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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門與官赦史
伶束） I\ 4文卸

（本阮客座溈師，台冴令橄勒人會呻學 f元院長）

澳門與暴督信仰在華宣教事棐息息相

關，遠在十五世紀時，葡萄牙人治非洲西

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並及於遠東的 El

本與中囤，與亜佺｝庫向西航行，背道而

牠，發現新大陸有異曲同工的意義。葡萄

牙商人先牠得黠，玢吩東來，天玉放的修

士也不廿落後，抱著宣放的熱忱，干辛萵

苦，遠涉重 if-' 前仆後唱，問疆闢地。他

們離鄉背井，曾經到印度丶馬六甲、日

本、安南、暹罹以及中國。澳門就在那時

成了他們宣敎事索的發祥地，接踵而來的

西班牙人，也必須徑過澳門做跳板而隼中

於葬律宥群島。史稱中囤官場和要區別此

「兩牙」，稱前者豹「馬剌甲佛耶椴」

稱後者豹「呂宋佛耶桃」 （佛郎极乃回民

加於歐淵天王放徒的名稱） 耐人钅味的

是菊西兩牙同 ts i仕上而杭一一「東勺人不恰

陣」 ，邠又同豹十六世纪束方傳敎堪索的

先鋒，共以澳門豹根據」也來叩中因的大

門 C 他們雖共在，在外殖民湛木的兢「籽暗中

奴助已久，但在宣敎工作中仰成鈣「生命

的共同體」 ，一榮俱榮，一敗俱敗 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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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牛二虎之力， 「芝麻」卻是不開門，義

大利天主敎耶穌會東方監督范禮安

(Valignani) 曾在澳門留居十月之久，他曾數

度官試進入中囤內陸，卻都不得其門而

入，一六零六年孟氏臨終前，遙望中國內

陸，忍不住發出最後沉痛而絕望的呼聲：

「巖石！矗石！何時可以虧我主迸裂？」

一生以澳門希宣敎根據地，始於斯丶

終於斯的第一位基抒教宣敎師卻是西卫旦L

(Robert Morrison) 。 他以「決死之心」在這

一塊充芮了敵意、猜忌丶與孤獨痛苦的土

見上乎大跌地打拼，內有文子嬌妻的相禧而

逝，外遭東印度公司，天主敎士及差會同

工的相煎逼迫，御仍是無怨燕悔。曾任中

國袍税務司的赫德 (Robert Hart)沅： 「失

敗把他那鐵償的性格煉成堅鋼，而困師則

激起了他的 勺！噸露。」他所佶出的第－

拉麥子：中囤綦督赦第一位信徒是主卫工'

以後還有第一位中固牧師梁分加入宣敎的

行列

溴門已朽綦督信仰在華宣放史穹下可

歌可，工的一頁，往事已矣，來者可追！值

此本世紀末年澳門即將回歸中國懷抱之

摩，他是否能再空披戰衣，拿超聖靈的节

剖，衝鋒陷「車一台？我們將拭目以待，兮

香禱之：「本王再哈我們一個馬禮遜！」

電話： (853)303454 傅眞： (853)312800 

電話／傳眞： (516)3642514 



十二國

廖卓堅
（域市宣放及敎牧職事文學碩

士）

雷年離開赦育工

作，憑信心踏上進修之

路，為的是裝備自己',

候主差遣。三年來，兼

顧家庭與事奉，學習信

心的功課；更體會惟靠

碁督，才有能力面針壓

力。栗提高事奉質素，神學裝備與屬室操鍊同

楳童要，願以「惑息不忘事奉，使命提醍委

身」與慮屆爭罟同學共勉。

李佩齡
（瑊市全敕及蚊牧職事文學碩

士）

有點兒自大又不

願受約束的我，藪年前

終衿踏上接受正規神學

裝借的第一步。

入學前，我滿懷

大志，要淤學成後為神

做大事。入學後，卻發現原來神學非等間！神

學知識的高深不能量度，而知識的增加也不是

最重要。祇擁有頭腦的知識卻不慬得運用，或

是草憑自我去運用杵學的知誠，也未見能得神

學的精粹。搆師們在主袤豐富的體險，更是超

越知識的範圍，叫人得若激勵之餘，更鸞噗神

的偉大。

畢崇了，看見自己在神學上的膚淺，需要

壇墳不斷學習；也愈更體會，離開了神，我就
不能做甚麼。祇能說：主若用我，我願聽命。

（事奉工場：澳門碁督赦城市宣放拓展中心） ．

羅淑英（基礎神學文憑）

所謂：「學無止
境」，雖丹」步向完成某

程度之際，但我只看為
是自己的人生階段在走

向另一歷程之開蛤，最

重要的是「不止」淤

此，鱸續前行。

回想在八九年踏

足澳門這一個特別的城市，在不經不覺中我們

一同渡過了七個年頭，期間的心路歷程，是難

隕主憲

以一下子用文字去未達，或許我在此分享一點

點內心的惑受，去右察真正事奉之動力。

無論在開始事奉之時，有多大的投入惑丶

抱負或理想，但最考臉事奉心志的就是內中的

｀｀過程 II I 而｀過程＇＇亦是將事奉心志印證出

來的。很難表達我封未來事奉挑戰之心情，但

我相信能夠表達內心對澳門的話就是：「雷我

踏足澳門之時，我佷喜歎澳門，現在我仍然喜

歡，我亦相信這是使我能在過去及未來，鱸續

去面對挑戰的原因。」（事奉工場：澳門葦人

碁督會）

` 

梁壁重（氐礎神學文憑）

日子一天天的過

去，兩年的學院生活給我

生命中許許多多的體會。

或是成功，或是失敗；或

是欣喜，或是辛酸。不予

結論如何，總是神所賦

子丶所允許的，為叫我在

今生中仍需不斷學習。兩

年的訓練雷然不足夠，然而神玭將自己的轉系

申請之門關掉，祂總有祂其意，自己便雷學習

順服，更仰墓我主，再細察思量神到底在自己

身上有何計劃。

更何況回想這兩年，我生命是豐足的，雖

然有許多事未必即時學曉，但透過神的話，使

我對自己的生命有更深的體會、更知神語語之

實潰，叫我針它更愛慕，更要多加鑽研、發

掘。

政後，妥令謝我的神 ，因祂係守我，使我

仍在;ji/t_的愛袤，用單純的心愛祂。

李小玲(*礎神學文憑）

在過去兩年來的碁礎

祚學訓鍊雷中，我親身惑

受到神的．恩典T在豐豐雷
富。我是一個平庸及小信

的人，但主仍願意呼召我

這身為兩個兒女的母颯，

來接受造就。藉荅主的安

慰和鼓勵，我終淤完成了

這面年的學習階段。我深深惑受到祂對我的説

話：「我兒阿！不是倚靠你自己，是倚霏

我。」恿謝神，祂願意煉淨我，使用我。我宣



袤惑受到花要在我的生命中不斷的旄行拔出丶

拆毀、傾霞，又重新建立、栽植的工作（耶

1: 10) 。主讓我認減到在祂的手袤沒有難成的

事，並且放導我凡事要專心倚靠祂和順服祂。

我所經歷的正如詩篇函式的那楳：「我要向山

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慧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葦而來。」（許121: 1) 

惟願用我的一生來事奉主，搞箸花的，恩

手，順著祂的引領，奔走那提在我前面的天國

路程，阿們！

陳慧君（普及沖學囈含）

在這肴訊和科技日

新月異的環境中，工作

要求也相遺提高，眼淆

身旁朋友們不斷的努力

進修，我亦氐過去面

載，能裝備神的語語而

, 惑到自豪 。 我度幸自己

` 當初沒有因為怕困難而

放棄裝侷學習神話語的襪會，才申的帶領讓我惑

到無比的廿甜和豐足，使我更有力地奔跑人生

的道路 。 我肯定這種感受非能從共他學習而得

到的。這也是文持我讀此課程的亨責經歷。

因此，深深盼望更多弟兄姊妹能親嚐這，恩典的

溢味，好叫我們的信心，以及愛神的心不斷增

-k, 並且更新我們的生命，體貼堂裹的需要 。

以致面針繫忙的都市生活，也能體除神的預亻靑

與同在，在地上享受屬天的福氣。

郁非比（敖令音华和工澄
耆丶告及神學透:t)

姜督徒的生命是活

潑和充滿朝氣的，是－

個不斷找尋挑戰、面對

挑戰，找尋知誠和眞善

其，面針學習的過程。

在過去兩年所學的課程

中，神玲我棫會再一次

去充實和裝備自己，導師慧助我更深入的明白

祂的放訓、讓我更清楚人生的目標，未完成的

肴任和使命，更多可為神爭戰之處，等若我勇

往沮前。

求神慧助我不斷在祂旨意中前進、不斷把

身體馱上，當作活祭，去察验何為棟善良，純

全可喜忧的旨意 。 滾我的心意不斷更新，不斷

開放，在眞道上邁進，阿門。

楊秀缸牧會音岸事工逄言）

惑謝.#'我終淤

畢茜了。花了四年時間

完成這課程，難然是正

當時間的一倍，但仍覺

「物有所值」。尤其是

將所學的運用在實際

上，更加是有趣的事

情。封菸我來説，音樂

知減和技巧的確比以前提為了不少，但仍然希

菩可吸收更多。如杲將來有違深；；果程，一定會

再修讀。

回想最初加入詩班，真的甚麼也不慬，連

淆樂譜也不會。現在能夠將所學的帶回自己赦

會的詩班，令我覺得很興舍。鼓勵詩班員提高
自己的音樂素價，亦是我今年的目標和漬任之

一。求神繒嘖係守和帶領每一個以音樂事奉神

的人。

郁多加（敖會音竽字工澄言）

帶職學習並不是

一件容局的事，但卻又

實在是神賜玲我的極大

福氣。經過兩年的課堂

學習，帶玲我的不單只

是完成科日，及得到－

，長證書時的喜忧，更是

籍箸在每個科目的學 'ki'
過程中，享受沖的豐盅息典與預侷 。 全賴那力

量的源頭與家人的支持，使我能夠堅持到底 。

一.,/., 
鄯子賢（教會令祟事工逹言）

學院針對澳門信

徒的需要，開設了校

外延仲課程，實在是 ．
澳門信徒的福氣。而

我選擇了「放會音樂

事工凌書」 這課程，

起初完全 是興 趣亻吏

然，漸浙地在上；果過程中，老師精湛的音樂

技巧緒合聖經眞理，循循善誘，不單滿足我

的興趣，更使我明白用音樂來事奉神的重

要，猩益良多 。 更多謝老師的悉心牧導和包

容。願主賜福學院的每一位同工、同學，在

此地作明亮的燈台，榮神益人。



観囍貝代疇

1. 九六年春季學期完結

九六年春季學期完緒。兼任或客座講師包拉：

笠些主牧師（室 11多神學溝座），叄~先生
（放會歷史I I) , 主呈玉先生（符類福音），

拉主卫L牧師（宣牧學概論），余胡月華女士
（放會音樂發展事工），關榮根牧師（從以弗
所言看城市宣敎）。瑾此致謝。

2 開放週

本院菸回月十五日至廿日期間舉斟開放週、主

題濤座及培室合興會，各項翌會及活動參加人

次約三百 。 求主惑動參加者更多以禱告及全綫

支持學院培訓事工。

3. 宣教士訓練課程

本院矜五月一至廿四日與「文化交流服務中

心」合揖第二期宣敘士訓竦課程，學員共十七

位，來自五個不同地區，由廿位不同事奉經呤~

的導師任牧 。 請名他們受訓後將到世界各地事

奉代禱 。

4 第十二屆畢業禮

豪主賜福，應屆畢才禮於五月廿七日假澳門中

華碁督敘會，之道堂舉行，畢卞生共十位 。 由竺

竺牧師任王席，旦竺牧師證迫，洪雪良牧師

頒發學位文心，王 7j<. 信牧師；；） 11 勉，李 i!J] 英牧師

和爭卞生禱告，並由李侃鉿及范 ，叔英同學致謝

詞。清為應屆爭渚生在澳門的事奉代禱 。

5. 教務主任履新

本院多年欠缺牧務王任人選，栄神差達惕懷恩!f;)
師自北其學成回歸，加入事奉。惕牧師早年與造

牧師同爭索衿播道神學院，並菸母會九龍城潮人

生命受事奉，後赴西三一孑申學院、維真學院及加

爾文神學院深造，現得母會支持，一家三口來澳

事奉，請為其在岡位及澳門生活代禱。

6. 招生

本院「城市宣放及放牧職事」文學碩士／斫究文
憑兼璹課程、回年制神學學士／文憑全時間諜程

及二年制基礎神學文憑課程，現正招生，靖名有

志修噴或進修者代禱，求主呼召興超工人。

7. 院長安息年

造牧師與師母菸九六至九七學年將有安息年

假，造牧師準偏到其國完成論文，菸九七年中

回港述職三個月，在九七年署假後返回岡位，

懇請為共一家四口的生活及事奉代禱，並店學

院各方面的安排代璹。

黼置驪吉（港幣）
(1995年 1 1 月至 199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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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奇

腸宿及雜音

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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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言館 6,532.00 

助學金 43,050.00 

是訓／約言亞事工 46.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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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全／係險

圖言添湿

設備添匿

赧項

碁訓／約言亞事工

助學金

晞食（學生及同工）

水電 I電語苗
行政常代

其他

本期不敖

上期不敖

累積不敖

訌

875,766.00 

602. 711.00 

90,857.00 

5,372.00 

7. 951. 00 

10.219.00 

18,455.00 

1,334.00 

41,498.00 

24, ti7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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