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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門赦會四十年有烕 梁溢長

歷史固顧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九曰，

澳門基督教團體聯合舉行「基督復活紀念

崇拜」，有百人大詩班獻唱，台上有七間

教會及教會牧長參與，記憶中有志道堂

謝德恩牧師 、 宣道堂陸鏡輝翳生、浸亻言會

龍子壽牧師。當年聯合崇拜在澳門白馬行

浸信會舉行，由謝牧師主領，我當時亦是

詩班成員（編者按試從下圖中找出本文

作者）。聯合崇拜每年輪流在志道堂或宣

道堂大花圍內舉行。當時澳鬥教會只有志

道堂、宣道堂、浸信會 、 聖馬可堂 、 胂召

會、路德會 、 金巴崙長老會、頌愛堂、錫

安堂、四方會 、 聚會所等，除每年舉行一

次同工聯禱會外，並組織 「基督教同工聯

合會」，藉以彼此聯誼，共同推廣輻音。

五十年代澳門祇有十多萬人口，教

會雖然祇有十二間，但僊徒已有干人以

上 。 當時新春佈道會最少三晚以上，每晚

都有數百人參加，當時信徒們都很殷勤

領人歸主。開辦培鋸會時，僧徒們更渴望

追求靈命長進。當時的講員有桑安柱 、 計

志文、王載、劉粤聲、徐松石、趙世光等

牧師， 輻音甚爲興旺。當時澳門沒有大學，

留不住青年人，人才多數外流。反觀今曰

澳鬥已有大學，人口約有五十多萬，教會

也有六十多間，但禱音卻不及以往興旺，

信主人數比例也不及前。

細想一九五九年至現在的一九九八

年，剛好是四十年了，四十是不惑之年，

提醒我們不要再疑惑，要彼此同心同意

傳揚福音，興旺主道，最後願籍以弗所書

二章十四至廿二節共勉「因祂使我們和

睦，將兩下合而爲一，拆毀了中誾隔斷的

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就是

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爲要將兩下，藉著

自己造成－個新人 ， 如此便成就了和

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籍這十字

架，使兩下歸爲一體，與拜和好了。並且

來傳和平的疆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

那近處的人。因爲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

聖靈所感， 得以進入天父面前。這樣，你

們不再作外人和旅客，是與聖徒同國， 是

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便徒和先知的

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爲房角右。各房

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爲主的聖殿 。你

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爲紳釋著聖靈居住

的所在。 _J

一 九五九年三月廿九 a 澳門基督教團蔻聯合舉行基督復活紀念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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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基督敎文化節

由澳門基督教聯會等七間本地櫬構

聯合等辦的「澳門基督教文化節」計劃於

八月廿八至三十曰（禮拜五、六、曰）一連

三天在市政廳前地舉行，有關場地申請

尙待市政廳正式批核。舉辦「文化節」的

目的是藉公開展覽、講座、戲劇、獻唱及

書攤等多元化活動，讓澳門居民加深對

基督教文化的認識，從而對醞音產生興

趣，繼續探索基督教信仰。

由於這是澳門第一次舉辦類似活動，

籌備工作已如火如荼進行。歡迎各教會或

櫬構籍攤位 、 展板及台上、台下活動介紹

基督教文化或服務特色 。

台上表演節目以半小時為宜，包括

銀樂隊演奏、合唱幽、短劇、舞蹈 、 聖地

講座 、 城市論壇、 步操等， 台下活動每節

約一小時，包括漫畫速寫、醫療檢査 、

電腦聖經遊戲、 EQ 測驗、書膜、人像拍

攝 、 手工藝坊 、 聖諲精品 、 宣散分享 、 醞

音電影、遊戱坊及歌唱坊等 。

有意參加文化節活動的教會／機構請

填寫下列表格，六月六曰前交園城宣

(FAX:550732), 任何査詢瞎聯絡李佩齡

(569900)/ 謝筱薇 (3 52739)/ 黃嘉磯

(307594) 。

洪門基督敖文化節回應表

（可自行影印）

參加教會／機構名稱

負責／聯絡者姓名＿

電話 傳真

本會參與 ：

O 攤位設計

O 事工展鑒

0 台上節目＊

1 名稱．

2 名稱：

0 台下活動＊

1. 名稱：

2 名稱：

（表演時間）

) 

) 

（舉行時閏）

( 

( 

＊ ： 節目 1 活動項目請依~ 照 上文內容．

考慮，表演／舉行時間請提供多項選

擇｀以便大會編排。

聯合佈道邁向二千

緒過多番禱告協問，澳門基督教聯

會決定成立「聯合佈道執委會」負責統籌

未來三年（至 2000 年）澳鬥的聯合佈道工

作。執委會成員包括梁溢長（主席）、廖

卓堅（文書） 、 烏E格培（祈禱）、冼錦光（培訓）、

王大爲（宣傳）、陳宇光（場務）、劉宗銳（節

目），另由聯會代表黎美賢協助處理財

政 。 聯合佈道工作且邀得藍欽文牧師、黃

鐘牧師 、 梅保羅牧師等擔任顧問，且得香

港聯合佈道事工陳樹安博士及柳鎮平牧

師鼎力支持（下 囹）。

執委會初步擬定九八年是「禱告年」，

九九年是 「 裝備年」，二千年是「收割年」，

並計劃在這三年內每年均舉行聯合佈道

會。今年聯合佈道會擬於十一月份舉行。

（左 ）陳博士，柳牧師分享聯合佈道異象

聯合祈禱會

澳門教會每月聯合祈禱會五月十三

曰（禮拜三）晚 8 :3 0 於信心堂舉行，歡迎眾

教會僊徒一同參加。

六月份的聯禱會將於六月四曰（禮拜

四）晚 8 : 00 假借澳鬥秤召會舉行，該晚將

集中為本地聯合佈道及文字宣教事工禱

告，且邀睛資深宣教士、中華醞音使命團

總幹事朱昌銨牧師分享，歡迎各教會祈

禱會移師參與。

「澳擘」畢業禮

「澳門聖繹學院 _J第十四囯畢業典禮，

定於五月廿九曰（禮拜五）晚上八時正假澳

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舉行（澳鬥馬大臣

街五號）。應屆畢業生包括全時間學制的

神學學士及神學文憑，部份時間學制的

「城市宣教與教牧職事」文學碩士、聖縲

研讀證書及普及紳學證書等。

「澳聖」成立於一九八二年，學生多

數來自港澳兩地。歷屆畢業生有七十多人，

約有半數留在澳門從事教會工作。是次畢

業膿由該院客座講師朱昌鋖牧師（中華輻

音使命團總幹事）證道， 歡迎各界人士出

席，共證主恩 。

擊地影音講座

若果您有櫬會認識以色列及中東文

化，閱讀聖經一定傍感興趣＇曾領隊親赴

聖地三十餘次的胡雄光先生（聖地遊蹤總

幹事）將於六月廿六、廿七曰晚上八時假

一

a

借澳門神召會膿堂舉行聖地遊蹤影音講

座。廿六曰（禮拜五）播影《上帝的眼淚》，

該片由喬宏叔及褚永華牧師遠赴中東實

地拍攝及請解，極具培靈價值，特別歡迎

基督徒觀看 。 廿七日（禮拜六）藉幻燈介紹

聖地的古蹟、地理、歷史背景及旅遊資料

等，同時更設有圖片及精品展霆歡迎邀

請非亻言徒（尤其是對旅遊有興趣者）參加， 」

更歡迎各團契移師前往親賞。上述活動由 、

香港飛躍之旅有限公司及澳鬥基督徒文~

字協會合辦 。

敎育事工研討會

由澳門聖繹學院、讀脛會及浸信聯會

合辦的「教會教育事工研討會」將於七月

五曰（主曰）下午及晚上假亻昔二龍喉浸亻言會 ' 
舉行， 研討會邀請香港九龍城浸亻言會女

傳道陳婉儀姑娘主領，並設專題短講、分

組討論、教材介紹、事工展覽等，歡迎教

會領褔 、 主曰學教師、團契埡師或職員出 、

席，詳清請留意海報宣傳 。

噩緤問答比賽

今年澳門學生聖縲問答比賽將於八 J

月庠舉行，小學組由讀諲會主辦，問答範

圍是《創世記》，中學及大專組由文字協

會負責，問答範圍是《創世記》和《出埃

及記》，査詢請電 353774 聯絡黎姑娘。

讚美之泉澳門行

以敬拜讚美和聖樂創作爲事工重點 ~

的 「讚美之泉」，自九五年成立以來發展

迅速，且計劃於八月十七曰至廿四曰來

澳領會，有意協辦者請致電 2992811-

1013 與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郁多加聯

絡。

大專研緤訓練營

由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讀痙會主辦，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協辦的 「 大專研

綫訓線營 .J 將於九月二 、 三、四曰（膿拜

三至五）假亻昔路環聖方濟各青年中心舉行，

訓練營採生動活潑的形式發掘聖經寶藏，

體驗聖經真理對曰常生活的適切性，歡

迎大專或畢業生報名參加， 費用分 250 元

（大專生）及 350 元（畢業生）兩種，名額有

限，報名從速，査詢請電 353774 聯絡黎

姑娘/3926199 王先生 。

聯合差傳大會

今年澳門差傳大會將於九月五日（禮

拜六）下午假借二龍喉浸信會舉行，大會



主題是「我的宣教心」。下午三時先舉行

青年宣教聯合團契聚會，由白約翰牧師

分享，歡迎十五歲以上青年參加，晚上培

靈會邀請香港北角宣道會主任蕭葬華牧

師證道。兩場聚會皆免費參加。

其他浦息

《讀緤 曰引））乃免費贈閱的靈修材料，

全年四本，按進度每年可讀完聖緤－

次。該刊物由香港輻音團契有限公司出版，

有意索閱使用者，譜以中文填妥下表，以

確保曰後每期均可收到。表格須於五月底

前交予教會代收，請教牧同工六月中前

轉交文字協會（傳真 552834/ 傳呼

3926199) 。

我願意免蕡訂閱《讀經日引》：

姓名 弟兄／姊妹

聯絡電話 僊主年數·一一年

教會名稱

喜歡使用《讀纓曰引》的原因

EQ 旋風吹龔濠江

由澳門政府教育聲青年司和基督教

青年會合辦的「 EQ 與教師．教學上的情

緒管理」研討會及「 EQ 與家長高效能

貼心父母」講座已於四月十一曰下午及晚

上假借聖保祿中學禮堂舉行，由香港 EQ

專家余德淳先生及資深文化工作者吳思

源擔任主講嘉賓，吸引了共七百多人參

加。當日早晨吳思源先生更接受本澳電

台及電視台「澳視晨彩」節目的專訪。

上帝五旬節堂由一九九八年五月一

日起獲林僊才牧師擔任主任牧師。

敎牧同工廣州訪問團即將成行，澳

門基督教聯會擬於九月中組團前往廣丹1

訪問當地教會及機構，行程三曰二晚， 敬

請預留時間。

1 代禱事項 碁督教聯會提供
I 

信心堂

1 五月份是教會的差傳月，五月十七曰

蒙駐土耳其的羅惠強宣教士全家分享主

曰崇拜信息。

2 爲十一位正參加慕道班的弟兄姊妺浩

楚僊主、接受水禮代禱。

「 3 本堂正舉行第六期「三禱 .J 訓練班，爲

教師和四位隊長、四位學員及禱伴代禱。

恩患院兒童之家

1 本院辦公室將遷到新勝街25 號 B地下，

請爲裝修工作祈禱。

2 本院將增收數位孤苦孩童，並建立第

三個家舍。本院現有兩個家舍仁愛家

舍、喜樂家舍。求主保守及帶領，並為孩

童成長祈禱。

3 家務助理卿姐在 3 月 25 曰決志亻言主，

請爲她的僊心祈禱。

4 家舍亞師余水梅在工餘時間返教會學

習聖經，求主帶領她的渴慕心志。

,--

歡迎提供代禱消息

即將創刊的《澳門基督教月報》每期

爲澳門基督教會1機構免費刊登活動消息

及代禱資料，歡迎於月中前供稿，以便每

月一日出版。來稿用字請盡量簡灊宜逐

點列明。有關資料由基督教聯會代為收集，

傳真 353774(聯會）/552834(文字協會）。

1 活劻傳眞 7

主琽嘉賓：余德淳、吳思源先生

吳思源．先生接受澳門電視台訪問

中信講座反應熱烈

曾多次來澳的吳宣倫博士於四月廿

七日重臨香江，主講澳鬥中國信徒佈道

會舉辦的信仰與科學講座。當天兩場公開

聚會反應熱烈， 輻音午餐一百位餐劵一

早售罄，晚上則有三百多人出席。

吳博士以科學的角度，結合聖經的

內容，很具說服力地使人明白醞音的真

理。醞音午餐會的講題是「月球發現有水

會否蜀致月球有生命冗吳博士說「生命

要從生命而來，生命的第一因是砷，月球

沒有生命因爲紳沒有將生命放在月球，

我們要認識生命的源頭，就要認識耶穌

基督，固為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晚上聚會的講題是「 EQ一成功的背

後」。吳博士針對這熱門話題，說 EQ(情

緒商數）是神所賜給人的，人人出生後都

有最好的 EQ, 並且人人一樣，只是人成

長過程中 EQ 被壓制及扭曲了，以致破壞

了人際關係。人只有認識真神，嘗到紳的

愛，才能提高自己的 EQ, 才能與人有和

諧的關係，先與秤和好，後與人和好，便

是成功的人生。

兩場聚會均有現場錄音，郤索取錄

影帶者可致電 353306 與澳門中僊聯絡，

該會可代為翻錄。

吳·博士的午餐分享會

刊物名稱 I 四一時代論壇

基督敎迴報 週報 322 

突破 月刊 255 

突破少年 月刊 220 

中學生 全年十期 130 

兒童之友 月刊 230 

乖乖之友 月刊 370 

宇宙光 （台滑） 月刊 300 

校園 （台汽） 全年六期 160 

佳音 （台渭） 月刊 160 

平宜：港台訂價，葡幣付款，不收另費；

快捷· 直接由出版社準時守抵打戶手上；

方便．毋需匯票，葡幣現金或支票均可 。

言丁圉~ ""155去
現金存入中國銀行 21 - 012 - 000633 - 1
支票 （抬頭）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填寫表格，連同鋹行收據或支票寄澳門郵箱 6199 號。

言丁 B月 至旻才各 （請用中文 ， 可另紙填諡）

雜誌名稱 訂閱者

郵寄地址 電話：一一一
代理懊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傳真552834/傳呼3926 199)

暑拱青少年磝湛廑？
玩電腦？看 VCD? 逛街？睡凳？…

他們需要有盆身心的刊物，誠意推薦

中學生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囷契出版



我為何參與文字事奉？ 梁溢長

以文記史 評創造亞當、夏娃後， 世界

開始有語言也有文字。因爲有了文字，

人的思想得以溝通，歷史與文化得以保

存。世上亦有少數民族，僅有語言而沒有

文化，此種民族多是落伍的，文字的功用

給人類帶來效能，是國與國之間的溝

通。

査考聖緤可以發現人類開始的時期，

神爲該隱「立了一個記號」（創四 1 5 ), 這

一記號即現希伯來民族文字的開始。後來

耶和華神在西乃山用指頭在石板上親自

寫下十條誡命，且流存至今。又吩咐摩西

曉諭百姓「今曰所吩咐你的話都要刻在心

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紳啓示了

數十位不同的人物，寫下了新齧約聖鹿，

讓世人明白主的救贖，拯救失喪的人。

中國古代用繩結記事，倉頡則以字

代繩。後來演變出來的有象形文字，殷問

時期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還有大篆及

隸書，雖然這些古老的字體不為現代社

會所用，但卻具書法藝術的價值。

當我末亻言主前， 以為用孔孟之道來

處世，就可以了 ， 只要不違背良心多行善

事，便是一個好人。後來有個同學邀睛我

往教會聽道 、 譔聖經， 就發覺自己原是個

罪人。基督的愛是何等長寬高深，籍教會

裏弟兄姊妹的幫助，使我明白醞音得著

拯救。圍想四十多年前廣州解放時，我在

澳鬥工作的分號結束，失業要回廣州 。 人

當徬 f皇無助的時候，淮有倚靠紳仰望

主。靈修讀經看到嗎太福音六章 25 節「所

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爲生命而憂慮吃甚

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

勝於飲食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麼？你們

看天上的飛粵， 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

蓄在倉裏， 你們的天父尙且養活牠，你們

不比飛皂貴重得多麼冗紳用聖經的話語，

啓示了我一生的路程。

記得一九八八年在三藩市與徐松石

交談，提及舊金山沒有一誾基督教書局，

如果有就能用文字宣教傅禱音， 使亻言徒

們在屬靈上有長進，於是就叫我考慮在

文字方面事奉。雖然我在店內有銷售聖經

及部份蜀靈書籟 ， 但不夠全面，亦不專

一。我就向徐牧師說，「譔我考慮和禱告。」

返家後與妻及女兒們問量，她們都說很

好，但是會虧本的。過了數天有一位從洛

杉磯來的信徒， 來我店問有沒有一本叫

《聖經與中國孝道》和《愛你自己》的書

賣，我說沒有， 但可以訂購。後來査出乃

徐牧師著作，另一是台北中國主日學協

會出版的。真奇妙'

紳藉著這i位弟兄印證了我要參與文

字工作。紳又預備了我原有的店舖，可以

打通成爲一間且命為「長芳福音禮品書 -

室」，並於一九九零年一月五曰開幕。因

為當曰爲徐牧師九十壽辰之慶。是曰證道 一

的為徐松石牧師， 擔任嘉賓的有唐佑之

牧師、 凌忍揚博士、王其昌牧師 、 菡穎寧

牧師 、 陳德金牧師等人， 到賀者包括傳道

人和眾會友達數百人。感謝主， 藉著聖靈

幫助帶領十多位朋友亻言主，更贖出以文

宣道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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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人通訊》自九七年元月創刊以來皆逢單月一曰出

版， 報導澳門教會／機構活動消息， 藉此促進澳門基督教之間

的溝通和合作 。 由下月起，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將有全職

同工加入， 故決定創辦《澳鬥基督教月報》 ，加強聯繫教會和

培育僊徒的文字使命。

曰後， 《時代雙月報》將維持禱音報特色， 繼續以非信徒

為主要讀者，籍多元化內容達致疆音預工的果效，而以信徒為

主的《澳門基督教月報》 ， 則著重基督教內的信息交流。因此，

歡迎各基督歡會／機構／學校提供消息，戳稿曰期為每月十五曰，

出版曰期為每月一曰，傳真專縹552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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