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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信 澳門聖經學院
的獨特性

與使命
噢門琿＇秤學院之所以成立，貢足而I •無比的作

為。存過1,短短的有半時間中，'!'(冇肴見砷碲

時的幫助 。 祂不僅供應我們人力的',/,;要，惑動多

(1i 中外[«] r: 義務負起敕湃之:i't; 有些史不惜｝加I'

勞頓之芮，自香港滾道而來，相亻6神必紀念各位

的勞苦。在鉀泗方面，砷更按時供枱一切的孟用；

現在祂更為我們預俏澤敞的校舍，使「口」學們能安

心學習。願一切榮耀與頌.;ft' 蹄與我們可立一的

的眞砷。

以下願與各位同「及同學們分孚澳門聖粹學

院的獨特件與使命，彼此万勉，更盼人家加倍努

力，為那擺在我們血前的使命奮鬥，以期不只砷

賦予的託付。

一、獨特性
1. 爲溴門第＿間基督敎聖沫區學院

「澳門」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對菲督教而，-;-,

卻是一個宮歴史價值的 ifi:地。這根戲是全圉接觸

福音最早的地院，且是部一位中國某督徒蔡高先

生受冼之處，又是第一位來争宕教上馬禮遜牧師

繙譯中文睾槨之所。血奎今日，舄禮逛牧師及帥

母的陵氐仍在澳門。可惜，澳門自四百多年 tliit!rl

埠以來， －直未有某位教罪輕學院之設立。多年

來，屮外lnJ_[f門一 f({為此平禱告，求紳爲澳門七

徒頂 ftiii -個接受訓練的塲所。感謝砷，澳I"內輕

限院終於在一九八二年 1-月成立，成為澳門第一

所某督敕聖經學院。

2. 爲中西信徒所支持

木學阮之成立貢為中西合作之成果。從間始

籌備直全現在，學院·切扭用（包括輕常·t'i 及瞞

胜校舍的首期代用）都是由中西估l,l所支持。課

程力面，亦是由中外同上所分挖。相信這個中西

合作的好例子，在根人教會中成為一個好榜樣。

3. 全人訓練

澳門窣經中院不足 -r.,,只注屯知識灌輪的學

院，面，呈社，E全人訓練的學院。只亻」高深的學誠

A 來賓 Franklin Graham 致詞

而欠缺腦霰的操棟，－小慬弔奉乏力，也是砷不喜

悅的。盼字澳坍海一分了，汴煎聖郎知識與屬汝

生命的平衡，竭力在神面前追求。

此外，學阮亦注煎以身作則的教洱－門徒

訓練。院:bt&師母與同學們生活在 起，時刻妓

勵、勸勉，以收身教及百教的作用。

4. 諜程極具區活性及應變性
澳門牢經學院雖為三年制的學院，編有正規

課程，但同學們若只能接受知期訓練，校方亦會

名恋特別編排適合之j;l) 期課程。

學院現已開始設立夜間課稈。

二、使命

澳門聖經學院成立的 n 的足為七造就工人·

訓練合主心，1\: 、合屯使用的 T 人 o 合主心，惹的人，

必須具備以下五個條件：

,. ~ 區昔信仰

澳鬥塈經「引阮是不分宗派的學院，歡迎福音

伝仰的信徒就湞。在甄別同序時，佔仰純正足取

錄的首要條件。

我們相信今本埋經是砷細誤的話語，是我們

生活信仰的最高權威與原則。

2. 忠心到底

我們皝然朵估，就要終身全心爲上。盼空各

位向學從今面後，更加愛主，更專心相習，更努

力 •)l: 奉，忠心到底。

3, 爲主受苦

受苦的心心，是每 位从督徒都應具備的，

L其是在現今的世代，政治、經濟對&fl徒的邢

迫時有所聞，盼竿各位同學能堅定立塲，無論任

何境況，都要為主盡忠。

4. 信心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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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埋観學院是一個憑信心的工作， 一切翡

用皆仰賴砷的供給 。 現時的校舍也是憑信心購人，

n前尙欠銀行的是港幣一百五 I 餘萵元0澳門埋經

，}\院既是砷所興起，深1石只要我們作忠心的管家，

祂必供應一切霏要。盼竿各位同學亦學習過信心

的生活。砷是不偏待人的，祂必照顧祂僕人的生

活所霏。

5. 廣大的心
這足華人教會同工們最缺乏的修養，因此造

成人與人之間的隰膜丶土上的不協調。我們必須

撇除狹隘自我，而有廣大的心製，容納別人，在

靈裏保持合一的心，在＃工上彼此合作，才能爲

`` 
`U
., , 
A 學生獻詩

中．成就更大的事。

願意澳門聖經學院向T及同學們都能具備以

I-五亻回條件，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讀於溴r~聖經學院校舍奉獻禮）

三＼ 淡水湖逯傳福音 ，毎壘
需贗肅黷嚀龘薦闢嘀篇鸝篇矗瘺觿膺贏

湖景山色吼兼收，信步來到古渡頭。
天涯何廬無祂影，滇埋傳開有自由 。
從衆不雷皆座椅，講臺祜且借漁舟 。
欣聞基督好消息，千撝寅魂盡阱愁 。

感謝主，祂逅次在淡水湖邊· 救「多少雀魂？

有多少人栄恩得救？我們無法統計，然而我們看

出有好幾樣屯情，叫我們要不住的歌頌讚美釉。

一、有飢渴慕義的聽衆
「耶穌站冇革尼撒勒湖邊，衆人擁招祂，要

聽砷的道。」（五在一節）看哪！耶穌在湖邊一

站，衆人就擁擠起來了。他們不是要吞耶穌是怎

樣的人？乃是要聽耶穌宜講神的道。是的。 一個

人心筮的';i~,要，比肉體的盅要更加迫切！天下人

間，没有甚麼比神的道，比耶穌菡督的福百，更

能滿足人心靈的徭要了。耶穌說：「我就是生命

的™'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佰我句永逸不

渴」（約六： 35) 所以淡水湖邊的那些立衆，他

們都如飢如渴的困洁耶穌，要從耶穌口中流出來

的活水，得石滋潤。他們所見的這位耶穌，就足

代替萵人罪孽，釘在十'·jc:架上沭面捨命的那位羲

者。隨劉他們所講砷的道，眞是有如活水江河，

對石他們來親灌一樣，因爲惟有神的道，能滿足

你的徭要，能醫治你的疾病，能拯救你的盃魂，

能潔淨你的罪污，能快活你的心，意，眞是比梏金

可羨慕，比蜂蜜更甘甜。

你心裏飢渴麼？你只有信捍耶穌，常常到祂跟前

來，聽祂的道理0不管你如何困苦窮乏？不管你的

舌頭如何乾燥？神的話就能范助你，滋潤你。

二、有備主使用的器 1Jll
「i也見有兩隻船問在湖ii:' 打魚的人，卻離

開船洗網去了。有－姜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

請（也把船掙開，稍微離岸，就邳 f, 從船上教訓

衆人。』 （五章二至三節）主是全能的。祂能股

海，如果没有西鬥的船，照樣祂可以站冇海面七，

對岸上的聽衆講道，但祂霏要人各礎本分，來與

祂合作，把祂的輻节傳出去。主耶穌在這湖邊傳

福音，因人多擁招，主亻、當要別的，祂只霈要湖

邊有船，也需要船上有人。另一隻船洗網去了，

祂就没冇 I:去。惟有西門四是（象Jlj:/'9為屯預備，

老中在那裏等候主似的。如果西門的船裝滿了魚，

不是空的，恐怕也不會讓主上去，士也不會上 .li:,o

才捒選一個人，要用一個人，就是這樣：祂要你

早作預備，祂要你倒空自己，祂要你成為祂合用

的器皿，祂更要你在那裏安靜等候。不過不一定

要你有多麼大的才幹或學識；而是要你盛其

所有，竭其所能·來獻給祂用。祂叫你獻上甚麼，

你就獻卜甚麼。祂要你作甚麼，你就去作甚麼。

西門只有船和人，只會在船上漁槳撣森。士就只

要他作這些，也只用他這些。漁大和漁船，又算

得甚麼呢？然 rrrit藉芹西門的船· 作了一件模大

的上作，就是對那些如飢如渴，無數的聽衆，講

完「砷的迫。叫那些没有牧人的羊11. 得到了一

次最飽足的餒五。

親愛的弟兄姊妺們，也許主給「你一些恩賜，

藉石你爲祂作了一些T作，祇是你不可自誇。正

如同主在西門船上講道，而西門没有可謗一樣。

你不過像西門，（象函門那集可能是已經破仿的漁

船一檬。今天主用你，是主憐恫你，恩待你罷了o

「將祂豐盛的榮燿，彰顯在那俵憐憫早預備

得榮耀的器皿上，道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

．．．．．．．．．」（羅」L:23-26)

三、有令人心服的模範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拥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西r,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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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打治甚麼? /13 依從妳的話，我就卜網。」（五

茌四至上節）西門聽了卞耶穌吩咐的，他首先就

說出「自己的粿ffi!i; 然而他聽了耶穌的道胛，知

道他的經歷足J,/i;守的，是徒然的，足不可靠的 。

「因為他 A Fl 槀噹，他的勞苦成為愁煩．汕夜間

心也不安 。 」 （傳_: : 23) 如今他已聆兄耶穌所

傅的福音，每一句都帶若能力，特別是耶穌對他

「開到水深之處。」运一句要緊的啓示，他就不

得小受感動，從心即I印服土（。 「感謝砷，囚爲

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從心裏順服了

所博枱你們道理的模範。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

就作了殺的奴僕。」（羅六: 17一 18)

「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這不俛足對

漁夫得魚最好的啓示；也是給我們傳揚翩背，姐

求道理，得石恩賜，最好的模範。某怡的幅昔，

不是作k面、粗淺、敷衍的上夫，可以傅開的 。

枯督的眞理，和缸珅的亮光，更不是憑人的頭腦·

或人的見解，曉得一，Ii皮毛．可以得希的；悄有

{J踞災頭作深呼吸－深深的禱告·深深的追求．

深深的思想 。 完"i"Ji;聖盃的啟示與相助。（象深深

的挖 11°一樣，不得活水而不止。士耶酥在這裏所

講的石個「深」字，非常要紫＇這個「深」字，

足你必須從心衷順服的模範。到深處就好，淺處

就不好 。 r fr, 治在上淺石頭上的，上既不深，發
凸最快，日頭出來一睏，因爲没h根就枯乾了 。」

（太一豆 : 5-6) 你所撒的福背種 f' 若不深

深的活在人的心裏頭，就不能結實百侶 。 「深哉，

秈豊富的智愁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

的騌跡·何其難尋。」

四丶有超過所想的恩典

「他們下了網，就圏仕許多魚，網險共裂開·

便招呼那也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

滿「出臣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五立六令七

節）西門打了一夜，幷没冇打石甚麼． －依從土

的，活下網，就打滿了兩婪船。啊 I 屯的話語太令

妙，十的恩典太豐盛了。浜是砷的惹念，高過人

的惹念。砷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土 u所出的

＂舌，決小徒然返回，卻要成就祂所喜悅的。在祂

所命定成就的 ,j~上必然字通。西門在下網打魚的

時候· 他心災可能想到，因若士指不下網的關係·

或許打沼角； /.fl他没有想到能裝滿兩隻船的魚。

這是他一生打魚，所末遇見之h 。活哪！在砷的

面前，只要你 i't順服，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兜

得你一集所有。「神能照若運行在我們心裘的大

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 : 20) 主的恩典，克在太多太大「。茜門

這一個人，這 ·隻船，領受不完。必須招呼同作，

一同來領受。在這裏叫我們要得更多的鼓勵：上

的恩典．要賜給同心合意的人。「我們曉得為半

互柑効）J' 叫愛砷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在被

召的人 。 」（羅/\ : 28) 士的恩典· 要賜給不嫉

妒別人得好處的人 。 1的你吞見別人得到好處的時

候，你要有感謝恩主的心，有增:J.:R快樂的心，斷

不可嫉妒。因為等一等，你也要得石 。 「若一涸

肢們得榮耀，所有的JI女捫就卡」快樂 。 」 （ 林前

一二 ： 26) 

五、有認罪蒨改的門徒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

阿，離開我，我是個罪人。」（本章八節）一個

人就只怕眼貼石不見，，，、認識耶穌，不認識自己o

感謝主，西門不但耳朶開「，聽見了耶穌在他船

上所講的迅，聽從了耶穌對他所h的吩咐；而且

如今他的眼睛也開了。他吞乩「應該吞見的一切：

他看見坐在他船上迢一位，不冉是他所稱的「夫

子」； )j是創造天、地｀海、和共中高物永生之

砷，底有之主「 。 不但他自己和那海岸上的羣衆

要聽從耶穌，要順服耶穌，就是「海裏的魚，凡

經行海道的，都服在祂的胛卜。」「。（時八：

6 一 8) 运是何等的奇妙！他行見這位威嚴、榮

耀、聖潔、慈愛的士，小1「他的船 L:' 如同一羔

明燈， 區1」明銳，掛在他的跟前。不但照亮了他

的而，也照透了他的心。他赤踩敞開，如同萵物

顯明在屯的眼前 。 囚此，他又石浮見（自己，是何

等的卑賤渺小，愚拙蕪能，史舌見「自己何等的

污穢，何等的說僞! WJ. 是「冇罪不敢抬頭。」惟
冇俯伏在上的膝前，認罪悔改了，

西門戰兢，西門恐憫，西門更孟愧！他深覺

得他不配跪亻十士的面前，所以*-離開他。但他很

坦白，心裏有甚麼，口展就說扛麼。他心裏有非·

他就承認他是個罪人 。 要知土耶穌來，本不是B

義人，乃是召罪人。所以＊耶穌－肴西門如此認

罪悔改，就赦免他的罪，就呼召他爲門徒，就叫

他作得人的ii.~,大「。

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砷的榮耀。然而

冇許多人，就不肖承認說： 「我是個罪人。」自

己明明有罪，遠要用許多方法來掩飾。好像亞當

夏娃，赤身雀體，在伊甸I芮中，用無花果槲的葉

子為自己編作裙子，來遮蓋一樣。啊，這等人太

可憐了。「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眞理

不在我們心災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砷是信卉

的，是公私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 （約一： 8-9) 

結語
「祂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懋訝這一網所打的

魚。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了、雅各、約翰也是這

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

人了。他們就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

從了耶穌。』 （五辻九至十節）耶穌吩咐西門，

用一網所打的魚能裝高兩隻船，遍不能不令漁夫

們驚訝！由於西門的朵召·連雅各的翰，也受了

感動，蒙了憐憫，他們一齊都完全奉獻，跟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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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滇是叫我們看見，博輻节有主同在' r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徒一一： 21) -Jo: 耶
穌逼次1孱福昔，使我們得到了更多史大的啓示：

一片荒涼一片心，撝人．飢渴茸廿霖 。
此生何幸遇是督，淡水湖邊傳福音

A 院長夫婦

．；奧聖近況 吉兆頎

感謝砷的恩典，澳埋在衆聖徒的萜告、關懷、

＊獻和鼓勵的女持之下，雖然僅有一年零四個月

的時間 ，而成長壯大的發展，远超過仟何同性氕

正規神學教育發展的過程，爲此要感謝神恩典！

史感謝世界各地愛心支持我們的肢體！有此敬將

澳埋的近況略弔述如下。

組織
澳聖冇健全平衡的發展之 f, 爲「使更多愛

1的同工，參下澳聖的土奉，和督汜教學力面的

進步，幷向政府申請誄朋立案，我們於八三秋季

組成了苗宇會。首由千永信牧師、＊兆顔牧師發

起，邀請了對澳鬥砷學教有有負扣的愛主同 T•

組成了澳聖苗半合；

．工永信牧師，苗土會士席：

現任華福聯格屮心總幹事，為争人教會最受

敬誼的領袖。

．葉沛森牧師，芾牛會副才席 ：

視任九龍亞皆毛街神召會的t仟牧師。爲Ti.

句宗的領袖人物；他是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

凡丰認頂的好牧人。

．李朗英牧師，渣事會財務：

現仟四方輻音會西洋菜街教會的主任牧師。

財務是最艱難的工作，他時常顧全學院各項收支·

怎樣開源節流， 1史學院所需槨費做到一無所缺。

．陳黔開牧師，吊平會否記：

現任描迢．會，恩泉常七仟牧師，是(,i:飽學之十·

為教界公認禮貌／司全、謙卑過人的牧人。

．吉博文博士 (ELMER KI LBOARNE )屯宇
會公腺 ：

他生有中國丶呆在中國、熱愛中國。參予澳

聖事奉認爲是土耶穌給他最好的機會，以完成他

畢生的願宅一向中國人傳醞音。他在盡力推動

举獻· 並在世界各地為澳聖作了最忠文的報頲，

使澳靼在尖土之人的心靈裡有「美好的形（象。

除了以上1'i.位茁事之外，溴聖在過去從未邀

請過任何人作董事，或名驱董事 。 苗聿會成立之

後，正式聘請吉兆陌牧師扣任院長，土持院務。

A 全體董事

敎學
型澳在教和方前，紮主特別的恩典，祂安排

了各方面學有專長的老師，我們除了教授全部聖

經図珅之外，幷教授教牧學、釋抨f}l 、樂理、滇

緹法、專題研究、鋼琴、初級希I!-者文、某礎希伯

來文丶英文…... 0 下期史有心理學、輔哆學、中

國文學，請為澳聖教學代禱。

實習
若不參予教會演際的實習「: f午，就等於閉門

造屯，所以＇釵習 T作是我們最担心的大屮 。 感謝

主 ！ 在最」計要的時候，土為我們開了實習的工塲o

祂屈着在九龍的韓僑教合，在澳門開了 ·間信安

教會，完全交由澳聖學生凸耷傅福百工作。短短

的十·個月，己有 /It幾位加人教會 。 由於學生傳

福音的熱忱，韓僑教會決定冉開 間教會，定名

為廣安教合，將於本（四 ） 月 /!~[1 正式奉獻啟用·

交由學生實習使用。此外，有(ci義會，神召會丶

四方福百會丶路德會等教會參予文習 E作 。 並有

街頭及監獄佈這，滿有蒙輻的見證 。

總濟
澳聖在經旖方面，確實紫了主的供應，在外

表瘠來似乎是豐豊富富、堂堂屯曳、好像一無所

缺！其實·澳聖在經濟方面除了仰竿砷之外，贗

是無依無靠，翔純地過信心生活 目前每月不但

要支付銀行港幣芝萵捌亻1元貸歎之外，其他一切

教學費用，及母生生活我用，每月最少也要 萬

至〒萬元的開支，兩項加在一起，每月最底限度

也要港幣陸萵餘元。過去我們除了感謝神的信炭

之外，不能不謝謝世界各地熱愛澳型同工同道的

支援，你們對澳理的惑恬，誠摯的援手，深信必

不徒然，中必報答你們，我們全體師生及亞市同

人，以忠心盡職栽培學生來感謝你們的支持'

以後我們將不斷向您報运澳聖蒙恩的見證，

請您為澳絮舉起禱隹的雙手，因為在前方打仗的

得好多，在後方石武器的也得好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