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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聖與你
吉兆頎

惑謝砷的恩典，澳門聖經學院的設立、經過兩

年的考驗，從各方面的印證，不但知道符合砷的心

慧、及時代的衙要 ， 更符合凡關心骨肉之親得救之

人的異象。因此在過往的兩年中，神給我們親身接

觸關心澳型的中西同迫在神那裏所得的啟示與嫻燬 ！

澁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更多。無論在精神上的鼓勵·

靈性上的啟發、教學上的指惡、經濟上的支援對學

生的期筌和親身的參與，都使我們不能不更加虛心

遵術和忠心的持守，在此求坐寶座的綦督，報答他

們的遠見與胸懷 ！

因爲有港澳及海內外中西同道個人及郾體的關

愛，使我們全體師生教與學的屯率，格外受到激勵，

知道我們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我們

的同工 ！ 不斷在釉面前代編，在衆教會裘與我們同

軛＇因而使我們常常得湝無法解釋的能力與供應 ！

使學生們體驗到他們張召奉獻的団際舺歷 ！ 所以學

業和生命的長進冇了平衡的發展。在車奉和恩賜的

運用上都存生了無比的功用 。在教會的實習中都發

揮出影煦信徒的果效；使接近他們的信徒 ， 輕易走

上了奉獻的迫路。不信的朋友和家人都接受了基督

的救恩！因爲他奉獻都是清楚而有憑有據的，信心

與浜理都受過嚴格的操練！所以明年要畢業的學生

都早已被各教會預聘了 ， 此市足以告慰關懷澳埋的

同工同道！

至於澳埋目前的炁要，因有衆人的關戩與支持 ，

和佰事們多方的參予，在人手上不再（象過去那樣缺

乏了，而急切霖要的仍然是院舍銀行的供救，每月

詬要港幣三癘捌仟多元，雖然我們没冇一次拖延過

、但没有一次不是查夜思想· 懇切禱告才能完成的0

同時每月學生生活與經常蕡的開支，最少要叁萵餘

元。我們在此呼顳關心造就工人的教合團體與個人，

你們若是有計劃地運用奉獻的恩賜，勸你們將澳聖

的需要 · 列入你們下年度的預算裏，作爲一個＃奉

的項目、參與一項新的聖工，作一次新的甞試，分

享一份具有特別意義I的祝福 ！

溴聖全體董事會議
感謝士的恩典，十月九日 ， 澳聖全體堇布不辭

勞苦 ， 來澳鬥召開甄事會議，對於教學與行政給予

很多指海與鼓勵 。會中通過添匱設備 ， 開放營地供

港澳各教會、團體，租作靈膠或會激使用。

開放營地

供港澳敎會租用
按澳埋院舍有一萵餘尺丶入個千尺以上的燭立

單位，可供國際性會議，教合團體或家庭式各項靈

修的塲地。特別適合靑年夏令冬令營地使用，分組

合班或分班都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也能提供泅師及

講員協助 。 凡台使用過的教會，都覺得是個好營地，

強過一般營地，歡迎各教會備用。

荃灣基立聖工學院

與溴聖聯合專題請座

十月廿一日至廿七日於澳聖舉辦。特請美國基

密工人神學院于力 ...r:牧師主講。每天上課四堂，每

堂一小時半，于牧師不但毫無倦容，且滿有上頭來

的能力 ， 使兩院六十多位同學，個個楽糯會神 ，如

飢如渴·領受造就 ， 毎堂課都得埋靈更新，事奉主

的心志更加堅定、更學了于牧師忠心的榜樣，這是

一次成功的講座，感謝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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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神叫我走寨獻之路 =年級呂沙白

我生長在基督化的家庭，神藉若這個宗教環境·

自小教導我不看重物質，唯祈求主的帶領，終生讓

主管理，我享受在祂裏面的滿足甘甜 。

八二年間，神慈愛的手奇妙地將我帶到澳門，

但在躪欺我詐的社會裏，我一時無法適應環境，生

活脫節， 一籌奐展。但我在茫然中極力尋求神，祂

垂聽了我的两告，給我機會走上奉獻之迫。使我成

爲祂的僕人， 一生爲主使用。

到澳聖後，在吉院長、師母及師長的教迫啟廸

下，使我明白作爲一個砷的工人，（是代大神宜告

砷的眞理0) 因此必須在聖經研究上努力下功夫，例

如聖糊原文和其他聖經知識，才能正確無誤地將福

音的眞理傳開。

另外，藉着晨更禱告，砷的霰在我們中問，使

我們的生命不斷更新，彼此相愛，以基督的心爲心，

謙卑到主面前，漂我們在那衰敗的日子來到之前，

好好讓主修理 。

口主愛栽培 三年級
谷艾莉

程保靄

糯文……你們已經脫去了舊人的行爲、穿上了

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象 0 西 3 : 9 -10 。

紳恩浩大·豐澤寰宇。二年前神興起祂的僕人

們在澳鬥創建了第一間砷學工塲—一菲督教澳門聖

經學院，開始了澳門神學教學的新里程。

學院的建立，爲決志終身奉獻事奉恩主的基督

徒弟兄姊妹提供了有效的訓練基地。對主耶穌在世

之時的恩訓：「·…·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的教導作出「實際的回應。

神恩廣瀚。我們禁主選召入學受造已進入第三

學年，我們與學院同成長，深沐主愛栽培，身、心丶

靈皆備受再造之盆。我們本身就成了砷奇異恩典的

見證。（且深感自身諸多軑弱，祈盼在日後被主修理丶

改造，粘煉純凈，在學習、事奉和人生之中靠主恩

典竭力進入完全，以致啡神的能力在我們的軑弱上

面更顯得完全 。 我們誠願在澳門聖經學院發展的事

工上面，祈求主；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 我們

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詩篇九十篇十七節 。 阿們 0

口從得救到奉獻 一年級束非

記得從我懂事那天起，錢就成爲我最崇拜的東

西，所以我拼命唸歪、賺錢以求找到人生快樂。誰

知忙忙碌碌半輩子過去了。 可是，人生仍然徬徨..

感謝 神， 三年前；耶穌用十字架光顯現，使

我無可推諉地信祂是帥。倘若，不是聖光顯現，恐

泊如今我仍是個不信的外邦人，還會在世界災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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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恩惠，使我不再愚味，走上奉獻的路，這

件事一閑始就遇到考鲶、誹謗、譏諷以及生活重担

的壓迫，時而使我痛苦，時而使我軟弱……。

我又在十字路口徬徨，粒着禱告神又堅定了我

的信心，我將重担交託耶穌，祂就爲我除去一切搞

苦。從得救到奉獻不是件容易的事，使我深深體會，

凡事要仰望砷，才會使我們遇患難不至於失莘。

耶穌說：「我是匪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唔裏走· 必要得祈生命的光。」我要一生一世跟

隨主的卿粽行 。

口愛心激勵 三年級鄧恩憐

感謝砷 1 自我蒙召進入澳聖受造就的兩年間．

雖面對功課、生活及車奉上的難處，甚至力不能及·

但我學會依靠那加給我力量的主·終於得到保守和

帶領。對眞理更加認識；生活上得到師長們愛心指

導，言教與身教兼施使我在靈牲知識和行爲上都獲

盎不少。

今年暑假砷知道我的需要· 給我特別的機會蒙

韓國東亻日教會李長老的支持，到韓國教會參觀和至lj

工廠實習H還參予夏令會通宵禱告會等。嚐到一新

的屬靈氣氛，到處遍滿了雄偉壯廑的教會·令人有

種主同在的感倪。教會長執們熱情愛心的欸待，彼

此有見證的分享和愛的陡懷，心靈中得到無限的喜

樂和靈裏的復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們那敬虔愛

主的心，凡出以主爲首，肯付代價追求，同心合惹

興旺福音。我最感動的就是他們愛中國人靈魂的心0

有許許多多旦夕爲中國代禱的屬靈勇士及許多把心

志和生命獻於中國的靑年，他們的愛心激動了生爲



中國人的我 ！ 使我重新立志，做個合祚心意的門徒·

將砷的愛傳遞給干萵向胞。

口成爲合用的器皿 二年級注酈眞

惑謝祚 ！ 在祂帶領下，我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份

進入澳門聖經學院，接受神話語的造就，這一年多

來 ， 在屬靈操練上與理經函理裝備方而都冇很大的

長進，特別是在聖經眞理裝備方面。（因為我是由

大陸批准來的，在大陸雖有追求浜理的心與傳福音

的心志，但因環境的限制，聖經和屬靈耆藉很缺乏 ，

傳輻昔又不自由。）感謝主奇妙的引領及預備 。

在餘下的兩年中 ， 讓神繼犢用祂的話藉院長、

師母、師長、同學們來裝備造就我，把我結成祂合
用的器皿，在地上廣博祂福音，帶領更多罪人蹄主，

使得救人數加增。

口只爲傳福音 ＿年級馮國興
感謝神的保守帶領，使我能夠有機會在理經學

院學習聖經的眞理，靠着砷的幫助，在這一個多月
的時間狽，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入學前我以爲來學

習是爲了加強自己對信仰的認識，經過這段時間的
學習 ， 漸漸明白到基督徒不（且要學習聖經的知識，

潔淨自己的行爲，更軍要的是完成砷交託給我們的

大使命，向澡，民博輻昔，使萵民做基督的鬥徒，我
們在适裏所學的是爲希傅福音，就會感到知識的缺

乏，就更迫切地追求、學習絮經的憤道，裝備好爲

軸所用 0 為知識而學是死的 ， 學習也是没有生命的，

更不合神的旨孖。

同時我也學習到另 一門功課，就是憧得和同學

相處，因爲我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

景和習慣，各有長處和不足 ， 所以我們彼此了解和

瞞心，藉若我們的共處，更能悶驗到神的愛常與我

們同在，感謝砷爲我們將來的本奉，預備了這鬥功

課。

口我經歷了神的愛 ＝年級周靜

惑謝神，在祂奇妙的帶領下到澳門聖艱學院受
造就已輅整一年了，向顧一年來的學習生活·苦樂
並存 ， 神的愛一直激勵若我 ， 砷的恩典夠我用。

在一年來的學習生活中，深深體會砷深厚的大
愛，神帶領我受祂的造就，但是有時人就這樣軟弱，
碰到學習與生活上的間題 ， 以致情緒低落，信心缺
乏。但當我開聖經 ， 神的愛就澆灌在我心裏，神的
話就像一顆飛越的流星 ， 撞開獄重障礙 ， 進入我的
心中，有一股叫人無法言嗽 ， 無法抗拒的激悄，心
中便產生了新的力呈，這時也更加體會到自己生活
在諍的鴻恩厚愛之中 ，也使我更明白，在困難背後

有神的愛，現在更加體會 ， 砷的愛天天在激勵，鞭

策，加添力旦給我，因是非筆墨、言語所能表達的0

回顧過去神的帶領，現在體會神的同在，瞻望

未來信心加倍 ， 立志一生努力追求認識祂。

口作合主用 的器皿 一年級符和健

願你們在一切屬簽的智巷悟性上滿心知迢上帝

的旨惹（西 1: 9) 。

奉獻伊始，我認爲只要有愛主愛人靈魂的心 ，
就可以負起傳福昔的使命，又認爲 ， 只要依霏主，

多禱告求主賜予聰明智惑。屬靈的知識就能在邊＃
奉邊學習中不斷的成長和加增。迢是我以前對享奉
及讀神學的簡陷看法。

進入娶經學院後，經過迥段時間的緊張學習，

從各課程不同的內容及複雜性，使我深深感砈到理

經與神學是值得學習，盡一生之力也學不完的學問 0

而且非靠聖饭啟示引迢，是不可能學得好的。聖經

都是神所默示的話語，也是神創造萬有及其救贖計

劃的依噱。一個奉獻傅福音的人，若没有學習全部
聖鑠眞理和缺乏神學訓練，怎能完成主所吩咐的大
使命呢？要使自己成爲合乎主用的器皿 ，爲主打

美好的勝仗，接受神學訓練是不可少的造就。求主

賜我聰明智苓在聖經學院得到熔煉和裝備，好忠心

服市祂 ！

口 祂頜我走義路 一年級張棄山

我出生於一個窮苦的家庭 ， 從小就立志要創一

番节業。因此千方百計逃到澳門，用不同的方法和

力呈來拼命賺錢，可惜在這現實的肚會裏 ， 用盡了

我全力，桔果得到了港澳同胞的虛名，不但賺不到

錢，反而失去了快樂，希望和前途都是一片黑噌。

感謝 砷，在我前途無筌的時候，釉耗涪信安

教會的佈道大會，使我聽到了輻吾，我認識了耶穌

基督文浜文活的主宰，祂把我從熙暗和罪惡中拯救

出來，使我得到了永生和盼筌，是金錢所買不到的0

從此對家人和中國大陸同胞傅福音有了負担，我決

心奉獻給 砷，求 砷帶領我的一生。在兩儔月前

來到聖經學院接受造就，正如詩篇所說，「他使我
的靈魂甦醒，爲自己的名引洱我．走義路」，在這一·

個月，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彰顯出來，在學習士和靈

性上有很大的長進 ， 還得到同學的幫助和牧師的關

心 ， 將榮燿頌讚歸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各位弟兄

姊妹看了我的見證，請爲我哂告。

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年級吳囑林
惑謝讚美主 ！ 賜給我這個美好的環境一一－澳門

絮經學院 ， 使我有機會受造就。院長吉牧師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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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活上給予我們每一個同學無微不至的關慨和

·照顧。無論是中外的老師，都是充滿愛心，不辭勞

苦地來到我們中間，將聖經的頂理教導我們。逼一

切無不使我們切身感受到主的大愛！主的恩典！

進入學院雖然只有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甜若

聖璪的幫助· 主正用他大能的手改變我，使我很快

地適應了新的環襪。來潰神學以前· 我過若一種悠

哉閑哉的生活，性格亦好動，幾乎毎天都要看電視·

平時也有抽姻的習慣，偶頭也喝酒，經常是睡到很

遲才起床。主的力旦図奇妙 ＇讀了神學以後， 這些

不好的習慣都改了。現在，除了每日利用飯後湞一

份報紙外，我已把全部精力放在學習上了。我要盡

心盡意在主面前追求。

雖然我在成年才信主得救，過荸普徒的生活時

間短，對埋經眞理也不熟悉，有時上課難免聽不懂，

但我願意將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謙卑順服，

憑活信心，藉若埋靈的莉助，好好受造就，將來更

好地爲主做工。

口 裝備 二年級劉怡禎

在神極其豊霍的恩典中，我進入澳鬥聖經學院

巳一年多了。在迤段時問裏，砷藉滔院兵、師長和

同學們對我的勉勵和教迷來造就我，也藉若十字架

的功課將我的雜質除去，使得銀子出來，可以給銀

匠我們的屯耶穌做器皿。記得我曾有一段時間認為

一個傳神輻昔事奉釉的人只要熱心追求砷就可以了0

但經過一段時問在聖經學院的學習和操練，使我認

識到一個要傳神福音手奉神的人羋憑熱心是不夠的·

還要加上聖經眞理的裝備。也使我看到，正因神所

賜給我們的恩浩大，所以「我們要分外的殷勤， j

求砷繼續用祂那全能的手來栽培我，使我在聖輕學

院裏更謙卑地學習，讓聖靈一直保守我在神的愛中·

也讓聖靈引洱我在「外頭預備工料，在田間辦理整

齊，然後建造房屋。 J

口 生命的重整 二年級許朝頁

以前我這不冷不熱的基督徒·絕想不到會成爲

神未來的僳人。 一年前的我還是一侗没艮心的推銷

負．把不到今 U 成爲推廣福音、擴展天國的工人．

這都是砷的大能把我改變了。以前不敬畏神的我 ．

拙口笨舌· 思想無聊，做事漫無目的，眼光短淺。

但自進了聖經學院後；接受神的造就。蟑瞬間一年

了，其間所學的實在非常充實和豐富，逼使導致以

前散漫的我要與時間競賽，使我充實並改變過來。

在佈道會的文習裏使我笨拙的舌頭說話比以前流俐

得多。我無聊的思想得到神話語的充實，又使我的

人生更有目標· 就是一生榮屬神、感謝祚。因爲我

們把生命放在事奉永生神身上，將來要得永恆的賞

賜。

我覺得澳門塵經學院是澳門文化沙漠中的甘泉·

既然這樣寶貴，使我更加把撰時間在翌經知識上裝

備自己，不只學習知識，還學習拯救人的生命，就

是藉若實習把所學的運用出來，范助心裏没有某督

生命的人。我深信神會繼續保守我這事奉祂的目標·

好叫人因我得幅，且將榮耀豁給稗。

口另一個屬靈的家 一年緑馬知地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掌讚美進入祂的院，祜·

感謝祂、稱頌祂的名，因爲耶和華本爲善，祂的慈

愛存到永遠，祂的亻日實直到高代」（詩 104 : 5) 

感謝主，祂不（且揀選了我，更呼召了我。我在

澳門聖糢學院短短一個多月的學習與事奉生活裏，

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主的愛是那樣的奇妙無比，對於

我這樣一個遠離大陸親人來到這裏的人來說，彷彿

又磴身於一個溫暖的家鹿，主內的弟兄姊妹非常關

心我，學院院長及師母更是從各方面密助我，爲我

解決生活上和华習上的困難，使我能亳無掛念地專

心學習，雖然學習生活是那樣緊張 ，休息時問少了·

人感到疲乏，然而我卻始終感到心中充滿喜樂與 7F

安，特別是同學們愛主的見證常常激勵我，使我典

是唔到主的保守和看顧， 一步一步按照祂的旨惹帶

領我們，使我在聖經的知識上充實許多，亦使我在

靈命上不斷地長進 。 「祂的手必引導我，祂的右手

必扶持我」主阿＇眸曾將稀的命爲我捨去， 又呼召

我來這执學習，我的心要讚美妳，唯求這使我在一

切事上仰賴妳 。

口 溴鑿 一－屬靈的母親 二年級張仲義

自來學院至今，因神奇妙的恩典，使我覺得與

誹越來越接近，因為當我們眞正得茗耶穌、眞正進

到祂裏面的時候，那麼神平安、喜樂和奇妙的力烏

眞是語言無法形容，能改變每一個屬砷的兒女和能

改變人的意志。

一個没有經過操練的人，根本無法得到這種奇

妙的輕歷，感謝砷的恩典！祂揀選我進入澳門聖經

學院這個大家庭裏接受操練。祂先用十字架給我來

個致命的打擊，使我整個舊人完全地「死」去。新

的生命才彰顯出來。

當我來到澳罪這個大家庭，我發覺神是那麼愛

我，祂爲我計劃了一切，給我經歷了種種的操練。

澳型這個大家庭對我來說，是我的屬靈母親，因她

首先用奶餵我，慢慢地教我走路、教我說話，就（象

一個母踝看顧一個孩子一樣。有母親的教訓、愛的

貢駡。我發怨言，她没有撇棄我，繼續磨煉我，就

這樣慢漫地帶我長大..…,o 

每次當我來到祚面前的時候，我只能說砷啊！

我感謝妳、讚美妳， 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妳，阿

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