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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回歸聖誕
迎接澳門回歸我們準備了很久，迎接基督再來的準備呢？

執筆之際，距澳門回歸祖國，恰恰一個月。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來，澳鬥回歸中國管治，象徵

着數世紀以來西方殖民時代的結束，意義重大。對中國來

說，恢復行使澳鬥主權，既洗雪圍土受外人管治的恥辱，

亦往全國統一邁進了一大步。這些都是硬道理，祖國十二

億同胞，海外幾千萬炎黃子孫，出於民族感清，也認同回

歸是大喜事。

回歸之後，澳門尙有前途嗎？

可對我們生活在澳門的人來說，回歸切切實實是生

活環境的大轉變。是禍是福，一時間難以看清帚靑走洋人，

認祖歸宗，既是順理成章，大家都很樂意；衹是受壓多年，

一下子要當家作主，實行澳人治澳 卻有點擔受不住。就

個人前途來說，眼下青年人升官晉仕的機會確乎多了；但

就社會整體來說，如何收拾前朝遺留的破爛攤子，找着自

身除了那賭城臭名以外的獨特佐，顯露在新時代中不落後

於其他遠東城市的競爭力，卻是大難題。回歸之後，澳門

尙有前途嗎？恐怕這是許多人心中的大疑問。

近讀雅各辭別母舅重返故園的故事，忽然驚覺這也

是回歸故事一則。（雅各的故事詳載聖經創世記廿五章起，

有興趣的讀者可仔細翻閱。）其中雅博渡口肉博天使一幕，

更發生在兄弟久別重迄的前夕。當夜雅各志志之情，或與

面對回歸之澳門人暗合。他當日所體味之屬靈功課，也許

值得本澳信徒深思。

固歸前夕兩番命名意深長

話說當日雅各聽得哥哥以掃帶着四百人馬迎面而

來，恐來者不善，連亡將家當財產分成兩大批，以防以掃

一網打盡。路上擔驚受怕，頻頻默禱上蒼，又差人送了幾

擔見面禮，卻還顧慮以掃餘恨未消。

這晚雅各送了妻妾孩子過渡，獨自一人殿後，終夜

輾轉難眠。想起當日以掃那毒箭般的眼胂，不寒而慄。矇

矓中有人出現與他相搏，雅各全力以赴。天將黎明，那人

見無法取勝，忽往他大腿窩寸莫 ， 雅各立成殘廢。雅各這

才曉得，那人原來是天使化身，於是緊抱天使，央求祝福。

祝福前天使問過雅各姓名，並賜以新名以色列；事後雅各

又給那地方取名毘努伊勒。希伯來名字多含深意，這兩番

命名正好表明了雅各回歸前夕所學到的功課。

雅各原名直解抓住（創25: 26) , 引申有欺騙之意（創

27 : 36 ; 耶9 : 4) 。他與以掃一母同胞，出生時手抓哥哥腳

跟而出，因以得名。雅各自小攻於心計，曾先後騙倒乃兄

乃父，卻亦因此禍起蕭牆，激起以掃的殺機。雅各於是隻

身亡命到老狐狸母舅家中。 二十年間舅甥倆各出奇謀，鬥

個旗鼓相當，最後雅各贏得家財萬貫，拖男帶女，大勝而

歸。

雖然雅各智計無雙，當年犯的過錯卻始終未有處理

好。與兄長重逢前夕寢食不安，正是爲此。雅各向天使報

上姓名（創32: 27) , 代表他認清自己的本相，承認自己機

關算盡太聰明，卻始終逃不過親手種下的禍根。天使給他

新名以色列，取意與上帝相爭，提醒他真正禱氣衹從上帝

而得，非靠偷呃拐騙，衹在乎上帝的恩典。

聰明靈巧不擇手段爲利已

港澳人豈不像雅各？聰明靈巧，最善長把握機會，

甚至不擇手段，損人利己。有否想過「快跑的未必能嬴；

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末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

靈巧的未必得喜悅」（傳9 : 10)?

雅各稱他與天使相搏之地爲毘努伊勒，意即上帝的

面。他驚訝於「面對面見了上帝，自己性命仍得保存」（創

32:30) 。天恩如此，見以掃面又何足懼（參創33:10) 。

澳門曾被稱篦上帝之城，又是福音初至之地，難道

真的特別砷聖嗎？抑或特別邪惡，人不能在此與上帝同在

相見？如果見主聖面亦能坦然，世間還有可怕之事？

沒有基督降生 ，何來公元二千？

回歸回歸，可知基督正是右救世人回

歸天父懷抱，才屈尊降世？

澳門回歸之後數天，就是聖誕佳節，再後就是公元二

千年的來臨。聖誕將臨，撫今追昔。沒有基督降生，何來

公元二千叮回歸回歸，可知基督正是爲救世人回歸天父懷

抱，才屈尊降世？別忘記不日基督還要回歸人世，審判天

下蒼生。迎接澳門回歸我們準備了很久，迎接基督再來的

準備呢？ O 懷恩



爲何基督敎薑少囯璽溴門社會問題？

;~ fJ 澳門基督教會關心社會問

題，但很少公開抗議或者回應。 究其原因，

大致分爲教會內部，和社會環境兩方面。

澳門多年沒有基 工人等等，都是市民皆知，但又無力反對

督教自辦的報紙，曾 的 。 掲發這些事清，有沒有報章刊登？（澳

經有些同 工 振臂高 門多年沒有基督教自辦的報紙，曾經有些
教會本身 ，雖然有大約一百問堂會和

福音機構 ， 但在澳鬥事奉的教牧同工，多

數是外來的宣教士，對本地情況不熟悉 。

呼，卻少為人知。 同工振臂高呼，卻少為人知）況且，就算

加以教會工作著重關顧信徒、佈道，或者從事教育、社會

服務等等，已經人手不足 。 能夠從事砷學反省，深入回應

社會問題的同工亦不多，遑論一般信徒了 。

社會因素方面，本地傳媒很少發掘真相 ； 政府的透

明度又低，外人缺乏資料，自然影響分析判斷。而且，教

會要批評的，往往涉及社會上根深柢固 ， 與傳媒、大集團

的利盆有關 。 譬如賭搏，色情廣告，賄選，不良廠商壓榨

有言論自 由 ，但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又是

否值得為此冒險？

總括而言 ， 澳門教牧的社會關懷，不在於執筆回應

社會問題，而是教導信徒分辨善惡，致力於教育、社區工

作、青少年活動 、 慈善、福音戒毒等社會服務 。 對於本地

的社會問題，目前雖然缺乏探討和回應，但世界各地華人

教會的經歷，和有關的砷學反省，可以帶來啓示 。 澳門教

會應該從中汲取經驗，鼓勵信徒承擔社會責任，在不同層

面積極改善社會。 O 牧者

團結跨逆境．為主創明天
一群手停口停打工仔及其同行者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多謝你創造我們，又賜我們有工作。四

百多年來，先民和我們胼手胝足，將澳門建設成兌繁榮的

現代都市。然而，我們亦有許多憂慮。

我們的處境：生活困難、壓力重重

最近、在經濟逆境中，我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失

業率不斷上升，僱主隨意裁員 ， 生活得透不過氣來，打工

仔每一天都在湟恐中渡過，擔心明天是否有工開。我們明

白經濟危機不可能朝間解決，但我們盼望能聽到更多關心

和體諒勞苦大眾的話，並見到政府和社會上更多實質協助

使我們脫離逆境的政策。

我們的祈求：社會正視勞工的需要
親愛的天父．你明白我們的心境，也是聽我們哀求我

神。因此，我們懇切向你祈求，願你帶動社會大眾，對我

們的處境作出回應。

求你使政府正視日趨嚴重的失業問題 ， 爲我們這班打

工仔，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措施 。 開拓更多就業機會，有

決心並主動領導重建本澳製造業的地位 ， 並制訂和實施公

平合理的勞工法例。保障本地勞工有優先就業的機會，修

訂監管輸入中國勞工的漏洞，打擊非法勞工活動 ， 保障勞

工享有合理權盆。

求你幫助工商界對前境有信心，願意投資並復甦本澳

製造業，使勞工們能發揮所長。感化僱主的心，讓他們在

行事為人上有你的公義和慈愛，遵守及履行勞工法例，給

予勞工公平的報酬和友善的待遇。

求你記念失業中的勞工，幫助他們早日尋得合適的工

作，有穩定合理的收入。求你帶領眾教會繼續秉承「愛鄰

舍」的責任，關顧勞苦大眾，服務有需要的人群。

我們的承擔：努力不懈，建設澳門

親愛的天父 多謝你使我們在危機中成長，我們決

不因逆境而灰心失意。我們深僊憑著你所賦予我們的能力

和經驗，在團結合一，和衷共濟之下，必能共渡嚴峻的時

刻，維持社會及家庭的穩定。我們定必爲你交付給我們的

澳鬥，努力不懈地貢獻力量 ，與各界人士共創光明的明天。

奉主名求。阿們。

洪門工崇福音囷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日

電腦互聯網汎提「,~&ft娑fffty,!i「即將開幕
2000 年元旦面世 請留意本報下期公佈

內容包括：溴門資訊· 基督教會／機構查詢· 教會最新活動· 福音信息· 分享圄地· 資源網絡



中華基督敎會香港區會訪澳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辦「執委與澳門共渡回歸訪問團」

（下圄）來澳鬥參觀訪問。此行由該會總幹事陸輝牧師率領，成員包括牧師、宣教

師、校董等四十人。行程首先參

觀澳門海南堂，再到東望洋斜巷

視察馬禮遜紀念館。然後參觀志

道堂和馬禮遜紀念學校；並在志

道堂舉行座談會，了解本澳社會

及教會概況，探討如何拓展傳道

服務事工等。下午參觀博物館和

遊覽市容，至四時許離澳。

培正中學且0 週年校慶
一八八九年培正學校創辦於廣州，是中國第一所由華人基督徒開辦之新型學

校。一百多年來，歷盡艱辛，校務日晉，不斷發展。由廣州至香港到澳門，鼎足

而三，屹主至今。九九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該校舉行 110 週年校慶開幕典禮（左

圄），澳門候任特首何厚華先生及

眾多社會知名人士蒞臨致賀，下

午舉行感恩崇拜，由香港浸信會

聯會主席陳樹安博士演講，強調

推行「全人教育」的決心。校慶

期間，學校開放兩天，並舉行多

項活動及展覽。

世界宗敎動向守望
呣，精 Foundation 雜誌今年五六月號報導，「多倫多機場基督徒團契教會」
簡稱篦 Toronto Blessing Revival , 多年來不斷有靈恩運動最激烈的現象出現，例

如聖潔大哭、聖潔大笑、被聖靈擊倒、獅子吼叫、各種野獸叫等等，最近又有奇

怪的消息傳出。較早時，靈恩運動第三波始創人 John Wimber 曾經到過這間教會，

爲的是要査看他們的「獅子吼叫」經歷是否出於聖靈，結果連 John Wimber 也認

篦這樣的獅子吼叫是邪靈附身所至。從此， Toronto Blessing 就與 John Wimber 斷

絕來往。

讀」冨 Foundation雜誌今年五六月號報導：當普世爲Y2K千年蟲問題而談論不
休之時，有一部份宗教界人士卻鼓吹危言聳聽的「世界末日來臨」，說屆時會發

生銀行擠提、交通癱瘓、航運空難·、政府大量檔案失效 、 帶核彈頭的飛彈失去控

制而到處亂飛，造成世界性的災難，經濟突然全面崩潰，醫院所有先進儀器失效，

各大城鎮均沒有電力供應，到處搶劫殺人． 。

因此，這些宗教團體勸人要預早購糧貯水，跑到山上或曠野去避難。目前有

不少胂僕在雜誌上勸人不要恐慌，因篦最有可能的災難不是由電腦失靈而產生，

乃是由於群眾不合理的恐慌而引致。有關人士認爲，千年蟲的問題絕對不是聖經

所預言的世界末日大災難，因篦末世大災難的日期是不能預測的。我們若以常理

來想，世界各國和各大銀行怎會明知電腦失靈而不理？豈不都在事前急於設法處

理和挽回嗎？有人指出，飛彈不可能因爲電腦失靈而亂飛，因爲在電腦中， 2000

年 1 月 1 日只能誤算篦00年 1 月 1 日，不可能出現00年0月 0 日的。再者，飛彈的發射，

不是單由電腦控制，同時也由最高元首的鑰匙和密碼等複雜的程序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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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東敎會探訪記
龍門福音村、抹頭福音村

「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

多果子來。」（約十二 24)

龍門村據說是康有篦的保鏢

黃容生所結的果子。當一八九八

年康有爲變法失敗，帶了黃容生

出走外國，容在外國信了耶穌，

返鄉時將基督的愛傳給親友，當

時該村是處於窮山惡水，過去村

民篦了彌補生活的不足，惟有出

外工作做小販謀生。 自中圈八

十年代開始落實宗教政策，信徒

安心生產勞動，在改革開中得海

外親友無償資助，自力更新，開

發大量耕種，添置漁塘設置，種

植荔枝、柑桔、橙、香蕉等，入
息甚豐。村民深覺胂恩更豐，常

常感謝主，村長黃國彬其在英國

的兄長奉獻十七萬興辦教育改建

學校，其他港澳同胞同道響應，

支持興建自來水塔，鋪設全村水

泥街道，興建新的教堂，並由恩

平教堂派傳道人主持主日禮拜，

並有幼兒園。該村有六十餘戶，

二百多人全是基督徒，村民皆遵

守聖經的教訓，鄰里之間和陸相

處，團結互助，遵紀守法，得政
府讚賞。

另一條辣頭村，全村都是基

督徒，但沒有人說出起初的來

源，亦受政府的嘉許，該村亦有

二百多人信徒，每主日都守禮

拜，勤到不倦。村民都不擺設偶

像，過節、喜慶都不拜祭，清明

掃墓也不燒香燭，真是值得吾人

借鏡。兩條村均有百多年歷史，

且被政府列馬「文明村」，求主

保守他們繼續榮砷盆人。

O 梁溢長



懊門基督敎會慶卧歸綜合晚會
1999年12月 19 日（回歸夜） 晚上7:45 - 12:45 大三巴牌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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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8: 15 

9:45 

10:00 

10:20 

10:50 

11 :30 

12: 15 

12:30 

闥忌~M耕l
回歸歌曲齊頌唱（司儀劉宗銳，黃嘉儀，領唱陳伯洪）

致詞（藍欽文牧師）、剪綵、祈禱

文娛表演 中國算篦， 中國功夫 ， 培正朗誦醫，新謩歌貝靨，奚秀閭 、 黃汝燊詩黽

澳門歷史電影

詩歌獻唱浸信會詩班，基督徒音樂協會

信息分享．基督徒對社會的承擔與使命（蔡元雲醫生）

詩歌獻唱宣道堂詩班，基督教聯合詩班，奚秀蘭及交響樂團

直播回歸大典

感恩祈禱（黃鐘牧師），全體合唱（領唱郁多加）

大合照

慶回歸晚會舞台設計

基督教慶回歸花車設計

'99聯合報佳音
回歸後的第一次 本世紀的最後一次

1999 年 1 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 10:00- 12:00 大三巴牌坊前

田斗萃料」＇
10:00 詩歌頌唱，話劇表演，信息分享（楊懷恩牧師）

11 :00 聯合詩班報佳音（當日下午 3:00-5:00 在二龍喉浸信會綵排）

嚀 ．目前已有逾廿間教會／團體參與報佳音。

· 燈光、音響租借順利，現場蒙香港專業音響師協助。

· 現需招募現場工作人員，並睛爲大會支出預算 7500 元奉獻。

査詢 2992811 - 1013

5/12 堅中堂新址奉獻
基督教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於十二

月五日下午三時在新址舉行新堂開幕禮

暨十一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8/12 慶回歸祈禱會
日期十二月八日（星期三）晚上八時

地點高士德宣道總堂
主辦基督教會慶回歸委員會祈禱組

17-18/12 浸信聖誕綜合晚會
澳門浸信教會、澳門浸信中學將於

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晚上 7:45 在該會禮

堂（白馬行 41 號）聯合舉行「紀念救主降

生綜合晚會」，內容包括感恩崇拜，詩
歌獻唱，樂器演奏，師生話劇，民族舞蹈，
作品陳展，有獎遊戲，精彩節目 還有
干份禮物待送出。活動費用全免，鬥券

可往浸信書局索取。

18/12 醫院報佳音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謹定今年報佳音

日期如下：

山頂 12 月 18 日（六） 下午四至六時

鏡湖 12 月 19 日（日） 下午一至三時

查詢吳婉儀（傳呼 345345-1017)

朱德慧（傳呼 2992168-345 )

浸信書局聖誕卡特價
浸亻言書局特設聖誕卡特價發售，每

張三元，購買一百張以上可免費加印中

文姓名，節省時間。査詢 323476 。

澳門 2000 年公眾假期
1 月 l 日

2 月 5-7 日

4 月 4 日

4 月 21 -22 日

5 月 l 日

5 月 11 日

6 月 6 日

9 月 13 日

10 月 1 -2 日

10 月 6 曰

11 月 2 日

12 月 8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1 日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元旦

農曆年初一至三

清明節

受難節

勞動節

佛教假期

端午節
． 中秋節翌日

國慶及翌日

重陽節

追思節

天主教假期

回歸紀念日

冬至

平安夜

聖誕節 （共 20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