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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心願
林國標先生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心願，到澳門事奉並不是我起初

的心頤。

回想昔日唸高中時，當有一個惑動，攪得神要我向

中國同胞還福音的債。淤是我參加了中國祈禱抽胞小

~.I!.' 不罩為同胞早 El 鯀主禱告，也為自己能為他們做些

甚麿來尋求主的面。這個惑動逐漸成為我的心願。我中

學爭差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福音概構的中國福音事

工部事牽，以為可以更積拉去探索和實踐祚給我的心

願，但只做了三個月便雌開了。隨若工作崗位的精變，

對中國之情也淡下來，這心願彷彿已被「冷藏」了。

八六年我參加救會舉辨的澳門短宣體險，神玲我的

這個心願卻如火重燃起來。維然這是我第一次踏足溴

r,, 但在幾 El 短宣體樣中，已認識到澳門放會人手及介

源缺乏，信主的人也不多。看見那些牧者（有些是海外

宣牧士，也有些是早期從大陸移居來的）仍呋默耕耘，

心中很受忞動。此外，發現澳門和大ft是如此接近，想

到活在溴「1 事奉，同時也可當當接觸大吐的福音工作，

這主不是我實踐心願的好襪會嗎？

後來，我回應{f的呼召奉馱嘖1申學。冇一次趁圣期

T習的秕會，往澳門一放會T 舌 e 一個多月來的't'is , 
透過跟隨一位牧者每天佈迫、探訪，壤我更深刻體檢溴

r, 的需妻。溴「1與香港維是一水之隔，看「司揉的電視節

日，但澳門的文化和生活背慣與香港畢克有分別，建立

及牧養敖會也較香港困難。當時我冇一個衝動：下學期

週末在澳門敕令寅偉！婚後不到一個月，我和太太及敖

會的弟兄姊妹再來澳門短空，神壤我們更肯定澳門是我

院 址 · 澳門東望洋新街廿 號美利閣 ． 樓

們的異象！再次踏上這片土迪時，我們超初的心願已被

神改變過來，放會及弟兄姊妹也願念成為我們的支持。

共實每年有很多短．宣隊來澳門佈道體檢，其中大部

份來自香港的牧會。這些「過客式」的佈道者名藪瑋然

不少，願憙留下來委身表時間事奉的卻不多，形成「叫

人信主的多，跟進初信的少」，不少決志者因此流失。

昔日馬禮遜牧師來筆，為了大陸的福音工作，就以澳門

作傳福音的姜地。可惜經過百多年的流傳，澳門福音工

作發展卻不及香港和共他地區，這泠我們很大的提醍！

很多人對大陸很有負撿，以澳門為發展大歴事工的踏腳

石，以致成為澳門工場的過客。惑謝神更新我們的心願。

拈玲我們的體會，就是澳門的福音工作也根重妻，來澳

r, 的事奉不只是為了大陸，也需顧及溴「1 的需妻。我們

所領受的，就是先在溴「1作服事的功夫，壤才卓序我們的

事奉開路 。

這是我們踏上償還同胞福音的債的第一步而已 。 恿

謝孑申壤我們在~"'學救育的享工J:.有份，我們更有一個心

願，就是求祚呼召及興是更多本迪人，接受裘僙，委身

事主。

林园樣先生－九九五年起加入本院事奉，現8本院培.II部主任

電話: (853)303454 傅眞: (853)312800 

電子郵址 ： mbimacau 「a macau ctm net 

北美辦事處 · 31-50. 140 Street. Apt. lL. Flushing. NY 11355, U.S.A ,' 



火煉的試驗
郭華妹同學（一年级學生）

一九九六年七月下旬我改到學院的通知，正

式被取錄為二年制碁礎神學文憑的全修生，當時很惑

謝神給我概會接受神學裝備。

正與家人一起計劃未來兩年如何分配時間學

習和分擔家務時，我丈夫啓i•J 開始發覺每天早上鼻涕

中都帶有血。大家心裡維有不安，但仍然憑著信心仰

望神，求主係守。啓釗六年前曾患鼻咽癌，不斷有鼻

血出現很可能是召病復發。

八月二十三日經僭生詮斷證實他舊病復發，

但須經掃描後才能知道

腫瘤的位圄，和要用甚

麼方法治療。一個星期

後才知結杲。

回澳後將一切

告知學院，在導師的鼓

勵下我仍可在入月二十

六日參加開學禮，三十

日正式上課。

八月三十一日

我倆往港看掃描杖告。

層生誤：「腫瘤生在兩眼之間，經過放射治療後左眼

會失明，右眼係留的概會很微，如你願惹接受治療的

活，要在同意書簽上名。」啻時我倆眞沒法接受這個

現'f, 但稍為平靜後決定接受治療。雷啓釗在同意書

簽上名時，我心裡有一個榮音訊：「神在六年前曾在

啓釗身上施行奇蹟的豎治，難道今天不能嗎？要知道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但會時自已思想仍然一片空白，未能即時接

受這番說話。

因要等到九月五日才開始治療，所以我們便

先回澳門。在回澳的路途上大家吠獃燕言。我不知用

甚麼說話去安慰和鼓勵他，只是心裡想若：啓釗接受

治療，雙目可能失明，我要照顧他和負起家庭經濟的

捲子，回去要向學浣中請退學。隨即心裡又有一個榮

音說：「這是人的決定，神還未決定，你不何自作主

張，因你在祚面前曾立志奉獻。」即時禱告求神亢怒，

願將一切交在恩主手中。

回家，將恃況告訴兩個兒女，含時一家陷入

極皮憂傷中。會晚我還要預備明早的兒童主日學，剛

巧要預備的聖經故事是先知以利沙藉若不斷的祈禱

求神使書念婦人兒子死而復活。我反問自己我的信心

往那裡去了。隨即向神禱告：神呀！我深信你凡事都

能，我更知你行在每一個兒女身上的作為都有你自己

的其意。但願臨在我們身上的事情都能榮糴你。求你

賜我們有一顆順服的心去仰望和倚靠你。臨睡前全家

跪在床前，手握若手

流若淚向神禱告，求

祂壤啓釗病得醫治，

雙目不會失明。但一

切仍按著孑扣的心惹成

就。

我們憂憂愁

愁地渡過了一個主日

崇拜，下午回到家

裡，啓釗坐在梳痊J:.

發愁。我不斷向神

求，求祂賜啓釗嶋力和信心去面對前面的路，然後就

到廚房準備晚飯。突然他進來對我訊：「剛才自己在

丰睡半醛的時候，有一個嵒音對我說：你現在這糅沮

喪，終日愁苦，難道病就得罄治嗎？你這揉祇會令你

家人更傌心，你應該積極是來面對一切。」他繼續說：

「我要靠若神，積極地面升。無論病是若得偕治，深

信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他的表現，令一家好像打了一枝強心針，埜

家都積拉起來。晚飯後一起計劃在謦治期間兒女的生

活如何安排（因週一至週五我倆要留在香港）。我希

望向學院中請樗免上課六個星期，啓釗就向廠方請病

假。然後我們跪在床前唱詩讚其主，惑謝祂賜我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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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和平安。

其後學院接衲我的中靖，而且得到兩科導師

的准許，請同學在凍'ti耒音，壤我可以聽錸音做功

課。

九月五 El' 啓釗開始第一次放射治療。在赴

港途中我倆都有一份萁名的平安，因深信~+的同行。

亦不覺得孤單上路，因知道弟兄姊妹用禱告來支持我

們。不再是我兩人承擔這次苦難，而是眾肢體一起承

瘧。

執子的時候、正是秋季學期的完｀古，回顧過

去一段日子，曾一度·限疑自己是否誤紹~f的吒召而粒

噴孑申學。

初開學時完全沒有信心可以漬完一個學期，

因我連日當的生活都不穩定，還可以瀆名弔？記得在

「敖會培育享工」的姑一堂，導師要求每個同學在課

程咭束前指定的某一天，完成一個份企劃，並妻作 20

分鐘口頭4及告。含導師問我選第幾個作企劃杖告時，

我回答她：「我不知是若能完成這項；果程。」她鼓勵

我先選定，日後待看恃几才作決定。

結呆我不單能完成這一科目，而且這學期共

修瀆了 10 個學分。惑謝天父讓我得蓬導钚和同學們

油鼓勵和翌助，能走過這段日子。

今次的經歷壤我更明白彼得前書四聿十二鈴

和五章七至十節牧導：「親愛的弟兄啊 l 有火煉的試驢

臨到你們，不要以爲奇怪．…．．你們要將－切的憂盧卸給

神，因爲他顧念你們。務要謹守，侮醒。因你們的仇敵魔

鬼，如同吼叫的摘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

要用堅面的信心抵擋他，因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衆弟兄，

也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n召你

們，得享他永返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

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到達僜院，層或人員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

暑生 :it.很多心思：足計了兩程放射方法，可以，或少對啓

釗眼睛的傌宅。所以左眼受破壤只是 30幻，而右眼不

會受到接宅。惑謝天父的溝憫。

我們在港澳之間來來回回地渡過了六個星

期，期間神的恩典豐豐盅宣的加拾我們。一對兒女在

溴生活平安，而我在學院的學習也沒有停止。啓釗經

過 30 次放射治療後，视力統売乓援，蟑然層生式他

的病情祇是受到控制。

現今我們的信心難不時因治療的不良反惡而

時有軑弱，但卻更加體會到林後十二幸九 iii 所攻的：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所以我更芭歡誇自巴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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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隠表：

0 本人對澳門聖經學院下列課程有興趣，請將有關資料容來：

a 校本部課程

O 信徒培訓課程

a 「城市宣敎及敎牧職事」碩士 1 研究文憑諫程

a 宣敎士訓l緤課程（與「文化交流服務中心_J 合辦）

0 本人願意關心澳門聖經學院之事工：

a 請將「澳聖」簡介／院訊容來

a 願一次過／定期奉獻 幣 團作下列事工之用：

經常費

, 
·
電

同工薪金（指定同工姓名：

圈書館

學生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丶
丿

rY 



；鷗與代戸
缸期宣教土訓釒
又化交流服務中心與「澳聖」合辦之品三期宣敖

士訓悚；果程已菸去年十一月五至二十九日順利舉行。今

棐。一月十七日假頌望堂舉行了第一屆爭考暨第二屆開

學典禮。由菸「某訓」事工已有一定碁礎，加上本院人

力責原不足，故本浣決定暫時退出「碁訓」之．工作。願

王壤嘖賜福此項事工。

8 

期受訓之宣敖士及年宣敖士共十七人，大都針這項訓坎

大店潜當。而本院學師生一個月來與他們相交相處，亦

獲益艮多。

2 
免費公開講吐
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十二月八日兩王日下午本院分

另＇」舉辦了兩次公開溈座。品一次是由共國大使命中心窒

修部王任王之學博士王為之屬空4平悚講座，王題店「禁

巴中與王相過」，假澳門神召會暴行，冬者七十條人。

第二次是由香港敖會更新運動屯幹事陸~,牧師正溝之

敖會更新溈座，主題內「跨世纪信徒的角色與使命」，

菸本院禮堂舉行，出席者約三十人。

3 
同工消息

固書館管理員蕭玉雲姊妹與會計鄧玉珊姊妹均菸

十二月份試用期函，正式成內本院同工。另固書館主任

林何智恵女士菸春季學期維弒。改以義工身份協助圖書

館工作。求主竪助各位同工之適應。

4 
舂季退修會

九七年度春李開；果前本院師生菸香港何福堂暴行

了一連三天的進修會。玉題豹「王节；；青北」、溝員冇呂

唷明枯娘、龍維耐師母和白雪貞姑娘子幾位。

碩 l 科課程

「城市宣敖及敖牧職事」碩士；果程下一科為「城

市的民間宗敖、異端與邪術」，講師£」朱昌仗牧師，菸

三月舉行，歡迎查向赧名。

9 
美團通訊地址

5 
孖全開課
九七年春季學期經已菸一月十三日正式開課。始

一天即有關榮根牧師王溝之碩士科課程「從希伯來書到

啓示5求精讀」。此外本學期各级共開設十八科。其中「同

偉輔惇」一科杖名人教多達二十四位，店迫年祈亻荃見。

6 
證門科學生雇談會
华於培訓課程學生 F令上課時間外較 ,j,、彼此文八認

本的拱會，培訓部菸今年一月二日召隼」＇－次達苦科學

生座；文會，促進同學們彼此認減，同時布寸劃培訓課程

收隼巻見。

7 
「某訓丨新階聆
言 「 .. -·· , · 一 . --
本院與本凍三間敖會及塽構合緝辶「碁曆門徒訓

埭；果程」始一屆両年 t,ii 積經已完成，兩位同學順利畢

本F完其國通訊地址現已改th 31-50, 140 STREET 

APT IL, FLUSHING, NY 11355, lJ SA 靖各位其加區

讀者注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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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學費

膳宿及雜費

其他

同工薪金

經常費

圖書館

助學金

約書亞事工

其他

支出 , 
．
電

同工薪金/i>i'4師費

公積-tt/社會保障基金

闐湟钅笛

「荃訓」 JT

膳食（學生及同1)

水電／竜沾

行政常費

其他

240,524 50 

133,424.09 

5,910.00 

5.160.00 

3.074.90 

730.10 

9,368.60 

38,914 46 

9.559.30 

446.665.95 

348.062.87 

:n.420.61 

8,051.01. 

10,000.00 

25.326.04 

13.127 07 

48.166.81 

588 40 

490.742 87 

t 即亻．酌

卜期 1、'女

＇仔亻朝

44.076 92 

37.503 81 

-- 
81.580 7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