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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門敖會售徒的培訓 梁炳鈞

踏入九八年，距籬九九年十-=-月 -=-+a 溴門將回歸中

國的日子，只剩下不到甬年的時間。對政府和社會，其中

一個最重妻的任務是人才本地化，即培養本地的人員去接

替外來者（包挂蔔國·香港或其他地方來的），以錐持溴

鬥的平穩過泯，安定懷榮．

對溴「1 的綦情教會來說·培訓本地人才是刻不容援的

當前急務。在傳道人方面，溴門現有多間教會完全沒有傳

道人，另外有許多也威覺傳道人不足，或因傳道人是來自

外地的宜教士，期望有本地人接替。根~t最近的一個祠

查， 1澳門教會至少尚欠十九位全職教牧同 .:r.. • 當然這方

面的人才需妻清楚蒙杵呼召，獻身傳道，接受杵學訓鰍後

才能擔任；另一方面，很多教會都缺乏信徒．傾柚，或大多

鈫會友都欠缺事擧的訓鋮及裴備·以致人手不足的情況非

當扆重．

從使徒行傳第六章及第八聿記載腓利的事蹟洲他原本

是初期教會七位執事之一，被揀還作子理飯食的 ..:r..作，只

是一位平信徒，一位執事。但當逼迫來到耶珞撇冷的教

會，門徒分散各地·腓利就到是傳攝奇·行杵蹟和泥浸．

可以說作了一個遊行的傳道人·所以信徒箔有過當的培

訓，也有可能擔負傳道人的事秦·舒嵊傳道同工不足的間

題．

既知道琫訓信徒的重妻性，我們會進一步去問·訓鋮

究免妻有名麼內容，筆者覺得主妻有以下四方面：

（一）＇鰻鼱犢一這是是羞本也是是重妻的，嚐然我

們不可能妻求對全本聖縵都認讖透徽，但是瑪對各患的精

義｀大峒都知道，並能將學到的聖蠔．銣讖廌用在事擧及生

活噹中。只有這楳，才能有真正的重命長進，能正噱虞理

個 A.• 人際關係｀事素｀家庭及教會內部信徒樟虞的間趙，

如提後三圭十六節所述的「…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楳的善

事。」

(=-)事A拭巧一這是溴「1教會很T際的需妻，不少

教會都缺乏帶領查經、領專圜契｀教主日學及領唱诗歌等

方面的人才。單憑熱心去事擧，勇氣可嘉，但並不足夠，

需妻虛心學哨·玭取在這方面有，恩賜及専＊的人士分享心

持·教導技巧。透過學習及＇踐慮用，必定能約有所進步，

緒出美好的杲子（彼後 I: 5-8)• 

（三）缽蠟"111—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後，溴門將會

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溴門教會也自動成為十國教

會的一部份·信徒需妻增加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是中國的

宗教政策及內地教會痊展的狀況·彼此的關係，再如中國

教會的歷史等，都對我們教會的桎展及長遠計劃·有很大

的影響．香港特區教會興內地教會的交流縵撿，也很值得

溴門教會借鏡及參考．

（四）硨環初檬一＃學對一般隹徒來說，是深奧的，

雞以了屏的學間，但其T是非噹T用及重妻的。簡單來

說，就是從聖經中墊理出有系統的扣讖，包拉對#· 聖烴．｀

人｀罪豆教會、聖重富綦情及末世等方面，有正戎的紘讖

才能如以弗所書四聿十三至十四節所說：亡．．得以長大成

人，湍有差情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不

被異端邪說，影響我們的信亻印·

妻在這四方面·達到棓當釋度，共實並不容易，也不

可能在緬時間內達到，但慮是我們的目標。為璿＃的榮

濯，溴鬥的教會能更有進步，讓我們「努力面前，向璿標

竿直跑」！

(1t奮J&, .$,. llt量,. 衊士科仗足｀淇r,.:. 邕嚐没信f'J!Jf'主島）

（澳門教會概況普査硏究報告），未出版資料，澳

門聖經學院，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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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品玲文化宣敖訓練學員分享摘要
C 1997 年 11 月）

張美言小姐
今天諜痘之一是四人一筵·尋找進晚膳的地點。沿路

我們間了幾個路人.#免差派了一位天使一麥錦清同學的

中文老師幫助我們。她本妻往胃菜，卻願念帶我們到目的

地，不過我們堅持不能接受幫助．她才作最·咸謝#'祂

知道我們需妻甚麼及不可婆甚麼。

龍謩生夫婦說：每期訓鎌時同學都深深成到杵的同

在。才第一週我已領受:ff 豐厚的同在了，往後三週還有更

多的恩典呢！＃冇！求你助我儆個知息一成恩－－赧．恩的

小僕人。

麥錦清宣敎士
在慕元霎謩生的諜上，他指出我們這群受過杵學訓諫

的人的毛病，就是太快和太容易用自已的理性去樁釋別人

的遭遇。我們必須 10096皐心聆聽，並且真真..的興他

們「同在」。「同在」亦成為我日後在工場上當當晏謹記
的座右銘。

胡蘊玉牧師
我非當敬愛的截鎬情牧師，從早到下午與我們分享

「中國教會歷史」，受益很大。他的「中國心」，再次激

勵我．堅定我跨文化宜教的心志，也決心鱸續為全世界華

人能同心承擔是主大使命的棒子·進入廿一世纪禱告。我

一直深信杵妻在廿一世紀·使用華人在世界宜教的禾場

上，榮礴社的聖名。

陳偉業先生（候任宜教士）
因為生病鏵過了一些課堂，也鏵過了萍焯的佳餚，她

的「炸九肚急」和「老火湯」令我回味無窮。患病的日子．

經歷弟兄姊妹對我的關懷，在我床邊為我按手禱告·有肢

體為我「刮沙」，太太為我煲粥水，實在妻說羌多謝＃、

多謝弟兄姊妹們。

陳蔡鳳玲女士（候任宜教士）
這課程對我來說，所遇到的人比在諜堂上所學的更童

要。龍檣生夫婦細心及愛心的教専，特別他們臉上當掛若

患祥的笑容。他們當稻讚同工（他們都稍我們為同 .L).

安排我們有更多事奉的機會。同學維來自不同的國家及背

景，大家都能垣誠開放自已，深入分享。每天不同的礴師，

他們都是有生令力的＃僕或宜教士，他們的七教興身教都

給我不少的啟迪及提超，使我這即將出痊的新T得幫助和

支持，信心都墁加了許多。

李林靜芝宣敎士
等璹等藩，這一天終來到！清晨四時，全體同學都在

美莓醌瞳之時，被突事的「1鈐渙醞過來，原來正是「屄急
召纂」，半小時內濟集合。這是新蚪刺激與興奮的經險，

我們在松山走 T 一圄，對荅瑪頭清扆的景色，為溴「1禱
告·回宿合後部份同學倒頭又再睡。老師刻念安排訓崍，

目的妻我們嚐嚐面對不合理事情時的成受。在工場有些不

合理的事情瘡生時，有時不一定是不合理，可能是不合我

們的理，或是我們不明白個中原因而矣，但還是妻面對

的。

梁銳光先生（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推賡主任）
「風景、工具｀人」，三個對世界的回慮心態，原來

我們在不自覺中，把身旁的人視作風景或工具。今日我們

在怎株環境下成長？以是麼方式是人是事？當我們越清

晰自已所頷受的異象，就越走入所參與約事工中，也許會

一切都為事工所主埠，「人」不再是人，「風景」不再是

風景·整個世界都只是「 .:L.具」，只為我們所童視的「事」
或「異象」所存在。主，求你憐憫。

姚挂芬宣敎士
這是我有生之年，參加訓鋮諜程中戚受最深約一個。

亂層生夫婦積多年豐富訓鋮跨文化宜教士約經鹼，精心設

計的謀葬內容·模擬宜教工場的，，況，使我們無論在卸

識、重性和品格.1:..' 都得璿造就、學閤、成長及突哦。其

中不可缺的是禱告、禱告又禱告。在為期四週的訓繞中，

我們禱告得很投入、很溫暖和很瑀蜜；經歷了 lf的大能及

厝治、被牧癢及深深的愛與被愛。不錯，宜教路不易走，

前面已有許多如雲彩般的見證人走過，現在有才軒的同在與

施恩，我們還怕甚麼呢？

J 

全體學員及老師合照

l 



消息與代禱

1. 亳季學期
九八年春季學期已於一月五日開蛤，先在竹灣青年旅

合舉行師生退條會．主題「攻克己身」，分別由洪零良牧

師及楊懷恩牧師傳禧信息，其他鴣師主頷分遁，興會師生

均得提醞幫助。本學期共開設..::.十六科，秉任及客座繕師

有藉柔婿專師（成長」丶緝），梅係矗牧師（中鑷希膿文），

張天和牧師（釋經學、倫理學及，，習鴣道），雷鐃索牧師

（啟示緣），雷便摹牧師（新、竹約涉獵）·冼錦光先生

（認識澳門的異教），翁偉索先生（查經綦本法）及王志學

得士（項士諜趨：重命典事工）等．

2. 溴門敎會普査研討會

硐討會鑷員

本院十五週年浣廈活動之「溴「1教會疊臺」可討會已

於九七年十二月入日上午皋行，（玹疊查可究由本庶興募

福中心合瓣·項士科同學參興調査工作，）鴣員包挂：洪

雪良牧師、隆繹牧師及根證光牧師回慮· 出席者約1i.十多

人。疊遍反慮溴門仍是宜教工場，需妻更多努力· 才能使

百份之九十九居民認讖攝奇·植受、走立教會及堵育人才

T眉當前急務。請為現時溴「1的五十入間綦情教教會及的

一百位教牧同 .:C.事摹代禱·

3. 招生
本疣現已開始招收九八年度四年制「杵學士」／「＃

學文憑」及.::.年制「綦礎杵學文憑」新生。又為適切港溴

大專畢業生的需妻，「文學碩士」／「所究文憑」將加強．

改制為「碁情教妍究項士」／「畊究文憑」，詳情參學院

的新年度槭覺。歡迎有志者條讀，並請為溴「1 回歸中國前

後．教會能積柱培育事皋人才代禱。

4. 第六期跨文化宣敎訓練
本晓興「奢港差傳事工聯會」合瓣之「跨文化宜教訓

鋮」諜釋將於四月廿九 E1 至1i.月廿三日舉行。歡迎準宜教

士或有心志於差傳事工的同工參加，請為專師及學員們代

禱。

5 . 碩士科譯程
（一）「重命典事工」（三學分），四月十三日至十

七日，每天六小時，白王志學博士仕教; (-=-)「聖經宜

教＃學」（三學分），六月一 E1 至Ji. El' 每天六小時，由

朱昌綾牧師任教。歡迎宜教士或教牧同工選條。

6. 財政不敷
因皋獻收入減少，本浣九七年全年爪積不數達港幣二

十八譌七千餘元，懇請代禱支持．

7 ■ 致闕

本浣蒙番港「宣道書局」贈書一批，增添圖書館諴量；

又蒙有心人士皋獻電語系統、冷氣攙三部及二手電臚連打

印擴一台，瑾此玖甜。順主息持支持杵學教育者。



財政赧啫 1997 年 9 月至 12 月

收入 （澤幫） 支出 （津翦）

奉獻 同工薪金 316,477.00 同工薪金 講師費 477 ,016.00 
經常費 204,685.00 公積金／社會保障基金 50,310.00 
圖書館 4,832.00 圖書添置 12,442.00 
助學金 1,000.00 設備添置 11, 864 .00 
約書亞1事工費 14,313.00 約書亞1事工費 1, 557 .00 
特別奉獻 11,242.00 助學金 330 .00 

學費 30,846.00 膳食 34,759.00 
膳費及宿費 54,098.00 行政費 66, 442.00 
其他 16,867.00 水電／電話費 22 ,907.00 

654,360.00 其他 6, 501.00 

684 , 128.00 
本期不敷 -29,768.00 
上期不敷 -257,926.00 
累積不敷 -287,694.00 

「澳聖」 是澳門不分宗派的神學教育機構，為培訓華人教會工人及宣教人才而設 。 香港區

奉獻支持可直接存入本院恆生銀行港幣戶口： 283 - 258572-001· 寄回收條或郵寄
支票本院。 美國區奉獻支持者可郵寄支票至本院北美聯絡處： MBI-NA.INC., 
31-50,140 ST.,APT.,lL.,FLUSHING,NY 11354,U.S.A. (以上兩區皆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鑼臘 9·8 年度 Iii:
本院將於今年三月起正式招收 1998 年度本科生及研究生。

凡清楚蒙召，獻身全時間事奉主之信徒，歡迎申請修讀四年制「神學學士」

或「掉學文憑」課程。有奉獻心志但未能確定蒙召，又或有志於帶職事奉者，

歡迎修讀二年制「綦礴神學文憑」課程。以上課程亦可申請部份時間兼讀。

此外，本院今年增設一項兼讀制「基督敎硏究碩士」及一項「基督敎硏究

文憑」課程，乃專爲已有砷學或大學畢業學歷之同工及信徒進修而設。歡迎來

電索取簡章或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