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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很多意見，但我們在何處才能聽見神的眞理呢？

阿摩司書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
椅懷恩牧師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在這裏事奉祂。我

想用哥林多後宮第四章袤面的幾句話，分享一點心

事，同時作為針同工同學們的勉勵 。

我們既然蒙憐懦，受了這職份，就不喪

瞻；乃將那些暗眛可恥的事棄絶了，不行

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眞理表明出

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

（林後4: 1-2) 

這袤係蕷提到的職份，當然不是滇接指澳門聖

經學院敎務主任這個職份，而是指對上一章函式

的，屬室的職事、神語語的職事 。 我看自己今日在

澳聖所領受的也同揉是神語語的職事、屬室的職

寧，因此也大膽把係罹的話拿來應用在自己身上，

也應用在同工們的身上。

係罹說他領受這職事是蒙憐憫 。 我自已深有同

感 。 過去幾年在海外進修，好幾次過到似乎過不了

的難闞，靠著神的，恩典都渡過了，終菸能依期完成

學索，返回事奉岡位 。 然而這職份不是單有學位就

可以勝任的，因為這是屬室的工作，作的人必須有

其好的屬室生命 。 常我反省自己屬室的景況時，我

更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不配 。 我之而以能承擔這職

苓，完全是神的憐憫，而且還要遣情不斷依賴沖的

憐憫 。

第二節係薙説他石這職份上所要做的事，就是

將眞理表明出來，而不是為利路沿神的道理 。 這也

是我今日在澳聖事奉的心願 。 今日世界上有很多道

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摩8:11) 。 我到過好些不同的

城市，參加過好些不同的放會泵會 。 我發現真正根

據聖經傳講神語語的講道並不多 。 然而神的活卻是

這時代眞正的需要 。 求主慧助我，也慧助同工們，

滾我們明白神的語，傳溥神的語 。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耶穌基督爲主，並

且自己因睏穌侑尓們別莫人。

（林後4:5)

係羅自稱名信徒們的僕人 。 這是很童要的態

度，也是碁督放很猖特的既念。我以前在神學院作

學生會會表的時候，就醍覺到作領導與作亻大人這兩

方面需要好好的平衡 。 教會歷史上有位主敎發信時

下署「碁督眾亻美之,(J j , 好像彼謙皐，實際意思卻

是自命「眾主放中之主教」，地位高人一等。我們

不是要作這才記的僕人 。 但我們也不是要效法一些政

客。他們不但自稱為「公僕」，而且為了選票而衹

牲原則，喪失了道捻信仰的立場，不辨是非地走群

' 眾路線 ，完全沒有俄正的領導。我們不是這樣 。 我

們的榜揉乃是主耶穌碁督，祂是受骨之君，又是受

苦之僕 。 我們從主身上學習如何勇淤帶領，廿淤服

務，以僕人的心態作領導的工作 。

我們都是僕人，只有主耶穌一位是我們的主

人 。 但從另一程意義來説，我們也是主人。原來中

文「主人」有面種意義：相針菸「僕人」，「主

人」就是作主的人；相對淤「客人」，「主人」就

是柬道主、主人家的意思。從這意義來說我們都是

渙聖的主人。主人家有主人家的責任，應事事關

心，不能有過客心態，凡事冷眼旁戦，澶身事外 。

院 址 ： 澳門東望洋新街廿三號美利閣三樓 電話： (853)303454 傳眞： (853)3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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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

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4:7)

上帝揀選人的息典計劃是很奇妙的，哥林多前書

説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

選了世上軑弱的，吋那強壯的羞愧。我們雖然軟

弱，有如瓦囂，但我相信我們能為神成就重大的

＇事。這不是因為我們有甚麼能力、本事，仍是因
為有祚這「唷貝」在我們袤面。成就事甘的是神

的能力，不是我們的能力。我們只要諫皐的將自

己的軑弱帶到主面前，交在主的手中，好像那小

孩子馱上五餅二魚一樣。主就能夠用我們，成就

祂的其意，叫五千人吃飽。

凡事都是爲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

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

（林後4: 15) 

係最所作的一切都是庄了他所服待的封

象。同時他也期菩人數增卡。但人藪的瑨表最終

是為了神的榮耀。我們在學院事奉，希望有更多

人來赧讀我們的課程；在赦會事奉的同工，噹然

也希望放會人教增卡。但求主提醍憶助我們，讓

我們對增表的期望並不是為了自己的榮~· 而是

為了神的榮糴。

所以我們不喪膽……原來我們不是顧念

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

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4: 16-18) 

這章聖經第一節說不喪膽，這袤再次說不喪

膽。可以訊這章聖經都是在說為何不表贍、如何不

衰膽。這袤面的祕訣，就是信心（參第13節）。雷我

們看我們的工作如何琭鈺，我們的環撓如何不利，

我們會越多越灰心，越多越喪膽。咀有我們用信心

仰望是督復活的大能，我們才能堅持下去。

我們期菩我們的工作有杲效，但我們並不是

注目面前的、即時眼見的杲效。也許我們沮接幫

助、造就的人不多。但我們是作在主的身上。大

家都知道葛培理、宋尚節，但有多少人知道是詛

帶領葛培理、帶領宋尚節信主。沒有人知道我們

今天的工作表遠來說會帶來甚麼果效。但主有全

盤計劃。我們好像棋子，祂是下棋的人 。 我們每

人的岡位不同，發揮的作用不同。但我們只要在

自己的岡位上忠心，我們知道最終主．必得勝。

本文改寫自枯懷恩牧師淤本學期開學禮暨赦務主任就

職禮上之堵話。

惕懷息牧師闔府

壬灃蟠宣惶、險區奕枳三年級學生）
實踐中學習是砷學敎育的重要環節。剛過去的暑期同孳

們除了在本澳的實習外，有一位同學到了香港實習作醫

院院牧的工作，更有三位同學聯袂到臺灣作長達兩個月

的短宜體驗·本院衷心多謝在暑期間提供機會並指導同

學們實習的各位同工。以下是其中一位同學從臺灣短宜

回來後的感言。

帚假期間，我與兩位同學有概會到臺灣短宣，

探訪那裡的放會。經過短短八星期實地參與和接

觸。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個宣敖士，並不是那麼簡

單。他或她需要面對文化上的差異，自己的適應

能力，和與當地同工的配搭。

我們在臺灣今與的事工包拉：見證分享、其化

環境、同工配搭可赦導丶交流丶其術勞作、文字

事務、煮食及圄隊佈道。第一站台北，主要是參

覬一些福音襪構一遠柬福音會、世界展望會，認

識「道生」、「筆神」兩神學院的宗旨及作交流，．

其次是在家庭小鈕丶社青團契、宣赦士同工祈禱

會、放會祈禱週、主日崇拜等泵會中分享個人的

見設、生命的歷程。

第二站台中，先在一個營地逗留了一星期，

協助打掃營玭，其化環境，並清潔窗户丶浴室和

250 張床的床禱、被單。第三至第六星期，在「謝

息堂」參與赦會事工，查經團契丶探訪會友、行

政事務編排、晨曦祈禱會、青年囿契、弒詩、福

音旅行、退修 El 丶璹備兒童夏令營，體除「平地

原住民」的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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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台東，在台束地區敎會停留二星期，

參與才藝營的暑偏、開會、分..r..; 探訪「原住民」

阿美族會友，兒童團契、福音詩歌分享；參

與雷地佈道工作——－馬階僭院、泰源技能訓練

所，分享詩歌及個人見證。

今次參與不同種類的事工，在緊湊時間中個

人也有一些反右與學習：

生命的整合

筆者數算神的恩典，看見祂的手不斷地引

導。原來我過往的經險能慧助我面針今日

的學習。這使我針自己生命的經歷重新作

出反省和整合。

二、振練室修

每天早上有同工黨修分享。籍著各人不同

的領受，提醛我人與神關係中的次序：首

先是與神關係，其次是與自己的關係，再

次才是與身邊朋友的關係。

－丶生命的扉琢

在大甲營地和在謝息受都需要學習共化環

境一—國藝剪草、打掃、把灰塵抹掉，仗

庭國有光采。這使我看見自己的軑弱，缺

乏等候的耐性，沒有與同工步伐一致。實

在需要棟在生命中琢墓。

四丶同學的合作

在營地的服務工作，清潔床單、曬晾床褂

等，與同學能無衝突丶有效率、有步驟地

合作配搭，更增加彼此的認減；有疲倦時，

同學說笑，都成為一個解問的方法。

五、語古無隔閡

為一同參與謝，恩堂三十九週年的堂慶，我

們學習用台灣的土語—一「閩南語」馱唱

詩歌。我們雖然戰兢，但是憑若信心，經

過二星期的鍊習，竟能沒有出錯，有板有

眼地用閩南語馱唱。能與主內肢體享受沒

有語言隔間的相交，眞是其好。

六、文化的交流

我們有桃會在謝息受作煮食的工作。要常

試煮福建風味，緒杲福建風味與廢柬丶潮

州風味共冶一爐，也可算是一程文化交流

罷！

七、愛心考險

我們有桃會參與一些原住民福音工作，如

探訪、分享詩歌、作見證等等。看見原住

民流動性很大，傳道者需要有一個包容、

忍耐的心，以無限的愛來支持鼓勵他們。

在探訪中我認識面位塚居的老姊妹，受到

同族的欺負，但她們沒有埋怨，反而當當

為他們禱告。

八、奉歙時間

我們亦有襪會參與馬階播院佈道工作：派

草張和與共他信徒一超獻唱詩歌。參與者

來自不同宗派。他們在週五早上九點正隼

合，簡短的詩歌鍊習後，便開始逐層在病

房佈道。以往自已很少作謩院佈道，如今

看見病人得救也是一個體驗；學習怎揉在

最短時間內領人歸主。

先後兩次塤期聖經班，都給我帶來訢的認誠

和成卡。第一次在台中，在籥備、分工、故语丶

領：寺等工作中都有明顯的進步。更發現自已很喜

歡澮畫，做勞作，針領唱詩歌亦更有信心，而且

喜愛動腦筋發掘摺紙的新玩意，這些都是新的認

識；但面對頑劣的孩童，仍舊沒有辨法。第二次

在台柬，有很多搣會襯察別人如何故導，從中汲

取經險。這次才藝聖經班，發現了一社興趣。就

是自己可以很安靜，很專心，專注迪作紙藝，

學摺紙花、魔術盒、公文袋等。而且面對頑劣的

孩童，我亦從輔導紐學回了一些應付的辯法。

回想埜個塌期實習，最得益是室修揀練沒有

中斷。冇一顆迫切、；曷慕的心，每天都愛看聖經。

在工作期間，時間很縶逼，每晚睡眠只有五、六

小時，但是仍然有精才＂體力。祚的看顧真是無微

不至。

這個圣期所體會的功課，是課受上學不到

的。而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要有一顆醍覺的心

去回應神，並要i忠誠的心作為動力，時刻努力

做到最好，在岡位上忠心。這也是我瑨續要學習

的功課。

（本院三位短宣同學與台灣外埔放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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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氬頁代禱
1. 新學年開課

本院第十五學年已淤入月

廿六正式開蛤。是 El 上午校本

部與碩士科同學、沿師丶同工

等齊隼禮堂，參加了開學禮崇拜。會上並為新到

任之赦務主任世呈星牧師舉行就職禮，由甫自去

逅些之院董關榮根牧師蒞臨主持。共後碩士科開

課，校本部同學則參加為期三天之室修會，主題

為「委身的生活」，講員為揸牧師。

2. 秋季客座講師

本學期各級課程共開設十九科。兼任及客座講

師包挂：旦旦牧師（小堂會的事工與發展）、王

豊靼授（中國文化思想與宗赦史）、些主且面
士（故牧學坍討）、差生星博士（碁督赦學校敎

育概論）、柱主扭枯娘（成長」、鈕）、巫丕狂收

師（搆道學）、至翌汪牧師（；寺歌智慧書）、豐

醞牧師（初級希臘文）丶梧吳多里師母（英文）、

尹先生（普及神學課程：創世記）。

3. 學生實習工場及指導

徐課堂學習外，本院亦十分重視同學在實際事

奉經歷中的學習，因此每年均為同學物色適當的

實習襪會。今學期為同學提供噴習機會之堂會及

義務擔任工場指導之牧者包拉：澳門神召會（壁

醞先生）、協綦會活泉堂（臺竺竺牧師）、播

道會澳門福音中心（王大為先生）丶宣道會台山

堂(~珥娥）丶；戸會（祀彗i牧師）丶
循道衛理會澳門堂（登色堃先生）。讜此多謝J:.

述各堂會及牧者。

4. 院長安息年假

述主主牧師丶師母偕兩名公子經已菸八月廿 El

離壅抵五渡安息年假。造牧師現正埋节撰寫其博

士論文。此論文初槁必須淤十二月廿日呈交。請

為造牧師一家在去旦之生活禱告，特別記念造牧

師撰寫論文之事。院卡休假期間，隗務工作交由

敎務主任椅懐息牧師代行。

5. 行政部人事調動

原行政主任些主竺先生經淤九月是返回共母

堂中葦是喈赦會志道堂擔任牧職。本院已調派培

訓部同工陳宇光先生署理行政主任工作。另會計

何少媚小焯．及圖書館苲理員廖暕沛然女士亦相繒

~ 惑謝主不但已預借新同工接任，而且帶領
上述離職同工以義工身份壇續協助本院工作。

6. 院董動向

本院董事關榮根牧師·多年來牧養竺竺法拉盛

第一浸信會(Flushing First Baptist Church)• 今夏蒙主

引導，舉家回蹄查些，現淤堅道浸信會參與牧羨

工作。請為壟牧師一家大小在翌的適應代禱。

另一位院董堡笆遇l牧師，多年來牧養查是播道

會息泉堂，今夏是以安息年假在共母校迄竺生之

-=--福音棟學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進修。堡牧師將淤明年四月專程返差擔任

包樂佈道會之傳謀工作。請為堡牧師未來一年在

差生活、學習禱告。

7. 同工出外主頜聚會

本浣同工徐院內工作外，亦樂意積極參與本澳

各赦會及概構之事工。今年沮至九月為止本院同

工應邀出外主領泵會，單主日禧拜涓道一項已達

五十餘次之多。到過的放會，澳門區有：主差墓；

督赦會志道堂、信心堂、 金巴崙＊老會、生差連

羣、下環浸信會丶碁督徒粲會中心、協碁會活

醞｀益人碁杼會、宣道會台山堂、三一家庭赦

全丶協碁會活道受、澳門神召會、白鴿巢浸亻七會 、

循道衛理會、上帝五旬節會等。

8. 秋季教牧研討會

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本院舉行了秋季赦牧珝

討會，主題為「牧者與牧養」，三天分別論及牧

羨與進取、輔導、與紀律等的關係。徐主題講員

臺灣今撤人會豐主』l院卡外，更邀請了三位本地

同工：荃竺達担七生、柱主墊菇士良、梅係扇牧師等

就各分題作出回應。參加者共約廿餘人。

即訊釀吉（港幣） 1996 年 5 月至 9 月

酗
奉獻 ： 同工薪金

經常賨

圖蚩館

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學費

膳宿及雜費 , 
其他 峒

醞
同工薪金／講師費

公積金／社會保障基金

圖書添置

設備添置

稅項

約苫亞事工

助學金

膳食（學生及同工）

水電／電話

行政常費

其他

盈餘

加上期不敷

累積不敷

417,102.16 
249,460.90 

2,255.00 
2,050.00 

26,183.00 
35,509.74 
51 , JJ7.89 
43,149.58 

826,828.27 

537,150.84 
63,623.87 

3,321.56 
3,201.00 

27,916.60 
7.161.90 

291.00 
26,482.62 
31,835.22 
77,114.14 

458.33 

778,557.08 

48,271.19 
-85,775.00 

-37.5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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