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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時代
 MacauTimes

2020年對於大家都是一個不容易的日子，

隨著疫情的來臨影響了大家的生活、經濟，更加

影響了心情，眼見很多人因著大環境而失去了

臉上的笑容，甚至失去盼望。澳門神召會於

2020年12月19日晚，由一群教會內對熱愛生命

和以藝術媒體傳遞愛的信息的基督徒，不分男女

老少，藉著《林亞B狂想曲》舞台劇，用一種

生動和幽默的方式，希望在這不容易的日子為

大家添上笑聲和感動，當晚全場坐滿了二百多

個坐位，在場充滿了笑聲，也有流下感動的

淚水。戲劇是講述一位叫林亞B的女主角，三十

多歲一事無成，一直覺得自己是沒有價值的

人生，也認為因著父母的另類疼愛，令自己

一直在失敗的當中。直至有一天遇到她的結婚

對象，才知道人生是有一份真實的愛，可以改變

人生的坎坷，並且知道愛才能戰勝一切。

當晚也由該教會主任牧師李鴻建牧師作回應

呼召，在場有十多位新朋友願意站出來接受耶穌

作他們人生的救主，在場氣氛非常感動。當我們

看到許多人因著來看舞台劇，無論是笑，無論是

流下感動的淚水，都是給教會眾人很大的鼓勵。

期待在不久的日子，劇目《林亞B狂想曲》可以

再次重演，感動更多不同領域和不同狀況與

族群的朋友，在任何的狀態都不要失去希望，

因為有一份愛（主耶穌）永遠成為眾人最大的

力量。

編寫：澳門神召會  任配芸牧師



藉不同主題，尋得真愛

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2020年是充滿考驗的一年，每個人都需要面對著家庭關係、

個人情緒、就業、經濟動蕩等問題。這更提醒我們作為信徒要更多廣傳福音，讓未信

的人能認識耶穌，得著愛和盼望。在恩主的帶領下，除了每星期的外出佈道及定期的

社區服侍外，拉撒路青少年中心由2020年10月底起正式開始舉辦每月一次的Happy 

Hour Love Cafe（中文意譯：歡樂時光‧愛之茶座），希望讓未信主的新朋友透過這平台

來放鬆身心，聽音樂，聊聊天！期望每位新朋友都尋到這位真正能給我們盼望、平安

和喜樂的主耶穌基督。

該中心由10至12月一共舉辦了3次茶座，每次茶座都設有不同的主題，希望有

更適時及到位的信息能傳遞出去，主題分別是10月舉辦的【愛在天色昏暗時－懷舊

之夜】，期盼參加者在疫情及四周都瀰漫著不同的黑暗文化下，認識到唯有耶穌是

真光，在祂毫無黑暗，祂用完全的愛包圍我們；11月舉辦的【您很特別－歡天喜地

動物派對】，期盼參加者認識到神創造的豐盛奇妙，也看到自己寶貴獨特的身份；12月

舉辦的【誰是主角－聖誕派對】，期盼在 Boxing day 節禮日這天，拆開我們人生中

最寶貴的禮物―就是主耶穌自己，讓真平安及豐盛都進入我們的生命裡。

每次茶座的內容主要包括互動遊戲、詩歌、信息及見證分享等。參與的新朋友

無論男女老少，每場都有人決志相信耶穌。參與者的反饋也十分正面，不少人覺得茶座

的內容感動人心，也讓他們反思生命的意義。茶座還特別加插服裝打扮環節，無論

弟兄姊妹和新朋友都一起發揮創意，齊齊扮演配合主題的角色來參與。每次茶座最後

部份都有美點提供，讓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可以彼此交通，讓大家親身感受愛，擁抱愛，

整個活動既歡樂又溫馨。該中心會在來年繼續舉辦茶座 Happy Hour Love Cafe，在這個

世代裡為主作見證，讓這份真愛傳遍開去。



澳門，在中國大陸邊陲的蕞爾小城，是福音來華

初至之地。然而，這地方卻一直被十九世紀來華傳教

士，視為將福音傳至中國的跳板與避風港。十九世紀

中葉，隨著鴉片戰爭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傳教士

把教會事業移師中國或香港，形成澳門教會發展的

真空。及至二十世紀，西差會再次因為澳門的獨特

地理位置，以及中國社會局勢的變遷，關注到澳門的

需要和作用，於是開始在澳門本土建立教會。可是，

多年來因著澳門教會發展的限制，澳門被形容為「福音

硬土」、「宣教士的墳墓」，新教徒一直未能突破人口

的百分之一。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澳門回歸祖國後的年代，

宣教士來澳已越發困難，同時這廣袤的禾場也似乎漸

被各差會遺忘。事實上，澳門人早已不被視為「未得

之民」，澳門亦已有自傳的教會，加上福音工作果效

始終未如理想，以致差會資源投放減縮，或已在別的

土地另闢蹊徑。

可是，過去數十年，卻有一群忠於召命的西教士

選擇迎難而上，沒有離棄這片石頭地。他們都在這

工場堅持了最少十年，究竟有什麼因素令他們如此

努力不懈？他們為福音在異國獻上青壯歲月，當這

一代的西教士陸續退役，這又是否標誌著一個時代的

終結？他們給澳門留下了什麼彌足珍貴的遺產？澳門

教會又將要迎來怎樣的轉變？

本書的意旨，不是要記錄名人事蹟，而是要強調，

儘管這小城的事奉者可能在普世教會中寂寂無名、

名不經傳，也未必有本地信徒會為他們大書特書，但

這群西教士卻仍然甘願在這片石頭地默默耕耘。在

歷盡滄桑的事奉生涯中，仍能緊靠上帝的，才是最

堅毅的信仰生命。

本書得以付梓面世，最需要感謝的是十六位受訪

西教士。在受訪前，其中十位與筆者素未謀面，但

卻予以信任，樂意接受訪問。從受訪、審閱文稿到

提供相片的整個過程，十六位受訪者都表示出無條件

的支持，並且不厭其煩地補充解答問題。沒有他們的

參與，沒有他們的故事，絕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另外，也特別感謝澳門聖經學院院長楊懷恩牧師，在

本書過去一年多的籌備過程中，給予足夠空間讓筆者

從事研究與寫作。他對澳門基督教歷史研究的重視，

是本項研究得以啟動乃至完成的重要因素。最後，也

感謝幫忙整理部分訪問稿的學院同工鄭柳鶯姊妹及

霍鳳燕姊妹，她們的支援絕對有助於本研究的進度。

在本書的最後寫作階段，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時期，疫症在西方多國迅速蔓延。身處外國的西教士

或許也在艱難的處境中，他們是否能夠完成審閱，

仍是未知之數。不過，正因生命和工作計劃不完全

掌握在我們的手中，筆者更感到要把握能記錄和整理

歷史的機會，特別筆者深信，這群西教士篤信力行的

見證，乃澳門教會史不可或缺的一頁。

本書謹獻給，每位願意成為無名傳道者的天國

子民。

                        鄞穎翹博士

《西教士與當代澳門教會》

作者：鄞穎翹博士

出版：澳門聖經學院

費路加 (Luke Sheldon Fetters) 
莫竟志 (Keith Lynn Morgan) 
馬祖妮 (Marjory Rangel de Faria Vendramini) 
戴民 (Bruce Harold Damon) 
韋志恩 (George Franz Veith) 
文憶惠 (Tobia Grace Vandenberg Veith) 
畢樂文 (Robert Lawrence Ballew) 
畢李秀慧 (Sarah Byrd Ballew)  

受訪宣教士：

許約翰 (John Douglas Hyrons)
白兆忠 (Jon Stephen Baker) 
白約翰 (John Russell Birkeland) 
包顯理 (Henry Carl Borzel) 
包真理 (Janet Margaret Balkwill Borzel) 
艾明達 (Dennis Michael Ahern) 
梅保羅 (Paul Wayne Mayhugh) 
梅安娜 (Diana Doshier Mayhugh) 



感謝神，是次澳門福音遍傳運動接觸到超過三千位新朋友，超過一千六百人透

過聽「四律」（福音小冊子）得聞福音，超過九百人決志信主，願一切榮耀歸給神！

回想整過運動的籌備過程已多番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帶領。在新冠肺炎全球爆發

的情況下，令這次運動面對不少困難。包括所有外來的短宣隊（下稱「外隊」）支援

計劃要忍痛取消；宣道堂總堂及分堂因疫情高峰時期不能舉行實體聚會，就算疫情

好轉恢復實體聚會，不穩定的因素都使信徒卻步，牧者們出了九牛二虎之力關懷牧養

才幫助到信徒們慢慢回復疫前的狀態；申請政府場地也因疫情影響延遲了確定，使

籌備的事奉人員額外付出更多努力，作出各樣後備方案⋯⋯

然而，奇妙的事情不斷發生，包括事奉人員比預期上升，因為疫情緣故，許多

原定可能計劃出國旅遊的弟兄姊妹都留在澳門參與遍傳，使實際參與人數超出原定

目標；神又藉在缺乏外隊支援的情況下，興起堂內信徒起來承擔事奉，成了美好的

見證；有些原定安排的外來講員改以網上錄播順利進行；有些室外場地最終因疫情

緣故不獲政府部門批准租借，職員表示可嘗試以「快閃」方法進行；大型聚會方面，

最終能租用漁人碼頭的場地。

雖然整體上今次參與的新朋友數目，因著疫情的影響而減少，但是今次仍有不少

活動仍有效吸引新朋友參加，例如健康講座；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邀請新朋友

組隊參與音樂會；以及社區嘉年華等。

總結今次遍傳運動，最令人深刻的，是在疫情減少外隊支援下，澳門的信徒

被神興起承擔福音使命，鮮明地反映本土教會顯注的傳福音實力，成為教會成長的

里程碑﹗

文：朱敬華、葉寶群

專訪執行主席余志健牧師



◢遍傳統計數字
   （截至2020年 8月9日 ）

三場聚會人數如下：

◆開幕禮：約1,100人

◆佈道會：約1,600人（其中有約70人到台前決志）

◆閉幕禮：約1,000人

◢遍傳參加及奉獻統計數字
   （截至2020年7月31日）

◆全程參加人數：691人

◆非全程參加人數：502人

◆總參加人數：1,193人

◆實收奉獻：$1,249,076.15

◢佈道會數字統計

◆出席人數：7,696人

◆新人人數：3,057人

◆聽四律：565人

◆決志：359人

◆聖靈小冊子：5人

◢街頭佈道數字統計

◆派單張數：89,531張

◆聽四律：688人

◆決志：287人

◆聖靈小冊子：6人

◢兒童四律佈道數字統計

◆聽四律：355人

◆決志：264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這是黎允武牧師給我最後的留言。

2019年4月24日，我發了一個 whatsapp 短訊邀請時任澳門

基督教聯會主席的黎牧師參加5月10日香港「角聲」週年晚宴，

當晚也是我的就職禮。當時黎牧師正遠在巴西開會，即日

回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會盡力出席，因為我現在第二

故鄉，巴西聖保羅出席泛美華福。」

不久，驚聞黎牧師在巴西感染病毒，淋巴發炎導致頸項

腫脹，甚至呼吸困難，幾經搶救才轉危為安。順利返澳後

不幸中風休克，昏迷一年零八個月，於2020年12月23日平安

夜前夕安息主懷，走完人生的路程。

要贏就要一起贏

記得多年前《時代月報》曾訪問黎牧師有關教會發展之

道，他謙卑地強調：「一個教會興旺算不了甚麼，要贏就要眾

教會一起贏。」面對社會的變遷、潮流的衝擊，黎牧師從不

畏縮，更不言倦，他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在澳門培正

中學擔任基督教教育處主任時，黎牧師經常前來探望，因為

他重視青少年發展，希望栽培年青新一代的領袖，「得著年輕

人，就得著明日的世界」是他的信念。他不斷挑戰我：「澳門

不單需要基督徒文字協會，而是文化協會」，他的夢想是透過

文字、視像、藝術多元化媒體傳播福音信仰，他坐言起行，

努力實踐心中的夢想。

他是我的喜樂與榮耀

黎允武牧師的安息禮拜於2020年12月28日在鏡湖殯儀館

仁愛堂舉行，由白鴿巢浸信會張培良傳道主禮，顧問黃乃倫

牧師講道，范錫強牧師讀經，馬偉利牧師，黃麗敏牧師為家屬

禱告。剛從美國返港的黃鐘牧師在會上錄音發言，回憶2003

年初聘請黎牧師從巴西來澳門浸信中學任職，讚揚他在澳門

時間雖不算長，但影響深遠，貢獻至大，最後他引用使徒保羅

的話，稱讚黎允武牧師是他的喜樂、也是他的榮耀。

文：王大為牧師

角聲佈道團港澳區主任

香港海怡浸信教會義務牧師

澳門《時代月報》義務編輯

◆黎牧師與女兒黎道茵的童年照

◆黎牧師與兒子黎道星的童年照◆黎牧師與兒子黎道星的童年照

◆黎牧師一家合照

◆黎牧師與女兒黎道茵的童年照◆黎牧師與女兒黎道茵的童年照

◆黎牧師與兒子黎道星的童年照

◆黎牧師與女兒黎道茵的童年照

◆黎牧師與兒子黎道星的童年照

◆黎牧師一家合照



有許多人都會為他的現實生命規劃而「發夢」，然後為追求這個「夢想」

而努力實現，不斷付出。人有夢想本是值得高興的事，但是當人停留在夢中，

甚至被這個夢控制而兼顧不到其他事情，就反而有可能變成「夢奴」被夢所

奴役。舉辦「夢奴佈道會」的目的就是希望參加者明白到這個問題，而不致於

變成「夢奴」。

由於過去幾個月宣道會新橋堂的信徒合併歸入白鴿巢浸信會，所以在籌備

這次佈道會的過程，兩個群體皆有成員參與，尤其是年青人參與音樂、舞蹈和

話劇部份。

是次佈道會的對象是教會信徒的親友，我們除了一般傳統的宣傳方法（海報

設計，facebook貼文⋯⋯），也設計了網上登記大抽獎，結果有不少登記了抽獎的

新朋友也有出席是次佈道會。

佈道會當晚有音樂敬拜、舞蹈、話劇和福音信息。最後，有1位新朋友

決志，雖然看來比較少，但我們都一同歡喜快樂，也深信聖經所說，只要地上

有人信主，天上的使者也一同「開Party」。佈道會之後都有新朋友繼續參與

本堂聚會，尤其是年青人。

是次佈道會給我最深的感受是同心合一的合作。除了在籌備過程整個隊工

都已經團結合作，佈道會當晚過程雖然有「甩漏」，但大家都能彼此接納，實在

感受到同心合一的美好合作。

現在搬遷到新的地方（俾利喇街137-145號寶豐工業大廈11/A），感恩租金比

以往平了約一萬元（現租七萬多），地方又大了一千尺（現有8000尺），設計上以

迎合青年人為主，包括有桌球檯、飛鏢靶、Band房、足球機、上網區⋯⋯，

我們正積極計劃學生事工，希望未來的日子能有效作青年福音工作，成為祝福

青年人的教會。

文：朱敬華、葉寶群



昔日神賜下巧妙的手藝給比撒列，建造會幕裡各樣的設置和器具去接待

神的同在（出埃及記35:30-35），今天神仍透過看得見的藝術呈獻，將祂的

榮耀向人發明，帶來醫治，啟示與生命！

自2007年起，「比撒列創作」開始探索不同色彩、形態和材質的可能

性，誕生出多個作品系列，定意以盡心的巧工，彰顯創造主的豐盛和創意。

每個系列的創作概念，皆由禱告與聆聽開始。正是每段深刻的禱告經歷、

每節觸碰心靈的經文，喚起了創作者對上帝由衷的敬畏和讚美，遂以雙手

表達內心對神的敬拜。

既然每項創作是以敬拜的渴望為起點，同樣每步製作亦以敬拜的態度來

完成。從專業設計繪圖、嚴謹選材購置到工匠用心製作，每件作品的誕生

都是一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過程，期望能先蒙上帝的悅納，使每件

作品都能承載著從神而來的亮光與話語，將祝福傳遞到客人手中。

以色列節期拼布畫系列

「在你們快樂的日子和節期，並月朔，獻燔祭和平安祭，
也要吹號，這都要在你們的神面前作為紀念。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民數記10:10

以色列節期與猶太人被神拯救的經歷、並蒙神賜福的

生活息息相關。他們按神的吩咐守耶和華的節期，為要記念、

見證及頌讚神的奇妙作為，並將神的良善和信實傳予後代。

創作者以不同顏色和粗幼的絨布拼砌出各種優美的線條，

以別具風格的構圖創意，呈現每個節期的獨特意義，給予人豐富

的默想空間。



除了製作指定的產品系列外，「比撒列創作」更樂意為客戶度身製作獨一無二的作品，務求用

視覺藝術將客戶的異象、領受和意念呈現眼前。所有收益扣除成本撥作神國事工的發展經費。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比撒列創作」的資料，可以電郵方式聯絡bezalelartmacau@gmail.com，

或瀏覽以下專頁：

以色列果子繡花畫系列

「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祂
的道，敬畏祂；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
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
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
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申命記8:6-8

身處流奶與蜜之地，以色列有七種特別

的土產，分別是：大麥、小麥、葡萄、無花

果、石榴、橄欖和蜜，代表神對祂百姓豐盛

的祝福與供應。

創作者以針線細緻繡出每顆精美的以色列

果子，層次立體分明，突顯神創造之美，令人

讚嘆神所賜下「看得見」的豐盛。

馬賽克十字架系列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得前書2:5

製作精美的馬賽克十字架，以實木為底座，在其上鋪砌每粒經過

修剪和琢磨的石塊，好比我們的生命，如同主手中被磨練好的活石，被

安放在神國中的不同位置，合一而多元地呈現神心中的復興藍圖。

馬賽克的各種顏色，寄寓著各項別具意義的尊榮與祝福：

◆ 彩色—代表神所創造多姿多彩的生命，充滿源源不絕的創意。

◆ 紅色—代表充滿熱情和勇氣的愛意，散發著自信和感染力。

◆ 藍色—代表純淨而專一的忠誠，沉靜卻準確，可信可靠。

◆ 黃色—代表活潑、愉快與樂觀，也是財富與尊貴的象徵。

◆ 琥珀—代表神榮耀的光輝，聖潔而尊貴，帶來活潑的盼望。

◆ 黑色—代表謙和、穩重而又剛強的力量，是一種不亢不卑的

                  樸實。



澳門聖經學院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雖因疫情延期，香港董事

及嘉賓皆未能親臨致賀，但仍順利於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假澳門宣道堂總堂舉行，澳門眾親友及肢體濟濟一堂地見證30位

同學的畢業，同頌主恩。

澳門聖經學院在5年多前透過出售容旺樓多層物業，在二馬路友聯大廈買下四個相連

商業單位；又在去年底再次出售美利閣兩個物業，購買友聯大廈同一樓層對面兩個相連

單位（前為播道成人教育中心），作為學院長久辦公及上課之用。2020年7月底澳聖搬離

租用了六年的南灣廠商會大廈，經過約兩個月的簡單裝修工程，9月21日（週一）舉行

開放日，讓各方友好利用中午用膳及黃昏時段前來荷蘭園友聯大廈二樓參觀新院舍。而

晚上在隔鄰神召會2樓副堂舉行新院舍啟用感恩崇拜，有八十多位來賓出席，有校友、

教牧及教會肢體參加，見證院舍在不同年代的變遷中仍充滿上帝的恩典，同頌主恩，校友

在崇拜中獻詩及為新院舍奉獻，將榮耀歸給上帝。



2020年度「澳門第六屆國家祈禱會」已於10月24日（禮

拜六）上午九時假借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四樓舉行，

今年主題為：「脫變‧奮起」，為國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及行政長官祈禱。舉辦「國家祈禱會」是依據聖經提摩太

前書二章1至4節的教導：「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

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

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

前可蒙悅納。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國家祈禱會」的宗旨是為改善民生的七個領域祈禱：

「為國家及澳門特區政府、教會、家庭、教育、商業及經濟、

大眾媒體和文化及藝術。求萬軍之耶和華使我們的國家和

特區，能落實上主所賜的公義、和平、慈愛，成為一個能

祝福人民及別國的國家。」為達成以上宗旨，澳門工商基督徒

協會(CBMC)自2014開始，每年一次舉辦「國家祈禱會」，

邀請澳門眾教會機構、基督徒各界領袖及CBMC兩岸四地

代表，一起聚集在澳門為國家及特區政府祈禱，也邀請國家

代表、特區政府官員、議員及工商界領袖共同與會，使各界

瞭解基督徒對國家與社會之關注，也得以播下福音之種籽。³

「國家祈禱會」依照聖經教訓為國家及執行者禱告，但並

不涉及任何政黨或宗派。不論何人執政，「國家祈禱會」要旨

是為國家、社會、執政者，共同以禱告守望的宗旨和方向

絕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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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十多個基督教教會及機構聯合舉辦，市政署

協辦「歡樂佳音平安夜」的綜藝晚會，於2020年平安

夜12月24日晚上8時至12時假大三巴牌坊耶穌會廣場

舉行。廿八年來持續為本澳市民傳大喜的訊息，在聖誕節

這普天同慶的日子裡，盡情享受歡騰的節日氣氛。疫情

下，愛未減！聚會沒有受到疫情影響，晚會開始前，

大三巴牌坊早已座無虛席。當晚大會接觸近一萬人次，

很多市民朋友相約在這裏，還有內地信徒邀約所屬堂會

的兄姊同來澳門赴會，一起慶祝耶穌的降生。現場也有

遊客表示澳門的聖誕氣氛特別濃厚，喜歡來澳歡度節日。

主辦單位祈盼觀眾能在澳門或旅遊期間，得著更大的

歡樂和豐盛，就是得著主耶穌自己。

晚上有連續四個小時的豐富綜藝節目，包括現場

樂隊演奏、兒童舞蹈獻唱、長者舞蹈、見證、音樂劇、

合家歡遊戲及聯合詩班獻唱等環節，免費接待本澳市民

及遊客參與。大會藉著今年之主題「愛‧發光」，讓會眾

在聖誕節感受愛、經歷愛，認識真正的聖誕節主角，

因著耶穌為世人降生而帶來的好福氣、喜樂及平安，並

將這真愛傳遞開去，繼續為耶穌發光。

大會當晚透過音樂劇中各個人物細膩地表達了相關

主題訊息，就是人人都渴望被愛，當有人得著真愛後，

便向身邊人分享愛，讓人人都得著愛，並持續地將愛

傳遍開去。劇後，講者以簡單有力的言詞總結了整夜

藉著詩歌、舞蹈等環節所演譯的訊息，向現場會眾作出

呼籲，邀請他們決志接受耶穌成為個人救主時，現場有

不少人舉手表示願意接受。大會深願耶穌的愛完全充滿

他們，住在他們心裡面，生命得以成長。最後，大會以

壓軸環節就是聯合詩班將禮物呈獻給耶穌，將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完滿結束了一年

一度之歡樂佳音平安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