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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d尻A
人討 h物的，，；:l:11• 琚他

的恋拉柑 ,,z:.1喳 (-i 伝人 [1,';J

係，抨·個理＇」兄. f;rj j -種

乂 ft中成」j!」人交it . 找們
1 發仔彼此 ;·'i 同 -r(物 11勺

訒叮L很大洛竺，

i、 i'. 教上」 二個

了｀門」此人來說．

代；杵毋汎和羲牲

粘神，心記」之．

柑面仰之；對另一

此人，霄教士是才F本國圯

扣 f、得志，詢到外頭混飯

吃的人， h 人?l•·是心{教

士,,,」見,_,, . ~-台·憑激· 視

之如再生父母：有人視卣教十如仂人，是侵略者Ii勺

走狗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馬前卒。

澳聖因宣教曲有，為官教而存，完弓、認同官

教· 鼓勵＇占教。但當我試著站在「 t1如宣教名」的位置

L反省時，才發覺大部（分宣教士不受歡迎旳原因，

和當日主耶酥被猶太人仇視的原囚，未必扣同。

近 R 內地教會出版了一本《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捅陳西方宜教士在華所作，乙惡*。這是人

部份海外苹人教啻難於接受的。但其頁這舌名説得

甚好。從中i正教者必須以史為鑑，避免;/1:lfl)市演。

二次大戰以後西教上被迫撤離工場之車．亻、單發生

('.,r 囧．．已發 'I {"'"界各地 ,-Ji'1t 足」 1 汛 J ;,;, 

"J1nL, r f·\. 才咁始，， 1, 了教 •'-,~~JI t1. 教含. '」

1訌衛渭教會、年人歿曰｀恨多對;,_,段l•i 史滑 /I)、'、

'/ ，一冉口」ill)I/ 人跪槭 ·i\1 孑F過乙而皿·「T女，

齟HJ個別暗胆叨拍的，灌f乞見不註．找們 (,t

f;Ji'教的人，大者但包片平,"'"的動柢，要Ill[」從人使

向」，扣！女失尺簪鬼。只 11Jlf「好心亦會做壞巾．吐

4丶卫fiU計來恨怨，，找亡尼，．珥上「教，也曾不只

一」'I撞极」 , 

;f 教十無洫興斯福叫弔'!"'. 扣或霨1傅，;;'I,

餛音，屯7辶缸叭一種以 ['./'Jr1」」i]1l~p)rf!_\ J 的L,

態 袒皿私 7,L,, • 本來 i長(「 iJ「＇＇攽，偏伽 t辶秈視

自已為施）·. 者，＇｝＇人為受JJJ 名勺包」；，；)flit 巨｝

叫對｝」自西受扣， fl于心受屈紓＇止外，古教 I

少不免护點民t）、 fl 乂化 'ti 逃芯。如,,,有意無科」;\J

擺出了耜高臨 fr''」己ll. • ,'it 史 (t;;t'fi<li:',地人 1·1勺恣

悄{' cf· 別人比自己強」(HJj'2·l) , 邙(£I""我 fl'J

t; 十孓 il'-J 人必白；＇芒 -'i'-J功課，

油裕地匿向相對釷困的地協輻出直教．且

實有很多問韙。近年短立盛行，使問題益形嚴

重。一些教會宗派，或個別坏心信徒，出 f闊

縛，卻無意中破坎了丁場上3『全錢制衡的權力結

構，被1艮而不自知，十分1洧值。但轄念想想，也

許我們早已過份迷佔金錢的功效。彼得霜日，，兑'

「令和銀我都沒有，只把找所冇的給你」（徒H,) 。

今日我們把什麼給人？



回叩＼，，兑＇同教」柘個，」i,:: 。既然計改 i:1討 I

起 f丶快，伐 5 人吐改」＇· 文 /1, 交洫乙名．［」江教，乙

; ['''t f 、 'i:u,j•.(f·11 皿，-'/.(_丨h扣寸．」';丶 l;j-f几 f,,

＼！，貞仕(''」雙向人「L .<.'.iiri • lti'[Jt 只溝 i、聽旳官

瑴史臼 I 人 I''.. 伯 i'村屆I; ffl 石 l'(/'i f、甩門- ,1t 

曰l札另 倩;,;~ 法。找仞＇丨」包!,~'j 己在內｀大部

璽成貝文·~

份所譎宣教L都 F足（±仇未接鍆福f,的地 D,I,

「官教」，也許跨文化屮;,., J 辶•Ji 合 (T-efi'''t'

又較/ili'.l到各方11!] 的接:,'1(1',J,;國；。

I、欠來 /;I 門或到叫內，叫＇畠地敦句趾m

li/1門， 卜要，］兄（成「 '19:·,1. ';, 兒今 1),1)'今文 /L:Jr

+" h」 IIH」'!

5 月 14 日宣教士晚會

kc·,::, nn : I 尺,,『 li'-J:/ 斟，,, 牛，,,, 見，＇，．為一 I·; f.vft};1 n1「＇，」 !1 印'.,教上帶

＼（丶少,,'i~1)ry , r,,•; 免中 I <;l,J?1社，文 :'afl'\前， 1'<j:(I勺戶 t);tr-( 瑒接·). 各（i 仟卫教七，「）祝

伽。 f(\ f, 逋徭泗」」户教十园1 缸人已兜 白 1 (· ··,I If次見華人白教蓮動的腿

巳．福勺 竹 f寸」七停，、·木 111] ! 

5月22 日火星撞地球－處理跨文化衝突

」：四 一沖門心1JD1·. I Ju,111c·1:lrncri是聖F角度尹i'nt--. I 餘位參與者，d論

解決人開:'扣＇欠閭汜訂方 1L 。他特別1足屮西方文化月「大多數世界」又化的浮

厙· 在卜同文化丨、地1 不 ,ij 的 1馴）這，啟明向者得直1户多 澳門教d或械惜

乩 I 囧伍，「由 fl,i」乂化肯，,'11'」回 !"Ji./Jli;. 回 Flrnc,·Y」講i解非，；；切合需要，

6月28 日從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看宣教策畸

「,,. ,,, 原大學人乂·玫育鼕阮［瓦」｀＇＼考光改長講柘''t「教策略。他捉作若有L明自「凸

1-J, 彎 、＇以1;"- ;, 囚及「父［軸本1社」行 I 卟民／户性的澎饗，以「家庭」、「閲

f 一、 吃」、「 fl 合」和汀七l'[<j 」 fl/』氙略，必北史（」改地幻主福f1 。

6 自28 日宣教史蹟這

；江」中的大」澤 1，目片教長帶＇、自 iii: 五十名本澳及台,.,信徒· 參觀大-巴牌

,i」、 lli,1和靼i)如尸＇這陷 0 7,1,l教 t文 ;:_'i全溝解遜百針: ·,j~ 的＇直教血路，嘉人家在

』仄 ,t-lc'I{ 先 'i!i: 的什·u祉丨 1;?11冒（勺晉啟食，勺福直律祐 I· 路。

6月28 日 從酉道記看中國人的心靈逞界

台為中原大學人文教育月＼記完長扒孝光教授｀提出西遊記中的／古三藏、

孫悟半、猪八戒及沙僧分別代表人的崟、魂、體及人自身的肓點。黃教授有

趣而形象化地對中國人的一吐行為習咽亻午出分析，引＇尊信徒自我反省，並指

出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才1詣得到整全的人格。

以 L. .:::. 瑣均rh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和本院聯合舉辦。

7月13日至16日 「中色神毗密彙鐔稈

天國＼＼心lc'lll 、.:m111,11') 溫以品jJJj.J. 心過講(IJ\, 諶學生明白本色化神學的玉要性，認識「中

色神學」的綑領與內容，並探苦：「中色祉I臣」在(,';仰＇「活及事奉層面上的應用。



贝他課程．茘臼

基督徒婿姻輔導員訓練

4 権全博士冇 5 王 7 月期間，/'; 12 亻i',本澳教牧及(;』知」！行四

個咽和自和集式訓涑，向學V 淌解個人記豕庭-'?!扣 I」,<J'J! C丶，亦
提供 F少4沽＇輔導技巧自栻 ','f 。此：限和 rt',单福菡 (k 命 l~J丨料迂巾

L 辦，本院協睢。

教師退修會：做個學生心中的英雄

第．．雇澳門教帥叫： <;-J(,H'I j、) 2 日於瓦竹

舉行。透過Ir,{奇活動及涇乂，囧-+· 多位教師們·

同反省竹為教令 r. f午者 1勺真滅、火熱和愛心， ff

備自己在末來新學期的4冴至。

屬靈爭戰講庠

／月 I 3 日及 7 月 l'i 口芙國 \Ve、 lL-rn 丶 c111111ary 溫以淄博 t 以「信

徒也會破鬼附？」及「如何幫助玻兒附者」為題· 講解溉鬼如何不fii

地破疤教會及（，，徒生命。要勝過1瓦「il. 佑 11l必出過＾陷紮的't沾 而破

鬼附者如要得到釋放．乩-f徒收過得勝的生活, llfr -的秘訣足~'j 牛命 • - -

的「｝「交給基囧。囹晚眾會人數約共 I\ I·. 人才邵得到捉f'i!,' 。

IDI闞表.............................................................. _:·?:":: 

l 本人願意為「澳聖」及其;Ju:代祐

口本人類\\ t·'/,..ijc 內用以「方 .,t d\• 「澳聖」 1:'•;· 打湃為要
口每H 1 每．－個 H 口每1 年 :.J 1寸「 千獻 ''(' IL 
作為支持： fJ tell! 常荇 L JJ,/Jlj,l 金 「加I · 'n·1 0 <7J,,1r :,{ o·, 仙）屮 l

,q 薪津［其他

姓名（個 J,f /"..'('l): 

地址：

院訊詡!r. 編號：

f" .. " E , 

填表:n 掛」：

,''·"kt: A, _fr',,,, 「,£"''. , .. ,• (•. : 條
「·「 "」. :•, 丑 l 1 ,·,11,,,'' "'''-lkll I•!,:! 7, 梲牧隍丶

, •c•··.•、'!II .,_,, 



2004年度孟Ii~
感謝 i • 仞沅兮，，，及取錄莉牛有如下七位：

姓名 奮籟

神學學士科

劉展瑞（三年級插班） 澳門上帝五旬節會

梁壁屯（三年級插班） 澳門浸佶教會

許康植 澳門神召會

止 嬰（去年預修班畢業） 澳門路德會聖保躍堂

神學預修科

黃佩珍 澳門聖道會宏恩堂

哭芹慶 澳門平安福音堂

前任職務

本院同 T.

教會幹串

機構同工

銀行職員

文員

上廠工人

本即需要
新學期在即，同學及同工的增加

使本院視有設施不敷應用的情況

更為明顯。為增設電腦，更換系

統及購實鋼琴，本院約需

港幣七萬元。

如有感動奉獻支持者，請註明

「購置電腦／鋼琴」°

神學學士／基督教研究碩士雙學位諜程

梁錦榮 澳門基督徒聚會中心

較反刀字
學習宣教與文化約癤激

今年在朱,.:I;泰的卞上4本上像過去的兩年一

樣，除唱續學對束文外，找字要是下金邊羊僑某督教

教命及協助Carnb.、liaM的10n Outreach弔奉。我的上作

包括在教會屬 F的幼秤園 /,I;助芙文，：集及 ，術學名『故由，

在成人吲契分享信息及拜月負袁一次 日，＇：道霏，兮

年開始，找與些未藉＇古教士們到[廠內協助華人信

仰栽梠，叮 j:,J戈亦參f/iJ~鼎「福音钅叮，及护會協助甘,. -

位蘇格蘭＇古教士帶領的福音美語班，

，古教fAJ 文化衝激不是－侗

名＇尹的話.:fl' 訌？在相學阮上．

ll'. 教學课掌的時候，甚，2詞

族回文化、巽地巽文化、簡

f园 t--11 丶 tvl2 、 Nl3 、 r,14 H/rg 

邵允窣苫我的腦袋！但到「

實停在宣教「」月幾，，後，才

深深地鶻會到官教與文化衝激

是一個很士安的和 Ff, 在實＇戔中

本院同工

琊淑办

學習史非易爭！

今年足我在束埔痣育教的11·三年，其間的，f苲

歷，使我的懷l'l·-1:.列考駢，亦使我，'l'~f' 仰受 4-1」挑

戒。很多生,f,冊節，，，兑，U 未可亻1趣談 ·hi 晶我察阮

個人的·'I格，，全界接納丶＇？冊」、啕芍及愛心。例如

有一晚，我L金邃巾f'勺语「學td用正睡t与濛註．突

然~J·':k:小老LU是天在板跌冇 k的訂」l」，相 14戈

的臉卜爬過 屯冇人因九物｀乞刃缺將找以圓如＇」米

吃」＇ 」,;:'1'! 在父通方扣，街l的"J察會無理截寸

裴錢，我囚拒绱給淺In在恬烈的太腸 在中「勺'「. j' 

半小時。冇一次我閒')人十」探訪時. ,I寸天］的小孩子

不但 f:_. l玩，還的、'f-it~申 t.,I勺 1,f{ 西，找乂在另

泅村:·'學哼抜納村＇大1的汛 t 間·ISi闊仃n,11 弋

片。文化衝激f足了教成為亻丶珌走的路，亻丨牻夠湄'.:,,

咒地人福昔的好慮，這 切都是fr飴'i'-J ! 

褂淑英姊妹今杓見 1 如(, i/ J,t從神钅｀｀… 1/f 呆生· 華

人福音菩博籽－教」，职乂科大，，，本尻回」閾剪。



扁I消獄

鄭靈芝姊妺皐坏

普通話老師及圖書館管理員鄭筮芝姊妹，在本院事奉近十七年，涮於六月

底正式榮休。鄭老師一絲亻丶苟的工作態度和默默耕耘的串奉精神，為歷膈

同學同工立卜美好榜樣。在她退休離任之際，本院帥生同工於六月十六 H

假眾龍酒家共進午胎，表達對鄭老師的謝意和祝福。

同工變同學 圖書館

知去年圖占館回工梁亻和明弟兄後，今年乂有兩f,、I

現職 l百］工獲取錄辶成本院尿生。圖內節梁錦榮弟

兄辭載全時間&1' 習 維修部劉展瑞弟兄則部份時

間T竹，部份時間修治。

聯絡及拓展

H」文，：子姊妹在匕月 I 六日加人

澳屮隊「>職f,, 足騌咯及拓展

副 E仁 她在加？大讀且時亻口

L · 回占淳； 直在誤「'J出ii'菅

憊岸璈會及／服t.,'訂在澳門國

丨際 I大場任福t守中交;m管制員，

院長行程

李傑奇弟兄什八月 H 正

式成為澳舉圖內館高级管

理員。他在澳門下環官迫

掌眾會及服 'J; . 曾任中小
學老師。

楊饭恩院長於八月九日至十二日代表本院到曼

谷出席亞洲神學協會三年一度的議會(AT 1\ 

Tricnnial Cicncral f\s,crnbly) : 另將於九月廿八日

至 j·月五口到泰國參與第三屆洛桑世界福音會

議(Lau、11me 200/4 Forum) 。．

QJJ較jfijff 2004 年4 月至6 月（港帶）
收入

奉隠/; t;;; 常翡·
令＇這，國丹辶L

同工薪余

學費
租金及雜項

本期不敷

前期累計不敷

本期亻丶敷
總累計不敷

22~.I SR 01 
7 oll0.00 

XX.6<J0.50 \2-1.M、 , 1
<J. 147 50 
／立X0l'J01 
m,4rn.,, 

1,x .o、,35 

(I .\2,155 56) 
(_\0.40X JJ) 

(I 62.56.l.R9) 

支出

教務 I 5,3'!4 77 
行政 )6,30).71 
膳食及雜項 2,317 53 
约轡 s;i-'ti工 2 31)4,31 
同 L薪金 320.52X o7 
院舍維修 29.711 I 0 
圏冉 I 0,530.96 
設備 960.30 

4J~_os'l :Js 



詛囯課程
第一屆神學涉獾證書課程

今年仙浣彷佶徒開游一）ri全 f)ifi'J 「神學涉,/Rt,(J. ,'f課程」，鼓鬪（］叱求心缸自弟兄姊妹，每週抽出

一晚，用·年時間（九月罕翠年六月） · ;'Ii)J:lli.J~註1斤，，＼！程的且卡荷WI· 包话店木旳律學、 U尹幻及串「I}/

f.1 1 識。

本諶'.f" 由瑒t'屯牧帥tll 伍訊I乩 1'-f:11; 护 I [ l,f,i 前j. ri,/!HIJ遺謹(」 F际＼＇」氐淌「巾分 ~:1JIJ't/ 。此＇牛，幻

｀伊］亦 ?Ttli 料」、'llt't'」 H勅 tJ 及 'L,舌 ".~J,,,,, 汛， f l n I.' 」 '·i:1 F'l "" 0 

」慎用聖k至學f纪
Macau Bible Institute 

U1!/it'r~·,. •'r•r'· 竺 ！苔 liua 、, ,, I.,. ~ •Is •]• .. ,-" 't醚至L 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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