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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Year 
from 

MACAU 

"Principal Chi, when did Macau Bible School 
begin?" 

"We began accepting students in October of 
1982." 

"How did you start?" 
"It began as a burden in the hearts of the 

Lord's people. As I travelled in Taiwan, Hong Kong, 
Macau,and also in the Mainland, several leaders and 
co-workers shared that they too had this vision. 
'Macau should be a place where young men and 
women, called to the ministry, could receive Bible 
training."' 

"What would you like the school to 
accomplish?" 

"Thls school must be faithful to our Lord by 
building the Chinese Church, equipping and training 
His servants to preach the gospel." 

"You speak of building the church. In your 
opinion, what are some key needs in the Chinese 
church today?" 

"I see three needs: leaders with a burden for 
evangelism, pastors who have the heart of a shepherd, 
and servants who are willing to spend the time 
necessary to be trained so they in turn can train 
others." 

"What are some of the problems you face with 
a school of this nature since your students come her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Our attitude here is that they will learn a lot 
about the ministry 」ust from living together at the 
school. We do have some rather lively discussions at 
times. It is not easy to get along with everyone. But 

that is what the ministry is all about. Learning to 
minister to people is central to our program." 

"Is there an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ose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the 
school?" 

"Can I share our current fmancial situation?" 
"Certainly." 
"We have a monthly expense of US$2,600 

which goes to pay for the property, another 
US$4,500 per month is needed to meet operating 
costs. We are asking the Lord's people to be in prayer 
about helping us meet these two expenses." 

"What really excites you about this type of 
ministry?" 

"We are training servants unable to receive 
theological education were it not for our help. When 
a laborer of His is clearly led to study here it is very 
exciting. As their level of training begins to match 
their level of committment it is rewarding for all of 
us. An effective servant needs both." 

"Is there a final word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ose who are praying about this work and the 
impact it can have in the Chinese world?" 

"A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w Year I do wish 
to extend my thanks,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to our 
co-workers wherever they may be. The Lord has led 
Chinese and Westerners to labor together with us in 
love. The Board has been a particular encouragment 
to me personally. I also can't forget those, who 
though- they are many miles from Macau, continue to 
remember us in prayer. I would 」ust like to wish each 
and everyone God's best in the com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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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 知）!/Jf/1 !1的 1 安返回家鄉，智 'l'i Ji1h11-{_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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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

澳門聖經學院

澳門 塊位於珠1 角洲外竭的 L地，乩

6;/[和路環出個沁勐tr~來也'·'小過 i; 15. 5'I 力公

!f' 但卻居（！伊」 hi厲）因民，可fl],_ 世界「人口

霹変如高的地/,:::';,, 隗細」 '1'」地力與,,國（國\: f; 敎
敎會歷史 1」石小可分割的 I槁係 J }L( 、 L1t弟 位

來•¥~ 之',.~敎 I· 」禮.!th\\ t. 抵心IJ!f"J, 並艮閒翩勺L

l 及翻＂；罪罰的 l f'! • 他h中國博迢 !I iJ有後,;,QI

接 L, ,t 迫tt:')f)J,i,於 ,111「']供＾憑己。屻纈＇」％

位」k督徒 店\°;」， ,fJ、 J,'11 澳門 In t 11 接受水玲

的

澳門雖然在 I九 /II紀仞已 fi l•b\H伷人， 11 疫

成 1;t,i[,\ iS的根捒地，但今今人，梧恰敎!JH~;澳門

的），,;1心f1I '.ii.: 的屈脬丿）。 (i, 」徒人數低於自分之

岑"'·',四）， Jt 十， 個最人＇｀＇」原囚足敎 4 L}, fl') 缺

之。敎會囚缺乏回 I' 以 i''I> I u'{只 (r .. 料持＂

历臥熊 h卫能 1」所擴展 L

為「解決敎會的·.r., 要，亻日ifi1J 多以前，澳門罪

秤l}l阮終於開辦「。 A 所 fl 図(1] 來的b} (, 簡翔

的設備及 1」心，L、澳門敕會 ·H l的同 I 凶1 日開始 f

第學年 Tl、~,,'品 j~會憑(d心以分 tllfJ歎

方式囧「現t1I 。 , u'(以來，邵石到聖輕學阮在 砷

的看顧之 F, ~ 漸成反，曲第 届學4將在本 iJ'-;',

月間畢棐。

然面什承擔澳I"!聖經「}l院的·]; 奉上， ·丿」面感

到砷的祝瞄，而另輝戊感到」＼仟 1Tt 人而戰兢，

因此亦WJ'l.覷心澳門聖經「州院的人仕.,.,」分 'jf 及分

扔我們的心佑。

人「的欠缺，似乎妃中國敎會」＼ 「,;lt布對的問

W· 到 II 前為 ii:. 砷在擔ff卑科的老師士都給我

們預錨（泅,ij 的向「來j~,'l 。 ffll阮務）｝血，則只亻1

古兆启牧師術力承擔正緊 ,rr的 .Ml:· 我們傾希宅能

有人在敎務或院務 I: 分捎他的人任 ，也晶你為呾. :j~ 

代禱。

在約衲丿i面，因為沒 1」固,1:的奉獻收入，伊 1辻

月均',h,應付銀行的樓款及根院常找的支出約七祛」

闞，為此也希竿你紀念卑院在輕而上的',盔要。

冉名，也語你紀念每·位老師及回限的阪性及

身體，並學習的心心與在各敎會的卉習J作，以令

在你們的女抖卜，完成「受造乩的階段·投身在上

帝國度的布工中，拯救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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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煙下懇祈求 ， 讚其終宵未肯1木 。

贏得主患4辶止境· 勸君更J:.一層樓

保羅這次在特羅亞的三層縷J::.' 又領了一次的

奮興會，打了一次美好的仗。我們從他們這次聚會

的當中，看見了有恩主和他們同在，有聖亟和他們

同E 。特別是他們聚會的那座樓上，實寓有屬靈的

意義。三層方舟有救恩。（創七：）芝層天上有樂

園。（林後十~: 2 一 4) 看哪！特羅亞聚會的那

座三層的樓上，不也是像方舟，像樂國麼。

一主H聚會

七日的第一日，他們在那座樓上聚會擘餅，守

主的聖日，守主的聖餐，运是多麼要緊！我們從死

裏復活的主，砷巴不得我們每個人都與祂一同復

活。在主日 ， 從祂面前領受靈糧，領受恩典，領受

能力 0可惜有許多的信徒司、但平時不願參加聚會，

甚至連主的聖目也不守了。他們不是忙氝 ， 便是閒

懶0諸看特羅亞＝層樓上的信徒們，他們聚集一堂，

唱詩祈禱。保羅將這聖餅，以及奇妙的眞理，和恩

惠的幅昔，都豊豐富富的擺冇他們的面前，與他們

同來記念士省察自己。他們該是何等的敬虔，何

等的 U甜，何等的隹福！凡是在十 H 运一天，像他

們這樣親近主，到卞跟前的人·士就特別賜幅施恩。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復活升天的 t:, 再來的 H

f近（： 「你們1、可停 lie柴會，好像那些停止慣（

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Af臨近，就更當

如此。」 （來 j·: 25) 特別是在士日 ;a: -天，要

記念 T為我們捨身，血又爲我們復活，小可忘記祂

的恩典，小可不到祂的面前聚會。

二次U起行

保羅囚為要次 II 起行，存那座樓上，就與他們

講（一夜，庫到天亮纔走 0這是他第芝次出外佈道，

第－次到特羅亞，也是他與特羅亞的弟兄姊妹們，

最後 次的聚會。因爲他此太以後，就冉沒有和他

們見面了。

主文無逯券，人生有劇難 ，

前途多 胭隔，後會自難期 。

摯餅赴今晚，培主正及時 。

天程丑似矢，奔跑敢速疑？

這 首詩，可以說是保羅當時的心聲。保羅辛

苦勞碌，書夜作工。任重而道遠；今夜有今夜應完

的事工 ，明天有明天應走的路程 。主把福言託付我

們 ， 我們于中猶如拿一把聖火，要晝夜不停的向前

傳遞。儘管擺在你前面有許多的攔阻，你還是不可

停步，不可餒氣！耶穌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出就成全了 。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

我必須前行。」（路十二： 32-33) 馬丁路德說：

「雖然沃木斯(Worms)的魔鬼·像屋瓦一樣的多，

我還是要往那裏去」保羅就是這樣，他明知道在各

城裏，有捆鎮與患難等待他，他仍然毫不懼怕，向

前直奔。也不以性命爲念。啊！ 一個忠心於主人的

託付，有責任感的僕人，是不怕死；而且也是不貪

愛休息的。像亞伯拉罕那一位最老的僕人一樣，跑

那麼遠爲以撒娶了妻，在利百加的家裏僅住了

夜，次日 早晨就起行。（創二四： 54) 一個爲砷重

用，被砷差澁的僕人，不到時候，砷也不讓他休息。

像以利亞受逼迫時，躺在羅騰樹底下一樣， 天使對

他說： 「起來喫罷，因爲你當走的路甚遠。」（ 王

上十·九： 1-8) 親愛的弟兄姊妺們，主前面有許

多的工作， 等待你去作。貞任重大·路程遙遠，起

來行罷！怕甚麼呢？「疲乏的·神賜能力。頼弱的，

祂加力暈……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

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

乏。」（賽四0: 29一31)



三好些燈燭

他們楽會的那rt摟上， 1」 llf Jl只燈燭 。 使我們從

J.'!',,J,;,!; 裏［布， 6 出好此，；C光來

() UHJJ-~ 燈燭，太明桜 l-.14' 滿．保羅品道，人

h能力 。 他以前廿到過此地 。 袒 － 大 又 足 I 的聖

II, 無疑的，摟 u,衎喦「人 。 石II/JI\! l的恩典總足

滿滿的 。 祂變出來的酒，滿「六 11);1 。 他剩下來的

餅，滿了 t · ....:.個籃「 。 祂啡西「']}ff 來的魚，滿「

由也船 。 L的恩典，既足滿滿的，所以祂盼達皰敎

會得救的人，也要滿滿的 。 你敎會楽會II.'」，還亻1~

／十隘? I今 人 h品吩咐你說．

「你出上到路」＿．和籬笆那X· 勉強人進來，坐

滿我的屋「 。 」 （路 I 四： 2:~) 

仁）有好此蹬燭， 1<明罪成光!\/:\ : 「 h 七炁火燈，

n布）生前四石， L燈就足砷的七':ei ,」（ 啓四： 5 ) 。

那些燈燭，四H~聖成之火，在那I小樓」，焚焼，光

照（。＇「多人的心 。 今人求聖盃也光照你的心，叫你

在砷面前布察 n 已 。 4~nlj. 「你們的光，也掌袒樣照

在人前，叫他們石比你們的好行爲，使將榮耀歸給

你們fl. 人 k的父 。 」

口有好比燈燭，人明捨己+獻 ： 燈燭小先焼燬

本身，就小能發出光來 。 燈燭:(1那座棵「發光，小

足爲「燈·燭本身的 i~,堡；乃足 '.,-t;仝捨己岱砷，捨己

為人。巴亻、得你像那此燈燜 樣，捨得你本身所亻」

的 －切·細論足你的財物或時間，你的聰明與才智 。

都要完令本獻與, . '放在 1.(l'」脾前，為 1使用，榮

砷益人 。

四保讎下去

本來那沖棵上的柴會，足」I '',前安 h和(Jj厰肅的 。

充滿「私樂，但 ·到 ｀「夜，樓 1:棵下的人都發慍「 。

咕！少年人猶推占掉卜榎跌死（；然）fntH曲藉名那

t」( ,在多砷妝奇 ·Ji' -位人 1l能力的僕人，仗徒保

羅在迫裏，遠怕乩麼呢 ？ 現冇特胖亞的弟兄姊妹

們，只有·個盼笮，就足保羅卜 l.. . 來挽枚跌死的
猶推古 。 保羅說． 「有誰較弱，我1丶軼弱呢？有誰·

跌佤，我不焦，急呢？」於是他就「去， i大在猶推占

的身上， IIIJ-猶推古後活「。石哪！從前在撒勒法，

叫＇＃婦的兒 rw活的砷跆， ( l I I 七: 21) 如今

又在特薙亞出現「，詛足奇妙！

（）保证下);:; • 就足古訴你：在講桑 卜面名迫，

固然要紫；在#, ,,t下 1f1i幻頃，把 I :復活的人能，

活活的見漾出來，始明給衆人石，叫衆人信心，越

發得以堅固，則史要緊！你冇沒亻」（象保Jij早樣卜 A

行迢，來扶打人，丸助人呢？

( :)保羅「 cl... 就足化訴你 :'it'謙卑愛人 。 如果

你講道， 1」 人在像猶推占那樣睡覺，你就要用愛心

上喚醒他，小可存t圣他石小起你的心，覺得他沒亻」

社泛聽你溈迢，值）你就向他4 氣 。

I I坏 i_,. r L , 他沒; .Jt 狷推 r uw<I tit:,、 iv''

樹 I<! {」比、傷 ； 他 '',J,'·Jt : I 也,,」漵也速{'rJ: I 

保社＇吐釕'」.」 -· I' ,, ·1·','」蚣 i,'J,'·I 及的 '!/iftll

訌~rn 屮（分，，」 (I(" 邸j」化 ('I ,Jl'~ 你 "'A 要

tu] A ['Jj'} 似，說 't柢 Ill'A~ 靼'r,. l, I'·i1 I、 -l°" J{. 

,,, f紅,~保 L 111~( 入 lli.i 「庫） /£'A (,t_ })「我，伍）
,」「 (/1 f「 J tJ ::1 • 1•·j 入 'J. i'Cf u'J'i」人 (1, 也

枯．旦入，，,, j; • 叫 ( 1111'1, 心·* 1 n, 」 I • (Iii,,' 敉

~I (b 魂 1 外 ； 祐 1 武？｀．＂午｀勺 'Jr 」'稚 11. :

lJ 'O ) 

,!( ! 兮 ~"J 枚(; •';11 {-, ~f i), 吒，＂訂 J,

）、，保稻扭 堢， 11 竺·石_I尓~ ~ 才江 JI;, ?'是 l

:h_',,.,{t,;J::'· ~il inll/• r- ,;..;-- ! "」上、 i. :_ 11 ,::,, 婁＾

IL. • 牧 k l I 吹l•R,·A''棄， f Lf,, ! I 丿好『,, l 
1:rr• 「 7:' :

瘦弱的你要趕縶秦壯，

有病的你要趕繫醫治

受傷的你要趕縶吸裘，

被逐的你要趕縈碩回

失央的你要趕縶尋找，

趺倒的你要趕縶扶持

五安崽不小

猶Hf 山從窗台 k掉 f:L跌死「 。 唉！死足最令

人傷心的 。 特別足勺古的人死「，見占細不悲嘆．

無小流淚！死「的人，就足死「，沒亻」人能叫死人

復活，悄h砷祂有担樣奇妙的能力，回時祂又把迢

樣的能力，賜給先知、耶穌和使徒，所以保瑙也能

ir担樣的砷妝，保羅到棵卜沒 1--i'仝跑 。 他 1人有猶掛

占的身 I : . 不足（象以利沙的僕人从哈西． 「把杖放

-(1 f亥 f臉 1-: ' 卻沒1」'「/:rt-, 也沒 4」動卧 。」 ( I. 1-· 
四 ： 31 ) 保 lit)'..J'J比（大在猴推占身七，叫猶推古複 (,S

「 , 「有人把那弒 r-活活的領來，得的安忠小小0 J 

·個已秤趴奼「的人，又叫他活過來，袒種安慰．

r; ri小縻？回憶猁HI 占臥化，尙.t:1~活以先，竹羅

sl• 的弟兄姊妹們. ,-Ji, 足何等憂 {t; 、釐慍、焦急！然

而神比石保羅的「' . 行「－件叫死人後活的砷鎰，

缸足安慰「他們 。 猁推古年幼無知．小該坐在窗，｀；

I'. 睡覺，足行錯「；但耶和車說． 「我石見他所1 」

的迫· 也要螫治他；乂要引浬他，使他和那一In! (為

心的人冉得安患 。 」 ('.Lt五七： 18) (林前十丘：

13 22) 聽哪！袒足何等賞際，何等合妙，何等令

人興俗，叫人得安患的亻5息！我們的砷，就足I!!& 各

樣如U的砷 ， ｝淒你到祂跟前來，你就可以頜受祂

的安慰；坦科砷蹈•:,.,..種安想· 也只 1-l 像特lil'.~?.(1'」

那些信徒·終夜楽比ti T. 面前的人，纔能石見，纔
能體驗· 纔能得石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