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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作服事上帝的人嗎？」

對藩一群正在才車學院接受訓練，準備事奉上帝的
人，這表面上是一個多餘的問題！但實際上，這卻是
一個發人心省的問題：「你要作服事上帝的人嗎？」

我發現，在接受孑屮學訓練期間， ff學生有時會失去方
向，錯置了目標；忘記了上帝的 4東選，讀神學的目
的，或事奉是為了什歴。

今日，透過（約翰福音）五章一至十五節，從耶

穌的一個事件中來認定神在我們生命計劃中，要我們
薙檢的三個歷程：

－｀上帝紀杯中揀送了你 (5 : 2 - 6 上）
我們看見在這裡有－群病人，是瞎眼，是血氣枯

乾等；在表面上，他們及有什歴分別。他們都是無助
的人，不能靠自己，都是在等候機會。雖然這楳，耶

穌卻選中其中一個，看中了他，將注恵力集中在這一

個三十八年的病患者的身上。上帝在他的身上有特別
的安排及計劃。

我們可以留念；耶穌是「看見」及「知道」他的
境況。耶穌很認識他，清楚他的底紐。縱然他是一個
絕望無助的病人，病了三十八年，受盡創亻勇；可是，
耶穌特別揀逯了他。

很多時，我們可能自凳不配，自己沒有什麼才
幹，只是平平無奇，為何上帝要揀選我呢？我自己也
會多大問這個問題 ， 因為我的恩賜不如別人，我的口
才不比人好 ． ．，無掄我是如何平凡，但上帝卻揀選
了我， 4東選了你，是不能被其他人取代的。上帝在你

我的身上有祂特別的心，意，淮1司是屬於你，屬於我
的。

因此，酋先我們需要認定：上帝從眾人中 4東選
了你。

.:.、你妻 it RQ. 1「上令的A•Ji? (5: 6 下 -7)
「你要痊癒座？」耶味的問題很簡輩，也好像是

一個多餘的問題。為何耶穌要問這問題，從病人的回
答就可以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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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一個畫人矚嘗的問題
縴文：約 5: 1 - 15 

出.3 中須

多
l訪

敖天和牧卸（本倪耒缸拉， U,1!9 加福奇 tfal.1.)

耶穌針對的走疾癒的 「 目標 」 ，那病人卻關注痊
癒的「方法」。 主的問題是凸於祂「看見」、「知
道」，對這人完全的瞭棓。耶穌知道他只晚得那個傳
統方法，對其他並無期望，但主耶穌卻重新提翦他，
他真正的需要是痊&· 而怎株痊癒不是他的黃亻壬。只
要他清楚自己的需要，然後來到耶穌的面前。
有時我們也會有類似的問題：還未讀完杵學；自

己沒有什麼，恩賜；成績又不十分好…，．，耶穌的問題
卻是要我們認清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麼，不只是神學
畢業，不只是成績如何，而是準僙好自己服事上帝，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標。有時我們會失去了方向，忘卻
了超初上帝對我們的呼召，忘卻了接受柞半訓練的目
的。

今天，我們要認定漬丼學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
是要事奉上帝。

.!.'A們囚你看 Jl. 主的 1'.it (5:8-15) 
「超來」、「今超椅子」一連串的行動顙出是－

個立時、徽底、完全的痊癒，上帝的大能在這人身上
顯明出來，叫眾人都能夠看見。

這是 J:.. 帝為我們預備的，要我們在人面前的服
事，彰顯出上帝的大能。我們要認定，要桓信，當我
們願意事奉上帝，上帝便籍藩我們的生命，柱考我們
的事奉，颜出上帝的大能和榮美。

弟兄姊妹，這是何等的寳責！上帝要我們在
生命歷程中，認定祂4東選了我們，認定要去事奉祂，
認定要彰

顔祂的大

能。這才

是問題的

真正答

案。但願

我們都能

經歷到，

找到問題

的徵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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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革妹·神學文遏三年伋〉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對自己有了新的認

識：

－．襯察力強了：我觀察到成人困契的困

友在家庭聚會中因氣氛輕鬆比較投入。與工場

拉導面談時，我建議以後每月有一次家庭聚

會，她亦欣然認同。

二． 自信心增加了：一次我負責中學生週

會，主任牧師和兩位同工也一同出席，他們對

我噹日領會的表現也頗威滿意。

總括來說，整個帚期既充實又愉快，工作

休息的時間也平衡，每天有適量的運動和有娛

樂時間（晚上可以看電視、看書，例假可以和

兒女去購物、探媽嫣或與親友茶翠）。

在這次帚期實習中，不但加強了自己對牧

會的信心，也堅定了牧會的信念。

（黃尻,ii. , 神蹋學士三年级〉

這次帚期實習，其中一個收程就是看到隊

工精神的重要。透過觀察「香港基督徒學生福

音困契」中學部幹事的隊工精神，看見他們在

工作上很有默契，在計劃事工時擦出很多火

花。幹事的委身事奉，讓我看見許多生命見漩

的圄畫；他們事奉的態度，也給我很大的鼓

舞。

文字編輯工作對我來說是較為陪生，這次

有機會列席「中學生」編委會議，給我有新的

學習。編委會很強調創作精神，對週圉的事物

也要有敏鈧的餚凳。

八週的署期實習，有很多狷處的時間。我

發現自己的獨立能力不夠，特別是在陌生環境

中，處理瑣碎事時容易忙亂，也給我認識到自

己怕孤獨，今後要在獨處的功課上多操練。另

外發覺自己容易衝動，要學習冷靜處事和不急

於發言。

總挂來說，今年的帚期，除了增加對學生

福音運動的認識，也對如何開展學生福音工作

有所啟發。時間過得很快，威謝才車為我預備這

個機會。我期望將來澳門學生福音運動在校園

中興起，自己也能參與其中。

（胡玉珍 · 神學學士.:..年级〉

咸谢神！這個大學生退修營免然能從無變

有，而我又能夠貼身地跟一位很有經檢的導師

學習「搞」營會。

但最咸恩的還是看到神在這個營會中的作

為，看到一班大學生的生命如何被神4其著。

在這個營會中，我不單看到了一個事奉者

美麗的生命，也從他的分享當中，看到了神的

手如何琢麼他。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們，我發

現了自己不是缺乏自信心，而是對神缺乏信

心；我還是非當自我中心地注重表現過於生

命。我知道要走的路甚長，要學的功課還有很

多，幸好上帝祂在！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神要我依靠祂的大

能，用「心」的事奉。要有一顆真減愛神愛人

的心，謙卑甘心的服侍，絕對不能「別有用

心」。只願愛我的神繼續幫助我！



消息與代禱

1. 新學年／新同學

第十六學年已於九八年八月廿囟日開始，開

學禮由教務主任榜懐恩牧師主持，院長洪雪良牧

師讒道。然後有三天的靈修會，由客座講師張天

和牧師主講「唯狷耶穌」。本學期新生共有四

位，共開廿科，包括客座講師七人。

2. 敎職員動向

本學年超，註冊主任范睿皙祜娘轉為兼任；

洪胡雪儀師毋兼任舍監。中信宣教士蘇柔娟蚌娘

為輔導主任，九八年六月至十二月回美國述職，

九九年一月返澳。

3. 基督敎研究碩士／文憑招生

為本澳大專畢業生及神學畢業生提供進修神

學之路，本F完趼究科現正招生。另特邀王懋軒教

授由美國前來任教「中華文化概論」密焦課程，

由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共五天合共三十小時。

詳情歡迎來電查詢。

5. 九九年春季學期

九九年一月十八至廿一日為同學及同工春季

退修營，主題：「祈禱面面觀」。春季學期亦於

廿二日開始，各晚間科目均歡迎信徒赧讀，請留

意時間表及代禱。

6. 選修科目

上學期共有一百一十三人次選修不同科目，

他們來自廿二間教會，靖為本浣對澳門信徒的培

訓事工代禱。

7. 校友優惠

凡本F完畢業校友旁聽任何科目，均可享有減

免百分之二十學蕢。請校友把機會，選科時間表

可向教務處索取。

8. 敎牧研討會

本院董事會榮譽主席王永信牧師（現任美國

大使會中心會長），將於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一）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於學 F完主領「迎向

4. 釋經講座 2000 」 教牧所討會，歡迎各教牧同工赧名參

一月因至八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時至九 加，詳情容後公佈。

時丰，本院為促進信徒探討聖經的興趣，特辦

「釋經講座」，由教務主任楊懷恩牧師主講「在

地苗天＿登山寳訓精義」，費用全免，歡迎自由

參加。

新同學介紹

灶名 性別 科目 原A敖會

符菊妃 女 基礎神學文憑 澳門基督徒聚會中心

張志卿 女 基礎神學文憑 澳門聖約教會堅中堂

郭杜恩信 女 基督教妍究文憑 香港播道會窩福堂

盧萘慧珍 女 碁督教妍究文憑 溴門沙梨頭浸信會

工作背景

教會幹事

學生

牙科枝術員

教師



校足動向

• 陳惠娟（神學學士， 95)現於建道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

• 岑禹勤（文學碩士， 97)現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維修讀道學碩士。

• 林國標（文學碩士， 95)現於香港伯特利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並於十二月初喜我第二名女兒。

• 鄭子賢（音樂讒書， 96)及陳慧君（音樂讒書， 95) 已於九八年九月廿七日成婚。

• 江美娟（神學文憑， 93)於九八秋超在浸信中學基教處事奉。

• 劉怡禎（神學文念， 88)及莊娜真（神學文憑， 88) 夫婦已於九八年七月往澳洲柏斯市華人宣道會事

奉。

• 林炎華（文學碩士， 98)及李小玲（基礎神學文念， 96)夫婦已於九八年因月超往澳洲布里斯本市道 BI.

浸信會事奉。

• 羅淑英（基礎神學文念， 96) 已於五月往美國加州進修及事奉。

• 旄約瑟（基礎神學文憑， 91)一家經華人福音普傳會差派往巴西聖保羅市事奉。

請為以上校友生活事奉各方面代禱。

財政赧啫 (1998年6月至11 月）
收入（港幣）

奉軑 同工薪金 $414,443 
經當費 183,526 
約書亞事工 20,073 
特別奉馱 25,384 $643,426 

學費 55,544 
膳宿及雜費 26,684 
其他 30,349 

$756,003 

支出（港幣）

同工薪金／講師費 $585,849 
長期服務金／社會保陣基金 27,673 
圄書添翌 9,210 
設備添置 17,040 
約書亞事工 3,000 
稅項 29,002 
助學金 495 
膳食 22,773 
水電／電語 40,617 
當費 74,024 
其他 291 $809,974 
本期不敷 (53, 971) 
上期不敷 (295,807) 
累積不敷 ($349,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