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1\.-facau Bible InsrirureNews 
二零零四年二月第四十五期

T裳＾~、 犢釉、 學~--·············楊懷蔥牧師（院長）
澳聖事工有很多，核心的是培訓事工，核心事 (loner)' 而應該是個領袖(leader) 。保羅説，神賜下傳

工中的核心，是培訓傳道人。澳聖要培訓怎麼樣的 道人，「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弗 4: 16 新

傳道人？我想到三方面。

傳道人要能勞苦服務(Labor)

譯本）。一個人儘管有三頭六臂，獨力能為主作的，

畢竟有限，若能領導他人一起做，效能何止培增。

主耶穌雖然取了奴僕的形像，服侍人而非受服

越來越多人把傳道看作職業，一份入息不高， 侍，但由始至終，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領袖。他不斷影

但受人尊敬的職業。越來越少人記得，傳道人首要 響週圍的人，卻從來不為掌聲或噓聲所迷惑軀動。

的身份，是神的僕人。
偉道人不能沒有僕人的心，也不能沒有領袖之

「神的僕人」是個既尊貴又卑微的身份。其 才。領導有不同方式，領袖有多種風格。所謂領

高，足以脾睍世間一切大君王；其低，要為神國隨 導，其實就是對人的影響。或教導，或感染，或鼓

便一位小子俯首折腰。 勵，或督責，或動員，或指揮，隨著環境的需要和

1982年我神學畢業，收到很多禮物。其中令我
領袖本身的特長發揮作用。傳道人要作好領袖，首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方毛巾，附一紙便條，上寫：
要的當然是好的生命，所謂生命影響生命。此外，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主 ，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
明白和傳達真道的能力，就是最基本的。因為傳道

也當彼此冼腳」（約13:14) 。的確，耶穌都給我們冼腳
人的工作，就是要將人完完全全的引領到神面前

了，我們還有甚麼不可以做的呢？
（西 1:28) 。

除了要謙卑，還要勤勞，肯吃苦。不單自
定 傳道人要能不斷學習(Learner)

service' 更是labor 。保羅多次提到為主勞苦（參林後

11:23-28) 。耶穌生於馬槽，出來傳道以後，甚至沒 訓練優秀的神僕、優秀的教會領袖，是我們辦

有枕頭的地方。 神學教育的目的。不同的神學院，基於不同的理

念，因著不同的處境，總有不同的特色。但如果目
據説有些傳道人斤斤計較，依章辦事，凡事訴

的在於訓練傳道人，課程設計仍不免大同小異。我
諸僱傭合約，勞工條例。也許這只是誤會。但若真

越來越發覺，三年也好，四年也好，神學院不能
有這樣的人，讓我們彼此提醒，要珍重「神的僕人」

「教」出優秀的傳道人，除非有「學」的人。在教與
這身份！

學之間，學比教更重要。

傳道人要能領導別人(Leader)
傳統中國人的教育都是老師説了算，以課本作

權威。典型好學生是依足老師指示，做足老師要求

傳道人必須勞苦事奉，能勞苦事奉的未必適合 的人。積極發問，迫根究底，用課外閲讀與老師之

作傳道人。整天忙於為信徒受腳的，不一定是好的 教訓互相印證者，非但不被鼓勵，簡直是要見家長

傳道人。正常情況下，傳道人不應該是獨行客 的問題學生。這種不鼓勵學習的教育，使人永遠倚



賴，沒法自立。教育與學習必須是一種互

動。沒有主動學習，教育是牽牛上樹，不可

能成功的。

傳道人要用神的道服侍和帶領這世代的

人，必須先學習神的道，也要學習這世代的

知識。然而人究其一生，也不能完全明白神的

道；世間知識，也是學之不盡。這已經不是神

學院課程設計的問題，老師學養的問題。問題

的關鍵，在於傳道人能否自強不息，終身學

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在learner眼中，

teacher 是無處不在的。

保羅不嫌提摩太不夠好，卻鼓勵他要

「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前4:15) 。這就是

終身學習。

澳聖要訓練這樣子的傳道人，辦得到嗎？

為僕的心志、領導的才具、自學的精

神，都不是讀神學時才忽然出現的。請教會為

我們留意這樣子的信徒，送他們來讀神學。

澳聖資源有限，要學生享福辦不到，讓

他們受點苦是可以的；澳聖學生不多，週圍

需要不少，學習領導的機會是有的；澳聖駐

院老師不足，但由外來講師主領密集課程，

正好逼使學生們更自發學習。

當然我們也重視物色老師。我們要找怎

樣的老師？還用得著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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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俊才一神學學士
（事奉工塌：澳門堅中堂）

上帝－－感謝你藉真理的聖靈光

照我，使我更明白和進入聖經

的真理！

愛妻－－－ 四年來，你對我的支

持、忍耐、關懷及對子女的勞

苦、悉心、教養；為這一切，我要衷心向你感激 ！

堂會－－多謝同工、堂委們、幹事為我補足不少牧養

群羊的責任。感謝眾肢體在缺乏被足夠照顧下 ，仍

忍耐、忠心及為我守望。衷心多謝你們 ！

每會－－感謝你們讓我在全職牧養中以兼讀形式修畢此

學位，你們對我的信任、支持、關顧；我心銘感！

學院－衷心多謝院長、老師們的耐心教導和與同工們

給我的榜樣見證，使我思維得啟蒙、生命得鼓勵。

戰友－－－當我們一度為神的國度衝鋒陷陣時，多謝

你們容讓我臨陣暫退。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

徒然的。

. . . . 
張志卿－神學學士
（事奉工場 ： 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愛堂）

多年的神學生活，除了認識更多神學知識外，也

讓我：

學習等候，而不忙亂；

學習甘心，而不發怨言；

學習謙卑，而不自誇；

學習忠心，而不懶閒；

學習凡事禱告，

凡事相信，

凡事謝恩。

以上的學習，都是寶貴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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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華妹－神學學士
（事奉工場：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今次畢業比上次少了一份興

奮，但過去兩年在事奉與學

習中的經歷，上帝使我更清

楚知道未來的事奉及進修方

向，就如「澳聖」的院訓：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 感謝神！揀選我修讀教師培訓證

二章 15 節）

連潔貞一神學學士
（事奉工瑒：宣道會宣恩堂）

周玨珊一基督徒教師培訓證書
（事奉工場：濠江中學）

感謝神！揀選我成為祂的女

兒，使我得著新的生命。

感謝神！揀選我成為教師，使用

我這個卑微的人。

書課程，使我清楚知道，優質教育——是指按著聖經

立場作教學，亦即是按著造物主心意作教學工作。

感謝神！揀選我完成教師培訓證書課程，使我經歷

神豐豐富富的恩典。

轉眼離開澳聖的學院生涯，差不
我深深相信，神的揀選，是我蒙福的重要條件，願

多五年了，返回香港事奉的確
神繼續揀選我，成為祝福的出口，讓我成為被主使

面對不同的挑戰，感謝主的恩

典和弟兄姊妹的接納，讓我在

江美娟－神學學士
（事奉工場：澳門浸信中學宗教部）

當我數算主耶穌在我身上的恩

典時，我卻驚訝地發現，祂

在我身上的恩典實在數之不

盡。祂每天都悉心地培育著

我的屬靈生命，以致能不斷

地成長。因著耶穌；我能成為

今年的畢業生。因著耶穌；我能

有力量的服侍祂。因著耶酥；我能高唱得勝的凱

歌。但願能常常高舉救恩的杯，宣揚耶和華的名

來報答主鴻恩。

用蒙福的人。

牧養的過程中生命不斷反省和
願神賜福給澳門聖經學院，使成為裝備更多基督精

更新；更深體會聖經「若不是耶
兵的基地。

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神是我的大牧者。

一方面事奉一方面進修，原來面對很大的張力，但

卻讓我更珍惜進修的機會。在此多謝老師的幫助及

同工的體諒，使我的知識與生命一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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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疇造

學院對我來説，是．．…

『澳聖』的學習是我生命的轉捩點，

它擴闊了我信仰的視野。

劉海萌

澳門神召會會友神學一年級學生

過去經歷了一些風雨，在這裏卻能 －個最真實的地方 ，

平靜下來了。 讓我認識真正的「我」 ; 

曾婉嫻 它不是一個屬靈高原，
澳門浸信教會會友神學預修班學生

卻讓我經歷生命的高低起伏，

學院令我們各自拆毀了面前的一道
引領我邁向聖潔；

在它當中，讓我更覺需要神。

何麗昆

宣教會龍園堂會友神學二年級學生

牆，於是 『春』就進來了。

璜嬰

路德會聖保羅堂會友神學預修班學生

『澳聖』 是信仰的維修站及事奉的加

一群忠心勤懇的圍丁，培育屬靈事 油站。

奉生命的園圃。

我是被栽種灌溉成長的幼苗。

盧勁硏

愆理浸信會會友神學一年級學生

梁偉明

二龍喉浸倍會會友神學三年級學生

「澳聖』是我們一家享受主恩、得著

栽培、建立相愛的地方。

梁國成

宣道會新橋堂會友神學三年級學生

"' . 
C
溈

扭U識的疇立

2003 年秋季課程 2003 年冬季課程 2004 年春季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1 聖經英文一 l 聖經英文二 1 天國耆兵－長者佈道訓練

2 熟讀舊約一（創－撒） 2 熟讀舊約二（列王記－雅歌） 2 聖經英文三

3 成長小組一 3 熟讀新約一（馬太福音－使徒行傳） 3 成長小組三

4 基礎佈道法 4 成長小組二 4 初級希伯來文三

5 基本研經法 5 解經式講道 5 熟讀舊約三（以賽亞書－瑪拉基書）

6 聖經詮釋學 6 保羅書信 6 熟讀新約二（羅馬書－啟示錄）

7 舊約歷史書 7 初級希伯來文二 7 教牧學

8 初級希伯來文一 8 鋼琴 8 詩歌智慧書

9 鋼琴 9 屬靈爭戰 9 職場神學入門

10 聖經歷史地理 10 基督教歷代靈修傳統 10 講道實習

11 政治神學 11 我的門生、主的門徒 11 鋼琴

12 《懺悔錄》 12 誠心所願：學習主禱文 12 我是主的羊－默想詩廿三

1 3 傳道書 1 3 自然發展的健康教會 13 無語問蒼天－約伯痛苦的疑惑

14 向民間宗教人仕佈道 14 信在職場 14 他們遇見主－路加筆下眾生相

15 初級希伯來文二 15 以＂更新＇＇的生命影響生命

16 屬靈爭戰 16 有效教學法

17 福音使者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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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r,,旦菅約需晏
本院所收學費及其他收入大約只夠本院經費

的六分之一。為維持收費處於學生可負擔之水

平，六分之五的經費需由信徒奉獻支持 ，本院二

零零四年的經常費預算 ， 為港幣 1 ,776 , 200 元，除

學費及其他收入預算港幣281 , 200 元外，需要籌集

數額為港幣 1 , 49 5 , 00 0 元 ， 即平均每月需籌港幣

1 24, 584 元。

我們憑信心仰望上帝的供應 ， 並邀請你們成

為我們的事工伙伴，為神在澳門及中圍的國度，

培訓忠心能幹的領袖 。如有感動請為我們禱告並

與我們聯絡。

2004 年度經常費預算 $1,776,200 港帶

學費及其他收入預算

全年籌款預算 $281J_OO 

$1,495,000 
平均每月需要奉獻港幣$124,584

財武之沉 2003 年4月至12 月（港帶） ... . .. . ........... . 
•••••••••••••••••••••••••••••••••••••••••••••••••••••••• . 收入 支出 . . 

. 奉獻經常費 420,840. 66 教務 64,204.08 . 圖書館 77.60 行政 133,898.28 . 約書亞事工 23,400.00 膳食及雜項 29,735.09 . . 院舍維修 29,448.00 約書亞事工 194.00 . 同工薪金 306,515.00 780,281. 26 同工薪金 733,105.1 9 
學費 98,138.78 圖書 15,297.65 
租金及雜項 96,189.41 設備支出 51,633.84 
本期不敷 (53,458.68) 

1,028,068.13 1,028,068.1 3 

前期累積不敷 128,836.12 
本期不敷 53,458.68 
總累積不敷(31 /l 2/2003 止）

182,294.80 

•••••••••••••••••••••••••••••••••••••••••••••••••••••••• 

囯痘，表............ .... . ........................... 

口本人願意定期收到「澳聖」院訊

口本人願意為 「澳聖」及其事工代禱

口本人願意在本年內用以下方式支持「澳聖」的經濟需要 ：

口每月 口每三個月 口每半年 口每年奉獻 幣 元
作為支持： 口經常費 口助學金 尸圖書館 口約書亞（差傳）事工

口同工薪津 口教學設備口其他

姓名（個人 1教會） ：

地址 ：

院訊讀者編號：

電話

電郵 ：

填表 日期：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聖經學院」或「MACAU BIBLE INSTITUTE 」 ， 或直接存入本院在澳門／香港之銀行戶口，然後寄回存款收條。
澳門 永亨銀行戶口（港帶） 583235-1 07 • (葡幣） 583235-115 
香港 恆生銀行戶口（港酪） 283-258572-001 (可發免税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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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YC亨.Z,.2003 年下半年......................

'i 5.Gordon Smith : 「人生下半場」

於2003 年8 月 31 日假澳門神召會舉行，講員為Dr. Gordon Slllith (前Regent College 

教務長） ，看當晚坐滿全場的年青信徒，就知道關心該課題的，不單祇有中年

人。

6. 蔡春曦： 「流動聖經博物館」及三場「多媒體講座」

於 2003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假二龍喉浸信會舉行，講員為蔡春曦博士。圖文並

茂，講解生動，加上實物展覽，吸引大批信徒。

7. 趙錦德： 「恩賜、性格與事奉」

本院於 2003 年 11 月 30 日與下環浸信會及加拿大On Track Ministry 合辦，講員為

趙錦德牧師， 156 人代表 156 顆願意事奉的心，主必悅納。

同日舉行的「同建健康教會」講座，有 88 位各堂會的長執傳道參加，趙牧師熱

7 誠的激勵及豐富的分享，令大家獲益良多。

信徒專題

l 彭孝廉： 「學校與教會：沖激及回應」

午餐會於2003 年7 月 22 日假澳門劇院舉行，當天20位基督教學校校長、堂會教

牧共聚一堂，彭孝廉博士與大家一同討論基督教教育與教會辦學的意義。

2. 彭孝廉： 「我的教學事奉」

午餐會於2003 年 7 月 23 日假澳門劇院舉行， 90名從事教學工作的弟兄姊妹， 一

起聆聽和見證上帝如何帶領及使用彭博士的一生，興辦及推廣基督教教育工作。

願在座者有天能同樣站起來見證上帝的榮耀。

3胡志偉： 「基督徒關懷社會之原則與實踐」

於 2003 年 7 月 27 日假中華傳道會舉行，胡志偉牧師對社會關懷不但提出明確適

切的教導，更就親身體驗，提供不少例子。

4. 李思敬：「表裡舉一：基督徒約靈性觀」

本院於2003 年8 月 2 日與澳門基督徒畢業生團契合辦釋經講座，由李思敬博士主

講，反應踴躍，約 150 大專畢業生一同學習主道。

佈道及訓練

8. 林東生：「請你去旅行」福音餐會

2003 年9 月 30 日假濠景酒店舉行，講員為林東生先生，約有180名來賓參加，此

活動為本院基督徒教師培訓科同學和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合作的成果。

9. 復活節及暑假期間學院舉辦了兩次佈道訓練營

此外今年2003 年 3 月至 12 月，余以諾傳道在本澳八個堂會舉行佈道訓練共二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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楫志 1'1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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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專題

11蔡志森、潘仁智：「在賭風熾烈的社會中的見證和牧養」

於2003 年9 月 29 日分別由蔡志森先生和潘仁智先生主講，這是澳門教牧非常切

身的問題，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仍然是問題的答案。

12. 夏忠堅： 「標竽人生與堂會更新」

於 2003 年 10 月 28 日假皇都酒店舉行，講員為夏忠堅牧師，此次聚會由華福主
12 

辦，本院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協辦，機會難得，有數十位教牧出席參加。

13 

七節，共 128 人參加。大家一同學習，一同佈道，一同經歷傳福音的喜樂。

10. 「長者佈道異象奮興會」

於2003 年 11 月 29 日假宣道堂總堂舉行，講員為林兆

熙牧師，此次聚會為「天國耆兵」佈道訓練課程的前

奏，從而開拓澳聖長者課程的事工。
JO 

13. 戴紹曾： 「中國教會今昔」

戴紹曾牧師於2003 年 11 月 19 日在本院主講，過去多少人付上一生的精力，我

們又當如何繼續？

14. 「教牧及宣教士子女成長研討會」

本院與香港差傳聯會於 2003 年 11 月 22 日於宣道堂總堂舉辦。三十餘準宣教

士、教牧同工，一同思想這既切身又鮮為人關注的課題，有歡笑有眼淚，我們

在主裏同是一家人！

鬥 1『~亡］；；牧及長執的刊物，於十一月創刊，成為服侍教
二．

會的一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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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覈會預告敬請代禱

1. ti'沒有違背那從上面來的異象a 獻易事奉研討會，瘠助信徒了解及固應神旳呼召。於

2004 年 3 月 14 B下午於本院舉行。

2. 2004 年4月 11 日（復活節晚上）假澳門大學文化中心舉辦Alleluia 聖樂奮興會，呼召信徒

獻身事主，講員：陳恩明牧師，獻唱：九龍城潮人生命堂聖歌團。

•••••••••••••••••••••••••••••••••••••••••••••••••••••••• 
校友消息

］廖卓堅校友於 2003 年 10 月 19 日接受中華基督教會按立為牧師，謹此致賀。

2 黃嘉儀校友及朱偉雄弟兄於 2004 年 2 月 18 日蒙主賜女嬰，取名焯靈，願主賜福。

緝輯委員楊懷恩、楊吳多里、鄭麗鳯 排版許至琦 7 



滇息界,~鵠. .........
1. 歡迎翁競華牧師及陳潔光博士於2003年9月加入本

院董事會，參與推動神學教育。翁牧師為香港宣道差

會拓展總監 ，陳潔光博士為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執事會

主席 ，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及系主任。

2. 歡迎鄭麗鳳姊妹 自 2003 年 9 月加入本院之教師團

隊， 出任院長特別助理 ，求主給予她所需能力智慧。

3. 前圖書館同工梁偉明弟兄9月起離職全時間攻讀神

學 ， 空缺由聚會中心梁錦榮弟兄接任。另建華宣道堂

謝干惠姊妹 5 月起擔任本院文員 ， 本院深慶得人。

4 本院註冊主任范睿皙傳道 ， 實習統籌冼錦光傳

道分別於 2003 年 9 月及 1 1 月接受按立為牧師 ，謹

向二位致賀。

5 楊懷恩院長於 2003 年 12 月 3 -8 日到廣東揭陽神學

培訓中心授課。

6. 請為本院的教務團隊禱告，求主預備人才 ， 特別是

教務主任及駐校講師。

7 本院至12月累積赤字達18萬2千。求主增添同工的信

心智慧，亦求主供應所需。

＊學院於三月開設綱頁對外介紹，促進聯繫。綱址為http:llwww.macaubible.org歡迎瀏覽。

」扣1聖蛭羿l允
Macau Bibl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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