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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雪良牧師向來支持澳門

的文字宣教及牧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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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的開創功臣， 日後更為本赧

的專攔作者之一 。

字事奉負擔的澳門年青基督徒和宣教士，

共同創立「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並

接辦《時代雙月報》的出版工作。

承接《時代雙月報》

《時代雙月報》原由澳門播道會使

命團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創辦，出版宗旨

是向瞬息萬變的社會，傳永恆不變的時

代信息，故提出「時代信息，今日珍惜」

的口號。該份疆音報創刊以來，每期均

專題探討社會大眾共同關注的人生問顆，

籍此啓發思想，探索信仰。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是在澳門

註冊的非牟利宗教團體。該會所有編寫

人員全屬義務協助，出版經費來自教會

和儒徒奉獻。

一九九五年初，一群具文

《時代》目前每期印刷逾

四千份，免費贈閲，函索即寄；主要索

閲點包括澳門大學及各政府圈書館。

舉行福音預工活動

除了文字出版外，該會多年來亦舉

辦多元化佈道活動。九五年初，連續數

月舉辦大型公開講座，深得祛會人士歡

` . ,... 迎，且獲本地傳媒廣泛報

導，包括成長輔導、正

視色情文化、 潮流文化

大追擊、破迷掲秘闢邪、

城市人精神壓力等。九

六年曾公開放映多套健

康勵志影音製作，例如：

BAND BOY 、 靈界大迷

惑、愛是永不止息、 伴

我同行、如果還有明天。

其中《愛》片更在青年中心及教會公開

播映達十多場，覿寅者逾干人次 。 九七

年十月，獲准在澳門大學首辦「基督教

文化週」，藉大型書展、畫展和講座向

校內師生介紹基督教文化及信仰。其後，

更爲大專基督徒學生舉辦硏諲班及生活

營，籍此裝備年青一代的信徒領袖，爲

本地教會培育末來接班人。該會顧問鮑

會園牧師亦曾兩次親臨主領培靈會。

出版敎會通訊

爲了加強澳門教會的聯繫和僖徒的

培育，該會於九七年元月起出版《時代

人通訊》，隔月報導本地基督教會、機

構的最新消息及代禱資料。但隨著澳門

基督教的發腰，遂決定於九八年六月起

今後每月出版上述通訊，並正式易名爲

《澳門基督教月報》

免費辦公室啓用

今年初，該會蒙主內肢體免費借出

雅廉花圍一個住房作爲辦公室用途，且

於三月初正式啓用。

下圖為本會編輯們攝於新辦公室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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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每月聯禱會

澳門基督教聯會曰後將於每月第二

個禮拜三晚上八時假借東望洋街澳門紳

召會禧堂舉行教會聯合禱告會，歡迎各

教會祈禱會移師參與。聯禱會工作主要

由「聯合佈道籌委會」祈禱組鄔格培先

生統籌，蔡證光牧師、戴民牧師協助。

上述聯禱會首次聚會定於六月四日

（禱拜四）舉行，該晚主要爲本地聯合佈

道及文字宣教事工禱告，由中華爾區音使

命團總幹事朱昌銨牧師分享。今年每月

聯禱會日期安排如下七月八日，八月

十二曰，九月九曰，十月七曰，十一月

十一曰，十二月九日，若有變更另作通

知。

6i:l~. 新生命團契感恩
新生命團契於六月十五日（禮拜一）晚

8:00 假二龍喉浸亻言會舉行兩週年感恩

會。

(i:,~f? 《上帝的眼涙））
由香港影音使命團最新製作《上帝

的眼淚》將於六月廿六日（禮拜五）晚上

八時假備澳門神召會公開首播。該片由

影帝喬宏叔和褚永華牧師遠赴中東實地

拍攝和講解，特別適合基督徒觀看。

訌 敎育事工研討會
由澳門聖緤學院、讀鏗會及浸信聯

會合辦的「教會教育事工研討會」於七

月五日（主曰）下午及晚上假借二龍喉浸

信會舉行，研討會主題爲「培育亻言徒，

建立教會」。大會邀請香港九龍城浸亻言

會女傳道陳婉儀姑娘主領研討會，陳姑

娘乃資深宗教教育工作者，著作包括·

《更美的主日學》及三套暑期聖經班課

程， 1996 年擔任香港浸聯會全港兒童佈

道大會講員。

研討會設分組研討、教材介紹、事

工展覽等，歡迎教會領袖、主日學教

師、團契導師及職員等有份參與事奉的

弟兄姊妹出席。當日程序安排如下·

2:00 報到

2:30 主題講座．陳婉儀姑娘

3:30 休息

3:45 第一節分組研討

4:45 休息

5:15 第二節分組研討

6:15 晚飯（大會供應）

7:45 公開培靈會：黃鐘牧師

聖地影音講座

六月廿七日（禮拜六）晚上八時假備

澳門神召會膿堂舉行聖地遊蹤影音講座，

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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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展覽，歡迎邀請非信徒（尤其是對旅遊

有興趣者）參加，更歡迎各國契移師前往

觀賞。上述活動由香港飛躍之旅有限公

司及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合辦。

港澳青少年生活營

《時代雙月報》將於七月廿三日至

廿五曰在香港西賁白沙灣的營舍爲港澳

初中學生舉辦「青少年生活營」，自的

是訓練學生的獨立能力和互助精神，參

加者將有機會參觀香港公共服務櫬構，

三曰雨夜食宿包來固船費，只需葡幣

500 元。報名査詢請電 554978, 額滿即

止，本活動由澳門文化司資助。

YMCA 陪你放暑假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今年繼續籌辦一

糸列暑期活動供青年參與，所有活動已

刊登於今期《時代》，大部份活動於七

月初開始，且收費特廉，即曰起請致電

302600 査詢或報名。

第一節分緬．硐討專題．及負漬．＾：

1. 如何安排兒童崇拜內容？

陳婉儀（九瓿城浸信會女傳道）

2. 如何編印堂會或團契之刊物？

關淑鈴（澳門綦情教青年會主任幹事）

3. 如何在各種群體聚會中領詩？

陳伯雄（澳門浸信教會傳道）

4. 如何實踐家庭崇拜？

楊吳多里（協同特殊學校教師）

5. 如何帶領兒童團契？

蔡瑞彩（循道衛理澳門堂女傳道）

6. 如何善用主日學課程？

（香港浸信會出叛部代表）

第 .:.. 節分·緬．硐討專題．負黃＾：

1. 如何帶領兒童歸主？

陳婉儀（九鉳城浸信會女傳道）

2. 如何編排及設計青年團契週會？
陳宇光（澳門華人基督會主任傳道）

3. 如何籌辦營會？

黃嘉儀（活泉受俘道）、綦袞惠儀（贛經會主席）

4 崇拜事奉人員如何配搭？

楊懷恩（澳門聖經學院教務長）

5. 如何製作教材？

黃黎共賢（讀緑會幹事）

6. 如何設立及繹營教會圏書館？

沈抵輝（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

工福電腦培訓班

工蘆中心於七月六、七日，十三至

十五日早上 10:30- 12:00 舉行教牧長勒

電腦培訓班，內容以中文 Excel 及

Internet 爲主，由美籍華人 Anita Hau 任

教，費用每位 50 元連筆記，歡迎參加。

港澳中學生短宣

由香港亞洲歸主協會主辦、澳門循

道衛理會及宣教會龍圍堂協辦的「中學

生短宣體驗」將於八月四曰至十曰及廿

固至三十曰（每期七天）在澳門舉行。該

活動預計有五十名香港學生及三十名澳

門學生參加，內容包括佈道訓練、團隊

合作及多元化佈道工作。澳門參與者費

用爲葡幣 300 元，另需參加七月的集訓，

費用 50 元。査詢及報名請電 370336 聯

絡蔡瑞彩姑娘。

「耶穌傳 .J VCD 面世

由學園傳道會製作的「耶穌傳」電

影已製成 VCD, 每套雙碟，片長 100 分

鐘，有英語／國語版，是傳疆音的有效工

具。有意推動這事工的教會，可向宣道

堂總堂免費索取使用。

報名費用：葡幣 35 元（五位以上，每位 30 元）

截止曰期六月廿三曰（逾期報名，每位 40 元）

報名方法：請塡妥下列表格，連同費用

交予澳門聖諲學院(303454)

辦事處或趣之都(552435) 。

赧名表

報名： 弟兄／姊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曰） （夜）

年齡組別：O青少年 O青年 O成年 O老年

信主年數：一年 是否已受洗：O是 O否

所屬教會

參與事奉（以前或現在）：

選擇參加下列分 j.11.可·討（螃填敗字）

第一節(3:45) 分組研討，首選 －－ ，次選 ＿

第二節(5:15) 分組研討，首選 ＿ ，次選＿

請盡快交由教會負奇人收盤 6 月 23 日前禁蔻赧名。



7.25 工商界 EQ 講座
EQ名師余德淳弟兄蒙上帝使用，多

次爲各大商業機構舉辦有關情緒智能的

大型演講會。余弟兄七月中應澳門大學

邀請來澳講學，七月廿五曰（禮拜六）晚

8:00 於東望洋街胂召會特別爲澳鬥工商

界基督徒主講「 EQ 時代的堅毅性格」

聚會，棫會難逢，歡迎基督徒邀請慕道

者一同赴會，參加者更可獲贈余德淳最

新出版的 EQ 自學教材 。 即場報名，祇

需 20 元 。

新 免費游泳申請

澳門基督教聯會今年暑期繼續獲得

澳門游泳總會批准租借新花圍成人專線

（池邊第一線），由五月至八月逢星期二

晚上八時半至九時半使用（共十七次）。

現開放給各基督教教會及櫬構成員

申諮，有意者請自備近照一張及手續費

（本會會員成人 35 元，十二歲以下小

童 15 元，非會員成人 55 元，十二歲

以下小童 25 元），盡快交回本會辦事處

黃黎美賢姑娘（電話／傳真353774)或聯誼

部長鄔格培先生（電話341628) 。

首眉基督敎文化節

由澳門基督教聯會等七間本地機構

聯合籌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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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籍公開度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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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對福音

產生興趣，繼續探索基督教僊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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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參加

的教會／機構請於六月六曰前報名，査詢

請聯絡李佩齡(569900)/謝筱薇(35273 9)/

黃嘉亻義(307594) 。

聖緄問答比賽

今年澳門學生聖繹問答比賽將於八

月廿七日下午舉行，小學組(2:00)由讀經

會主辦，問答範圍是《創世記》，中學

及大專組(4 :00)由文字協會負責，問答範

圍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査詢

及報名請電 353774 聯絡黎姑娘。

大專研稈訓練營

由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讀經會主

辦，香港基督徒學生疆音團契協辦的

「大專研諲訓繚營」將於九月二至四曰

（禮拜三至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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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切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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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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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澳鬥差傳大會將於九月五曰（禮

拜六）下午假備二龍喉浸信會舉行，大會

主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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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

華牧師證道。兩場聚會皆免費參加。

十一月聯合佈道

澳門基督教聯會屬下「聯合佈道朝

委會」負責統籌的澳門聯合佈道會，今

年謹定於十一月七、 .J\ 曰（膿拜六、曰）

舉行共八場佈道會，其中兩場為兒童佈

道會、兩場爲勞工（普通話）佈道會，分

別於培正中學、閩南宣道堂舉行。聯合

佈道工作已邀得本地牧者藍欽文、黃

鐘、梅保羅及洪雪良四位牧師擒任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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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八月廿一、廿二

曰來澳領會，有意協助者請致電

2992811-1013 與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郁

多加聯絡。

華福非洲l差傳會議

世界華福中心於本年七月廿五至廿

九曰假南非首都舉行華人教會歷史首次

「世界華人非洲差傳事工諮詢會議 _j 0 

華疆中心希望以非洲爲試點，放眼普世

宣教連動。

聘主任傳道

男匡年 25 歲以上， 有心志在澳門

開拓輻音工作， 需胂學畢業，有牧會痙

驗更佳。有意者請將異象分享 、 履歷表

及照片寄香港九龍蒲崗村 91 號竹園神

召會竹圍堂差傳部收。

聘行政同工

基督教學校聘瞎行政同工，需小學

教師資格與學校行政經驗，有志推動基

督教教育。請將履歷表、近照、所屬教

會名稱，寄本澳中央郵箱 1675 號，信封

註明· 應徵，保密。

代禱事項 I 
恩患院兒童之家

1 感謝主爲孤苦孩童預備居所。本院

除了仁愛家舍、喜樂家舍外，第三個

家舍「和平家舍」已在籌備中，讓有

需要的孩童得到照顧。

2. 求主帶領那些缺乏關懷照顧的孤苦

孩童來到兒童之家，讓他們得到生活

的教養。（今年計劃再多接收六名 5-10

歲兒童査詢請電 365633)

3. 感謝主，本院辦公室在五月廿三日已

遷到新勝街 25 號 B 地下，並增設了

電腦培訓中心，讓本院孩童學習更多

知識和技能。

4 . 求主帶領和保守電腦課程的開辦。

5. 家務助理阮群娣女士四月二十一曰

決定亻言主，求主堅固她的心志。

6. 求主賜員工聰明智慧教養孩童。

歡迎提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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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稿必須由有關教會負責人簽

署，否則可能不予刊登；用字請盡量簡

潔，宜逐點列明。來稿請傳真 552834 。

,,' f = T ' 

; ' , s 

刊物名稱 出叛 全年訂價出版配

時代論壇 週報

基督敎週報 週報

葡幣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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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渭） 月刊 300 

校園 （台滑） 全年六期 160 

佳音 （台滑） 月刊 160 

平宜 ： 港台打價，面幣付款，不收另蕡；
快捷：直接由出版社準時寄抵打戶手上；

方便 ： 毋需區票，蔔幣現金或支票均可。

言Tim 才j°)去

現金：存入中圈銀行 21 - 012-000633 - 1
支票 （抬頭）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填寫表格，連同銀行收據咸支票寄懊門郵箱 6199 號。

言Tim 至更木各（緝用中文，可另紙填富）

雜誌名稱． 訂閱者

郵寄地址： 電話

代理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傳真552834/傳呼3926199)



退湣徒畏~i:1-~1 李靈新

、特稿我們生活在－個講究營養的時

代。一般人非常注意飲食上的衛生，甚

麼多吃蛋白質啦，新鮮水果蔬菜啦，少

吃澱粉脂肪啦等等。

可是在屬靈的生活上，不少基督徒

都患了營養不足的病。這問題的原因有

二，第一是主要的糧食不夠，這是指少

査考研讀聖脛。這種鬧饑荒的情形是人

造的，今天除了某些地菡以外，我們隨

處都可以得到聖經。近年來也有好幾種

中文的新譯本面世，目的是使近代的人

更多了解神的話語。因此「人飢餓非因

無餠，亁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

的話。」（摩六 11)研讀是「聽 _J 當中重

要的一環。

第二個原因是副食缺乏。這是指屬

靈的書報而言。華人信徒中，大多數除 又有誰想到文字工作者的成果可作我們

了看一兩本流行的靈修書鐘以外，很少 密室的良友，假期的消遺劑，旅途的同

花時間閱讀硏究l生及學爾注的書報、雜 伴，以及病人的安慰者呢？

誌。這個原因不能罩怪基督徒讀者，其 爲此，我向華人基督徒獻議如下

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國人的著作或 一對文字事工應有個正確的認識，知

翻譯的作品不多或是不夠水準，供給的 道它是傳醞音造就信徒有效的工具

來源不夠或是質素不夠，自然影審到讀 之一。

者吸收方面的不正常，這問頤指出整個 二對文字工作者及他們的櫬構，除了

華人教會文字工作的落後。 在精紳及禱告上支持以外，也要以

文字工作不受價徒的注意是個事 金錢來協助文字工作的發展及推

實。它不像大眾傳播影音工作的有聲有 廣。

色，容易引起觀眾的注意力也不像一 三有計劃地實行多購買及閱讀屬靈書

個佈道會，可以馬上看見工作的果效。 報及雜誌。

文字工作者只能籍著一枝筆默默地苦 四．鼓勵主內朋友實行以上三種參加文

幹。但誰會想到當聲音停止，講員不在 字宣道的工作。

的時候，印在紙上的信息依舊存在呢？ 本文摘錄自《文室使命》

我們的推 L 大家的參與／
請懇切記念今年的出版預算·

「澳門基督

徒文字協會」是

I ` 基督教超宗派的
社團，申一群對傳

播疆音有負擔的

弟兄姊妹組織而

成，他們大多數是業餘參與，對文字工

作十分認真，希望籍文字把耶穌基督的

救恩傳播到澳門每個角落。

該會出版的《時代雙月報》是本澳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精紳糧食之一，這

刊物與時代並進，緊貼本地菡發展的步

伐，作者們以敏銳的親察力，洞悉社會

變遷和人心需要，用感性的筆尖道出一

幕幕平凡中不平凡的人和事，成爲煩憂

生活中的一道清泉活水。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沒有固定

的收入來源，所有開支包括出版費用，

都是靠奉獻，本人誠意邀請 閣下／貴會

支持這項文字事工，讓更多的澳門人從

該會的出版事奉中認識耶穌基督。

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副司長穌葫暉某兄

每個人的心

靈都有一個欲望，

想別人明白、了解，

與他溝通。文字是

溝通最有效的方式

之一，也是觸動感

情和達致共鳴的媒介。讓我們多閲讀僳

美的文字，多操練從內心出發的寫作，

使我們的生活更優美。

香港資深文字工作者吳悉淥某兄

這是資訊的時代，

人們透過多元化的

資訊傳媒，認識世

界，瞭解人生，藉

此獲取知識，提高

生活質素， 《時代

雙月報》在這方面作出賁獻。當然，除

了文字出版外，有效的傳播還包括影

音、電腦網絡及廣播等，這樣才能廣泛

接觸社會各階層，使更多人獲盆。

中華福音使命團總幹事~~鎄牧師

．出版（時代雙月報） (6 期） 48,000 

．出版（澳門基督教月刊） (7 期） 14,000 

．其他事工費用 12,000 

至年預算 MOP74,000I

特別呼籲：

本會最近兩月因新辦公室添匱設備及簡

罩裝修，收支首次出現赤字：

三月份不敷：

四月份不敷：

戳至 98.4.30 結存：

奉獻方法：

35 ,753.46 

4,064.80 

25,802.75 

0支票（港澳支票均可，抬頭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O現金（語存入中銀 21 -012-000633 - 1 賬戶，寄回票據）

我的回息

。願爲文字事奉奉獻

。願訂閱 （時代雙月報）及（澳門基督教

月報）一年，並奉獻 100 元以示支持

我的姓名（語塡中文） 先生／小姐

郵寄地址

電話 所屬教會

填妥請寄· 澳門紐街市郵箱 6199 號。

澳門基督教月報 總編輯：王大爲 編輯：屈鑑濠｀關淑鈴、楊秀穎 索閲處：各基督教會及書局 免費暦閡歡迎奉獻（港澳支票均可，現金存入中銀 21-012-00063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