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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時刻，我們與畢業同學一同歡喜快祟，為他們多

年努力的成果而威恩。他們在學期間，已經過各株考驗，

我們為他們深戚光榮。這是一個榮濯的時刻，他們開始另

一階段，將要承擔一個榮濯職份，是他們等候已久的。

一· 迢甂份出衿神的呼a
世上的工作職栗，都是因為自己的興趣，別人的聘

請，或因有前途而加入，或因「騎驢找馬」而勉為其雞。

但是傳道的職份，卻是由於神的呼召。你慮為杵呼召你而

成到光榮，因為這職份是出於神．

.:. • 逞甂份f.;~~1A..永遠士死命途

這世界有許多有忠義的工作，能夠幫助別人，例如服

務社會，興邦定國，使國富民強。但是只有一項胝侍，能

引專人生命徽底改變，從罪惡中得釋放，從束縛中得自

由，從困苦中得安慰，從偽痛中得謩治，從生離死別中符

永恆的盼望。傳道的功夫引導人接受福音，認識那位從死

袤復活的救主，使人從黑暗的楫勢遷進朴受子約國度。你

慮為你的服侍使多人生命得福面成光榮。

.:. • 迢甂份是聖童的甂份

不是你的熱心、你的奉獻、你的努力、你的學位、你

的學間可以改變人心。這職份走改變生命的工作，是生與

死的挑戰，是淮靠聖重的力量才可以作成的。

面對一個支離放碎的世代，人沒有安全威，對工作前

途、婚姻、社會均失去信心，偏向自閉，咸情脆弱，物價

主義，漫無目標。威謝主，聖重的職事，不在外表儀文，

聖靈加添我們能力以完成祂的使命。

四．迢甂事仗＾認戢主的證痘

「榮燿」是指神一切的完美。傳道的職事是叫人認識

杵的榮濯，#-切的豐盛丶聖潔、公義丶息愛、温柔、憐

憫丶損能、盼望丶赦免、饒恕丶愛心……。

傳道人的一個危機，就是被「帕子」蒙羞。許多時候，

他們帶培屠重傾柚的面具、聖潔公義的帕子和蛻恕的帕子，

蓋住靦阻的面孔，其實內裏売不屬重，売不聖潔，充滿污

穢、仇恨丶抱怨。若要使人認識主，自已先要認識主。摩

面臉上的榮澹，是因在面乃山上敞璿臉，主的榮光返照在

他臉上。若我們在缺乏尙窮中知足，在富裕豐盛中自守，

在失畋中不氣餒，不抱怨，在痛苦中塲祟咸恩，在死亡中

不懼怕，在分離絕望中有盼望，人就能從我們身上認識杵

的榮濯。

各位畢業同學如今·領受了這滎濯的職事，願杵籍你們

得榮濯，願人從每一個碁情徒身上已看見榮耀的主。

本文爲應屆畢業禮講道撮錄

作奇塢本疣忠雇蟻卹，中厙禧奇仗今圜嶋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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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品皋齿士烕方

林炎華
（城市宣教及教牧職事文學碩士）

我在神學畢業之後，一直渴望能

夠繼塤進修。咸謝神讓學浣開辨碩士

科的密禁課程，使我再次經歷事奉與

學習同時並進的恩典。在神的奇妙帶

領之下，我剛修畢碩士科課程便從澳

「1移民往澳洲布里斯本牧會。但願我在這課程中所學習的

一切，能夠在布里斯本這個城市中運用出來，將榮燿歸給

神。更願神繼漬使用澳門聖經學院成為「城市宣教」的基

地！

章碧玲（神學學士）

「我畢業了！」這期待已久的 El

子終於來臨。

作為一位神學生，又同時是傳道

人太太和兩個小孩的母親，我能夠完

成因年制的才車學諜程實在是不容易

的。除了要戚謝神，我也衷心戚激外

子和兩個兒女對我的支持和所作的找牲！

宋玉英(#學學士）

蒙才車的恩典，讓我有機會接受杜

學訓練。四年的學習生活，不但是頭

腦上知識的建造，也是生命上菊拆毀

和重塑。威謝主帶領我一步一步地超

越每一個難關和限制，當中體會最深
~ ~l 1 ••. 

的，就是主玲我的愛何其深，主給我

的生命何其豐富· 主啊！願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你。

不後海！不後退！不保留！

湯寶珍（神學文憑）

頊讚我主宏恩深，

其堆提拔不酞人，

四年學習轉眼過，

當中苦祟勝菡金，

埠師教導銘縈記，

立志委身事奉#'
帷願一生不枉過，

盡心盡力愛神人．

運潔貞（神學文憑）

「年年難過年年過」這是我一年

班的時候，當當聽到老師和同學的名

一。。 對於一個已放下書包十多年的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會讀才車學。但

是，祚的呼召當盤旋在心間，因為看

見中國一大片禾場，作工的人少，需要收的莊稼多，所以

我便毅然踏上這一步。戚謝#'讓我有機會走上事奉之

路。

然而，這一步的堢不容易走。在愿付各樣功課的同

時，最重要的是處理自己內在生命的問題。回望過去四年

的學習，我深深經歷神的恩典和慈愛，做「神」的「學生」

所蒙的福氣，堢實遠遠超過所付出的代價。

我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阿們！

區奕珍（神學文憑）

四年澳聖神學路，

同甯之情愛又深。

師長培育銘縶記，

坦誠勸勉好廚師。

拂練生命添色彩，

一點一滴上帝恩。

吳國昌（聖經妍讀證書）

當初決恋參加「聖經所讀」證書
課程，是威到教會內的需要及個人對

所經的賞乏。

今日已完成學浣的要求，得以分

享這份喜忧，實在為此戚謝主的恩

典。願自己的學習是不斷進深，成為

合神使用的器皿 。

郁非比（聖經妍漬證書）

「認識你真好」是（讚美之泉）

诗集中的一首詩歌，也是我心中的威

言。認識神是重生的開始，是成聖生

命的越步，也是碁督徒一生追求的目

標，生命中沒有比認識神更美好，更

豐盛的了。而認識祂的重要途徑是從

妍讀聖經開始，在此我要威謝神，也要威激學院給我學習

的機會。



葉慧珍（普及神學證書）

戚謝主！在本屆畢業典禮可以

獲得「嵒及神學」證書，可以說滿有

＃的憐憫丶，恩典和神的愛！

兩年前，當我正虞於重命賞乏致

快要枯乾時，杵憐憫我，祂引頜我到

「澳聖」吸收餵癢我生命之槿。由於

平日少滷聖經，屬黨知識有限，「普及祚學」的課程內容丶

作業的設計和課堂的安排正合適我，這是杵的恩典。在講

師及學長的愛心指導和情助下，使我逐漸認識神，更明白

神的救恩，這是神的愛！但願我能更多認識钅"''愛神，阿

們。

洧，息與i~~壽
1 . 春季培靈會

承碩士科客座講師王志學摶士教授「靈命與事工」一

科之餘，本院特邀王博士於四月十六、十七兩晚主搆培重

會，主題為「與神同行」及「與神同工」，出席者共約兩

百多人，求主帶領赴會者的立志和今後的事奉。

2. 宣敎士訓練

本「充與「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合辦第六期跨文化宣教

訓鍊已於五月廿三日完成。本期共有四對夫婦（加兩小

孩）和四位姊妹共十二人參加。他們來自幾個不同差會和

教會，將前往秦國、高棉、英國及南非等地事奉。

3. 第十四屆畢業禮
應屆畢業禮已於五月廿九日假「中華屋督教會志道

坐 」 舉行，畢素生共十位。請為他們前面的事奉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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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工消息

院董及客座講師關榮根牧師於六月返美事奉。本院咸

謝關牧師參與學院的事奉和貢獻良多。

黃芷娟（疊及杵學讒書）

咸謝主，給我機會在「澳門聖經

學浣」進修，所讀祂的語語。通過課

程，我能更正噓認識#'不怕現今世

人對差督教的誤解，捍衛杵的道，堅

定信念。我期待能使用所學，對周囯

的人傳福音，將神的受向他們宜溥。

行政及垮訓部主任林國標先生（九五年碩士科畢業

生）於六月超離職，返回香港進修及事奉，威謝他們夫婦

在本院的事奉，願主係守他們一家的前路。

院表洪雪良牧師舉家將於六月廿三日至八月十三日

前赴歐洲作蟠期事奉。教務主任楊懷息牧師一家亦於七月

十六至八月六日到北美探親旅行，願主保守各人的旅程。

5 ■ 澳門敎會敎育事工研討會

本院與「澳門浸信聯會」及「澳門讀經會」合辦「教

會教育事工所討會」，將於七月五日下午舉行，主題堵員

為香港「九龍城浸信會」傳道暕婉儀蛀娘，並有多個專題

分維妍討；晚上培靈會由「澳門浸信教會」主任黃鐘牧師

負責。歡迎眾教會有心教育事工者赧名參加。

6. 兒童事工講座系列
本院訂於七月六、七日及十三、十四日（星期一、.:::...)

晚上八時至十時舉行一系列教會兒童事工繕座，敦請．（更

美的兒童事工）（未出版）之作者陳婉儀蛀嫉主繕。歡迎對

兒童工作有興趣的信徒踴躍參加．

7. 「佈道信息」敎牧研討會
近年本溴教會舉辨不少佈道事工，本院為加強傳道同

工之佈道裝備，特邀兩位佈道會熱門繕員陳恩明牧師及吳

振智牧師主傾分享教牧妍討會，由張天和牧師（兼任繕師）

統鎏。日期為九月廿一及廿二日兩天。歎迎教牧同工赧名

參加。亦請為上述眾會代禱。



8. 本院新電郵地址： mbi@macai1web.com 

9. 校友會
新一屆校友會職員己於五月廿九日選出，名單如

下 ：

主 席：江共娟 (93) 副主席 ： 暕宇光 (93)

書 記：廖卓堅 (96) 司庫 ： 梁偉明 (94)

學 術：黃嘉儀 (94) 聯誼 ： 恭瑞彩 (93)

靖為各校友會職員的事奉代禱。

10. 招生
本院四年制「柞學學士」及「神學文憑」課程，

已經教務委員會作出適切的改革，盼望能裝備有志青

年全職事奉。另為造就本溴大專程度信徒，特開辦「基

督教妍究文憑」及為教牧（具神學學士者）進修的「基

督教妍究碩士」。各項課程均正式招生，第一次筆試

已於五月廿三日舉行。第二次榮斌日期為七月廿五

日。有意者請從速赧名，並為招生工作代禱。

財政赧啫
it-1l~、 港幣

奉獻 同工薪金 528,070 

經常費 173,710 

圖書館 2,825 

助學金 7,045 

約書亞事工 14,006 

特別奉獻 5,420 731,076 

學費 42,750 

膳宿及雜費 74,841 

其他 11 777 

860,444 

量鼉 98 年度 Ii羣

本F完現正招收 1998 年度本科生及可究

生。

凡清楚蒙召，馱身全時間事奉主之信徒，

歡迎申請修讀四年制「神學學士」或「神學文

憑」課程。有奉馱心志但未能堢定蒙召，又或

有志於帶職事奉者，歡迎修讀二年制「基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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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畊究碩士」及一項「碁督教畊究文憑」課程，

乃專為已具神學或大學畢業學歷之同工及信徒

進修而設。歎迎來電索取簡章或申請表。

1998 年 1 月至 5 月

支出 港幣

同工薪金／講師費 655,763 

長期服務金丨社會保障基金 25,347 

圖書添置 11,882 

約書亞事工費 7,260 

膳食 46,205 

水電／電話費 19,524 

常費 71,612 

其他 JQ,264 

868.557 

本期不敷 -8,l 13 

上期不敷 -287,264 

累積不敷 -~2~.aa2 

「澳聖」是不分宗派的砷學教育機構，爲培訓華人教會工人及宣教人才而設。奉獻支持可直接存入本院香港恆生銀行

港幣戶口： 283-258572-001 , 澳門永亨銀行港幣戶口： 583235-107, 葡幣戶口： 583235-115 , 寄回收條或郵寄支票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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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FLUSHING, NY 11354, U.S.A. 
（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