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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0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日）

地點：高美士中葡中學（塔石球場對面）

時間表（全寧活嶗玘靑）
［時間 漳釖」節曰 汜霎~ - I 
七月一曰' (驛六）
2:00 開幕禮剪綵 17 間合辦團體代表 操場舞台

致詞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副局長

高美士中葡中學梁祐澄校長

表演培正中學銀樂隊

2:30-3:00 獻唱青年戶外活動協會 操場舞台

2:30-4:30 電影：生命揸 fit 人 電影室

3:00-7:00 表演音樂：筲箕灣浸信會 操場舞台

魔術：移山佈道

詩歌：播道會道真堂 還有

3:00-4:00 簡介：基督教暑期活動推介禮堂

4:00-5:00 
4:30-6:30 
5:00-6:30 
7:00-9:00 
8:00-9:30 

活動：港、澳基督少年軍 禮全

電影：一路上有拘

比賽：詩篇朗誦

電影： 天使之城

電影室

禮堂

電影室

講座：余德淳親子專題(1) 襠宜

8:00-9:30 * 音樂 ACM 復興音樂會

七月二曰 （星嫺日）

2 :00-5:30 表演魔術：移山佈道

詩歌：播道會道真堂 還有．．…

2:30-4:30 電影：一路上有妳

2:30-4:00 訓練敬拜讚美研討會

3:00-4:30 * 講座：余德淳親子專題(2)

4:00-6:00 * 音樂基督教流行音樂會

4:30-6:30 電影：天使之城

4:30-5:30 講座：勞工法律

5:45-6:45 表演話劇

7:00-7:30 表演台灣山地舞，手語等
7:00-9:00 電影生命揸 fit 人
8:00-9:30 講座：余德淳親子專題(3)

8:00-9:30 * 音樂 ACM 佈道音樂會
暨文化節閉幕禮

敬請留意：

洪門大學

文化中心

操場舞台

電影室

禮圭

孫中山公困

議璸序訂氾

電影室

禮堂

操場舞台

操場舞台

電影室

禮堂

洪門大學

文化中心

1. 除註明（＊租惶字）外，上述活動均在＃刁育＂中逢印舉行。
2. 上述部份活動詳情，請參閱背頁簡介。



余德淳鱺子講座
7 月 l 日晚 8:00 中萄學校父母如何影響子女學業成效

7 月 2 日午 3:00 孫中 山公目 性格如何影響子女學業成效

7 月 2 日晚 8 : 00 中面麐校 溫習方法如何影響學業成效
瓌迎家長與子女同來，設幼兒托嵒服務。

講座由 YMCA 、 基督徒文字協會 、 黃營 均 國書館協辦，溴門 文化局贊助。

講員簡介：

余德淳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榮獲

社會科學碩士學位， 1992 年再獲「第一

屆香港優秀社工獎」， 1994-96 年擔任

香港心理治療團體學會會長。余先生

是研究惰緒智能(EQ)及逆境智能(AQ)的

專家， 1997-98 年誾在香港灣仔會展中

心舉行了十多次個人演講會。

去年(1999), 余先生每月來澳義務主講十數場親子講

座，聽眾反應均非常熱烈上半年更每月在澳門電台主持

「 人生百態」節目。

去年文化節，余先生更率領其機構同工長駐會場訓

練逾百名兒童 。 近年，余先生成鈣本澳政府部門、社團、

公司、中學等團體爭相邀睛的熱門講員之一。

ACM 音樂會
7 月 l 日晚 8 : 00 洪門大學文化中心 復興音樂會

7 月 2 日晚 8 :00 洪門大學文化中心 佈道音樂會

米，5 券入場，尚有少量 7 月 2 日門券在中葡中學派發，歡迎免費南取。

ACM—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

炁叫昰王 會－群熱衷音樂的朋友，透過音符
`「: , 0 0 。 喚醒現代人對生命意義的追求，用歌

曲、舞蹈帶出城市人的活力與喜樂。

ACM 每年都作世界性巡迴演唱，今

年澳門之行約有 77 位成員前來。

除音樂會外，今次 ACM 來澳亦

舉辦「敬拜讚美研討會」 (7 月 2 日

下午 2:30-4 : 30 中葡中學），由 ACM 總幹事吉中嗚先生主

調 內容包括歌曲流程處理，流暢而又有起伏的安排，

領唱與樂隊的合作，禱告與讀經之穿插，如何配合信息，

反省立志時間及結尾部份之處理。

＊上逑活動主要由澳門耶路批冷之城書店统籌

基督敎畫行音樂會
7 月 2 日午 400-6:00 誤苓系訂圯

演出樂隊

JIR, ReJtlection, M區cle
＊該活動由溴門綦督徒音樂協會統籌

文ft籠却多少？
自 1997 年起， 澳鬥基督教團體開始舉辦基督教文化

節活動， 以下乃簡單的介紹及回顧。

澳門大學基督敎文化週'97

日期 1997.9.29- 10.3 (週一至五） 地點澳大學生中心

合辦澳門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基督徒文字協會

活動書畫展覽／講座， 書法交流，藏書票講座，圖書攤位

第一屆基督敎文化節'98

日期 1998 . 8 .28-30 (週五至日）

地點澳門議事亭前地（即噴水池）

合辦澳門七間基督教機構

活動攤位、 展板及銀樂隊演奏 、 歌唱 、 表演 、 短劇等。

基督敎文化節 '99

日期 1999 . 8. 27 -29 (週五至日） 地點澳門培正中學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協辦十間基督教機構

活動室樂團演奏、浸信中學舞蹈 、 澳大團契話劇、音

樂創作及電影欣賞 、 聖經問答及聖詩歌唱比賽 丶

基督教文化講座 、 親子講座及訓練 、 遊戲治療講

座、 BB 爬行比賽 、 話劇 、 敬拜讚美會等。

基督敎文ftl量 2000
日期 2000 .7.1 -2 (週六至日） 地點高美士中葡中學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協辦十七間基督教團體，名單如下

世界宣明會澳門 分會 新生命囷契

廙門基督教青年會

溴門工業福音 團 契

循道家庭服務中心

澳門牧世軍祐漢圭

播道成人教育 中心

溴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溴門基督徒音樂協會

溴門中華福音使命困

溴門愛鄰之家

澳門讀經會

耶路撒冷之城

澳門浸信會書局

澳門浸信教會

上帝五 旬節會

溴門恩臨教會

參與除上述團體外，另有八間團體參與攤位或展板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城市宣教拓展中心

協同醫務所

香港篙國 兒童佈道困

宣道會聯會

下環浸信會

白鴿巢浸信會

金巴崙長老會

籌委王大毘，關淑鈴，陳美秋，譚美順，翁惠珍，陳炳雄，

黎光偉，何燕妮，梁游競芳，周榮，徐詠， 謝筱薇，

賴銘志，林信才，陳宇光，鄧蓮枝，謝禮明，侯勇明

辦事處和隆街亻言平大廈三樓 YMCA 總部（銀輝沖印後）

電話 302600 傳真 3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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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敎聯會

澳門基督教聯會創立於一九九零年初，是一個以本

澳基督教教會及機構爲基本成員的聯合組織。各會員單

位不分宗派，不分大小，同享權利和義務。目前聯會約有

四十間教會及機構加入成爲會員。聯會的成立是爲了促

進本澳基督教團體的緊密聯繫和發展，維護教會的名聲，

加強彼此的合一，推動和籌辦本地福音事工。

澳門基督敎青年會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一個以服務本澳青少年

及其家庭篦主的社會服務機構，並以奉行基督教教義、

養成青年完全的人格以及服務社會馬宗旨。

除了機構的各項設施外，各類型的服務亦非常豐

富。其中包括小組活動、幅音事工、與中國內地及國際

交流體驗、學校社會工作、參觀與探訪 、 講座、工作坊、

興趣及訓練班 、 義務工作的發展與培訓 、 宿舍的租借、

營務活動以及其他大型活動如比賽、展覽、攤位活動及

嘉年華會等等。歡迎致電査詢服務資料以及索取會訊。

世界宣明會澳門分會

世界宣明會是一個基督教組織，以效法主耶穌基督

爲使命，在貧窮及被壓制的人中，促進轉化，尋求公義，

見證福音。一九九三年成立澳鬥分會，主要服務本地青

少年及兒童。

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

本中心是隸屬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基督教機構，

自八九年十二月始向本澳市民提供整全及適切之服務，

並於九七年四月命名為「建華家庭服務中心」。本中心宗

旨是以基督博愛精神服務社區，見證基督真理。目標是

爲本澳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促使其發揮功能，從而建

立和諧的家庭關係，服務對象以一般家庭及有特別需要

的家庭或個人爲主。

澳門工業福音團契工福中心

本中心於九五年成立爲非牟利基督教機構。以基督

的精神爲勞工提供服務，聯絡 、 維繫及團桔勞工，使其身

心健康成長，並認識工作價值 、生活意義和人性尊嚴，共

同建設公義和充滿愛心的社會。本中心服務包括午間

飯堂、書籍借閱 、 醫療檢査 、講座、探訪、興趣班等 。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本會於一九九五年初由數位澳鬥青年信徒與宣教士

組成，爲澳門文字福音工作開拓新里程。目前《時代雙

月報》及《澳門基督教月報》皆為本會出版的定期刊物，全

部免費贈閱函索即寄，此外每年還出版《澳門日誌》記

事簿。本會在澳門註冊，出版及事工經費主要來自港澳

信徒和教會的奉獻。

除出版外，本會也曾舉辦不同類型的公開活動，例如

九五年舉辦公開講座，九六年，舉辦電影欣賞會，觀賞者

共約干人，九七年，本會首次在澳鬥大學舉辦「基督教文

化週」，有書、畫展覽及中國文化專題演講。本會亦於

九五、九六年舉辦培靈會，由本會顧問鮑會園牧師主講 。

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

本會爲推廣聖樂事工、提倡本地創作、促進眾教會

及信徒在音樂事工上的聯繫，盼望藉聖樂敬拜讚美神、

培育信徒靈命及廣傳福音，九零年正式成立（九三年註冊），

現有會員廿多位，分別來自十間教會。本會曾多年主辦

大三巴平安夜「聖誕聯合報佳音」活動，以及聖樂交流

營 、 敬拜讚美 、聖樂日營等聚會，亦曾多次協辦本澳大

型聚會及應邀主領聖樂主日崇拜、福音聚會、敬拜讚美

等聚會。

播道成人敎育中心

本中心爲註冊非牟利教育機構，旨在為本澳的家

長、專業人士及成年人提供優質的基礎及專業教育。課

程包括家長英語、醫護英語、牙科助理員課程 、 家長醫

務課程、各行業語言培訓、電腦、數學、輔導、會計等

課程。此外，亦提供海外升學講座及失業再培訓。

澳門基督敎新生命團契

本團契於九六年六月成立，致力幫助吸毒者重建新

生、重投社會及重建家庭關係，設有外展辦事處及中途

宿舍，免費提供住院戒毒服務。所有學員需住宿舍一年，

接受體能、品格及信仰等操練。康復中心里沙環海濱

花園，求助電話： 435 563 I 499 333-601 , 辦事處 455

576 。

救世軍祐漢堂

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慈善組織，由卜維廉及

卜凱賽琳於 1865 年創辦，以軍隊式作爲架構和行政方

針。本軍以「心向神，手助人」的宗旨，無分種族，以神

的愛服務人群。救世軍祐漢堂於九九年九月正式在澳門

服務，服務範圍主要包括．學生（如自修室、功課輔導丶

主日學和少青團契等），成人（如各類型興趣班和主日崇

拜），家庭服務（如探訪、小組研討和專題講座及輔導等）

以及新移民。本會地址· 里沙環菜園路 253 號寶暉海景

花園地下，電話 425 367, 負責軍官（牧師）譚美順中尉，

歡迎來電査詢 、 聯絡。

愛鄰之家

本會於九五年初成立，由台灣台北地方教會幾位傳道

同工因著宣教異象而組成團隊，帶著使命前來澳門扎根

開拓教會。本會目標 1建立一個海內外匯區音轉接站， 2.落

實本澳福音工作， 3強化社區服務， 4與本澳各社團建立友

誼及合作橋樑， 5與本澳眾教會連結配搭。

本會初期以興趣班及社區活動向中國合約勞工傳輻音，

近期開始發展新移民及本地家庭事工 。



澳 門 基督敎文化 節

血達四f
冉玫善大會服務，請以不記名

方式提供意 見，謝謝您的合作！

l 知悉文化節消息的途徑

0報刊 0電台 O橫額
0教會 0網頁 0其他

2 今年文化節的宣傳

O足夠 O普通 O不足

3 今年文化節舉行的日期

O甚好 O普通 O不好

4 今年文化節舉行的地點

O甚好 O普通 O不好

5 文化節活動給您的印象

O甚好 O普通 O不好

6 文化節工作人員的表現

O甚好 O普通 O不好

7 您給文化節的評分

（甚好 10 一＞普通 5 ->不好 0)

8 文化節最吸引您的活動是

O表演 O講座 O攤位

O展覽 O其他

9 請寫下該活動名稱

10 文化節助您更瞭解基督教'

O是 O否 0不肯定

l l 明年會否再來'

O會 O否 0不肯定

12 您的性別 0男 0女

13 您的年齡

012 歲以下 01 2- 18 青年

018-30 成年 030-50 中年

050 歲以上 O不便透露

14 您的信仰

0沒有信仰 O基督教

0天主教 O其他：

填妥請放入意見收4 箱

大會工作人員專用

姓名 ： 電語 ：

地址：

O考慮 O決志 O回轉 O跟進

澳門浸信敎會

澳門浸信教會成立迄今已近一個世紀(1904) 。名冊上有會友二千一百多人，因

時局多變，居留本澳者三百餘人。本會歷史雖悠久，但會友並不老邁（平均三十歲），

有受教育於美 、 加 、 英 、 澳、日 、 葡等國。廿一世紀富於革新精神，這正是本會的

精神，本會以發展聖工實現這精神。教會創辦浸信中學，已有四十餘年歷史，去年

又創辦了中澳聖經學院 。 中學新址在 2001 年落成，佔地九萬餘呎。我們以「建校

革新教育建堂多結果子」爲指標， 把神的恩典貢獻給澳門人。

基督敎澳門上帝五旬節會

基督教澳鬥上帝五旬節會，原名上帝五旬節堂，後因註冊之需要， 由九九年起

改用現名， 並於 2000 年 4 月 9 日遷往提督馬路 lll - 11 3A 華寶商業中心 8 樓 D 、 E

座，電話 256932 。聚會時間如下

主日崇拜逢週日早上十時正， 少年團契逢週六下午三時半，成人團契隔週

六晚上八時半，門徒訓練隔週五晚上八時半， 査經禱告會逢週三晚上八時半。

澳門恩臨敎會

本教會蒙主恩龘由一群本澳年青基督徒於九六年廿九日成立，鎔了有一個同

心敬拜及事奉胂傳揚福音的地方， 故租下現址（黑沙環國際花園三樓）。現有人數廿

多人，同心事主，每主日上午十時有主日崇拜，下午有青年小組。爲更有效服事居

民，特別是年青人，又成立「青年戶外活動協會」，設有敬拜樂隊，在教會崇拜時

獻詩或出外探訪及演出 。 此外，本會設有多類型培訓及興趣班，每年定期主辦戶外

大型活動，以詩歌、見證傳揚主恩。

澳門基督少年軍

以「於青少年之閆撰展基督的圈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

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為宗旨，將基督的信仰融入制服團體的運作模式，讓

青少年有機會接受基督化教育及紀律操練。

目前澳門基督少年軍共有四個分隊第一分隊隸屬於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

中心，第二分隊隸屬澳門浸信教會，第三分隊隸屬基督教宣道會澳門聯會，而第四

分隊則隸屬於澳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 。有興趣人士可直接向各分隊査詢有關詳

情。

中華福音使命團

中華福音使命團（簡稱 中福）是一個超宗派的華人差會，於一九七五年在香

港立案成立，其後分別於美國、加拿大註冊，以推行差傳事工。中福至今在泰國、

緬甸 、 台灣、澳門、香港 、 東歐 、 中美等地服侍十五個不同群體， 致力於福音末及

之群體中開荒佈道 、 建立教會 、 訓練門徒、服侍社群。澳鬥中福於九九年註冊，現

有三位宣教士駐澳，分別參與葡裔及文字宣教事工；今年全力支援開創「澳門基督

教資訊網」 www.m-cc.c . org, 該網站於七月一日文化節正式啓甩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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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這模奭始的－ 啟會資訊 全澳64間基督教會最新名錄 ♦澳門教會／襪構名錄

♦澳門教會 1機構網站回歸後，新千年開始 ， 幾 生命培育 爲瓦麼「摩門教」天天要摸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