

會，分別淤九月廿五 El 由李鴻標牧師主潯「佈道

與栽培」． 及十一月廿 El 由隊墨塑．牧師主潯「佈道
與放會小鈕事工」，請為塗旦堂會佈道事 ..r.. 代

禱。

,. 校暑

本學期是得蒙叄鉲揸謩生、林妙璝謩生、狂

名潮謩生、梁覓洋牙謩及吳國昌牙謩答慮為本院

石，蟹助同 ..r.. 同學，讜此致謁。

．．同工近泥
本院搆師洪胡雪儀師母及林何智慧女士先後

衿十一月十'、 El 及十二月一 El&. 下兒子（送墾埜）

及女兒（林君鍊），請為面個家庭的生活代禱及

惑息。

'碩士/l#f兀文過璩租
九六年「城市宣敖及放牧職事」碩士及所究

文憑課程各科已安排並開蛤招生，請為訢舌同學

及搆師代禱，求主賜福加力。

｀｀綬滑廿泥
綦假期間，學院經濟入不致文，得蒙弟兄姊

妹及個別堂會奉獻支持，現金週轉稍為好轉，性

一至十月實欠達港幣七菡元左右，懇請代禱。

卫．杖足蟠訊

九四校友主臺塑輿圭慧售淤入月廿八日假座
沙田浸信會舉行婚禮；九四校友黃磊儀輿活泉堂

朱亻聿雄弟兄淤九月三日假座溴「,#召會舉行婚

禮，願主賜福並家庭。

u. 杖足訢事•i場：
九五碩士科文維新：香港浸信宣道會，息禾受。

九五神學學士科陳息娟：澳門下環浸信會。 · 

九五事工文憑科謝忧雄：溴「1沙犁頭浸信會台山受。

九回祚學文透科鹵正楫：循道衛理會溴「1 受。

九四事..r..文憑科吳價偉：溴「1 浸信放會。

九三杵學文憑科潘，急另：完備救息會赤柱堂。

本院已開設國際綱絡 (Internet) 户口，

Email 迪址： mbi macau @ macau.ctm. net 

丶 , 



膏料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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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附設之「碁督牧济科中心」自成立以來，為放會、學校、福音概構，提供佈道、造就信

枝的多元化材料。目前可供租借的錄音帶、錄影帶、幻燈片等，德數超過一千盒，並且備有幷盡

目錄，方便奎用。本期特別介紹如下：

, 專為小朋友而設的生活佈道電影「麥是與我」，透過真人與卡通人物的合作拍攝而成，內
容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將聖經眞理向小朋友一一闡明。家表、牧師、少年團及主日學導師等，

必定能夠從中猩得更多封兒童放育或佈道的啓發。全套共五隼，每隼三十分鐘。歎迎蒞臨借用。

I R S eA I 
生合不在乎卡短，只在乎能荅活在J:..帝旨意當中。短短人生，精精彩彩地活過，成為別人

的亮光，生命的燈臺。「再生奇人」原磬錄音帶和錄影帶，內容記錄三個平凡的人，不約而同

地籍信仰；苗寫出他們枉珍責的生命見邃。在逆境中有盼望、在困惑中有亮光。他們受箸病廆的

折磨和死亡的威~'卻能倚靠若J:.. 帝的，恩典，戰滕病廆，傲視死亡。將有限的生命成了譜其的

詩篇。這揉的製作非當適合營院探訪、個人栽培和佈道會等。

宣敖士訓練諜租

本院與查差「文化交流服務中心」合辨跨文

化職前宣赦士訓悚課程，由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五

El' 學員有九位，來自主主、立，．及竺匣；課程

由中心訓練主任龍維耐層生負責，並由十七位富

跨文化經險的宣牧士或牧者任逞師。該課程可算

是港澳葦人．牧會中肯個同類的訓~· 請為學員及

逞師代禱，求主使用，造就更多有效的宣牧士。

（圖為全體學員及部份4師合照）

) 

收 入 支 出

奉獻一同工薪金 564,918 同工薪金／搆師嘢 974,896 

經當奇 505,513 公積金／係險 114,527 

圖書館 8,252 圉言添置 9,605 

助學全 14,340 傢ff.I.I設備添諷 10•,994 

姜訓／約書亞事工 16,150 税頊／係險 41,139 

共他 2,042 綦訓／約書亞事工 24,079 

學情 88,485 助學金 9,215 

腸宿及濰魯 116, 69'2 腸食（學生｀同工） 69,606 

萁他 40,241 水電I電話 47,628 

1,356,633 行政當菁 110,106 

不敖 (70,713) 共他 15,551 

1,427,346 1,427,34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