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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三月 第四十九期

Bil_更訴中嚀~?
相l.t及1版：長

回歸 h年的溴門 ， 舉世觸目。中文《關）十l週

ril 》與失文《時代週刊》(Tl~IE)近口分別以封血由

題頌揚泅門特搞的成忧和樂設的前眾。人們苦遍

相信，泅門會成為區內的娛樂大＇草，光彩更脬拉

斯准加斯。當對岸的政府被批計得灰頭士臉，乙

秤，．，＇［邊廂卻到處歌舞昇平，人人笑逐顏開。

緊朵背後，澳門訂多有心人，包括大品份

教會人仕，卻是度心1中 I巾，不知那欽定的記頭

行業，將會帶領澳門人陷人何勻深淵。若況賭

＇；「，流－海甚洙，私開賭比興氕，／＼皿＼＼＇飲旳1/: 渴，

試問捨此又有何良方妙鈈\ ' 斛決 h 丨臨奧門人

的牛訓問肥？

既然交不出－涸科代方空，找們除 J't.「，頭

歎息，就只能獨善貝身，儘序避免與賭業沾邊

,;u (。然面不久前我讀到·一本冉，研究祐年西教
十反對祀片貿易的事 ，叫似＇「能刺激我們作一

唱反思。

值什吐己的足，常 1專教丨為著中國人的好

處，本)J;'f,'.,仰和道德守場，百折亻；拉地堅決反躬

之時，「中國旳＇自員和耗百姓 ' .. 卻以種植罌

梨和吸'1引片為正常生活」{ 16~ 頁）。

今 H 看來， 4月片之為禍年有定；］＇＂，毋府爭·

議。然而菡日不聶漢回回臼，抑或中園＇呂場，者1 ;

h人訌滔」屯辯，為＇但片貿易保的護航。担','上，

霍年躬片貿易與英國'/;'(儒硒i",有石器枳錯節的悶

係，里要性比謚今日盃，印怛「」會對香港的捐獻，

澳門的彩税釘泅叮）車1社的收益 ， f、 f皇多訊。

，,菡日來 a\¥r屯教上反积所需要的「＿、勇丶

智，今 t:l-flfl<'J港澳年人教會有沒有呢？

品b1,:f 1r : " ,1J, 11 L,;; 杆 /'ic!相汛澶 l艇怛片貿易

的鬥护｀。序，仡占心出版 N: . 'UUI"

殷都說西教」產I '鶺片焯船和即艦來

堆，彷彿傅教十與躬）｝坪販都足.,,.之貉。

本內作者蒐止了大這歴史杜」,,f ' 洹明咆大

數來羊 (Jt}教上，都下惜與財札势大的鶻片 .,,.

商正而衝突，昭決反對榭片貿易。屮官 I: ' •

伷教上不但積柞宣伷躬片坪齿，助人戒I凈
l 

紓，史在歐文發起反躬速動，二祐四次户

英因國會立法，？朐。



密集課程

04 年 11 月 2 曰一 12 日教會兒童事工

香港九即城浸亻言會兒幼

部的同丁陳婉傲亻4通、

蘇沽然傳道及劉惠珠1專

道為本院講授「如何在

教會成立及發展兒窋市

T」，豐宮的貨物教材

及互動的教华法使曰果的氣氛非常輕鬆及愉快。

05 年 1 月 10 日— 21 日中華文化概論

若要向華人傅福音，

須先瞭解中范文化。

工懋軒教授為報瀆的

教牧同上及神學生剖

析中華文化內涵，並

從信仰丶'l場對文化作

徒。苦難臨到

時，人未必能知

道原因，皆因沒有全知

的權柄。從詩啾智慈害

中可學習在,',「難中該想

些乩麼，如何譖美及哀

求神。為增椎「神學涉獵誇唐學只彼此間的認識

及感情， 05 年 I H 28 日學院在「容旺宿舍」為學
n半溜了半 H恰，內容包括詩歌、遊戲及燒烤。

/\ng,c 「布 ~'ii.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研經比較亻」興

淑，喜歡知識與實踐並重的學習模式 ， ，］（，認識到自

己將來應在那一）」血好好裝備去市奉神。」

教師培訓

04 年 12 月 3 日一 11 日基督教學校教育概論

彭孝廉博士與本澳的基督徒 .... 

教師探討某督教教育的聖經

出批判。梁柏堅弟兄· 「中國文化雖很奇妙及偉 基礎及人文主義對教育的影

大，但與基督教的真理相比· 仍足有缺憾的。炻 暨，特別從塑經角度看基督

種認識幫助我對屯物亻4出正確的判斷。」

信徒培訓

徒教育工作者的魚色、態度

和實任·以及其在教學、輔

導和福音上作上應具有之基

04 年 9 月一 05 年 6 月神學涉獵證書課程 本觀念。李小釩老師；「找

該課程已進人第二學季， 04 年 ll 月 2 日學院請了 第二次讀有關課程，亻、但加深了對基督教教育的認

鄺炳釗博士講解如何從詩歌智尪世學習申對牛命 識，而且明白到理論與實踐的屑面雖有相芷，但仍

的不如意市，該課以講座的形式開放給全澳信 是要向著理想中的教學H標去做。」

日間密集課程

希伯來書 4 月 11 曰至 12 日

普通書信 4 月 11 日至 15 曰

啟示錄 4 月 18 日至 22 日

導有iii : 沈志飛博士（美國浸佶會全球性宜教士 ， 前

忝港浸佶會神學院教務主仃）

神學專頲講庠

屬靈領導 4 月 12 曰

講目 ． 沈心飛博丨 一（美同浸信會全球忤宜教士，曲

季港浸亻i,~神伊院教務I仟）

墓督教神學發展鳥瞰 4 月 19 曰

講員 ． 余達心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兵及教義

神华教授）

華人教會的過去現在將來 5 月 31 曰

講只 ： 梁家麟博士（建道神學院教授及候任院艮）

註：以上各講座是神學涉猥謅2課程的公開講座， J/!jj

一晚舉辦

知道與行道的藝術 4 月 15 曰

溝員 ： 沈志飛博士（美國浸f言會全球性官教士，前

香港浸佶俞神犁院教務主任）



宣教士訓練者感言

生命影國生命 龍維耐醫生，蕭念仝師澋

籠維耐醫生夫婦是沒信宜道會宣教士，從4跨文化宜教士訓練已有20 多年。 龍維j{ijj竪＇／；足本院在']{ 。

「我們…因佑得進入現在所站的姐恩典中…就是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宮的，因為知道患難牛忍耐…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布我們心裡。」

屈指－算，自95年至今我們在澳門一共住了-f

六個月，坐過姜不多一百次港澳飛航船，和六位訓

練導師用了叫百小時為學員代褔，印發了三萬多頁

溝義，生日會也不下幾十次。除授課外，從早到晚

師牛們議論的和實踐的都是宜教，都是人生規劃，

個人生命突破和固隊技巧。 CCT(Cross-Cul tural 

Training)意思是跨文化訓練＊，也可以延仲為關顧團

隊 Christian Care Team 。丨·年來，共有 286 位學員接

受訓練，如今在亞、歐、非洲和太平洋海島宜教，

有的已可稱為資深宜教士，有的經歴不少磨練，其

中一位姊妺（第三屆）在未上工場前患病被土接去

了。我們和其中一半校友都藉褡告信、 email或探訪

工場保持聯絡，短短·個月的 CCT為何把我們連結

得如此深庠呢？無他，乃因為彼此是天國路上的客

旅，共同擁有一份「以工場為家，回來述職，卻又

近鄉情怯」的遊子之心，我們是同路人，十年不

見，一下子就可以談得很深，甚至相擁而哭，或－一

同開懷大笑。 CCT 不足一個月，也不是一個課程

(program)• 而是生命影癌生命。

澳門、澳聖實在很適合做跨又化訓練中工：

多元文化，城市小，可以很快掌握城市立教的策

略。地近中國卻保持深厚葡式作風，小小的澳門

賭場林-t;_' 姐都給學H莫人的挑戰。

近年來CCT亻昔扭兩位資深宜教士輔導員，和

一對專門教導人際關係的考師，加上十多位五教

界資深人十合力，不辭勞苫坐船來教導，才有這

豐富的宜教大餐。繼往開來，深深祝襦日後宣教

同工能持守愛護神所托付我們的同工、學fl' 諶

卑靈的大能

在他們生命

中動工，站

穩有神恩典

中，不午羞

愧，常常得

勝。

勺自 1995年起，本院與香港圭傾市工聯會合辦跨文化職

前訓練課程(CCT)• 以帘助宣教士在新的文化中有效地

生活及事本。

圓甑表....... .. .......... ... . . .. ..... . ... . . . .......... . ..... . ... .. . -:~ 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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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戸fJ 口每三個月口每半年 口每年奉獻＿幣 元

作為支持： 口經常費 口助學令 口團古館 口約舌亞（萍傳）事工

D 同工薪沛口其他

姓名（偏人 1教會） ：

地址 ：

院訊譜名沮啟；

電話：

填表日期：

七F「面l,nR ' i!!!門聖C孽院,l.l(\IAL\t Bllll.Fl:-.,TITl 'TI ' 」 ，缸直接存入本院在澳門／香港之銀行戶口，然後寄回存款收楳·
鬥 k亨銀行f•[l ,i! 面）如2" IT, • 漬Ttt:1 '~\l.l辶II< 香港恆生銀行戶口（港常） 283-258572-001 (可甕免税收鑪）

Ci, 

組朝,ti,l,l 掛懷恩、楊吳多里、歆鄖麗隅 -,Ii;文吞 徘版許至琦



牧職實習感言

學以致用 ~-同成—神狼荸士血年級生

在回屯過）~:一年寅古＇的過程，特別足在教牧屮T的體臉上，有很多值得感恩

的¢'Ii~ 。期間所經肝的－切人與事，對個人生命的成長和車奉有莫人的助益。

貞習是每一個神學牛於學習期間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而選擇和抒扎足必

然面對的市n 。要完成品一課程，不（_t於遠擇＇貞齿教會是否止確，亦不在乎憚111:

掙扎程度的大小，叢重要的是盂有 顆諍卑受教和甘心服弔的心。若能足樣，知

識及實踐上才能」年生且相融合的果效。

沒有「I踐，知識仍只是課本 k的知識。因齿過去在香港有五個岸期的牧職實習，才可真正感受宜

教士(t外的孤寂。那思鄉的心懷足何等的激品，道些真宮的感受遠超於從羨傅學的課堂和占本所學到

的。 年多以來本地教會的牧職臼亞習，議找石到那位披帶侯人樣式的耶昧，亻、再只是在聖經記載中出

琯，而足真實地、具體地、活生生的，從教會的牧者的身上出璣。

要將從課常七所得到的知識融會頁迎，只有透過1割踐，才可使杏本中的＇；嗶］純化成自己的財霍。

四年的神學裝亻:fli' 知識無疑足加增亻、少，然而，若缺少學習期間的實習，學間將仍只足別人U勺學問。

較反刀字
還看我的三千九百曰

黃品儀

我行試以「日」!.;,單位，」、數算串Yi,的牛 ift 。紅一日都是新的，對我來説妃十分正iJfi. 疝表示找
三¢乏 －、

仍有极會」」改變和做得更好．，旦、鬯典。＊懷我在牧會的年 H襄，活到很多芙妙的事1、占 ． ， 這起點幽滴滴

在 1、片地滋潤祜找，鼓勵箸找的心盪。

我石到困難：申奉愈是貼身，愈是體會到困難是不會消失的；不過，它叫我愈靠著

上· 找亻、求 L拿，七它，但祈求主賜我更大的冒險祐神，去越渦＇它。

我看到不是福汽的硬地 ． 這塊上地盅要人用心上開墾，用適淄的方法去栽稱 不少

人在不同的範窈中努力，我看到這地的人心仟変，主的手在動。

找石到教會的木來 常基督徒對自己、對教會有期望時，這就大不同了。工期

找們對祂有期望．會來愈多聽到澳門基督徒J f: rfli地講論教會的未來，我愈加愛聽5

.、 、 、 "'" r 我看到自己的末來 ； 自己能(Ll的T作夾有份，足很榮下的，辶足貞心活。到
. . . 

找中年和老年時，會有數不盡的故中與兒孫和新的會友分享，我等待著那日了
丐

我看到中奉主詛我保持年輕．對中物和人要有好奇心，我對車奉仍有（且木

的新咩呤 ； 年輕人要仔P,k.'的忍耐與竪持，我仍在學 人近中年，小心不變應茁

変的態度，我要預偏好主的改岌臨到我。 ; 

` 找石到很多的事是找仍未石兄的。忻，」；「，演我未來事奉的年日｀有謙卑

的心，在纘去看清祂的心，祂的計劃。

」月夥俄姊妹為卜尻 1\/\/.Jq 神钅•!伊」 ffi}ff/:j 、 I(相教研究碩十兼讀生 ， 澳門協在芭．｀

,,.,.-. 



_ 
2004 年財務簡報（港幣）

總收入

總支出

不敷

累積不敷

I .~<J.\507.00 

l,515.417.00 

(21,<JIO.OO) 

(204,204.72) 

2005 年經費預算

澳門聖經學院沒有政府資助，學貲及其他收入大約只

夠本院文出的六分之一，其餘六分之五的徑賀盅由信徒奉獻

支特。由於大部份的教務同工是來澳宜教的教牧同丁>他們

以義務性質於學院服侍，使本院的支出常處於最低額。

2005年學院需要 為維持學院的基本運作，需聘請教務主任、半職維修技工及圖書館助理。由於

同學及弔工的增加使本院現有設施不敷應用的惰況更為明哨，需要購置新電腦和軟件。此外，本院更

盂屯新規劃美利閣辦公宇的位置及用途，並計劃在暑假期間進行維修工程。因此， 2005年全年的經費

預算為港幣 2,263,200 元（未包括 04 年累積不敷），平均符月盅為約伐約港幣 175, 1 00 兀°

05年經費需要
--- ,.lsl.'I 、即

'1,204.20 

我們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並誠邀你以掐齿及奉獻支持澳聖神學教育事工，共同培訓時代工人。

RJJ政珩泅 2004年 10月至 12月（港帶）
收入 支出

奉獻經常貲 195.812 97 教務 39,027.0 1 
约Z亞iiL 7,800 00 f 」·政 59,082.28 
同工薪令 50,271 00 胳食及雜項 7,428.11 
助學金 4.612 00 約」［而*工 I .')62.31 
裝修 2,425 00 同 I薪金 241,851 04 
設備 8,000 00 277,920.97 院舍維修 3.027 37 

學省 61,478.75 圖吉 8,681 ,19 
租金及雜湞 42.311 36 設備 10.34340 

本期盈餘 10,.l08 07 

38171108 381 711.08 

前期累計不敷 (214,512.79) 
本期盈餘 10,308 07 
總累計不敷 (204,204.72) 



消雋與ft鴯
I. 感謝主梢領本院順利獲得亞洲神學協會(ATA)學歷認可(accrcdit.ilion) 。

2 阮長特別助珅歐鄭股鳯女十(i'vlr丶 V~ronica Odom)....:: 月起敵職，隙夫婿赴東歐工件。本院在此多謝

Vcronicn 一年多以來的貢獻，求中引導他火婦卜一階段的屮本。

3 四月份起本院特有－迪串特別課程、講座和康會，求主賜福使用。

11. 2005 針全年經賚預算二百二十餘茁，求主預備。

5 已冇人奉獻涪l頃~+鋼琴給琅院，感謝主。

ili fj! 用聖.,i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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