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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是骨赦會聖抵節活動
（活動眾多，恕耒能盡錄，請致電各教會査詢。）

舉行活動日期 舉行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2 月 20 日（週六） 下午 4-6 時 山頂醫院報佳音 醫院大堂 4:00 集合

12 月 20 日（週六） 晚上 8:00 聖誕佈道晚會 馬大臣街志道堂

12 月 20 日（週六） 晚上 8:00 教會、學校綜合佈道晚會 白馬行澳門浸信教會

12 月 21 日（主日） 上午 10:00 中、英語聯合崇拜 二龍喉浸信會

12 月 21 日（主日） 中午 12:00 聖誕聯歡聚會 二龍喉浸信會

12 月 21 日（主日） 中午 1-2 時 鏡湖醫院報佳音 醫院門口立像前集合

12 月 21 日（主日） 下午 2-6 時 聖誕攤位日 高士德宣道堂

12 月 21 日（主日） 晚上 6:30 頌望堂街頭佈道 祐漢噴水池涼亭

12 月 21 日（主日） 晚上 8:00 教會、學校綜合佈道晚會 白馬行澳門浸信教會

12 月 24 日（週三） 晚上 8:00 聖誕慶祝晚會 二龍喉浸信會

12 月 24 日（週三） 晚上 8:00 聖誕餐會及福音晚會 播道會福音中心

12 月 24 日（週三） 晚上 9-12 歡樂佳音平安夜 '97 大三巴牌坊
12 月 25 日（週四） 下午 2:00 聖誕（少年人）嘉年華 '97 筷子基籃球場

12 月 25 日（週四） 晚上 8:00 香港基督少年軍步操表演 培正中學操場（暫定）

12 月 28 日（主日） 晚上 6:30 頌望堂街頭佈道 祐漢噴水池涼亭

12 月 28 日（主日） 晚上 7:30 時代講座：個人成長及信仰衝擊 路環聖方濟各青年中心＊

12 月 29 日（週一） 晚上 7:30 時代講座：教會生活體驗 路環聖方濟各青年中心＊

12 月 30 日（週二） 晚上 7:30 時代講座：社會生活體驗 溴門聖經學院
I 98 年 1 月 4 日（主日） 晚上 6:30 頌望堂街頭佈道 祐漢噴水池涼亭

* 12 月 28 - 29 日兩晚設專車接送，詳情請參閱下列宣傳資料。

歡迎參加人生對談

由本地三間福音機構合辦的青年生活營其中三晚「人生對談 」

專題講座乃公開聚會，首兩晚設專車接送， 7:00 於商訓學校門口

開出， 10:00 於路環回程，請帶備身分證。首尾兩晚講座亦適合非

基督徒參加，査詢及報名請電 302600YMCA 。

大三巴平安夜歌聲

由澳門基督教徒音樂協會主辦、澳門市政廳協辦之「歡樂佳

音平安夜 97 搆耗萍艮佳音晚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晚在大三

巴牌坊舉行。是次活動目的乃以詩歌傳揚救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喜

訊及爲本澳市民提供一個充滿聖誕氣氛的節目。主辦單位已連續

第五年統籌同類型活動，

今年節目由九時開始，除了由十多間基督教會組成的百多人

聯合詩班分成男女高低音四聲獻唱多首優美的聖誕歌曲外，並有

默劇、小組樂隊獻唱及遊戲項目等，必定爲市民帶來一個具特色

之聖誕晚上；而舞台將設置於牌坊最底層石地，觀眾可坐在牌坊

石級上欣賞。當晚程序安排如下：

9:00- 10:00 唱詩（小緬樂隊演唱）、遊戲、拼圖、問答比茱

10 : 00- 11 : 00 見證、默劇（有旁白）、證道（白約翰牧師）

11 : 00- 12: 00 聯合詩班齦唱 (10 間教會聯合唱出九首歌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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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澳門與香港的距離是「一水之隔」，現今噴射船的航程不過

是一小時，與香港往離島的航程是一樣的。但基督教事業的發展

上郤是天壤之別。

據官方統計，澳門現有約五十萬的人口，基督教會有五十六

間，基督教機構有三十九間，信徒估計約爲五千人。可見基督徒

在這個彈丸之地是屬於「少數民族」 。

過去，不少來華宣教的外國宣教士均以澳門爲向中國內地

宣教的橋頭堡，在中國的基督傳教歷史舉足輕重。可惜基督教的

發展仍舊不理想。

澳門三福事工的開扆

香港三福於一九八七年首次向海外推展華文三福事工，澳門

就是她的第一站 。當年，余俊銓先生就任香港三福拓展幹事，筆

者在董事會中擔負拓展事工的責任 。 經多番與澳門同工洽商及接

觸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舉辦了澳門首屆 「三福領

袖講習班 」 ，共有班員五人，班員計有蔡證光先生、陳映靈牧師、

林炎華先生、陳榮輝先生及徐佩瑄先生 。 至今， 五位班員其中二

人仍積極推動三福訓練， 兩位移民海外。

由於， 香港三輻同工人手匱乏及時機尙未成熟， 自八七年

後把舉辦「三福領袖講習班 」 擱置下來 。筆者於九三年擔任香港

三蘆拓展幹事後，再次積極與澳門的同工接觸，獲得熱烈的回

應 。 於九三年聖誕節前一週復辦「三福領袖講習班 」 ，也是歷屆

最多人受訓的一屆 。

一些感恩的話

過去，澳門的三福事工進展雖然緩慢；然而，背後一群「有心

人」 對佈道事工的緊持，使澳門這個彈丸之地也留存著一大群三

福教師及隊長 。 至今，已有十多位完成受訓的肢體 。 在洪牧師還

未有擔任聯絡員， 蔡證光牧師曾不停地1為澳門的三福事工作出貢

獻， 九三年講習班能順利舉行及其中理想的成效，可見一斑 。 自

九三年的講習班後，蔡證光牧師仍不斷爲澳門的三福事工提供寶

貴意見。盼望蔡牧師的見證激發澳門教牧同工、信徒領袖對三福

的投入。亦僅籍此向蔡牧師及師母表示謝意 。

其實，背後仍有數位同工的熱忱與鼓勵，也使澳門的三福

事工得以延續 。 例如：林炎華先生、黃嘉儀女士等亦爲三福事工

不斷「打氣」。 謝謝您們！

現今的部署

一九九四年八月，得蒙澳門聖經學院院長洪雪良牧師願意義

務擔任澳門聯絡員，於九四年底亦與筆者一起在第三屆「三福領

袖講習班 」 分攏教導工作 。 九六年， 洪牧師往美國進修一年，該

年由林國標先生暫代聯絡員一職 。 期間曾多次意欲舉辦「三福領

袖講習班 」 ，但郤經歷很多阻礙，我們期望一九九八年能再度開辦

「三福領袖講習班」，與澳門眾教會分享「得人如魚」之樂。

洪雪良牧師已於九七年固澳復職，期盼藉洪牧師與林先生的

配搭，使澳門的三福事工能攀登新的高峰。當然，歷年曾參與三

福訓練的同工若能同心攜手，事工的推動將會更加理想 。

一九九三年是三品區事工的十週年，十一月廿四晚曾舉行

「澳門三福十週年一－三福之夜」，藉以激勵各教會努力推動個人

佈道及門徒訓練事工。現在，澳門一群積極推動三福事工的同工

正努力籌組「澳門三福行動委員會」 ，期盼把澳門的三輻事工推

向更美好的前景。

附錄： 溴門歷屆「三福領袖講習班」

屆別 地點 日期 講師 人數

I 澳門生命堂 1987.5.11 -15 余俊銓先生 、 黃常教牧師、 5 

蔣國威先生 、 濫志文先生

2 澳門神召會 1993.12.13-18 溫志文先生 10 

3 澳門神召會 1994.12.6-10 溫志文先生、拱雪良牧師 9 

合計： 24 

澳門華人三福成員統計表（截至 1997. IO. I) 

合\严 | 信徒严 l 隊長 :I 隊員
本統計是按 1997 年 10 月 7 日的責料，只供參考用 。

曾推行三福的溴門敎會

教會名稱 訓練年份 期數

澳門宣教會龍園堂 1989 1 

下環浸信會 1994 1 

澳鬥浸信教會 1992, 1993 2 

澳門基督教錫安堂 1993 I 

二龍喉浸信會 . 1994 I 

澳門聖經學院 1991 I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 1992 I 

循道衛理社區服務中心 1992 I 

澳門基督教協基會活泉堂 1995, 1996 2 

基督教會信心堂 1993, 94, 95(x2), 97 5 

作者：温志文（普世華文三福中心總幹事）

聖經選讀

要傳福音，不管時機理想不理想都要傳，用最大的

耐心勸勉，督責，鼓勵，教導 。

提摩太後書四： 2(現代中文繹本條打本）

香港聖親公會（電：2368 5174) 九龍談咸道 67 號安年大頂 9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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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希臘文原文爲 KOINONIA 大意是與砷與人有真正的

相交，建立彼此相愛的關係，並將之在生活中實踐出來。聖經這

樣重申：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

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一：3) 確實，

KOINONIA是砷的應許，所有世上以基督爲首的信徒都可享受相

交生活。

然而，司徒德(JOHN STOTT)在他出版的 （當代基督十架）

(THE CROSS OF CHRIST)一書中指出，「信徒相交」的先決條件

是每個成員都要以基督十架爲他們生命的中心；若不是每個人都

同樣有這欞生命質素，都個別接受了基督十架的救贖，他們便稱

不上是聖經所指的團契。無疑，十字架是令地方教會的信徒繫密

相連的一個共同吸引；但這種團契郤絕不排外，不搞小圏子，也

當然不以人爲中心，如此團契容納所有信主的人，叫所有信靠基

督，以耶穌爲個人救主和主人的人連結起來；同時，也叫人否定

自我，因爲每個成員都不求自己利盆，但求別人的好處。

此外，畢哲思(JERRY BRIDGES)在他寫成"TRUE

FELLOWSHIP" 這本書中更提到 KOINONIA並不是聚首一堂，吃

吃喝喝的意思，他說： 「眞正團契並非基督徒之間的社交，不是一

項活動，而是一種關係。」他浦楚指出，我們必須先與主聯合，重

生得救、成爲砷家的一份子，才能與家的其他成員聯合；這家庭

就是砷的教會。一旦有這種聯合，我們會渴望跟其他人分享自己

的屬靈生命，乃至物質財富。這種雙向的關係，彼此有交流分享，

正好表達聖經中 KOINONIA 的基本意思。

誠然，若要正確了解 KOINONIA 的聖經含意，我們必先明白

三位一體真砷的相互關係。首先，聖父，聖子，聖靈是彼此協調工

作，叫每個信徒心中經歷平安。基督對門徒說：「保惠師，就是我

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

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約十四：26;27 下）另外三一真神不單彼此配搭合作，各自之

間更是完全平等又合而爲一的。耶穌說：「我與父原爲一。」（約

r 十：30), 又說聖靈從祂和上帝而來爲祂作見證（參約十五：26) 。

就此，耶穌爲信徒祈求、希望他們合而爲一，正如父、子、聖靈

彼此間的合一：「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

爲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

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

愛我一樣。」（約十七：22-23)如此合一確是真正團契的根基，隨之

而來是真正的平安。

故此，我們應當先與砷有親密團契一與聖父、聖子、及聖靈

相交，事實上，我們不單要與砷有真正團契相交。更要與其他肢

- 體相交。這種相交源自一份相知相通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表現

出來，並爲著眾人的好處。這才算是明白聖經中 KOINONIA 的深

一層意義。

不錯，團契的基礎是一群與砷復和了的關係的人；在實踐各

種適切的相交分享：例如信徒分享在基督裏的恩典、救贖、復活、

永生等弟兄姊妹間分享在物質上互相照顧及在精神上憂患與共；

信仰群體在社會上分享出愛心，向他人服務和見證。當團契能分

享出同心目標時，團友與他人便會建立關係：更重要的是信徒

間會發出深入了解，相互配合。這合＿的流露可成爲日後這＿步

分享出愛心服事和見證的根基。「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

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

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腓

二： 1;2, 上），使眾肢體的喜樂可以滿足。

作者：盡意

歡迎參加

＾＾鴒芍醯＇，靄

舉行曰期 義務輔助導師

1998.1 .24 屈鑑濠先生

1998.2.21 陳宇光先生

1998.3.14 蔡證光牧師

1998.4.4 廖卓堅先生

1998.4.25 冼錦光先生

時間：星期六下午 2:00-4:00

地點：澳門聖經學院

費用：全免

主辦時代雙月報

＝龍喉浸信會
Ye Lung Hau Baptist Church 

地址：澳門高士德大馬路十 二號

電語： 569900 傳真： 568864 
Address: 12, Avenida Horta e Costa, Macau. 
Tel: (853)569900 Fax: (853)568864 

恭 ill 聖抵 Merry Christmas 

虻慣新年 Happy New Year 

（恕不另函致送賀咭）

匱迥參加本會主日裊拜 Welcome to join our Sunday Services 
粵語纍拜：上午九時牛 Cantonese Services : 9:30 a.m 
英語崇拜：上午十一時半 English Services : 11 :30 a.m. 



:--
宣明會誠聘同工

世界宣明會致力於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兒童及家庭服務，緊急

救援，災後重建及社區建設，服務遁及一百個國家 。 爲配合推廣

發展事工， 現誠聘助理推廣主任及助理一名，協助本會推廣援助

計劃及籌辦各項活動 。

1. 助瑄痕廣主任

應徵者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大學畢業，主修市場學或經濟學，

一年或以上工作經驗，有責任心，能獨立處理及籌辦推廣活動 。

2. 滇廣助璞

應徵者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中學畢業，一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協助籌辦推廣活動 。

有意者請親繕詳細履歷，要求待遇，連同近照、成績單及教

會推薦信， 寄：澳門郵箱 530 號收。

青年挑戰戒毒中心誠聘同工

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誠聘有耐心和愛心的全職同工：

1. 男、女屬靈家長（有砷學學歷和牧養經驗，能教導和輔導青年人）

2. 男、女同工（有砷學基礎，具修理經驗和駕駛執照優先）

以上職位需要留宿，申請者必須是基督徒。若清楚蒙召並對

吸毒群體有負擔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965515 與加文狄牧師

或許康植先生聯絡，待遇面議 。

聖誕贈書行動
澳門讀經會獲贈書籍一批， 現公開供各教會、學校， 免費索

取 。 如有需要請致電或傳真 353774 或傳呼 2992168-9933 聯絡黃

黎美賢姑娘，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 贈送書籍包括：

A. 《有砷無砷） 一精美動物畫冊，帶福音信息小學至初中 。

B. 《基督徒文摘） 一 適合教牧及信徒

C. 《大家歌唱） （簡體） 一 附簡譜

D. 《恩平） （簡體）－－－ 信仰課程，適合初信或一般信徒

E. 《趣味聖經故事） （簡體） － 兒童聖經，有精美插圈

F. <給住院者的好消息） － 大字本路加福音，適合老年人

G. 《 蒙福的人）（簡體），一 初信栽培材料

免費訓練 98 青年領袖
澳門青年歸主協會去年首屆青年領袖訓練成效突出。現再接

再勵，熱切推出同類型的 「青年領袖基礎」及「青年領袖進深」

訓練班， 同樣由美國肯城青協專家主領，以其三十多年青年福音

事工訓練經驗，必具造就性 。 基礎及進深班收費原 HK.$1500 及

HK.$800, 現主辦者共籌得各班 100名獎學金，於是決定費用全菟，

訓練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講求概念加技巧的配合，題目包括：

具果效的活動設計、與青少年溝通的方法、青年工作的裝備……

青年領禱是磁'98

1998 年 l 月 22 日（四）上午 2:00 至 24 日（六 ）上午 11 :00 

青年領禕遑澤'98

1998 年 l 月 24 日（ 六）下午 1:00 至 25 El (El)下午 1 : 00

上述活動均在香港粉領宣道園舉行，講師由美國青年事工專

家擔任，設粤語傳譯。報讀者必須出席整個課程， 不得走堂 。

香港受訓，食宿全冤，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請傳呼 3926199 或

傳真 552834 査詢。

基督敎聯會國內訪問團
澳門基督教聯會將於九八年二月廿三、廿四日（週一 、 二）組

團訪問珠海井岸 、 新會、石歧等地教會，歡迎主內同工及家屬參

加，全程費用約 350 元，名額有限，請致電聯會査詢及報名。

聯會召開會員大會
澳門基督教聯會已於十二月十一日召開會員大會，除報告事

工外，亦商討明年工作計劃， 初步計劃於十一月與香港佈道事工

聯會合辦全澳大型佈道會。此外，亦補選監事廖卓堅先生代替布

玉蓮牧師，布牧師於九八年初返英述職，其後將專心牧會工作 。

黃啓釗弟兄主懷安息
「我原本是堅決反對耶穌基督的人，心中只有自 己 。八九

年發現患上癌症後，我的人生襯完全改變，並悔改接受了救恩。

去年癌症第二次復發，面對電療和後遺症，我恐怕、擔憂、

埋怨杵。但靠若主的憐憫和恩典，我能平靜接受艱雞的治療過程

和克服恐懼 。 今年十月我平靜地再次接受了手術。我很想述說祂

奇妙的作為，並藉此傳捲福音。」

封患鼻咽癌的黃啓釗弟兄原擬於十二月十三日（週六）晚上

在二龍喉浸信會舉行感恩敬拜讚美會上親自見證主恩，但數日前

卻先安息主懷，安息禮拜於十二日上午舉行。雖然如此， 感恩會

仍依期舉行，當晚二浸禮堂坐無虛設，場面感人。據悉有人正計

劃製作黃弟兄的見證錄影帶，盼望盡快面世。

請繼續記念黃弟兄的家庭及仍末信主的親友，其妻現正在

澳門聖經學院修讀，失去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後， 未來路向需視

乎家庭經濟情況而定；其長女就讀中六，幼子就讀中三。若主內

肢體欲支持及關懷該家庭，心意（包括支票）可由聖經學院轉交。

另外，長期投身漁民福音工作的衛太張雯女士，年來體弱多

病， 月前安息主懷，安息禮拜於十一月廿八日舉行 。

高士德住宅租售均可
高士德區一樓三房兩廁住宅單位，實用面積八百多平方

呎，適合作小型教會、福音機構或傳道人宿舍用，售價廉宜，租用

亦可，有意者請電 590048 沈太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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