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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澳門聯會宣道會台山堂，2010。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主日週刊合訂本》第二集。澳門：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1957。  

《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主日週刊合訂本》第三集。澳門：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1958。  

《宣道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神恩眷四十 憑信跨二千（1950-1990）》。澳門：宣道堂，

1990。  

《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區聯會50週年紀念特刊1950-2000》。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港

澳區聯會，2000。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60週年紀念特刊1950-2010》。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

區聯會，2010。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70週年紀念特刊1950-2020》。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

區聯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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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3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3。  

 



4 
 

《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4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4。  

《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5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5。  

《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6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6。  

《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7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17。  

《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22年度周刊合訂本》。澳門：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2022。  

 

播道會  

《澳門播道會福音中心十週年紀念特刊1994-2004》。澳門：澳門播道會福音中心，2004。  

《播道會慈愛家庭聚會十週年》。澳門：播道會慈愛家庭聚會，2016。  

《澳門播道會傳愛堂25週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播道會傳愛堂，2019。  

 

其他教會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1996年會訊》。澳門：中華傳道會澳門堂，1996。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三十五週年特刊》。澳門：中華傳道會澳門堂，1997。  

《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堂奉獻禮紀念特刊》。澳門：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堂，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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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十週年感恩特刊（1987-1997）》。澳門：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1997。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二十週年堂慶特刊（1987-2007）》。澳門：澳門基督教會信心

堂，2007。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廿週年紀念1987-2007》光碟。澳門：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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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澳門堂，2009。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70週年紀念刊》。澳門：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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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四周年特刊：清新文化》。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04。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五周年特刊》。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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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撒路青少年中心七周年特刊：七年之養》。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07。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八周年特刊：捌戰百勝》。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08。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十周年特刊：走出曠野．建立生命企業》。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

心，2010。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暑期活動特刊》。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08。  

《椒朝焦招：2010特刊》。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2010。  

《恩典的足跡：90年使命的慶典──歷史回顧》。香港：救世軍，2020。  

《10週年經歷神特集》。澳門：GIG Life實現站，2007。  

 

機構  

《一心力行濠宣路．十載不休新里程：澳門工業福音團契十週年紀念特刊1995-2006年》。

澳門：澳門工業福音團契，2006。  

《十年神跡十載情：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十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萬國兒童佈道

團，2011。  

《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五十週年紀念特刊1953-2003》。澳門：中國佈道會

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2003。  

《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建院四十週年紀念1953-1993》。澳門：中國佈道會

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1993。  

《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創立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1953-2008》。澳門：中國

佈道會澳門恩慈院兒童之家，2008。  

《中澳呼聲：中澳聖經學院院訊（澳門浸信教會九十五週年慶典特輯）》。澳門：澳門

浸信教會，2000。  

《同行十五載 成長拾滿愛：15周年特刊》。澳門：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14。  

《青少年輔助就業及家人支援計劃：與夢飛翔》。澳門：挪亞家庭協會，2019。  

《神國夢延：新址獻殿見證集》。澳門：國度事奉中心（澳門），2009。  

《培正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1889-1999》。香港：培正中學，2000。  

《培正中學創校百周年紀念澳校特刊》。澳門：澳門培正中學，1989。  

《救世軍澳門2019年報》。澳門：救世軍港澳軍區，2019。  

《深植根．多結果：澳門聖經學院廿五周年紀念1982-2007》。澳門：澳門聖經學院，

2012。  

《循道衛理教會社區服務中心五週年特刊》。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澳門堂，1991。  

《循道衛理會澳門堂暨社區服務中心一週年特刊》。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澳門堂，

1991。  

《傳承使命：澳門學園傳道會特刊》。澳門：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澳門學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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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8。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百年校慶1919-2019：蔡高百年 以愛相連》。《澳門日報》

2019年10月19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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