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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11 月 15 日（六）晚 8:00

馬大臣街志道堂

高士德

11 月 15 日（六）晚 8:00

高士德宣道總堂

二龍喉

11 月 15 日（六）晚 8:30

二龍喉浸信會

關閘

11 月 15 日午 5:00 (學生）

華人基督會

關閘

11 月 15 日晚 9:00 (成人）

華人基督會

新填海

11 月 15 日晚 8:00 (兒童）

建華工業福音團契

新填海

11 月 15 日晚 8:00 (成人）

建華工業福音團契

黒沙環

11 月 15 日晚 8:30 (閩語）

利添閣閩南宣道堂

黒沙環

11 月 15 日晚 8:30 (男仕）

錦繡花園頌望堂

黒沙環

11 月 14 日午 6:30 (街頭）

祐漢噴水池＊

黒沙環

11 月 15 日晚 9:00 (國語）

錦繡花園頌望堂

祐漢

11 月 15 日（六）晚 8:00

祐漢宣道堂

祐漢

11 月 15 日午 3:00(少年）

祐漢新村錫安堂

祐漢

11 月 15 日晚 8:30 (成年）

祐漢新村錫安堂

筷子基

11 月 13 日（四）晚 8:00

筷子基宣道堂

筷子基

11 月 14 日（五）午 1:00

多寶花園晨光堂

筷子基

11 月 14 日（五）晚 8 :00

循道衛理會

筷子基

11 月 15 日午 3:00 (兒童）

筷子基籃球場＊

黃婉嫻牧師

筷子基

11 月 15 日晚 8:00(成人）

筷子基籃球場＊

蔡惠師牧師

新橋

11 月 15 日晚 7:00 (餐會）

新橋宣道堂

新橋

11 月 15 日（六）晚 8:30

宣道會新橋堂

下環

11 月 15 日（六）晚 8:00

下環宣道堂

盃仔

11 月 15 日（六）晚 8:00

氹仔宣道堂

培正中學

11 月 13-15 日（校內學生）

除註明外，上述聚會均以粵語進行 。

溴門基督敎聯會、

372243
574441
569900
435935
435935
453151
453151
531513
414041

廖志勤牧師
陳黔開牧師
陳賜耀牧師

黃良日牧師
陳德昌牧師

陳銀英女士
蔡永常牧師
吳瑞祥牧師

鄺偉衡牧師
（待定）

414041
437161
341628
341628
550956
260990
370336

300224
300419
580899
827218

柳鎮平牧師

李一新牧師
區玉君牧師

（待定）
鍾健楷牧師

譚平斌牧師
馮傑莊牧師

張福民牧師
許朝英先生

葉沛森牧師
李志剛牧師

羅華明牧師、鍾嘉樂牧師、陳賜耀牧師
（＊）有關場地待最後堢定。

香港華人基督敎聯會合辦

做個 安得烈

辦好佈道會

世界華褔中 心 總幹事麥希真收師
對溴 門 分匾 佈 道會 的 一 點偈議
工作。第一，他領家人信主（約 一 ：

42 ) ,

領哥哥去見耶穌；第 二 ， 他領小孩

子信主（約六：

使小孩子願意將

8-9 ) ,

自 己 的五餅二魚 呈獻主 手 ，讓主 使用；第
三 ，他領高級知識分子信主 （ 約 十二： 20

- 22 ) , 他 把 希 利尼 人帶 到主 前，當時 天
上有 聲音爲 此 歡喜快樂。
麥希真牧祚

澳門分區 佈道舉行在即， 鼓勵每一位

根據以往的經驗，佈道會若祇是邀請

信徒都做安得烈。由 現在開始， 定 下三至

講員，派發單張，然後吩咐信 徒 帶親友來

七位 親朋戚友的名單作爲邀請對象 ： O 每

，這種做法多是失敗的、錯誤 的、沒有果

效的，且浪費資源。
佈道會要成功，首先要推行「安得烈

日爲他們祈禱 ； ＠事先致電邀請赴會；®
當晚相約，一同陪伴赴會。
若沒有「安得烈行動」 ， 佈道會多數

行動」，例如在主日崇拜中分派「安得烈

沒有人參加，結果變成基督徒的聚會。因

卡」，講述安得烈的事蹟。

此，要十分重視事前的禱告、邀諮工作，

安得烈，一位平凡的基督徒，沒有哥
哥彼得的才能和恩賜，但卻安靜成就主的

這是佈道會的成敗關鍵，預祝澳門分區佈
道會「美滿人生」成功舉行！

明中國文化

具鱧行動

40-

一 丶 安得烈主日
鼓勵澳門各敎會盡量 安排十一 月

九 日爲「安得烈主日」 ， 藉此呼籲信
徒在末來 一星期內，爲佈道會禱告，
又積極領人赴 會。

二 、聯合派單張日
十一月九日 是全澳門敎會的動員
日，當 日 下午二時至六 時， 各 區敎會
信徒可在本區街頭大 量派發 佈道會的
宣傳單張。

三 、 弦貼宣 傳 海赧
請向敎會索取大型 宣傳海報，張
貼菸店舖、公司、辦公室 、學校等佈
告板上， 以助宣傳。若未經許可 ， 請勿

貼在公衆設施或街道上 ，以免遭控。

傳基督福音

妒何向中國人傳福 音 ？中圄 文 化與福 音 的相似 之 處？
中圍人有其安身立命之道，要瞭解其

達到這目標必須把生命改變，接受主耶穌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得罪了上天 ，

心態才能知道甚麼是他們要保留的，甚麼

基督的生命成爲個人的生命，成爲新造的

禱告也無用。這正是與聖經的敎導相似，

是可除去的 。

人，這才有永恆的保障 。 從這點看，基督

人要先對付罪，禱告方可蒙上蒂垂聽 。 在

中國人的特性
一 、知識份子

1. 人文主義者：這種人的內心充滿了

敎並不是宗敎，乃是生命之道 。

2 金錢掛帥 ： 這種人生活昏昏昧昧丶
得過且過、吃喝玩樂，人生追求以錢爲砷

夏、商時代的甲骨文中有一萬片刻上「敬
畏上蒂」之字 。 到周朝，有「天子」的出
現，全國的領袖稱爲「天子」。自從周朝

改上蒂爲「天」後，近三千年來，我們都

中國文化傳統，做事的方法可以自圓其說

， 很有自我的主張 。 所以傳福音時必須讓

要傳福音給中國人必須瞭解中國人安

稱「天」，甚麼「老天爺有眼」 之類。 二

他們知道自己所持的一套人生哲學有其不

身立命之道，孫子：「知己知彼、百戰百

千年前老子謂「天網恢恢 ， 疏而不漏」指

足之處 。 而傳福音者也要好好裝備，以致

勝」。撒種者要將種子撒在好土上才會有

的正是監督世人爲善爲惡的「天」。祇要

對此有一定的瞭解 。

收成 。 傳福音前，要先瞭解對方的博況，

中國人相信天，我們就可以問：「你知道

幫 助他除去障礙，這就是鬆 土 ，把他變成

天從那裡來？從前天是指上蒂，我與你所

人生的目標是爭取富強、民主及文明，這

好土才撒下種子，這是撒種者的責任。孔

拜的同樣是上蒂， 宇宙間祇有一位上蒂，

也就是現代化的理論，目的是使圍家物質

子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

不可能有兩位呢。」

豐 富，能在各圍中站起來。這些人並不把

預備的 ，一定失敗，有預備的 一 定會成功

持中國的傳統文化，現時位居要職的知識

。 預備工作做得愈好，傳福音的果效愈大

2. 唯物主義者：這種人是無神論者，

份子就擁有這種思想 。
二 丶 一 般人

1 迷信、感性：全世界宗敎的基本特

二 、道的瘋念

子淵菸（大同篇） ： 「 大道之行也，

天下爲公」，若是能行，上蒂的公義就能

中 國文化的特質
一 丶 天 的瓶念

實現了 ， 我們就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這才是美好。可惜今天是「小道之行

質 是以人的力 量 來達到天人合一 ， 祇有基

中國人都相信天，人到最後關頭還是

也，天下爲私」 。 中國人是最會講道理的

督敎 明顯指出人是不可能達到這目標 。 要

呼天。天的觀念不是指自然的天，孔子說

民族，可是對別人講道理的，對自己卻講

利害；這便是雙重標準，雙重人格了。中

有「靈」的活人，這靈是光明的東西，爲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圈人也講面子，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J

要「明德」，我們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爲此

所以，我們傳福音給人定要爲對方的益處

，講面子就是做不到的也要裝出樣子來．，

。人從上帝創造而來，有上帝的形像，祇

，捨去許多我們以爲寶貝的東西。許多的

這便是詭詐。若能「去人慾，存天理」，

有回到上帝的道中才能明白人的寶貴，在

宣敎士正是我們的榜樣，他們放棄多少人

將上蒂的道丶誡命存在我們心裡，去除私

基督敎的眞理裡才能明白「明明德」的道

以爲的好處，卻爲主擺上自己。

慾，這就能實現理想了。可是自古至今中

理。

圉的哲學家、思想家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
如何實現「存天理，去人慾」°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眞理、生命
」，因着祂道成肉身來到人世間，我們才
能明白上蒂的心意。好像我們若與螞蟻談

三 丶不怕困菲

2 在親民：自己的生命先改變了才能

不要輕易放棄，要有鎂而不捨的精神

幫助別人。這與聖經「愛人如己」的敎導

。最大的困難，要算是別人不友善的對待

相同。中圍的學問，若以聖經眞理來解釋

。面對這惰景，我們還需處之泰然。

是很容易明白的。

3. 止於至善：中國人追求「剛剛好」

回、手段光明

縱然我們想儘辦法要把福音傳給未信

話，螞蟻不明白，反倒以爲是打雷了。除

的中庸之道，這與聖經敎導信徒要「成聖

者，但切勿以不擇手段來達成。不論怎樣

非我們變成螞蟻，用其聽得明白的話與牠

」宗旨一樣，至善豈不是成聖嗎？任何基

表達、甚麼方法也要高舉聖經的眞理。不

交通，牠便會明白。同樣，上帝必須變成

督徒都要追求成爲完全人，像上蒂一樣，

要爲得人稱許而妥協，手段總要光明，免

人一樣，用我們所能明白的話與我們談話

祂是全能、全義、全潔的上蒂。

得使別人誤解眞理。

，將祂的心意說出來。可惜中國人不明白

這樣相信耶穌的基督徒，將中圍人追

這道理，一輩子的追求道，仍不知道是甚

求了幾千年都達不到的理想，一下子就達

麼。

到了。
三 、良心的嵗念

有學問的人都認爲自己所做的是憑良
心而爲。可是，各人的良心也不盡相同，＇
這又怎能成爲標準呢？良心有分別是因爲

我們的良心已被污染，祇是有些人污染得
較爲利害，有些人輕一點而已。所以怎能
以此談修身養胜呢！所謂「克己復禮」，

既「克」不了自己的私慾，又豈能「復 .J
大道的眞道，又怎能有完美的生命呢？
四丶赧應的歲念

既相信報應，就可將上蒂最後審判的
湝況告知他們，隨之將福音介紹給他們。
五 、中局 之道

與砷冏工，別人對福音眞理的反應，並不

中國人的困惑
一、無法無天 ．： 那些不知道自己生命
意義的人，作出挺而走險的事。這些人很

可憐，他們沒有接觸有關生命意義的事情
，他們確實不明白。
二、貪戀世俗：傳道者與這些人交談
，必須指出世俗貪念的錯誤，才可以讓他
們糾正過來。
三、人生迷網：不知道自己所做是錯

是對，看到別人這樣做也隨着走。
從以上種種博況，我們更要認清現今

中國的文化，明白同胞心中的困難，才能
將眞理傳給他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智慧

中圉人追求適中，對人不要過份。可

丶聰明和文化；可是末能徹底，不能藉此

是幾十年來，中圉人知道有中庸之道卻仍

得到最後的解決。這就是我們中圉人的困

末找到。我們可以用中圉文化來幫助中國

惑，也是中國文化的缺點。我們要瞭解中

人接受福音眞理。藉「中庸 」這觀念給他

圉文化的有限，並且曉得上蒂絕對眞理的

們一個標準答案，將福音眞理傳給他們。

寶貴，引導他們回到上帝的路上來。

六、古今完人．

天地正氣有，但古今中外從來沒有－－
位完人。雖然我們視周公、孔子爲聖人，
但孔子卻從不接受這稱許，他甚至認為自

己連君子也不能達到。所謂「君子之道有
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這三樣連孔子也不能達到，我們又怎能做
到呢？或許要改爲「天地有正氣，古今無
完人」更貼切。祇有耶穌基督是完人，祂

五 丶瞭解包容

末信者當然有其軟弱，然而我們乃是

是我們個人的責任，砷也負上責任的，甚
至是祂負上全責的。砷透過我們來讓人得
着這福份，所以我們該放心交託，祈求砷

恩待末信者。也許我們屢次傳講，別人仍
末相信。這仍要遵照上帝的心意，祂有祂
的時間表，我們祇要儘上我們的力量，這
便是林前十三章「愛的眞諦」了。

基督徒祇要發揚愛的眞諦，砷一定會
重用我們，傳福音的工作必定有果效。爲
着我們的骨肉之親，要將同胞相信主這事
放在心上並付諸行動，更要有不達目的永

不罷休的心態，求主鑒察我們的心，恩待
我們、使用我們成爲祂的出口，把我們骨
肉之親的靈魂拯救過來。

得勝的條件 －－ 愛的見證
若沒有愛，我們有這些知識仍是沒有
用的。耒信的人最能感受到敎會裡有沒有

愛，縱使我們毫不警覺，他們也將這一切
放入眼裡，所以信徒必須有愛的見證。要

有愛的見證必須有以下條件：

（本文錄自 王 懋軒教授淤十月 一 日在

全；奧聯合禱告會「我的中國心」上的分享
， 王 葉亮枝筆錄 。）

一 丶耐· 心

聖總選讀

對方必須要感受到你的關懷，才會聽

你所言的。不要以爲有福音的眞理，就可

罪惡蒙赦免，過犯被寬恕的人

，就沒有不完全了。我們向中國人傳福音

以敎訓人；最重要的是明白我們是上蒂忠

，他是多麼有福啊！心裡沒有詭詐

，這方面的提醒不可少。

心的僕人，要謙卑，總不忘記爲對方的好

是砷到世間來，作救贖的工作。祂既是神

七、安身立命 三 要素

1 在明明德：每個人都應該明白人生
下來就有從上蒂而來的光明德性，「光明
德性」指的是靈。上蒂給人天生下來就是

處，才將福音眞理介紹給他們。
二 丶捨己

作爲基督徒的首要條件就是捨己。四
福音書中主耶穌強調「若有人要跟隨我，

，不被上主定罪的人，他是多麼有
福啊！
詩為三十 二 ：

1-2 (現代中文諾本）

香港聖經公會（電話： 23685174)
九龍漆咸道67號安年大庾 902 室

I 服務櫚 傳真專線： 55283

•

史無前例的分區佈道會
由香港華人基督敎聯會推動，澳門基

時至十時，逢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六時半

團、應許之家主辦的「耶穌基督福音佈道

， 星期二早上十時半至中午一時半，下午

大會」將於十一月一至七日每晚 7: 30在

三時至七時，星期一休息 。歡迎有興趣者

東望洋街砷召會舉行，講員是莊以西結牧

致電452767査詢。

師，佈道會強調喜樂、醫治與復興。

生命營迎九八

誠聘社區幹事

督敎聯會統籌的分區佈道會，將菸十一月
十三日（週四）至十五日（週六）在澳門廿多

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急聘社區

區 1 點舉行。據悉，十多間敎會在各區同

幹事負責活動及小組工作。應徵者須是基

時舉行佈道會，對澳門來說尙屬首次。日

督徒，獲敎會推薦，有志社會服務，性格

前，香港華聯會傳道部同工再次來澳開會

開朗，高中或以上程度。

（下圖），確定各區佈道會講員名單（見封
面宣傳）及行程安排。

主題： 初出茅蘆 ；走那 不知道的路！

日期： 1997年 12 月 28 日（主日）下午二時
至 30 日（二）下午六時
地點： 路環聖方濟各靑年中心

對象： 大專基督徒畢業生

招募「音協之友」

目的： 體現時代轉變，探索信仰，個人靈

目的： 1 聯系有興趣聖樂事奉者；

性操練。

2. 提供聖樂事奉機會。

賨用：葡幣 300元

資格： 1 認同基督徒音樂協會的事工及有

主辦：

興趣參與之基督徒或慕道者；
2 年齡十四歲或以上；

3.

申諝須得理事會通過接納。

查詢： 電302600 YMCA或傳眞302914
內容： 釋經講道，小組査經，生命見證／
分享，研討會／人生對談／專題講

書室」索取 申譜表格 。塡妥後，寄

座，生命探索活動，詩歌敬拜。

回：得勝街二號 A志安大廈二樓 B
座，或交回上述書局。

牧囘工數十人，將菸十一月十三日（週四）

下午浩浩蕩蕩來澳門。抵步後，所有港澳
同工菸下午三時齊集東望洋街砷召會舉行
佈道活動開幕禮，隨即是敎牧囘工交流會

「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爲會務需要

更改地址：「中華基督敎會澳門海南堂」
已遷新址：澳門羅神父街八號A

降機等單位爲佳，出租者請電 2992811 傳

大減價： 趣之都爲慶祝開業三週年，將於

呼 1013郁姊妺或5013486陳弟兄洽。

將於十一月十五日（週六）下午二時假澳門

加。李牧師乃基督敎歷史專家，年前曾往
英國研究馬禮遜牧師來華宣敎的事蹟，名
師當前，機會難逢，敬請踴躍赴會。

循道衛理家庭服務中心

由基督敎聯會舉辦的培靈會已於十月

參加。曰期丶時間如下 ：

11 月 2 日下午2: 30-晚上7 :
12 月 7 日下午2:

30

30- 4: 30

地點 ： 二龍喉浸信會（高土德馬路 12號）

中心」，服務包括：個別輔導、小組、節

日活動、家庭活動、興趣班、功課輔導班
、經濟援助等。爲方便家庭成員參予中心
活動，由十月一日起中心開放時間改爲星
期三至六，下午二時半至七時半，晚上八

時代人通訊（澳門出版登記第 79 號）

每晚皆反應熱烈，會衆深得激勵。

宣敎士從事了數十年的音樂事奉，是著名

的鋼琴家與 Worship Leader' 曾在韓國丶

奉，詳博請參閱海報，査詢電話 552435

家庭服務，中心亦更名爲「建華家庭服務

會分別由麥希眞牧師及楊牧谷牧師主講，

佈道家 Dan McCraw 主領。 Dan McCraw

月開始在筷子基區提供服務，從以往服務

建華大皮十四座 C舖地下，提供多元化的

十六至十八日晚在志道堂舉行，三晚培靈

11 月 2 日聚會特別邀得美囷著名音樂

台灣及香港等地推動「敬拜與讚美」的事

心於九七年四月一日遷往西沙灣新填海區

全澳培靈會反應熱烈

敬拜與讚美」聚會，歡迎敎牧囘工及信徒

循道衛理社區服務中心由八九年十二

發現家庭是最需要服務之群體。因此，中

活動傳真

會及城市宣敎拓展中心將定期每月合辦「

聖經學院舉行基督敎歷史講座，講座完全
免費，毋須報名，歡迎各靑年團契移師參

九五折至五折。

下環浸信會、協基會活泉堂、三一敎

苹

香港華人基督敎聯會主席李志剛牧師

11 月 7-14 日舉行大減價，貨品由

毎月敬拜讚美會

者招待會，向本地傳媒表達敎會的合一見

澳門基督教歷史講座

請往基督敎書局免費取用。

，現徵求租用一單位，地下、一樓或具升

，歡迎各敎會 1 機構囘工參加。隨後是記

臨°

其他消息
金句咭： 11一12 月金句咭由靑 賢社出版，

誠徵物業

參與是次澳門宣敎佈道活動的香港敎

時代雙月報，澳門聖經

學院

申請： 即日起往「浸會書局」或「趣之都

教牧同工交流會

YMCA•

,

553174 。

詩班在培蜜會上馱唱

澳門華福之教牧趼討會
世界華人禰音事工澳門區委會於十一

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假借路德會聖保羅堂
（文第士街翡翠園二期）舉行「神學敎育
與宣敎」研討會，歡迎敎牧同工參加。

喜樂 、醫治、復興佈道會
由神召會、囯方福音會丶啓道會歌樂

10 月 16 日麥希真收钚伉僥主頫教收同工退修 El

縝委會：王大爲（總編輯）、屈鑑濠、關淑鈴、楊秀穎

索閲處：各基督敎會及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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