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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妃點

針象

請員

釒靑

澳門聯合佈道會'98

曰鑭： 1998 ii: 11 11 7-8 曰
爚騸：爚正中擧／圖甯亶矚薑

11J!l7 曰（星捆六） 1-1 II 8 曰（星開日）

下午园時 晚上八時 既上八時 視上九時 下午园時 晚上八時 晚上八時 晚上九時

培正中學操場 培正中學 斷蒭宣邏堂 培正中學操場 培正中島 斷類遺堂

靑士魯大馬路 7 鶿 幼稚匱 黒沙環慕拉士大馬路 靑士德大馬路 7 壟 幼稚匱 黒沙環慕拉士大馬路

利爾靨 4 棲W 座 利盔靨 4 棲 W 座

中學生 咸人（粵語） 兒童＊ 烕人（國語） 中學生 咸人（粵語） 兒童＊ 賊人（國語）

吳振僭牧筒 王大爲先生 梅保羅牧篩 吳振智牧篩 蔡躇彩姑擴 梅保羅牻而

香港盪緣繒合 （托兒服務） （不誤伴崢） 瀍門監獄冒契 （托兒服務） （不誤件崢）

＊兒童佈道會主題：一位愛我｀的朋及. (澳門讀經會協辦）

澳門基督敎聯會主辦 香港聯合佈道事工協辦



澳門基督敎聯會

羨月讲令稀道品 ~1委員會

成員名單（任期至 2000 年底）

主席梁溢長 宣傳王大爲

副主席陳宇光 場務陳宇光（兼）

文帯廖卓堅 節目劉宗銳

財政黎美贅 祈禱鄔格培

栽培冼錦光

全蔻執委會成員

大會顧問：

洪霉良藍欽文

黃鐘陳樹安

梅保羅

桴l鎮平

1998-2000 年事工重點

1998 

1999 

2000 

禱告年

鼴曄年

耳文害0勻三

'98 財政預算
燈光、音響 30,000 

宣傳 25,000 

招待 9,000 

陪談 、跟進 8,000 

借用場地 6,000 

兒童佈道會 3,000 

紀念品 3,000 

祈禱組 2,000 

運輸、雜費 2,000 

合計葡幣 88,000

（截至 JO 月底共收奉獻約三萬元，

奉獻可交往基督教聯會，支票抬頭

澳門基督教聯會。 ）

1/ 

2/ 

3/ 

4/ 

蕭令佈這會

大會自標：

每日下午 1500 名學生

每晚赴會者 2000 人

每晚決志者 100 人

每晚照顧 50 名兒童

~＾－靄一

囯應總人數= 91 人（男：31; 女：60) 

回應堂會： 26 個單位及人數

澳浸

紳召會

信心堂

恩臨堂

中信

工幅

活泉堂

堅中堂

聖保羅堂

澳門第十六屆培靈會

對佈道會回應之统計奇科

= 10 人

=7 人

=1 0 人

= 4 人

= 1 人

=2 人

=3 人

=2 人

= 1 人

固應實況：男

代禱

安得烈

領人

陪談

奉獻

28 

10 

10 

IO 

18 

十

+ 

+ 

+++ 

二浸

聖馬可堂

錫安堂

華人基督會

晨光

澳聖

宣道堂

上帝五旬節

台山浸信

13795 
女
5
2
I
2
2

＝ 總人次

= 79 人次

= 33 人次

=27 人次

= 39 人次

= 43 人次

需晏您支持

（期望 150 位學生決志）

（即要 1000 名「安得烈」領人赴會）

（即要 100 名陪談、栽培員）

言＾賣1111 量匿

下浸

循道衛理

志道堂

中華傳道會

聚會中心

海南堂

金巴崙

宣道會

無記錄

=2 人

=2 人

=5 人

=3 人

=2 人

=2 人

= 1 人

= 1 人

=3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6243462l1 =====________ 

根據左方資料統計，估

計只有 72 人次參與陪

談人數，故此有下列建

議：

建議：

． 在十一月一日（主曰）動員曰中 ，在各堂會中再次鼓勵會眾塡寫報名表，以增加對

佈道會之宣傳及參與行動。

· 填妥表格請於五曰內(11 月 5 曰前）傳真或寄囯給冼錦光先生。

傳真： 5 15746 , 414043 ; 電話 ： 343798 ; 電郵 ： 」 sinkk@macau .ctm . net

傳呼： 5027777 099 台叫 824 (港澳通）

地址．本澳高士德大馬路 40 號 D 永盆大廈一樓 A-B 座（頌愛堂）

·請各堂會牧者通知參與陪談之肢體，請於每場佈道會前廿分鐘前到達場地《陪談

處》，先作陪談登記，並有安排及指導。

1 每陪談者，可到場地先取三至四份陪談材料，以作佈道決志後之準備 。

2 陪談後，諝填交留名表，交與《陪談處》以作記錄及曰後跟進。



福音書籍 免費贈閱

「基督徒中図幅音中心 」送出一批書籍供教會作傳疆音和造就信徒之用，有意取

用者請致電聯絡林先生(262733 I 663330 4), 地址 筷子基宏信大廈第一座十六樓C

室。繁體字單行本 · 加拉太書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路得記、主阿，你所愛的人

病了 、 以弗所書（上）、紳愛世人、雅歌、求主教導我們禱告、以弗所書（下） 。 福音性

雜誌超智惹 、 有紳無紳、趣味聖縲故事（選讀）、耶穌我救主。簡體字（王明道文庫精

選） 寫給受苦的信徒、耶穌是誰、真僞疆音辨別、我們是爲了信仰． 。

上月 培靈會造就眾信徒

J:. 月 9-11 8 

滕近綵牧師在宣

道生主活三晚培

宜會，每晚均圧

無羞設， 立志全

時間及部份時間

字奉者款十人 ·

上 月 22-24

日碁督教聯令邀

請柳鎂平牧師 主

語 三 晚 場 疽會，

柳牧師 乃 溴門聯

合佈道事工的倡

爭者．

98.10.9-11 

本天精選

11/1 佈道會派單張日

請各教會於主日下午自行安排

在附近地菡派發佈道會單張，有關單

張可向聯會索取，或自行影印 。

11/4 佈道會禁食祈禱會

曰期 11 月 4 曰 （星期三）晚 8:00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對面）

11/7-8 聯合佈道大會

曰期 11 月 7-8 曰（星期六、曰）

地點培正中學／閩南宣道堂

11/10 愛心樹開幕之夜

曰期 ： 11 月 10 日（星期二）晚 8:30

地點十華基督教會志道堂

內容認領聖誕禮物贈予監獄人士

的子女（估計約 400 位）

主辦澳門監獄團契

11/11 佈道會感恩會

日期 11 月 11 曰（星期三）晚 8 : 00

地點· 澳門紳召會（皇都對面）

11/30 聯會會員大會

日期: 11 月 30 日（星期一）晚 8 :00

地點澳門聖經學院

內容：選舉 、 議事 、 禱告．

歡迎各會員單位委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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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9 年

, lftB讎
訌人的化才梵
糸至已出版

嬌小玲瓏

每月箴言

贈友自用 聖誕佳品

每本 8 元

浸信書局、趣之都、文化廣場均有售

設計精美

資料齊全

總發行． 洪門是至徒文字協令（電：3吐 sm>

狄迎訂閱基督教刊物
特別優惠： 港幣訂價祗收葡幣

刊物名稱 出 版 全年訂f;

突破 月刊 255 

突破少年 月 刊 230 

中學生 全年十捎 130 

兒童之友 月刊 230 

乖乖之友 全年六困~ 370 

B寺亻弋論 j:査 週赧 350 

基督敎迴報 週赧 322 

宇宙光 月刊 300 

校園 全年六期 160 

f圭若f 月刊 160 
STIil) 方潯t

瑱名表格， 達同最行收虻或支柔奇 溴 r1 紓箝 6199 稍，

現全存入钅篋繯行 21-012-000633-1

支:. (Ji; 頭 ） 溴「,u徒文字協令

訂閲表格（用中文或另紙填富）

雜誌名稱 訂閱者
郵寄地址 電話

隨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傳真552834/紲平3926199)



ti~ 暹的血種方式 倪柝聲

人有消遣的需要消遣是合乎聖經

的，是合乎主的旨意的。我們第一要承

認，人需要消遣。作基督徒的人，總不應

該走極端的路。人是有消遣的需要，因

爲許多人事情相當忙，如果沒有一點調

劑，這樣的人很容易生病，身體的健康

很容易坍下去。所以，調劑乃是消遣的

基本原因。

基督徒的因方面消遙

亻木，息基督徒最好的消遣就是

休息。我今天累了，我就歇－歇 。主耶

穌和門徒工作累了，就對門徒說，要到

野地誤去歇一歇。我們要注意主的歇

息有消遣的意義在辜面，所以主不是說

去歇一歇，而是說到野地裏去歇一歇。

許多時侯，另外尋一個地方，或是山旁，

或是水邊去休息一下，的確能除去我們

的疲勞。這是基督徒最普通的消造。

軒專抖奐有的時侯，你作一個工作

太久了，感覺到累，可以換一個工作。

我本來作八點鐘的事，現在拿出一兩點

鐘來換一個工作。本來都是坐著作事，

現在你站起來作。本來都是勞心的作，

現在勞力的作。你馬上看見，你能夠去

除疲勞。消遣的原則就是爲著調劑，你

把工作更換一下，就己諲有了調劑。

喜女子另外一面， 在基督徒的生

活頴，也可以有一些正當的喜好。有的

弟兄也許宮歡拍幾張照，或者養一兩隻

鳥，或者種一點花，或者畫一兩張圖。有

些人或者喜歡一點音樂，寫一點譜，彈

彈琴，有的人或者喜歡寫寫字。這些都

是合法的消遣。

但是，無論是那一種喜好的事，你

都必須拿得起來，放得下去。必須是作

也行，不作也行，不受它的轄制，那才

是消遣。這是一個原則。

王元窣有許多的琉耍，像下棋、
打球、騎馬，雖然頴面有輸嬴，但這是正

當的，因爲輸贏是技術上的。所以這些

都是正當的事，嬴面沒有罪。年長的沒

有工夫去作劇烈的連動，但是不應該去

擷阻年輕的。不錯，我們要他們盡蠹拿

出時間來爲著主，但我們也顧到他們調

劑的需要，讓他們有一點消逵。

消這是爲著幫助工作

要知道消遣乃是要叫我們的工作得

好。消遣有一定的目的，不是消遣了就

了了。不是我貪睡就去睡，乃是睡了－

下，我的工作能夠得更好。消遣，不是爲

著別的，乃是爲著恢復。完全是爲增加

效率，不是爲著減少效率。因爲我消遣，

我能夠工作得更好，我能夠事奉紳更

多。如果會叫你的工作變得更壞，這個

原則不對。一個消遣總是要變作你工作

的幫助，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基督徒

必須學習在地上作工，不懶惰。我們也

許可用消遣來增加工作的效率，但是這

些事我們不給人批評的餘地。我們不要

作過份的事，不能讓神的名在我們身上

得不著榮耀。

浦達必須沒有巧遇

凡一切消遣的事，都必須在裏面有

技術，不講機遇。或者說，有技術，而沒

有巧遇，那一個消遣是對的。任何的消

遣，如果有巧遇在裏面，那是賭博，不

是消遣，是基督徒所不能作的。

有的事情本身就是賭博，有的事情

性質不是賭博，而拿來賭錢，便是賭博，

就像吃飯也能用來賭錢。像擲骰子，就

是不下錢，它的本身是賭博，那是基督

徒所不可以作的。

浦造應該合乎需要

我們的消遣應該合乎我們的需要纔

可以。我們有這一個需要，纔有這一個

消遣沒有這一個需要，就不應該有這

一個消遣 。原則上是這樣：叫我怎樣能

夠活著爲主，我的時間就是主的。

你們要看見，時間雖然不是生命，

但是生命是以時間來計算的。人在紳面

前不能沒有時間。度過一個鐘點的時間，

就是度過一個鐘點的生命。如果沒有需

要而去消遣，就是浪費時間，浪費時間

就是浪費生命。我如果花了時間去消遣，

叫我的工作能夠作得更好，這一個消遣

就是投資，而不是浪賚。我不是為著我

要消遣而消遣，乃是爲叫我的工作作得

更好而消遣。總是有需要的人可以有消

遣，沒有需要的人不必要消遺。

要挑選性情所近的

消遣不只有身體的成份，還有1生惰

方面成分。你去作所喜歡的事，更能叫

你的腦子恢復，更能叫你的情感放鬆，

諍經舒服。你所不喜歡的事，那些就變

作工作，而不是遣。比方有一個姊妹頂

喜歡花，你給她半點鐘去澆澆花，她應

當有些累的，但是澆了半點鐘的花，她

反而不覺得累。本來紳經相當緊張，現

在放鬆了。所以，消遣是有性情的關係

在裏面。一個人消遣的選擇，必須是叫

他的神經放鬆，感情放鬆，那纔是對

的。有些事惰你去作，是你所歡喜所高

興的，能叫你的精秤好起來，這裏面有

怯情的問題。所以人挑選消遣的時侯，

必須挑選性情所近的，那纔能恢復身體

的力量。你如果挑選一個性清所不喜歡

的，馬上覺得累，你寧可不作更好。

不要絆倒別人

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所有的

事都應該作人的榜樣；就是在消造的事

上，我們也不要作別人的絆腳右。我們

活著是爲著主，同時也是爲著弟兄，我

們活著不是爲自己。所以我們不能只顧

到自己而不顧到別人。你不能在那辜埋

怨說 「他們為甚麼要看我鬥請你記得，

他們不看你，看誰？當然他們要看你。城

造在山上，誰能夠不看見？當然要看見。

所以不管我們自己的感覺如何，我們還

得顧到年輕的弟兄看見我這樣作，到庭

會受甚麼影響。有的事我在這辜作，到
唐會不會絆倒別人。如果有一個消遣能

夠絆倒弟兄，我就不作。

你不要只顧你自己良心平安，要記

得有人因爲你作這一件事，他良心不平

安，所以你要爲著他們會跌倒的緣故，

就不作。我們必須看見，許多的事我們

都可作，但是不一定都有盆處，所以我

們所有的行爲必須謹慎，越謹慎越好，

總是學習小心走在正當的路上。

外邦人所爲不可作

凡外邦人所以爲不可以爲的消遣，

我們都不可以作。凡是外邦人所以爲可

以的，我們不一定都可以作。這是我們

和外邦人發生關係的兩個原則。他們以

爲可以的，我們不一定可以；他們以爲

不可以的，我們定規不可以。

無論甚麼地方， 人認爲錯的，這一

類的事不應該作。我們的程度不該比外

邦人低，特別在消遣事情上。

本文白世界華人福奇事工淇r,~委令供稿，揖釷自（姜情徒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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