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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有的模式 洪雪良

神學敎育是一桂埜全的屬室敎育。它不單是

名神學生而設，也是為每一個信徒的。神學放育是

翌助受訓者慬得怎揉裝備自己去事奉神；其中包拉

培圭受訓者的性格丶事奉的動襪、與神與人的闃

仟、委身、事奉的價值戢和恩賜年。

「耶和单节！現．在1尓凐是我11,sti父；

我們不過是浞土，你才是陶匠；

我1門衆人都是1尓手所作的。」

(f-64:8 ; ,tr嶧本）

根據以上經文，苯以陶匠和陶泥為令，可以

演浮出一個神學敉育模式，共中有六個碁本要素：

1 . 陶匠
這神學牧育

的模式中，最重

要是聖宜的角

色 。 附圖頫示，

陶匠的手代表聖

室的工作；陶泥

代表學生；器皿

指完成訓致的學

生 。 這訓練全受

聖室的字 ,if' 學
生必需順服聖安

的帶領才可成為

合用的器皿。因

店如呆沒有聖室

的工作，就算受

訓者怎樣卓越，也不可能成爲神使用的人。現今許

多神學訓錬偏重課程和程序，這個碁本要素正是必

須反省並改變的方向。

2 • 工具
陶匝塑造時，會使用各揉的工具如：林盤丶

腳踏、陶模等。在受訓過程中所參與訓攷的人，包

挂導師丶工場指導等，也如同是被陶丘（聖室）使

用的工具，務要在這過程中裝備受訓者。

丶

3 • 材料

塑造一件良好的器皿，徐泥土外，必需要倢

價的成份如水份、光線和熱力等。神學訓練模式

中，受訓者所學的知識，就如這些材朴。維然人們

很容易會將知識的訓錬等同菸神學訓悚，但知哉只

是慧助神學生的材科，更重要是培羨受訓者的德丶

智丶其、善以及與神的關係 。 棟學知減的吸收必須

不斷地反-~-和實踐，才能眞正使受訓者得到慧助 。

4 • 環境
工場的設計丶工具的擺設等環境因素都泣接

影響製成品的價量 。 正如神學院的課程設計、赦學

方法和噴舌工場等也針祚學生有沮接的影嚮 。 聖

經、音樂、體育、群體生活，甚至膳食等都能情助

受訓者在訓鍊過程中，得到適切並全面的造就 。

5 • 型狀
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型狀，也有不同的用

途，這正好代表了受訓者之個人事奉策略。這是神

學院未必能全面顧及到，但亦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因為受訓者如沒有足夠準備就進入工場，很容易封

個人及放會造成偽害。個人方面，他們很容易因困

難挫敗而離開事奉工場，或甚至遠涼事奉沖的工

作 。 所以受訓者應在踏足事未工場之前，至少有－

個具體清晰的概念，怎楳去事奉，怎楳去登展自己

和別人。

6 • 過程
泥土在匠人手中怎揉被塑造，變成什麼模

揉，就全在乎匠人的主意。囂皿經匠人塑造和加工

過程後，戢芮及甯用價值變得更高。神學敎育必須

注重整個屬室的塑造過程，受訓者經過神學訓峽

後，怎楳被神改變及使用，也是一個屬室的過程 。

是全人的，也是授聖黨的心憙而作的 。

這六方面代表了沖學救育的碁本要索，是達

到全人訓燥的重要步驟和過程 。

本文最琭自洪雪良牧钚今年度開學禮馮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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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畢業主．感言

預巧平（碁礎杵學文憑）

畢茜喇！要與澳門式一塋再見！過往香港是我

唯一的家，但今日針我來説，澳門，應該說「澳門

聖經學院」，成名第二個家。兩年的日子不算太-k'

但话將面年以每一 El' 每一分，每一秒來計算時，

亦不是一個短時間。惑

謝神，塤我有襪會認減

「澳聖」，成為當中的

一份子。

本來神學封我來

說，既高深又不可觸

摸，更沒有想過可以讀

神學。但透過學院的學

弱，更能體會「敬畏耶

和葦是智慧的開端」（箴

9: 10)• 每一位屬於主
的人都要離開信仰的超步點，向箸標竿泣跑。神從

來沒有 ~.fl.撓人認識祂，祂希望每一位信徒皆為祭

司，能以委身淤碁怪，成為福音大使。

兩年的學函，讓自己得以重整針事奉的戢念，

校正針事奉應有的態度。無論是全時間的事奉或帶

職事奉，噁要「盡忠」，「委身」於碁督，作一個

帶有使命惑的是督徒。

涂鴻光（灰市宣敖及敖牧獄事文學碩士）

早菸1990年，本人深感自神學華尤後牧會已達

八年，有惑時代快速轉變，店能逸使自己有系統地

吸收新知識，又能更有效地服侍牧會，遂向事奉的

堂會中請在職進修，並獲堂會批淮。後因樗職為碁

督教聖約牧會噁幹事，恐未能同時兼顧而紉置。至

1993年年底再向赦會申請在職進修，來澳門聖經學

院修瀆城市宣牧及牧牧稢事文學碩士課程（簡稱「城

宣」）。

「往澳門進修？」不少弟兄姊妹訝異地問。啻

我決定進修時，我的考危因素包托：

l 課程對我事奉的招助；

2 自己的學習能力；

3 針事奉及家庭的影響。

「澳聖」開辦「城宣」；果程正行合我的需要。

正如「澳聖」開辨此課程之日的：「世界愈趨城市

化，敉牧或城市宣牧人員愈須有適切的裝備去加強

事奉的果效。」當時，環顧港、澳、台三地，只有

「澳聖」閑辨此類課程，加上本人事奉放會在澳門

開展事工，期盼藉此與澳門的敘牧同工有較多接

觸，從而對澳門的宗敎及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褚和認

識。

三年來，我蔻會此課程很切合我的要求：每一

科目都十分實用，學浣

邀請之潯師多來自共國

及香港，他們不單學有

所長，更富有實際經

駐。他們要求學生所做

的功課／企劃不草重視

學術理論，也要求配合

現有的事工。上課時間

固然不輕鬆（各科目均

以密隼課程形式進行，

每科共上課三十小時，每天約六小時，五天完成），

但在課堂上的討論、經險交流，又確實共樂無窮。

如「城市宣牧學導論」這科，授課時須要「企街」

（即往街頻既察），功課則是「澳門敎會告查及研

究」，這楳的學習琫是印象難忘。

此外，「澳聖」的每一位溈師、職工，校本部

的每一位同學針我們這些不時出現的進修同學亦關

愛有加，照顧周到。主內情誼，深深銠記。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在澳門舉行的爭煮典

禮，內子與小兒一同出席分享我的逞樂。事實上，

他們的功勞實在不少，有人成稱他們應複P江澤位，

Push Him Up是也，即「推他一把」之意。
面封全球城市化的形勢及帶來的眾多挑戰，願

我們在傳福音的截念和策略上作出吶整或改變，以

致更有效地將福音廣傳！

岑塢勣（城市宜敕及牧牧版事文學碩士）

從開蛤到爭煮，碁本上我是一個受益人。在碩

士課程中學習的一切，都不是現成就有的，而是因

豹冇同工構思、屯師赦授、同學切嵯、大家奉馱， 、

耕耘、關心和代禱。在此，我再次多謝滇接間接虧

我的學皆付出努力的家人和眾肢體。但願學成之

後，能靠賴上帝的恩惠，成為旄子者，造就眾牧會 。

-·-· 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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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是你士命的 遑旁，
＂矚令青年退仔塋戚t 夤厐敲（＂七. .:f-KliJ.f) 

過去，我參加過不同形式的

營會，大多教是以參與者的身份

居多。這次營會我是大會籥委及

職員之一。特別之處，這也是我

的一年級屠期噴習工作。

退修會共有 30 位弟兄姊妹

參加，來自九間放會，當中很多

是牧會的青年領祜。惑謝神的，恩

典，這是祂所預備和揀選的。我

深信神必使用這次營會，讓弟兄

姊妹不單只是「知道」神是我們

生命的建造者，而是付諸行動地

回應生命建造者的呼召。

三日面夜的營會，我們所做

到的不在乎箸委們有甚麼能力，

而是神自己的工作，是聖宣在每

位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一位姊

妹見證說，她岑加這次退修會本

來並無目的，可是神讓她在營會

中所得到的是一個建造的過程。

「建造的丘圖、建造的困難、建

造的身份」，就如一槿樸房，有

地碁丶琽構丶外殼。她深深感受

到必須要活出被神建造的生命。

另一位弟兄說，杵在這次退修會

玲他的是超過所想的，使他針碁

督枝的生命有很多反省，尤共是

針事奉心態的提醍。如杲有不正,¢ 4 ĵI 
摩囘前

（校友會供稿）

縮的心態、目標，事奉的行為和

惑受就會受到影響。

一個生命建造的過程，難免

有很多困難。神建立我們，我們

要做的是發捧神在我們身上所建

造的生命－活出生命的色彩。

分享會上，聽到弟兄姊妹搆

述在營會中所得到的，我心中不

斷迪惑謝祚。我深信神要復興澳

門的信徒，祂要我們超來，與祂

同工，負超祂託付給我們的責

任，建立神的國度。

營會的營歌［倚霏耶和茶」

這揉說：「诒非耶和筆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我
行若非神所忧，一切將拆鉸；我

作若無神祝福，一切都將枉然。」

歌詞使我體會到生命的建造必須

完全讓神引導，完全順服在祂的

計劃中。只有自覺宜袤尙窮、困

乏丶無能力之時，才會在主袤得

到祚建立的生命。因為生命的建

造需要有一顆願憙在棟面前虛心

學習，先被拆毀，然後才被建立

的心態。

閉營禮中，弟兄姊妹在主前

下跪禱告立志。神在每個人的身

J:.都有不同的計劃，我所期望的

是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回應杵的呼

召，無論是帶職或全時間事奉的

委身。我已找到生合的建造者為

我預僙的路，是杞玲我信心繒續

走這條全時間事奉的路。「我所

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顆心；一顆完

全相信的，堅定倚古的心！」

本學期共有新生五位，請為他們學習及適應代禱。

姓名 性別 科別 原屬教會 工作背景

陳志釜 男 域市宣牧及放牧職事項士 中葦傳道會澳門受 社工／敢鈈

胡玉珍 * 神學學士 溴「1信心堂 蚊钚

連俊才 男 才申學文憑 澳門聖約放會堅中堂 助理傅連

徐理玲 * 是礎'ff<學文憑 香港宣道會柴灣受 商務助理

文寸棨 女 特別生 香港赤柱浸信會 傳道幹事

謝正權：與妻子黃葯玲姊妹淤二月十九日接受香港宣道差會差派來澳，

菸澳門宣道T用小學事奉。

徐秀蘭：三月一日返回母會沙田浸信會事奉。

巷瑞彩：三月一日來澳門循道術理琊合赦會事奉。

林信才：六月十五日接受三一家庭放會按立為牧師。

岑禹勤：七月六日接受按立成為循道術理聯合赦會會史。

劉展瑞：七月份加入三一工程中心事奉。

「東宇光：八月一日轉往澳門葦人是情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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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l. 秋季學期開課

九七年秋季學期已於八月廿五日開始，開學禮

由牧務主任楊壞息牧師主領，院表些皇主牧師主搆

「神學赦育的模式」，勸勉同工同學關注培育事奉

和生合的要素。墳後面天有室修會，由互昱丑老師

任潯員，同學均恿穫益良多，在縶忙的渴期實習生

活後能恢復身心，連入新一學年的學習。本學期共

設廿六科及三個講座或研討會，分由十五位專任丶

兼任及客座搆師任赦。

2. 十五週年院庚

惑謝主的帶領，本院自一九八二年秋創辮，在

澳培訓工人，至今已經十五週年，校友人數約七十

人，共中在澳門事奉（全職或義務者）超過四十人。

請名學院及校友的事奉代禱。為記念十五週年院

慶，本院特舉辨兩項宣敉研討會，王題為「針華宣

牧一百九十年－回顧與前瞻」。第一次已淤十月六

日舉行，內容從歷史與文化角度坍討近代碁督赦在
中國的發展，這者包挂：王懋軒敎授、梅係薙牧師丶

苗楚桿牧師、鄭祖姜先生及洪雪良牧師。第二次宣

牧所討會將於十二月八日舉行，歡迎赧名參加，洋

情容後公佈。

3. 第五期跨文化宣敎訓鍊

本院與「香港差傳事工琊會」合辯之密焦式「跨

文化宣牧訓琜課程」將菸十一月四日至廿八日舉

行，為期四週。歡迎準宣牧士或差會同工參加，請

財飆輾啫（港幣） 1997 年 4 月至 8 月
鼕
奉獻 同工薪金

醒常費

圖書館

助壓金

的書亞1事工費

－巨 特別奉獻

壓蕡

~ 膳宿及雜費
其他

A這項躅特之訓成事工的學員及爭師們代禱。

4. 同工消息

本院註冊主任兼舍監范睿节老師菸六月至十

月回台灣丶其國及巴西述職，期間經歷主豐富預備。

十一月將返澳重投學院事奉，請為盔老師生活及旅

程代禱。

5. 碩士科課程

十二月入至十二日由客座珺師旦枉：牧師任敎

「城市宣赦的聖經是礎與敉會使命」（三學分），

歙迎赦牧同 ..r..或宣牧士選修，并情請來電查詢。

6. 財政

本院累積不敖至八月為止接近港幣廿六萵

元。懇請代禱及奉馱支持。

7. 漬源中心

本浣附設資源中心現增添一批新的錄影帶。庄

「香港短宣中心」製作，會員租借三日奇用二十元。

影帶內容： 1. 碁怪收與異端：「香港流行異端概

覽」、「室界專題潯座」、「室界揭秘」、「天道

五牧的眞相」、「神秘主義」。 2. 福音性：「英偉

王子」、「驚世傳奇」。 3. 見證：「棄假蹄眞」、

「太空人信耶穌」、「天道五敘扶．及摩門牧扶鈰主

記」。另有「篙圉兒童佈道團」製作之「兒童主日

學課程第一年系列」之錄影帶，敢迎會員租借。

醞
383,067.00 同工薪津／講師費 577,893.03 

186,513.87 公積金／社會保障基金 69,518.52 

3,000.00 圖書添闥 5,108.8. 2 

8,850.00 設備添瀘 1~,059.00 

21,221.80 税項 28,930.25 

10,000.00 的書亞／事工竇 2,396.86 

31,685.71 助壓金 us.so 
54,885.02 胳食 28,256.93 

39,410.78 水電／電話 29,186.86 

738,634.18 行政費 77,477.91 

其他 31,046.74 

864,020.42 

本期不敷 -125,386.24 

上期不敷 -132,539.38 

累積不敷 -257,9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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