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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會運動於一九九四年植根澳門，多年來秉承“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的使命，致力以青年為本，透過關愛、尊重、

誠實、盡責的品格核心價值，推動社會教育與義工精神，發展家庭

關懷與社區服務。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銀禧紀念慶典2019年9月28日在澳門理工

學院大禮堂圓滿舉行。中聯辦社會工作部處長級助理吳鋒，社工局

副局長許華寶、防治賭毒成癮廳長李麗萍，教青局處長黃嘉祺、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主任馮紫華，少年感化院代表楊登

山，司法警察局督察朱惠敏，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葉培煇、

總幹事關淑鈴，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協會、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基督教

青年會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各地方青年會的總幹事

及其代表、友好合作夥伴、社服機構代表和學校代表等出席。

關淑鈴表示，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成立至今透過不同的服務，

以追求用心、激發創意、勇於承擔的精神，立志成為青少年的同行

夥伴。期望透過慶典，分享二十五年服務的工作成果，亦感謝不同

的友好同道與合作夥伴一直同行。



美國播道會差會宣教士、播道會澳門使命團工場

主任戴民牧師 (Bruce Damon)，於今年八月結束在香港

及澳門逾四十四年的事奉生涯，與妻子 (Mary Damon)

回美國南達科他州的家鄉展開退休生活。有出席戴民

牧師夫婦退休歡送會的牧者透露，出席歡送會的約有

40多位來自港澳的牧者及肢體。戴民牧師在歡送會上，

以舊約彌迦書六章8節分享他所經歷的呼召，乃至

開荒植堂、開辦成人教育中心、慈愛家庭聚會（對象為

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的服侍……而今年一月，播道會

福音中心正式更名為「傳愛堂」，以感恩“使命傳承‧

福音拓展＂，並作為對戴民牧師多年宣教服侍之回應。

蒙召要作跨文化宣教

在港澳共事奉了三分之二人生的戴民牧師，清楚

記得自己和太太於93年12月1日開始在澳門的事奉。

其實他最初蒙召是到香港，他笑說當年抵步香港時，

根本連「澳門」都未曾聽過。在教會長大的他，14歲

參加福音夏令營的時候，已經領受要全時間事奉。直到

大學四年級最後一個學期，適逢他所就讀的基督教

大學舉辦一個海外差傳週，當時廿一歲的他，領受到

神要預備他作跨文化宣教士，於是決志獻身，一個月

之後，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學校監向他作出邀請，於是

他畢業後就前往香港一間基督教中學擔任教職兩年。

期間，他透過挪威宣教士認識了一位廣東話老師，加上

室友的協助和照顧，由零開始學習廣東話。戴民牧師

大學本科主修歷史和哲學，赴港工作並學習語言四年後

考入中國神學研究院，入讀神學院時，他已能夠基本

聽懂廣東話。

為人內向但不減對人際關係的熱情

進行訪問期間，筆者發覺戴民牧師比較寡言，

他也承認自己是個相對內向的人，但也喜歡跟人建立

關係。師母則是一位物理治療師，為人開朗、幽默，

喜歡小朋友。關於回到美國之後的生活，戴民牧師

表示，由於父母已不在世，自己又沒有子女，家鄉亦

沒有多少親戚，所以可能會用時間探訪及關心弟妹的

孫兒們。但家鄉有母會的弟兄姐妹，也有一起成長的

朋友，加上他們急不及待要到訪一直支持自己的十二間

教會，相信日子會很充實。想到要離開澳門，戴牧師

十分留戀教會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太太則很不捨得

物理治療的對象和在澳門的一些好友，他們同時不捨得

澳門的環境、澳門的方便、公交、中國菜，以及這邊

的天氣，因為不像美國家鄉那麼寒冷。

如何看澳門的信徒？

雖然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特色，但戴民

牧師感慨，澳門基督徒追求的心還未十分火熱，屬靈

生命未紥根得很深，對宣教士依賴性比較高，而且

絕大部分仍是第一代基督徒。博彩業獨大及貪腐文化

令澳門社會不太健康，人心對信仰沒甚追求之心，

也較安於現狀；但同一時間，澳門人友善、單純、

關係團結、感情豐富，又令宣教士對澳門充斥一份

矛盾的感覺。但戴民牧師相信，這城市正在發生改變：

「澳門好細，學習機會較少，澳門人的膽色和視野比

較窄。但這在改變中，你看聖經學院就知道，有不少

青年人去讀書，獻身全職事奉，是在進步中的。然而

澳門社會仍然是保守的，保守的好處就是較穩定；可是

澳門人不太為自己的城市自豪、亦無很強的歸屬感，

如果有歸屬感，就會盡力量去開拓這個城市，做所有

事情都會更有深度一點，城市就有多點盼望。」

訪問/撰稿：小花



最難忘是澳門回歸

出乎筆者意料的是，自稱為「居澳的外國人」的

戴民牧師，在澳門最深刻的竟然是澳門回歸祖國的

日子。「九九回歸，我為這事開心，每個民族都該由

自己政府統治，記得12月19日晚在大三巴的聚會，我

也有份籌備，第二日一早我就去了新口岸看著解放軍

進入澳門……但回歸後的政府，確實是勤力了。」但

他同時慨歎，隨著賭權開放，宣教士申請工作證和

居留證都越來越困難：「2004年之前，只要有人擔保

就能申請居留證，之後居留證是申請不到的，除非以

專業人士的界別前來，而工作證方面，以前可以以

宣教士的工作界別申請，但2004年之後，必須有實質

的工作崗位空缺才行。因為博彩業開放，很多大賭場

輸入外籍人士，所以收緊了有關申請。事實由那時起，

澳門變成了國際城市。（記者：因此其實賭權開放也

是直接影響宣教士的政策 ?）可以這麼說。」戴民牧

師慶幸，自己於2002年已取得澳門永久居民的資格。

澳門不再需要宣教士嗎？

與其說澳門不再需要宣教士，戴民牧師有感，

澳門可能更需要香港的宣教士：「澳門同工還未能完全

（自立），不過這樣說好像不夠信心，例如播道會氹仔

傳福堂陳少初夫婦，仍未是澳門居民，仍靠工作證來

的；慈愛家庭聚會也仍要靠宣教士；未能像宣道堂

那樣（百分百本地化），浸信會也有不少外來的支援，

香港來的宣教士較容易申請工作證及適應這裡的生活

文化。」

跨文化宣教士亦被跨文化改變

      提到自己來澳後的轉變，戴民牧師同意，中國文化

改變了自己一些觀念，例如對長輩的尊重增加了，

禮貌上也承傳了中國文化，他相信自己返美後可能會

有點不習慣。回憶起播道會在澳門的三個聚會點：

播道會福音中心（今年一月一日開始改稱傳愛堂）、

位於氹仔的傳福堂以及慈愛家庭聚會。其中的慈愛

家庭聚會，最初由服侍個別由教會轉介的自閉症孩子

以及智障人士家庭，聚會形式並無正式的講道或既定

程序；反而是分享聖經故事、遊戲及手工等，孩子有

自由玩樂的時間，家長則有查經時間，透過家長網絡

私下宣傳，大約有二十人聚會。最近，慈愛家庭聚會

移師到泉亨樓，即信心堂舊會址聚會，該會址同時會

兼為播道會澳門使命團的新辦公室。戴民牧師透露，

其實在澳門，智障人士的家庭有逾千個，教會對這

群體的需要，應該更有負擔。

回顧事奉生涯：心情複雜...總有遺憾

談到自己的事奉，戴民牧師似乎對自己持頗高的

要求：「有時會後悔沒有做到些甚麼，但有時也很有

成功感，感覺有神的同在；但想到回美國能夠休息，

也能做其他事，也很有期待。很感恩可以從零開始

建立在澳門的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也見到果子的

成長，但當中有很多困難。自己是美國播道會第一對

長駐澳門的宣教士，也是留得最長時間的，畢竟開始

時只有我們兩夫婦及三位宣教士。（記者：事奉中有

遺憾嗎 ?）有很多遺憾，大大小小的，我覺得在澳門

的事奉算及格，不特別成功。福音中心發展得很慢，

有少少自責，廿五年才能自立。（記者：需要很快

嗎 ?）哈……差會的看法是，宣教士應該最多幾年就在

一個地方建立教會，然後交給本地人，福音中心卻做

了十一年才交給本地人；在個人佈道工作方面我也

做得不太好，不夠主動。但我離開時，基本上都很有

信心三間教會可以發展下去的。播道成人教育中心是

提供課程給所有年齡的人，早十多年一直發展得很

理想，多過我們所想所求，只是近年比較困難，遇到

經濟的嚴峻困難，所以現在會賣給澳門聖經學院，

因此我們會租地方；中心可以幫我們接觸社會，做

一些福音工作並協助我們的植堂事工。（記者：所以

當初的呼召有忠於嗎？）有。」被問到最感欣慰的果子

是甚麼，戴民牧師認為，赴日宣教的許沛鋒宣教士，

是土生土長願意獻身全職事奉的澳門人，而且他的

媽媽也信了主，是其中一個在澳門最令自己欣慰的

「果子」；另外播道會傳福堂得到很好的發展，二千

多尺的教會建立了三堂崇拜；傳愛堂也先後由兩位

澳聖畢業生接掌牧養，這些都是他所感恩的事。



張偉強弟兄見證分享

張偉強（James），瘦削的臉龐，古銅色皮膚配上一副金絲眼鏡，下巴還有一小撮

鬍鬚，一眼望去就是風水師的模樣。

他年輕時曾醉心研讀佛經，小學時已將經文抄下來、再求解讀。當時已深入

逐字研讀、咀嚼當中意思，從而養成自學的習慣。後來跟從多位師傅，認識了道學，

風水命理及開壇作法。過程中，越來越感到那種吸引，越難以自拔、為要提升自己

的法力及準繩度，努力作尋求。

「但我越去尋求，越感到恐怖，因為好像有一種力量帶著你走。的確，那時候

開壇作法，會感受到自身有股法力。」James說。

有一次，孫女要他相陪走進教會，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在教會弟兄的栽培下，

使他得到先前在佛、道兩教均解答不到的答案，並分析了基督信仰與其他宗教的

分別。他在探求聖經話語中，漸漸覺得神是願意與人同在同行。比較其他宗教，

人要靠自已去修，要交換（要還），要『求』來希望得到平安。

「信主前我做什麼都感覺順利，收客人的錢卻並不感到平安；信主之初好像

做什麼都不順利，但心中卻一直存有一份平安，開始明白到「信靠與交托」這份

恩典！」，比較以前用術數師身份，從客戶手中賺錢，如今他更樂於向人們傳講見證

與福音。

「其實不論是風水、算命，一開始先將一種不平安放在

你心中，這是他們的慣用技倆。」當這不平安的種子一旦在

心中發芽，不管生活中發生什麼事，當事人都會不自覺將

原因歸咎於風水命理問題。

除了風水，他還認為算命用於基督徒，是算不準的。

因一個人一旦信主，就離開了所謂的命理綑綁，就如聖經

所言，是新造的人，藉著耶穌已得到重生了。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

編者註：張偉強弟兄將擔任本年12月24日晚上在大三巴牌坊

前廣場舉行的「2019歡樂佳音平安夜」見證嘉賓



由拉撒路青少年中心主辦，教育暨青年局「2019年“關懷青少年

成長＂資助計劃」贊助之親子MINI有品籃球已於2019年9月15日假

瘋堂圍會址舉行。是場比賽是該中心首次舉辦，使用會址內的MINI

小型籃球場進行三人比賽，讓親子透過籃球這個工具建立關係，發揮

基督精神。比賽場面緊張刺激，又歡樂溫馨，不單培養親子及個人的

生命成長，也讓家長孩子們發揮良好溝通，增進親子關係，建立默契。

百多年前，奈史密斯博士發明了籃球，以身手敏捷、創意優美的

方式演繹了基督精神：「認罪」和「愛鄰舍」。對他來說，籃球比賽

的價值和精神，遠遠超過「一種遊戲」，而是一個更能顯出真正的基督

信仰精神，並且對全人生命的成長有很大的益處。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藉著籃球事工建立生命，其中以NBA（Non- 

stopped Breakthrough Abilities）敢死隊籃球品格訓練為主打項目，此活動

是藉著籃球這個工具訓練品格及突破力。該中心深信青少年及兒童想

打好籃球之餘，更可在各項潛能上發揮得盡善盡美，突破自己故有既定

的能力，在組織、能力、創意、文化、運動、榮譽、團隊等各方面，不斷

突破再突破，逐漸完善參加者的心力和品格，如意志力、戰鬥力、剛毅

的心、勝利的心、守規的心、恆心、耐性、合作、尊重、責任感，以

回應現時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及以剛強的本質面對所帶來的衝擊。恆常

的技術訓練後，中心也會透過深化小組的討論及分享，務求讓參加者

能在生活上活用NBA的精神及基督精神，建立精彩剛強的生命。

該中心歡迎教會、學校、機構及其他團體使用該小型籃球場，以

不同的合作形式舉辦有益身心靈，既輕鬆又刺激，又能建立關係的康體

活動，歡迎致電28552435查詢有關詳情。





由三十三間澳門基督教教會及機構籌辦，「為澳門

鼓舞」巡遊祝福行動2019於十月五日（週六）假澳門

塔石廣場舉行。該活動籌委表示今年號召六百多位基督

信徒、愛澳門之人士及義工們，透過主題巴士及步行

巡遊、舞台節目及創意攤位等活動，向大眾宣揚愛澳門、

愛鄰舍的美德，為社區各階層人士打氣，祝福澳門。

³

此活動持續第九年發揮五大目的—「同心同行」、

「傳遞關愛」、「宣揚正能量」、「實踐服侍」及「助長

社會積極發展」，激勵市民大眾帶著關愛能量，同心

合力拒絕「暴力」、「紛爭」、「色情」、「消極」、

「自殺」等負面思想影響澳門。

³

當日下午三時，在青年鼓陣的鼓舞聲下，眾主禮

嘉賓，包括教育暨青年局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梁怡安

處長、社會工作局預防藥物濫用處鄧雪儀處長及各

籌委代表一同主持啟動禮，梁怡安處長致詞鼓勵在場

會眾，他認為活動延續澳門重要的核心價值，包括

友善的社區關係及和諧共融的社會氛圍，並認同主辦

單位組織參加者真實地走出社區，送上祝福及正能量。

在下午四時三十分，主題巴士及步行隊正式接受

差遣，出發巡遊澳門各區。在警方協助開路下，主題

巴士環繞澳門行駛一圈，期間到祐漢公園廣場附近

短暫停留，參加者下車與該區商鋪及市民打氣。而

三支步行巡遊隊伍則同時於塔石廣場出發，分別往

水坑尾街、渡船街及青洲方向巡遊，沿途為市民加油，

期盼澳門居民及遊客生活得力，彼此欣賞，讓喜樂、

平安、福氣等良好特質常與居民同在。

不同的參與者於閉幕禮中紛紛踴躍為主作見證，

表示在澳門鼓舞巡遊活動中不斷經歷主的恩典，為

市民打氣的同時，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挑旺。最後

各牧者代表以禱告為澳門政府、經濟、社區及教會

送上祝福，眾參與者也同心頌唱詩歌，向神獻上感恩，

願神的榮耀臨在澳門。

是次活動獲得市政署、文化局、教育暨青年局、

社會工作局、旅遊局、澳門基金會、霍英東基金會、

明仁旅行社有限公司贊助，特別鳴謝交通事務局、治安

警察局、澳門培正中學、高美士中葡中學、勝記建築

有限公司鼎力協助。

³



澳門工商基督徒協會（CBMC）與澳門基督教聯會於2019年10月26日

（星期六）上午七時半假旅遊塔四樓聯合舉辦第五屆「國家祈禱早餐會」，

中聯辦協調部處長布志光，以及多位政府官員及議員等嘉賓出席支持。

今年的主題為“歸回本源‧彰顯榮耀＂，目的是凝聚本澳基督徒為

國家及澳門特區政府共享繁榮、和諧與平安同心祝福禱告。會上，澳門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主席藍中港牧師分享信息，然後由多位牧者及

信徒領袖帶領禱告，分別為政府、家庭、教育、商業及經濟、文化藝術、

大眾媒體和教會等七個領域虔誠禱告。活動共有一百六十四人參與，

包括十多位專程來自香港的CBMC成員。

澳門浸信教會會友及同工與澳門浸信中學

基教團隊一行12人，另偕全澳浸信會教會同工

及會友共28人的團隊於2019年10月29日至11月

1日往檳城參加了「第九屆全球華人浸信會宣教

大會（The 9th Trans-World Chinese Baptist Mission 

Conference）」，於會後亦到訪當地兩所浸信教會

以了解其宣教的方向與策略。是屆宣教大會由

全球華人浸信會宣教促進會聯絡中心負責統籌，

並由馬來西亞浸信會聯會協助安排。自1995年

至今每三年一度，先後在馬來西亞、新加坡、

臺灣、泰國、香港等地舉行宣教大會，目的是為

世界眾華人浸信會傳遞宣教異象，從而在實踐

普世宣教使命的行動中，彼此分享和激勵。今年

主題為“天國夢‧齊行動＂。



        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揚堂於2019年10月20日

下午4:00在澳門神召會按立該會傳道鄭永文為牧師，

由梅保羅牧師主禮。

由澳門讀經會主辦之2019「全澳教師培靈會」

於10月12日（六）下午假澳門神召會舉行，主題為

「重中之重的標杆」，由香港國際更新教育學院

總幹事陳瑞漢博士擔任主講嘉賓。

到底甚麼是「重中之重的人生標杆」? 陳博士

透過馬太福音6章31至33節，分享這就是先追求成為

天國子民，得到新生命；繼而透過每日讀經靈修及

遵行聖經教導，得到更豐盛的生命。陳博士亦鼓勵

教師和家長在崗位上實踐「基督化」，作學生和子女

的好榜樣。聚會有四十多位老師出席，不少參加者

回應樂意追求認識聖經真理，努力活出以神為中心

的人生。

圖/文：澳門讀經會



感謝神，一連四天的【第17屆澳門基督教

書展】終於完滿結束了。這個由香港基督教文字

宣教團及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區聯會主辦的澳門

基督教書展，不經不覺已經是第17屆了，今年的澳門

書展和以往不同之處，今屆是加入了香港基督教

出版聯會（ACP）及香港基督教零售協會（CBA）

合辦，而參展商較歷屆為多，由香港過澳門的，有

6家協辦、16家參展商，總數共計22家。而澳門

方面，有4間協辦聯會，支持機構和教會5間，共9

間。另外以勒基金一直也是支持機構，所以全部合共

有32間不同背景的機構和教會團體彼此合辦一個

大型展覽會，當中要彼此協調及同心，是非常重要，

感謝神，大家同感一靈，為事工努力，做到最好！

今年2019年，是和合本聖經的第二個一百年的原年，所以為大家預備

和合本聖經的發展歷史，這個展覽是我們多年來努力的精髓，把資料融合

重新編輯，用一個清晰的編排方法展現，給大家一百年來和合本聖經發展

的歷史。今年書展共展出書籍近兩萬冊，書值逾港幣百萬元，三百多箱，

書展主題：百年和合．繼往開來

日期：2019年10月10日至13日（星期四至日）

地點：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總堂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100號）



逾七噸重，書籍種類豐富，有勵志的、發送正能量的，也有

正確人生指引和文藝等等。書展期間，今年也特別在其他教會

另設書攤，10月12日在澳門白馬行53號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

有親子閱讀嘉年華，在10月13日在二龍喉浸信會和澳門神召會

也有延伸書攤。

回顧去年第16屆澳門基督教書展，2018年主題是“生命

之道‧智慧之言＂，並且和香港選民事工差會合辦了一個

「最後晚餐的逾越節筵席+現場設有示範」講座，讓信徒

了解逾越節晚餐和現今信徒的關係。

明年（2020年）的澳門基督教書展，預定於10月8 - 11日

在宣道堂總堂舉行，也會繼續和當地教會合作，加入多間

宣道會和浸信會的延伸書攤，到時會有不同的宣傳，請澳門

信徒預留時間參與。在此感謝藍欽文牧師和藍中港牧師，父子

倆由一開始就十分支持李玉泉先生提出的這個意念，讓澳門

基督教書展能夠達成，同期有培靈會以鼓勵信徒到來，又

開放地下禮堂、樓上宿舍接待書展同工，派出多名義工協助

事前事後各工作等，願神加恩賜力予藍牧師和宣道堂，並各

協辦機構。

圖/文：李玉泉（香港基督教文字宣教團主席/

                          恩奇書業總幹事）、周世枝（香港基督教

零售協會主席/宣道出版社副社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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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多間澳門基督教教會及機構合辨、市政署協辦之「歡樂佳音平安夜」在澳門

持續舉辦27年，每年皆得到澳門各教會機構、政府、市民、遊客的鼎力支持，一連續

四小時之綜藝晚會將於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二）晚上八時至十二時在大三巴牌坊耶穌會廣

場舉行。每年當聚會開始前已有不少市民及遊客提早到場，『霸頭位』安座準備欣賞，祈盼

今年繼續與您相約於大三巴，風雨不改，一起經歷真愛。

2019年聚會流程除了傳統性詩班獻唱一小時聖詩之外，更透過兒童詩班、舞蹈、

真愛爆笑SHOW、音樂劇、見證、合家歡遊戲等環節，唱出跳出變出道出玩出聖誕節的

真正意義。耶穌因著愛我們，為我們而生，與我們同在同行，賜我們智慧、能力和恩典

面對生活種種壓力和不安。

今年主題是『唯獨祢是世界真光』，大會祈盼藉著不同的詩歌及各項節目內容，讓

會眾認識創造主是世界真光，照亮黑暗；唯有主耶穌為我們解困憂，賜真平安的神。今年

更邀得來自香港，曾是風水師的張偉強先生蒞臨現場分享，他年輕時曾醉心研讀佛經，

後來跟從多位師傅，認識了道學，風水命理及開壇作法。有一次，他的孫女要他相陪走進

教會，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大會誠意邀請各位市民及遊客親臨大三巴牌坊耶穌會紀念廣場來認識這位救世主，

唯有主耶穌給我們真實永恆的愛、盼望和平安。是次活動由市政署、文化局、教育暨

青年局、旅遊局、澳門基金會、霍英東基金會及澳門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贊助。特別

鳴謝交通事務局、治安警察局、澳門童軍總會、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佳景集團及勝記

建築有限公司協助。如有任何活動查詢，敬請致電28552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