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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c . 「勾 t· 月，年福有香池召集 f 次平

人祖心教有請，」」會話，冇來自 I四個國家及地w;的

112 位從*神學教台或相閣工作的代表出 iii'; • 其中
包括神學院院長及副院長共43人，代表l'I相霖窩。

L辦當局 f」·個呼之欲出的力向，要從'」7教使命的

角度反思神學教育工竹。可借除「少數發言者外．

大部份與會者似乎未隹共唄。

其實以「侮民族有教會，每個人有福 /j 」(,」

chu」t'/J /i>r cvc,y I-、xiplc ancl 1hc ;;o,p,/ fo, c·vc·,yµ.·,son) 為n

號的公元；：「福音運動 (,J,,JX!(XX/ M,wc'/JJC/Jl)' 早在

1997 1「七月一全三 U• 就曾布南非~!/勒陀利 ,::1

（加1,,na) 召集了全球 fi'.十二個因家共 250 名神叭洗

院長及教務長，商，A神學院校{+将世福音亜動中他

有的角色，會後沛發表了-~名的 PAD 霞占 (PAD

Dt.'L·fw;llicm• PAD指Pit-sJ<lcnL, illlcl ;\rnclcmic I心n丶，即I沁

夫及教務夫）。可惜常時叫h香港回歸，華人教會大

多忽略「焰次會議。

FAD'$'. 白在引言中王申神學教台T亻1者對教會

和對完成人使命的影響深遠。在上述苹人神學教台

諮詢令澈，本院芾市龍維耐~~牛史率自地指出：教

會忽視宜教，足因為神學院忽視官教，而神栩院忽

視宣教，足因為神學教育工作者忽視宵教。；「福神

學教育方案組的召集人（現稱協調上任） I美鈈牧

師，亦－．冉強調：神學院不應只為人口中百份之五

的基督徒存在，也應該為另外那白份之九 I·Ti:木（方

主的人存在。

神學教台若關{+.象牙塔，忘掉禾場，確乎是迷

失方向。但另一方而，積極推動宣教、關注＇因踐人＾

使命的人，近年似有一股忽視神學教育的超勢。這

同樣是迷失。

人性有各走極端的傾向。 .t'W教..L作最終與神

學教育分家，將是教會的悲關，魔鬼的成功。

惕妒忍牧帥

做成神璟與宣教分姐腸銷的，除了人的性格傾向

和廆鬼暗中破琰外，似乎亦囚為以卜＾兩種迷思·

一、理論實踐孰輕孰重？

神學T作者通常長於思芳，對各樣車佔總有個看

法，卻不一定有所行動。很多前線福音..L作者，甚至

部份沉傅領袖，卻傾向視神琅為不切＇貞際的艱深珅

論，是有閒階級的老侈品。他們期甲的神學教育只是

「如何領人歸t」 、 「如何使教會」曾長」哼幾套實用

上具。忽視神學的結果卻是將信（印油淺化，使新生佔

徒除「知道「{.~耶穌今牛來 tH: 者I\有福」以外，不槿得

如何以信仰角度即解和區／應週，西發11 的,µ。

二、佈道牧養二者擇一？

牧査的對象足亻，＼徒，佈逍的對象足木信者。神卑

院卓視的是頁珅的傅授，而木亻立者被認為毋須也亻；

廓聽人多」真理。因此，神學生';-t真理越多就越發

傾向要以頁珅牧羨亻．出眾。百教佈殖 1:作，則留給少

數別具恩賜和負擔的傅迢人，和沒化多少訓練的菡

迎佑徒去承擔。久而久之，神學院越發汁重培義教

牧，忽略培養佈追人才。在（計走眾多的地區，位情

況九其善追。 ),It射榮牧帥怡説，許多人是為要多領

人歸主才去淥神學， 11「咯後下少卻亻午（「後母」—養

台不足自己生產的。

作為宣教七，同時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勊勵

自己要苗視人使命的實踐，也要屯視信仰的深化。澳

準亻1為宣教前線k的神學教育成構，要訓練佈道的牧

者和牧毀的佈道者 (f:tLSlOI t'V,111.~c/lSI) 。澳平的同上，要

認定神學教台的

官教使命。澳罪

的畢業生，不論

留守本澳，還是

受命遠征，都要

推動宜教，實踐

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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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 而珠＇戶r, . -月廿L日晚忤試內內容· 內文略＇鬪「即，可以看列他們缸姐亞院，［用程的＇＼玲及訌晚問

"!'悍 (J'J··.)![心見 Ill明土

李：你們各人修詔學院課程時的悄況足怎樣的'

JIJ!J: 找是06年的城 rli官敉伯十科 ljl, 菜牛，該課程li'·J學＇「以教牧進修」3主，多

數密集 L課，','(',時似少晚間課程。 ('[c!,丶」｛，，徒，我覺得就誼該科h兩個弱'l!~:

浞同學{+個人成長方碩j. 封於「解自我和將來的 •j11j.s取向七輔導下足：一

足缺之帥的回仃，回學與老帥之間很少溝逋。

權：我過行((名，{I晚間課 Vi'證占科，的有－段時間佺「「來· 近年中拾心志．

卻（」感序院的；L位和h晰。部分科H 為了遊就較年軔的信徒．以致失「

'I' 西，使成｀油的(;';徒忒的時候滿亻、財、兄· 逹4、到 D 的。

灶；我個人(l"il -足扣色教會囚孕~'如準樂與崇拜的＇」，1，要．其次足月I拈

個人因幸，如聖？！知誠 I的＇誨要，

鄧：山於T.(午時間影翌，我只fj~散科修詒晚間許!f'i, 找會由注研，i\'it1IIJ.J

聖·万內容的課 f'r'·(11祖 4 的晚間~•H,火雜 r較多的＇臼用課程。

李·教會如fuJ激勵你們修語晚間課程呢？你們足自發參與的嗎？

權：找;.,;_[j,'.\f 全lj;'/)之和感興趣巾］報認｛的。同為教會缺乙 ·r;本人 /-1· 修；；O科 H

c,Jr:I}收知識租·霏駢朱函助 •J;奉。

鄧：目己教會k少歧勵執1i 修讀相科I的課程，然而當收到課程',、f 傅時舍 ('l 召

直，只冇 Tf,,/,1:U 己的盂要和取向。

李: 11為教牧，乂如何鼓勵f,'i{走進修晚間課程，又或教會本身已有培訓課程？

廖；找所崗的教會在推動培，rr1111-_ 1、算成功。牧會之切我們積極拚動 f,',徒來修H

以補教悍的 1、足 教'(「本身發展 f」 4、回的棓訓時，就會視乎佔徒(I'-] 個別＇「訂

「友和 ti」委身 (1勺門問，希甲伍徒/iU:'J't:il 修墳有系統的課程。所以· 教會仍然

鼓勵｛計走進修，為他們支付全部學費和調配iPt崗位。培育信徒亻~fi~ 只祚

．－兩位牧者。

李．至於課程系统方面，學院又可以怎樣配合教會為要？

灶：個人捉議可以於週六開辦－此課程針對教帥及公務n的 ;l,i 要。

鄧：我認同週未的時問轂易安排，因平 U 的晚上並不 Ii七人人準時下班。



廖：香港的神學院亦有於平 H 的上午或下午為婦女開辦課程。故本地·情況週六上午也是適合的時問。

灶：週六的課程若是可行的話．我會提議早上十時才開始上課：這樣一來，大家就可以有一些時閼去處理私

人事務，如上銀行郵局等。

李：大家剛才提及的是時閩 k的安排，那麼課程安排又如何？

鄧．學院現在的課程編排缺乏全面性，我提議要有系統地設計一系列的證占課程，例如開設新約系列和色約

系列．炤助信徒對聖經的認識取得一幀大圖造。教會的土日學閩設實用課程會更能適切亻古徒的需要· 因為教

會牧者和長執會更瞭解到白己羊群的需要。

廖：學院可考座在個別堂會上課，由堂會牧者任教而「澳聖」的學生可以加人選修：或巾學院講師到堂會授

課，跨堂合作誤亻古徒互相交流，教牧配搭事奉。

權· 設立有系統的的連貫性課程，有助學員融會貫通。現在教會很多年青人一窩蜂湧向音樂事主，反而缺乏

了生命估仰的基礎，對自我和信仰的深入認識，鎰方面必須有所平衡。

廖：澳門的堂會多數缺乏穩定的成人主日學·澳迦可以提供聖經科導師，在系統的聖經教蜀中適當加插實用

神學的科目。堂會教尊聖經和神學不足的由學院補足，這樣才不會玉複彼此的工作。

李：關於學院的課程形式，大家是否同意採用遙距方式？

灶：過往我曾試過聽錄音帶的科目，時間靈活，唯缺互動討論及單向。

權：錄音帶的課程確存著單向和知識層面局限的問題。若能邀諮授課的講員每月一次親臨導修，可增

加親切感和較能解答學員所提出的相關問題。

李：那麼，若將澳聖課堂的錄音帶拿到個別堂會教授又如何？

灶：這樣堂會信徒集體聆聽後的討論會更適切堂會需要。我提議錄音帶的剪輯須包括學生提問，我認

為同學的提問往往能幫助所學的更深入。

鄧：用聆聽錄音帶的方式取代上課，可以不受時問空間的限制。遙距的好處是靈活，堂會若能有幾套

的錄音帶誤信徒帶回家，其可行性較大。

李：你們又如何看澳門理經學院與其他的神學機構的關係？

灶：私大家的學牛人數都不多，是否正好反映了資源秉疊和學生分散的問題！

權：個人認為他們各有自己培訓的群體目標，但在科目上常有重複的情況。

廖：每間機構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及資源才可生存。每個人讀神學都會有多方面的考慮：個人的能力、心志、

宗派背景、是否留在本地等因素，教會支持不同的神學機構也有本身的考慮，之間應不存在彼此競爭的關

係，而是讓不冏的人都有受訓機會。神學院之間可尋求合作的可能忤，例如學分互認，分享涸書資源，邀訢

講帥時串先溝通，合作開辦課程等。

李：據悉澳聖已有承認其他院校的學分，開始了第一步。

李：大家對學院有何前瞻及期望？

廖：期睪學院可以配合教會推動堂會之間合辦課程。又透過校友之間緊密聯系，學院可提供協助，為校友訂

定較長遠的計劃。澳聖的發展不能與堂會脱節，聖継學院的角色是培訓傳逍人。神學生由堂會而來，全職串

奉常由晚間修讀開始。但現況卻不是牧者推動信徒修誼，他們就會乖乖地報名，一般信徒都泊功課座力，他

． 們的工餘時間有隈，神學課程必須多元化，切合教會需要，減少文字功課的負擔，採用互動的學習或其他功

課模式。



灶：學院將來的發展路向必須配合澳門的大環境發

展，如賭權問放，教會該如何回應，不時作神學反

省，在院訊等刊物能作出評論，又要就澳門的教會環

境，配合中小型教會發展策略，協助培訓信徒領袖及

教會行政的長執，教導他們適當的運用教會原則和面

對金錢權力的掙扎。澳門大學生逐漸墻多，學院可考

慮擴展碩士研究的空間，再發展萊能爭取圉際認可，

提高學術水平。作為一個神學教育機構，學院應培毀

傳道人，對信徒有晚閩課程作輔助，因應不同的車奉

需要配合不同的訓練。

鄧：澳門的教會右栽培信徒成長方面自恭道班後，即缺乏成長

階段的培訓系統，信徒對聖經新舊约概念模糊。學院的日間課

程培義傳道人，晚間課程若安排得當能有助於成為全時間語神

學的前奏。個人認為神學院不應專注實用課程，而應多在神學

水平上有所提昇；不可忽略教牧同工的再培訓，提昇水準。

李：綜合大家的意見，學院定位應以培訓傅道人為主，晚間課

程則補足堂會神學上的需要。

廖：為 f信徒得益，長執應給傅道人進修的空間，教會要有實際行動支持。

堂會也須給予亻詔走動力去詒延伸課程，給予他們目標和使命，如兩年後可以

任教主日學。個別堂會更應鼓勵長執去詔，作信徒的榜樣；進修期間減少車

奉屯心進修，要讓信徒明白，進修是減輕車奉壓力的方法，就如受過訓練預

備査經能更輕鬆愉快。有教專恩賜的可以鼓勵他多修讀聖經科，有輔埡恩賜

的可鼓勵他讀輔埡科，兩三年後就可以有更多事奉的人。

權：目標是重要的，可誤信徒有清晰的前路。晚間課程為委身事奉的引子，但要引發信徒興趣去更深的

認識。澳聖要级續加深聖經的教導和多些對外宣傳，誤人知道學院的存在。傳道人牧會工作繁頑，沒有

更新容易坞致「死亡」：牧者也需要支援、成長和團契，再培訓同樣是重要的。

鄧：信徒很多會選諳學位課程來增值自己，但神的話語是基本需要，無須花巧更能幫助信徒。我建議基

督教聯會可推動教會之間合辦課程，學院可協助合作推行跨教會的堂委訓練或開辦青少年課程，打破教

會隔膜，加強信徒聯繫，推動「無牆的教會」追異象。

李：修讀晚閬課程對你自己有何幫助？

灶：起初只為知識上的追求，後來接受「學院清晰的教導，加上課堂的討論，引發自己亻、再用單一角度

來看教會的問題和自己的事奉，學眺了嘗試以更多的角度在教會中尋求共識，成為事奉的助力。

權：在知識層面上的加深是必然的了，且對個人成長有幫助和擴闊了眼界，學院的培訓能補充教會的不

足，成為事奉路向的忠引。

鄧：神透過知識恩面的加深而使我去看見更多，是整個信仰的幫助。

李：多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多少個晚上，不少信徒已從晚間課程領著神的祝福；愈夜愈深沈，澳門聖經學院仍在逍裡和大家－

起作涸守夜者，迎向神所預備的明天。



嘗;t~ 「暹上」主命
（ ，元祐！光

香港、澳門雖足氷乏隔．冇著地域與罕閭的趼離．但對我和家人來說，卻是生命的－個弔要「遇上」

照程．）」如佤代零（芒;「者盯輯n,,,,m 丶 \l,•11,,111 的-句說話 「 Lile I丶 made ot cncou111c1, ·」。找自九了占，九五

年，及九七到現今， ;;r, 是 (±:i奧門生活、牧會、佈迫栢生、培訓門徒、參與文才工作及神學教育，接觸不同的

群節．聆聽他們心中哀咱之悴．汗如 llc1111d 丶chuuck "Th,· I .ord of Sc,1 aml 、ky" 所 r\ I h,1vc hc,ml Vly 1、、01, lc c,y. ;\ll 

11'11<1d11,·ll 111d,11~a11d,;m · ···· 。他們的哭泣與崙要，（象活現眼前（包恬祐屮木得之民、木台牧j碌',t 、 i,t成方受在派

f(」后教l 、一j};,',/i;',璋瀉的術·啟~/,•!:図 Ill!' 揮之 f、去，就是這些牛命喂富了我的＇「命，也影譯斡找的牛命。

正因如此，那份「心，與「悄」亦行日垧瓦· 而中要的足如何回應。一亻立在亞沿這f會市奉的多年的牧者

告建認 ． 仲仙音與造戌門（走，屯貞必 ,r1 山本地人未>f'、膽· 要靠本地的牧者與信徒領袖有創苷地丶並有邵霏充

滿的帶湞 ＇；「教土弟一 I憂先1應是，sillt東本地人，能，＇令他們直任· 信任他們完成工作： （:t

亞洲訓，面：因州人．避兔人 4流失及節占金錢 。 I'IT以我中視另一 Vl中年．就足培

;lJII !11:ii11inp! 血教導:(!c,id1Jn_c·I 。「澳苧成了我明造生命的某石· 亦是爹與我

生命干整的均,vr 。

（先3店如現為占，巷；2比宜Ii!會杓曾宮教」，方派到燊門浸f』宜迪魯i,'J'!

愛堂巾Ji; 的任而港神伊院官教植堂科講(Jr/1及行為位丨汀任 ． 吳門學焊來院客／序

講帥，現為漠門艳九庄院教育貨｝｛主任，遡－敬祥笞委會主」启。）

財武之沉 2003 年 1 月至3 月（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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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獃榊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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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期不敷

I 62.267.41 
1.K(Xl.lXl 

51.~77.00 222.0-1-1.•ll 
25.515.40 
I 2.'!26. 74 
2I.53.1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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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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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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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願意fr{洱內用以下」」式支持勺印聖」的浮濟需耍

[l H月 口行二個月 '.J h'J'i\. C 行年奉翦~- "i'f Jc 
作為支持 口嘿常翡 口助g琫令 口囧·.!:f 館 口勾杏r,;;( 差 1專）事工

［］同T薪津鬥教學設備巳具他

4(1.'04.4~ 
417.93 

211 .. 123.Ux 
l.·19J.'i2 
6.990.00 

••••••••• 姓名（個人 1教 I'll : 

地址：

院訊墳者吡號：

屯話：

填表日期：

支束抬頭泊 '!i C'奧f"J'I",',•'?• 」或「 \I.-\旦 t: BIBU. l:S:ST!TlTE 」• ,HU妾<,入科滇，屯門1介港之銀行戶口· 然國呼同 fi款收條。
澳!',: ,i,'i'浪行戶 LI r 港，、？）｀｀迁芯 107• <而帘） ,,,!3丶-II 丶
否 ii! : 1,,,, 銀（丁戶口，港消） ,,.,_,,_,,512.,X)I < iiJ套免税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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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崑界,~稈尋
I本年度第二學季（冬麪已於三月底結束。第-:學名存 請人會由位講員胡志偉牧帥及梨松茂博十來澳，就澳門1處

"Y）於四月開始。開學前有兩天零修會，士吧 ： 求工茅｛ 境回/Jf學晨的問題。

塢我們佔告，杏考主柄文及哈巴谷』:o 4 本院與枚友會於－月十口下午舉摒教牧講／土．聖需Tf午

2 鷗占館於三月份收到 亻立肢體捐贈藏扣約 4().) 本， 與教會發）及，由胡志亻k牧師 l講，冼錦光先生回應。

人部份為心理或輔導頡占籍。且前本院藏占約共一譌 5 由 1、院主辦，澳門基督教青年會與拉撒路青年巾心協辦

二千冊。蔵內是於年澳高等院枚中僅次於溴門人學及 之「敬帥愛帥培;,科會」，四月廿h日晚上假澳門神H囟舉

澳門即上學院。 行。講員為香港中華傳道會安村中學樓恩德校長。是晚出

3 二月中旬「華福」為港澳教牧舉肅策略式領導研齿 犀约八丨人，扛中 ,15 位為基督徒教師，约佔全涙中小學

坊。本院另為澳門出席者於三月丨-n平rrm:康日，邀 基督（走教師（共 2_,1 名） 一成。本主幫助他們在教學崗位
七為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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