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 年 9 月
（總第因期）

Macau Christian Monthly 

出版：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逼訊：澳門郵箱 6199 號 電話 ： (853) 392 6199 傳異： (853) 552 834 逢每月一日出版 免費蹭闞歡迎奉獻

文化節主題曲：

勣力 1t 望愛
1.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

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

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
丶

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光陰匆匆多少機會

身邊經過，誰能伸手

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你臾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罔

願降卑，效法基督，

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2 我願帶歡欣遁鬧市穿梭，

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泊疲勞，

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

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

文化節開放時間
8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 :00 - 6:00 

8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下午 6:00

8 月 30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下午 6:00

主要節目時間
開幕典禮 ： 星期五下午 I :00-2:00 

音樂比饗：星期六上午 11 : 00-2 : 00

聖地追蹤：星期六下午 3:00-3:30

閉幕典禮 ： 星期日下午 4:00-5:30

鸝壅曇費參鏽

齶氫量Ill文ftl黷
1998 年 8 月 28-30 曰澳門議事亭前地（嘖水池）舉行

獻詞

淆出信望愛
自馬禮遜牧師來華至今的百多年來，數以千計的西

方傳教士在中華大地上爲主作工，因此，有人認爲基督

教是外來的宗教，基督教文化是外來的。

直至這個世紀，由於華人傳教士的增多和其他的因

素，基督教本土化問題日盆受到關注，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的異同和關係也成爲討論的課題。我認爲西方文化不

一定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不是舶來品。

作爲基督徒，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爲愛世人而捨命，

賜我們有新的生命，我們相亻言祂復活，給我們永生的盼

穌羣月賾2先生

溴門教育塈青年司 31) 司表

望；所以，基督徒是信、望、愛的群體。基督教文化便是這個有信、有望、有愛的

群體的文化，我們不單活在價仰中，也將信仰活出來；這樣，基督教文化，便成爲每

個基督徒的文化。

基督教文化節不單讓澳門市民多一點了解基督的信仰，也是基督徒反思自己文

化的好機會。在此，腕願基督教文化節的各項活動順利開展，榮紳盆人。

重視文化清；．克
基督教文化不單影響了整個歐洲 、 美洲的文化發展，

更與中國文化有著很多不謀而合的觀念。在澳門不斷受

著次文化及通俗文化的衝擊，使得文化曰漸低落。這次

的基督教文化節，不但令澳門人對基督教文化有所認

識，更是文化界的一股清流，喚醒更多人對文化的再重

視。祝願第一眉基督教文化節能蒙神的使用，獲得圓滿

成功。

禋緑逞讀

社蝨；塗先生

澳門為共士中面十學校長

愛是堅忍的、 仁慈的；有愛就不嫉妒、不自誇、不驕傲、不做
鹵莽的事、不自私、不輕易動怒、不記住別人的過錯、不喜歡不 義、
只逞愛真理。愛能包容一切，對一切有信心，對一切有盼望，能忍
受一切。愛是永恆約。 （聖縵）哥林多前書十三 4-8 隈代中文譯本修訂本）

帚港聖綬，;;:.會香港九瓶尖沙咀漆成道南 67 號安年大廩 902 室電喆： 2368 5147 



I 洪門基骨疲囯咩（部份）简介 I 

淇門是-ir'教青年會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一個

以服務本澳青年及其家庭爲主的社會服

務櫬構，並以奉行基督教教義、毀成青

年完美的人格以及服務社會爲宗旨 。

除了機構的各項設施外，各類型的

服務亦非常豊寓。其中包括小組活動、

禕音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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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展覽、攤位活動及嘉年華會等等。

歡迎致電 302600 査詢服務資料以及索

取會訊（可郵寄予本地會員）。

基潜故城市宮敖擴展中心

在澳鬥這地土活著數十萬人， 他們

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宗教

信仰，而我們則是這人群中的一小撮。

我們都是因基督的愛而生命有所改變的

人 。 我們同有一個夢想，就是盡上我們

的能力，用各樣的方法與途徑 ， 直接或

間接地使澳門的人都認識這位獨一的真

胂，茁打妾受祂的救恩。

協同醫務所

協同醫務所是一間由美國彆生成立

的基督教穢構，透過醫療服務為社會大

眾提供全人醫治，藉此領人信主，榮紳

盆人。

固際傳教渥道會托兒所

本所是一間非牟利的櫬構，本著基

督的愛心幫助一歲半至三歲家境清貧的

兒童。地址翳院橫街麓明樓 6 號地下

（蔡高中學側面）。

播道成＾教有中心

本澳註冊非牟利教育櫬構， 旨在為

本澳的家長、專業人士及成年人提供優

家長 EQ 講座
一爲子女開學作準備

曰期八月廿九曰（星期六）晚上 8:00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講員．余德淳先生

要用·完全免費不必報名。

優惠凡參加者可半價購買《自學

EQ 教材》（原價 480 元）

主辦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質的基礎及專業教育。課程包括家長英

語、醫設英語 、 牙科助理員諫程、家長

醫務課程 、 各行業語言培訓及計劃中的

電腦 、 數學 、 輔導、會計等課程。

循道衛理彧革家庭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社區服務中心爲一基督教

棫構，隸屬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由

八九年十二月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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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 建華家庭服務中心」 。 本中心宗旨是

以基督博愛精紳服務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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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是以一般家庭及有

特別需要的家庭或個人爲主。

洪門是督教新生命困契

本團契成立於九六年六月 十七 曰，

是－非牟利福音戒毒機構，由幾位經歷

基督救恩成功脫離毒海之弟兄及其他教

牧同工合作成立， 目標是爲吸毒者提供

過度環境 、 訓練謀生技能，重建家庭關

係及重投祉會。

現團契外展辦事處及中途宿舍位於

黑沙環 。 在其它櫬構協助下 用設有

中、英、數班，聖經班，工藝室等，亦有

社工做輔亞工作，每曰團契會安排弟兄

操總如家居清潔、 舖床 、 做飯 、 戶外

活動及教會生活等。

英議文化交流中心

英語文化交流中心是基督教協基會

在本澳的支部。本中心每週四晚在活泉

堂及活道堂開設英文班，由美國導師執

教， 並採用 Longman 出版社的課本。就

讀者大部份是在職年青人，每節授諫 1. 5

小時及有 10 分鐘宗教分享。我們的焉師

非常樂意認識學生 ， 跟他們共渡餘暇，

同享福音的訊息。

協暴會淆泉旁

一九八八年成立，本著耶穌基督的

精紳，傳揚祂－－－－＂愛的訊息", 好讓澳門

居民得聞「這美好的疆音」。地址俾

利喇街 12 號1亙富大廈 JA, 電 307594 。

協基會治道奎

由於看見澳鬥不同的需要，本會一

九九三年於風順堂區開始醞音工作，並

提供學生服務，幫助有需要的人，讓他

們體會基督的愛 。 地址風順堂街 12 號

風順堂大廈地下 D 座，電 974279 。

中華碁督敖會志道壹

一九零六年建堂於黑沙環，原名「志

道會堂」，是澳門首誾華人自理的獨立

教會 。 早年致力於幼兒和平民教育，提

倡女子入學， 如創辦志道幼稚園 、 聯愛

女子義學 、 蔡高中學 、 免費女子夜校等，

近年開辦「馬禮遜紀念學校 」 ，一九一

八年迤址馬大臣街，後加入中華基督教

會。

淇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本會於九五年元月成立，爲澳鬥文

字宣教開拓新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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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緤費來自教會、僊

徒的奉獻。

《時代》以傳韞音爲主， 每期印刷四

干份，免費贈閱，函索即寄，主要在澳

門大學 、 理工學院 、 各政府圖書館、廣

星傳呼 、 教會及社會服務中心免費派

發 。

《澳門基督教月報》印刷暈爲二千份，

主要是報導本地教會 、 機構的最新消息，

促進合一見證。本會每年出版澳門人的

記事簿《時代日誌》，另外還代理訂閔

香港 、 台灣基督教雜誌。

洪門是督赦聯會呼籲澳門基督徒

向國內水災災民伸出援手
近期長江流域水災為患，由於災渭嚴重，澳門基督教聯會回應世界宣明會澳

門分會的呼籲，鼓勵澳門基督徒向國內同胞伸出援手，支持災民度過離關。市民

欲瞭解宣明會在中國的水災救援工作，可致電 352740 査詢。捐款睛存入下列銀

行（註明·中國水災） 中國銀行 16-012-00043406 I 大豐銀行 201 -1 -07025-2

支票請寫「世界宣明會澳門分會 」 ，支票或銀行票據連同個人資料諮寄·澳門

郵箱 530 號宣明會收，僊封面註明「中國水災 .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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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聖糢公會是一個不牟利的櫬構，

於一九五零年成立，是世界聯合聖繹公

會成員之一。一向靠頼主內肢體愛心奉

獻，藉此使到更多人有閱讀上帝的話語

的機會。 本會的宗旨是讓每一亻回人能夠

以其痙濟能力可支付的金錢，獲得一本

他能夠閲讀的聖經。具體目標分別是每

一個家庭最少擁有一本新齧約全書，每

一位基督徒最少擁有一本新約，及每一

位能閔讀的人每年可獲得兩、三份經文

選篇。

本會的事工計有協助聯合聖纓公

會有關中文聖經翻譯的事工，出版不同

類型和版本的中文聖脛及讀物，替各地

聖經公會印製聖經及聖經讀物，又為香

港及澳門地固各教會供應聖經，協助其

事工發展。此外，並與各教會及聖工機

構合作，策劃推廣和免費贈閔事工。

洪門 聖綬學院課 ,f-1

教牧研討會 佈道牧者的塑造

講員陳恩明牧師、吳撲智牧師

曰期九月廿一日至廿二日（星期一至二）

時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固時半

參加者可獲取本學院校本部或研究

院之學分，但須完成額外要求。詳憎譜

直接向該院教務處楊牧師查詢。報名譜

從速致電 303454 。

艋身關注艋身苓

基督徒澳門特區籌委會關注小組近

日向教會發出宣傳海報，呼籲信徒爲澳

門平糢過渡禱告，並在宗教政策、社會

治安 、 醫療服務、教育制度、青少年犯

罪及公務員本地化等問題上發表意見。

有關意見可交由小組收集 、 整理，請傳

真 572637(高先生），或致電 556919(郭小

姐） 。

聘請司稢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爲接載有需要的

信徒參加主日崇拜，現聘請司機－名，

基督徒亻憂先，工作時間逢禮拜曰早上九

時至一時，歡迎應徵或引薦。聯絡電話

370336 蔡小姐。

教牧同 工聖是之旅

香港聖地遊蹤服務協會將於今年十

一月廿三曰至十二月因日舉辦第六匡教

牧同工聖地特惠團，十二天行程包括利

巴嫩（推羅、西頓），敘利亞（大馬色），以

色列，約旦等地，教牧同工特惠$8990 ,

家屬$145 60, 另設埃及附加行程$3900,

家屬$4900 。

由於名額有限，有意者請於九月三

十曰前報名，査詢致電 24 小時熱

線： 285 1 4477 。

醫院探訪國L工服務點滴
分享澳門醫療事工協會設有翳院探訪

服務，每月兩次逢週六或週曰的探病時

誾，集合義工到山頂醫院探訪病人，給

予心靈、情緒及人際上的支持與鼓勵。

建立探訪服務的因 由

病患者在住院治療期間容易產生焦

慮 、不安、恐鷹孤寂等情緒問題，一

方面是由於身體疾病所引起，可通過彆

院的治理而獲得康復，另一方面是由於

住院而引致人際關係疏離，最終導致負

面清緒的堆積，足以影囓治療與康復的

進程。因此，醫院探訪活動可給予病人

情緒宣洩的櫬會及個人價值的肯定，幫

助他們舒暢心渭集中力量對抗病魔，

這是對病人整全的身心關顧。

個人的一些探訪經驗

雖然我在年初得悉這項服務，但有

感缺乏對病人感受的深切了解及關隈溝

通的技巧，因此先參與有關的短期訓練

後 ， 再實際參與該項服務。當中所接觸

的數位病友，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疾

病、不同的年齡 、 不同的背景，但都有

一顆等待安慰的心靈。有時他們需要的

是鼓勵的話語，有時他們需要的只是－

位聆聽者，幫助他們抒發惰緒，重拾信

心，面對耒來。

參與醫院探訪途徑

若你有志於醫院關懷服務，只要肯

花一些時間，病友們大部份均樂意接受

關壞與鼓勵，讓你分擔憂愁。建議一

先參與醫療事工協會的訓緤，後再投身

服務。二直接參與探訪活動， 待有櫬會

再作訓練。

醫療事工協會定期安排有豐富繹驗

的院牧作訓練諫程導師。請留意時代雙

月報、基督教月報或教會的通訊消息，

最新訓練課程將於九月廿日舉行，詳情

請見「本月精選」（右）宣傳。査詢電話

2992168-345 , 傳真 353419 。

0陳郁琿（澳門厝療事工協會義 工 ）

本月精選

9/1 研經體驗營

日期·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一曰

地點路環聖方濟各青年中心

講員翁偉業、余德淳等

所經營尋備小 !JI.成員

9/5 差傳：我的宣敎心

曰期九月五曰（膿拜六）

時間下午三時及晚上八時

地點二龍喉浸亻言會

下午青年聨令困共

內容 有獎問答比在、展咒 、 短嗨

歡迎十五歲以 J:. 青年參加·

短諶白勻翰牧師（晨光福音宜主任 ）

晚上． 培蜜會

繕員 簫壽華牧師 (t港北有節逞令主任 ）

弔 場· 泉會t「免瀆永加

主辦澳鬥基督教聯會

9/20 醫院義工進深訓練

一苦難與關懐

日期九月廿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六時

地點二龍喉浸亻言會

講員林偉廉院牧、容美玲院牧 丶

陳任敏儀院牧

費用 20 元（講義費），即場繳付

主辦澳門醫療事工協會

林偉屎院牧（香港院牧事工畊會總幹事）三 月十

五日假借宣道總生主繕「醫院探訪義工訓練 」



禧音文字工作的重要
牛寺希蔦這［是－－亻困最｛黑H音的時代，也是一

個接近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代。因此，

再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這個時代更需要

醞音。談到傳疆音的問題，由於時代的

變化，科學的進步，交通的發達等，對

於傳福音的方法與方式也就與上一個時

代有很大的差別，現在是無線電傳真的

時代。例如佈道家葛培理在美國加）州布

道，相隔三千英里的紐約启民郤可以坐

在家中的電親幕前聽他講道，看見他的

表惰及動作，欣賞他們三千人大詩班的

合唱，及舒亞博士那首百唱不厭、深感

人心的「我寧願有耶穌」的名歌。這是

科學進步所能帶給這個時代在傳醞音方

面的便利。在韓國與曰本之間的濟」州島

上的強力福音廣播電台每天向整個中國

大陸所發的疆音廣播，更是顯明紳這末

後的時代藉著科學的發達而向人類所施

的福音工作，也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了。

但萬流不離其宗，文字禱音工作是

一切疆音工作的鼻祖，若不是先有文字

福音工作起首，今天我們一切的福音工

作將完全失去依據。若不是紳自己起先

注重文字工作，則我們今曰也無從作幅

音工作了。茲將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分述

於後

一．神自己注重文字工作

聖諲本身的寫成就是神注重文字工

作的鐵證，神不單是興起先知僕人們起

來為祂說話，祂也感動人將牠的話錄下，

成爲今曰的聖綫，就是神自己的啓示。

神的啓示若不寫下來，我們今日傳甚麼？

寫甚麼？ 牠所重用的僕人們不單會講，

也會寫例如摩西、大衛、所羅門、保

羅 、 約翰等。故文字工作的創始人是紳

自己，神既看重文字工作，我們今天豈

可忽略？

文字工作的價值與影響

聖諲本身的價值與影審自不必描述，

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能估計的。即就教會

歷史中，我們看到那些信心的巨人，他

們生平的事蹟被寫下了，因此直到現在，

他們好像仍然在說話，他們的影審力仍

然不減，這是甚麼原因？這就是文字工

作的價值與影囓。如果神自己不注重文

字工作，屬鑑的先賢先聖們不注重文字

工作，我們今天就沒有這麼多豐富的屬

靈還產，那末今天的基督教會是－個空

洞無物、毫無內容的宗教而已。

在美國有一間大學之所以著名，不

單是因為歷史悠久，師資優良，校舍宏

偉，最重要的乃是它的圍書館藏書豐

富。據說哈佛大學是全美國大學中圖書

館藏書最豐富的學府，耶魯大學次之。

筆者在六年前訪問耶魯大學，曾往參觀

基督教圖書館，當時周嘉銘姊妺（司徒焯

正牧師太太）在該館工作，她告訴我罩是

基督教圖書館就有藏書三十萬本，其藏

書之豐富可見一斑。基督教會能在歷代

逼迫的環境中屹立不動，文字工作的幫

助是功不可沒的。

三．文字福音工作效果大

基督教的歷史就是一頁文字的歷史，

口頭的傳講幅音固然果效奇大，卻受時

間的限制，不若文字來得廣來得遠。一

篇名講章若不將它記錄下來，所產生的

果效就只有當時當地的人受感而已，但

若將它記錄下來，則可流傅久遠，其果

效因不受空間及時間的限制而廣大得多

了。多少人因看到單張或福音書籍而海

改歸主的見證真是馨竹雞書。

筆者最先接觸醞音並不是去禮拜堂

聽道，乃是有人將《約翰福音》送給我

看，然後才繼續追求懿識福音的。因此

筆者亻言主後也就頗注意文字醞音工作，

口袋常常裝有單張分發與人，寫亻言給友

人時不忘夾單張。在一九五四年左右，

常與廣外I一位少年好友通亻言，每亻言必夾

疆音單張。那時這位友人就讀中山大學，

故所選單張多屬科學證道之類的內容。

後來這友人來亻言說因看到這些單張亻言了

基督以後這位朋友有機會從廣」料香港，

就參加教會並且受浸歸主。這就是文字

工作不受時空限制而產生的果效千千萬

萬個中的一個而已。

。何術中（摘錄 自 《 文宣使命》）

溴門浸信會聯會的由來
敎會后史 澳門浸信會聯會成立於－

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曰，追憶在浸亻言會

歷史中已有「中澳鎏浸亻言聯會 .J 的組織

那時中山縣的石歧、下柵、斗門、南屏、

唐家、灣仔等地都設有教會和福音堂，

各堂都在「中澳區浸聯會 .J 下共同工

作。澳門浸亻言會的傳道工作，初期定名

爲「香山傳道會」（香山即今曰之中山

縣），唯恐鄉人雖以明白傳道會的意義，

故在鄉間又用「亻言醞堂」的名義租用或

購買產業。「中澳菡浸亻言會聯會」約於

一九四四年成立，惟因環境變遷，中澳

雹聯會的工作逐漸停頓。

而在澳鬥廑，除了九十年前創立

的澳鬥浸亻言教會外，一九五三年在下

環河邊新街開設下環福音堂，一九六

一年二龍喉醞音堂暫亻昔培正中學音樂

室聚會， 一九六五年又在河邊街開設

沙梨頭醞音堂， 其後成立教會。一九六

五年「浸信會聯會」成立，并開辦亻言徒

聖羥夜校，一九六八年開辦青年中心，

每年舉辦聯合夏令會 、 青年歸主佈道

會、讀經守經運動 、 培靈佈道會、聖樂

硏究會、宗教教育研討會等等。

聯會工作正如以弗所書四 16 記載

「全身都靠祗聯絡得合式， 百節各按

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

基督身體（教會）是靠著主耶穌基督

結合起來的，儘管各肢體都能個別地

發揮其功能，然而仍不能有助於整體

的建立。在經文裏有三點值得我們學

習1 要靠主聯絡， 2 彼此相助， 3 以

愛作動力， 如此，身體便長進，共同建

立起來。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爲兩個

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有人攻勝孤身一

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

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 9- 1 2) 聯合就

是力量，靠著元首基督的維繫，十字架

大愛的激勵 ， 把基督的身體建立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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