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迨

個飛機黑盒

{black box) 

不單止適用於

航空界，同時

也給我們有特

殊的啟示。這

個飛機黑盒根

本不是黑色的，事實上是瑩光色或是橙色的， 它的

主要作用是要方便人找到它。黑盒不章是去記錄一

些的資料，而是要讓人發掘出黑盒當中的資訊。通

常一架飛機會有兩個黑盒， 一個是用來記載架駛倉

工程人員的對話，而另外一個黑盒則用來記錄飛行

的資料、燃油的用量、飛機引擎的聲音及其他的資

料。

在聖經當中，上帝也很重視用硬體正如用約櫃去

收藏祂的所説的話，如在出埃及記的第 2 5 章 2 1 節

記載了上帝吩附摩西：「將我所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

裏（即約櫃裏）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

施恩産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説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

色列人的一切事。」

--量孽吉咱堢征·
免費贍閲．歡迎索取

®Ge 
「孫耀咸：險些退出樂壇．． ． ．． ．

omas 

.:: 叫:;,;:~gh~!
Soli叫e. "- 作者在書中

有這糠的個人獨特的
觀察，他發現人原來

喜歡在孤寂中思想，

作在在書中有一段文

字很有啟發性的，在

138版他這樣去幫助讀
美國作家 Thomas Merton 

者開心地生活 ： "in order to live happily soulatui, I 

must have a compassionate knowledge of the goodness of 

other men,reverent knowledge of goodness of all creation 

and a humble knowledge of the goodness of my own body 

and of my own soul."他的意思就是，若果我們能生活

得開心，我們需要有－個基本假設，需要知道－個

compassionate knowledge , 有一個感性的認知，就是

去知道其他人生活的優點，如果我們生活當中能更

多的去觀察他人的優點，將這些成為我們的知識，

我們可以經常地去默想我們生活中與人交往中那－

些的對話，將這些優美之處，記在你腦海中，當你

自己在個人默想，寧靜地去回想這些compassionate

knowledge (個感性的認知）的時候，你就能開心地

生活，你就會知道對方帶給你很多的得著。所以，

我們可以－方面記錄他人所説的話，成為自己的

compassionate knowledge , 另—方面自己亦可以去製

造有價值的言行，包括你寫文章，包括你記錄下你的

感受，就像記在一個黑盒裏面，而這個黑盒並不只是

封密在歷史中，黑盒的意義，就是在於日後能被人找

回，以致你所説的話、所做的事能成為後人尋求真理

或是個人成長的重要資料，你會否這樣做呢？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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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里學家已肯定地把「三歲定八十」的膚
淺看法打敗了， EO建議嚴教來改變童年受

影響的情緒路徑，這理論的終歸是靠自覺，不斷磨練

反省，從內心的感應中取得動力去承托目標，然而，

也要發展自發的能力，不斷琢磨發揮和行動導向。

自覺、反省是拉力。

自發、行動是推力。

若然你的拉力遠勝推力，你的優點是很有耐性，

凡事慎思。你的弱點卻會是缺乏衝力，甚至很少見到

你影響周圍的事物，帶有點隱士的特徵。

若然你的推力遠勝拉力，你的優點是經常的嘗

試，活躍於足跡所至之處。你的弱點卻常是説話過

多，錯失相對也大；你的好朋友也漸對你的信任減縮

（尤其重要事情），你似乎是一個欠缺成熟的性情中

人，故此，當上教師職位的你會使周圍的人擔心，你

的特徵正是有勇無謀。

今天很多青少年問題都是不正常的 E Q' 即拉

力、推力很懸殊。

推力過強終會在焦頭爛額中慘痛敗陣，生命充滿

傷痕～學業、愛清、人際關係、家庭．． ．．．． 儘是傷心

地。

拉力過強也不見得好過，誇大了的危機感，凡事

多想失敗的可怕，所以浪費人生的寶貴成長機會，你

可想像不少未老先衰的朋友每天都是消沈的怪樣子，

可憐有些還未達二十歲呢 I

生命的可貴是在反省中找到自己的天賦，原來活

出自己本來的生命是一件最快樂的工程。當然，你要

先學愛上你的天賦，不單要戒掉妒忌別人，更要感謝

天父，祂已把你最需要的預早給你了。

你要把握生命給你的機會來實踐你的天賦，你在

實踐過程中便不斷發現能量是增長中，因為你已活在

愛中，這愛是天父與你一起同工的經歷。祝你每天都

活在這奇妙的旅程 l 余德淳
富裕偁來秘笈

＃幺寂組幺
n貝n.:C不

雅各書説 「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 人説 「現在大概來抓我去受刑了。」 一面説一面去
們原是雲霧一片，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開門。門一敞開，國王那裡派來的人對木匠説 · 「木

匠 l 國王昨晚駕崩了，你給他造一口棺材吧。」
有位信耶穌的木匠，受到國王故意刁難，限他第

二天交出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磅細木屑，否則就要受

死刑。朋友勸他專心仰賴神，求神拯救，大家為他禱

告。木匠回到家中，看見妻子兒女都為他哭得很傷

心，他就把朋友的勸告轉來勸他的妻兒，並且闔家跪

下不住的禱告。 一會兒天已破曉，全家大小都沉默

下來，等候命運的決定。忽然有人來敲門，木匠對家

親愛的小知行：

尸逄有新生嬰兒，人們總爭著要看。看罷看
母罷，都不難猜出他們的總結 · 『比較像媽
媽／爸爸。 』 説到孩子的長相像自己 ，父母親總難

免暗暗歡喜。

最近看到一篇關於父母的基因如何決定孩子特

徵的文章 ， 當中提到包括我們的體型、 智力、性

格、相貌等，是如何受到父母的基因而決定。媽媽

逐項為你和妹妹分析，也煞是有趣。能夠從孩子身

上看到自己的個性特質，固然有趣，然而在趣味背

後，這是否就是我們真正所想望的呢？

親愛的小子，如果能夠在你身上看到你老爸和

我的形象，我深願那些都是我們身上最最上好的特

質。但我要坦白的告訴你，我們都不完全，在我們

亡-~算靼鼕之質，還有大量不過爾
爾甚至不知所謂的東西， 我華可它們自然淘汰掉也-...., 
不願留下來給你。

耶穌説：「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

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

六： 34) 

/ 

資料提供 ：澳門讀經會

於性情品格，我們還是可以竭力追求， 至於追求的

目標，媽媽有個更好的建議，就是我們在天上的

父 。 正如主耶穌對我們的教導 ． 『你們要完全，像

你們的天父完全—樣』 （太五： 48) 。

頁數 ： 260 

作者· 余漢傑何庸亞

出版公司／年份．

天道書樓I 2009 

如果你老早為自己的

人生或事業目標，立下這

樣的「投名狀」，本書就

是你的Gu ide Book 。其實

財來有方，套用本書書名

的那—句· 「富裕何來？

」每個人在心底裡都追求

金錢，好想享受金錢在自己身上所產生的各樣好處，因此，

我們就助你探討財富來源的真諦，及弄清楚你自己跟富裕究

竟有甚麼關係。唯有這樣，配合努力工作及賺錢，不論你是

創業或打工，財富也會滾滾而來，達至真正的富裕。

本書運用 了NLP(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神經

語言程式學」） 的定律為原則，是—套能讓人發揮自己的

腦力、改變生活方式的終極溝通技術；在這連續的大腦運作

中，要怎樣做才能與自己或是與他人的溝通上得到「自己想

要的結果」。其認為唯有身處「天生富裕的境界」，只有享

受創富過程的人，才能獲得終極的富裕，這就是本書要跟大

家分享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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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0九年可算是孫耀威 (Eric) 驚心動魄的

, —年，先發現鼻子長瘤，要動手術切除；後

發現每次演出後，喉嚨劇痛難當，又紅又腫，罄生説

是聲帶出血，建議他放棄唱歌，退出樂壇。在等待康

復的過程中，他不知道自己還可否唱歌，但他深信神

有美好的計劃放在前面，於是全面休息專心創作，靠

著禱告，奇蹟地於半年後迅速康復，更推出全新大

碟，分享愛和個人價值觀的轉化，重燃創作之火。

對一個熱愛音樂的歌手來説，「退出樂壇」的建

議不單是驚心動魄 ，而是晴天霹靂吧 l

失去聲帶對 Eric 來説，不單是失去健康，更失去

了事業和樂迷的痛愛、未來人生方向及—生最愛的音

樂，但在想通了後，他發覺當人面對困境時，其實只

有兩個選擇， 一是選擇放棄、埋怨， 二是選擇克服、

相信。

在聲帶有事期間，醫生告訴 Eric 至少待—至兩

年才能康復，而且沒有人可以保證他一定會好過來。

於是， Eric 只好停止所有工作，讓聲帶多點休息。休

息期間，他學會了在未知的將來裏仍堅持下去，就算

別人負面地預測他的未來，説他的聲帶死了，不能

再錄音， Eric也不會放棄音樂。雖然Eric暫時唱不到

歌，但他郤埋首創作。 上帝透過這過程中訓練他的信

心，正如古語所云：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沒想到最後只需半年左右的時

間， Eric神蹟地完全康復過來，在這段失聲期間，他

寫了很多自己入行以來最滿意的作品。

Eric説在這半年痛苦的等待中，他只有靠著祈禱

去面對，在安靜一再整理自己的人生，所寫的新作

自然就是孫耀威的個人想法和價值觀，歌詞內容都

是有關他這段時間對名利、人際關係和處事態度的體

會，慢慢便結集成上月推出的全新大碟《Man In The 

Mirror》。

咭豌嚻癮祖刁
在險些要退出樂壇的邊緣，他看到當中美好的旨 筆。

意，他看到若不是神當日勒停他的唱歌事業，他今天

也許只能創作到70分的唱片，跟以往的唱片沒甚麼分

別，但靠著這段安靜沉思期， Eric竟寫了這張別人説

有90分的《Man In The Mirror》大碟。假若當日神不

出手要Eric停下來，他自己一定不肯休息，唱片公司

也不會贊成。在困難中 Er i c學習等待，等待絕不不是

易事，但即管『睇下佢會畀咩正野我』，結果神沒有

令 Eric 失望。

蠹上鱺中鸕自己

愛和關系一向是Eric十分；重視的，所以他想把

有關的想法融入今次的新碟內，單從《 Man In The 

Mirror》這個碟名，你未必即時能聯想到愛，他解釋

説：「有日我聽到一位女孩為情自殺，穿上校服跳樓

的消息，我覺得十分可惜，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如花

般漂亮，但她郤選擇跳下來化為—堆粉碎的花瓣。其

實每個人都會遇上不快的事情，但總不能放棄自己。

在那—刻，剛好自己的聲帶有事，正在埋首創作中，

於是湧起很多感受來，想到如果我有天還可唱歌，但

這刻郤選擇放棄自己生命的話，是很傻的做法，因為

生命還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等著我們，別錯過這些擺

在前頭的禮物。」

「大碟名稱定為《Man In The Mirror》，是想鼓

勵大家即使身邊的人都看不起你，前面的路看來很坎

坷，也千萬別跟別人一樣去踩多自 L 己—

腳，反而要望著鏡中的自己，認清

楚他／她，別人怎樣不愛你都好，

你也要愛惜自己，跟鏡中的自己説『

你要加油』，學習愛自己多點，不用怪

別人不賞識你，只要加倍努力做好自己便

行。」

愛自己的功課不單啟發Eric新碟的名稱，連主打

歌＜如果生命還有歌＞也因此誕生，曲詞都來自 Eric手

過綽蹋」

這首歌的原名是＜「愛」不愛誰？＞，意思是問愛

本身能夠不愛任何人的嗎？就如《聖經》所説神是

愛，祂本身就是愛，祂可以不愛你嗎 7 Er i c對此深有

感愛：「有些人常説感受不到愛，覺得連神都不愛自

己，其實《聖經》明明説神是愛 ，祂愛世人，世上沒

有一個人祂能不愛。但若你連自己都不懂愛自己，祂

想把愛注入的生命，你也感受不到，因為你己經放棄

自己的生命，拒絕接受。」

不經不覺， Eric於演藝界工作也有十多年，名成

利就早就有，失意灰心也經歷過。 Eric險些 失去

聲線退出樂壇，困難中，他懂得倚~靠
神走過了這段人生黑暗時期，朋

友，你在困難中嗎？神願意

祝福你 l 安慰你 l 引領你走

出人生的陰霾 l

早前香港舉行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我除了
也關心一下得名單外，也留意到—些得

者的感言。其中幾位得獎者不約而同的提到，讀

書不行不要緊，最重要是肯努力， 一樣可以有好

的成就。或許是電影業的特殊性，學位高低與能

否拍一齣好的電影之相關性不高吧 I

作為教育工作者，也不會輕言「學位無用」

論。不過也值得反思學位的意義何在？有大學學

位、甚至碩士、博士學位又如何呢？是—種人有

我有的安全感需要？還是社會用於評定年青人成

就的指標呢？社會急速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更為殷切，最簡單去篩選人才的方式就是學位指

標。從另—角度看，似乎社會對學校所頒發的學

位仍有很高的信任度。

要取得學位，是必須有一定的學習經歷，最

少要完成學位所需的課程內容，才可以取得學位

的。問題在於過程中是否給予學生有好的學習經

歷？現今的資訊科技發達，生活的條件較以往為

佳，從外在學習條件，如今的學生應比以往的更

為出色。但現實的評價卻並非如此。成因當然有

很多，但我想探討的是，現時學校的教育較為偏

重於「學位」的教育。課堂教學趨向考試為本，

學生能通過考試，取得及格成績，頃利升級或畢

業就好了。在如此的學習歷程，培養的學生強烈

的依賴性及功利性，老師不教的內容就不需要

懂，考試不考部份的就不用學，他們在歷程中應

具備的學力，並沒有得到充份的培養。

考試及格，取得升級或畢業資格固然重要。

不過考試只留於知識的記憶，複述老師的教學內

容，學力的高低，變成記憶力高低的比較，實

在可惜。我們要知道，教育是用過去的知識，教

育今天的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社會高速的發

展，知識的半衰期愈來愈短。過去的知識，要學

生記憶的知識價值不斷的打折扣。未來實在太多

的未知。今天就讀初中—的學生，所學習的知

識，足夠應付五年後畢業的競爭所需嗎？加上地

球村的出現，我們的學生未來的競爭者不再只局

限於身邊的同學，澳門的其他學生，而是世界上

其他地區的學生。

曾經讀過一篇文章，用飛機與滑翔機來比喻人

才。飛機與滑翔機表面上同樣可以在空中飛翔，

分別在於飛機能有主動的力量，能朝向自己想達

到的目標進發。滑翔機就需要別人的拖帶才能飛

上天空，而且受到不利飛行條件就不能再飛翔

了。我們的教育是培養飛機還是滑翔機呢？我們

的學生需要有好的學習經歷，練就出高尚的品德

情操，學習的心志與能力，獨立的思考與工作能

力。還有就是跳脱生活框框的限制，有宏觀的國

際視野。我們的教學要好好的讓學生發動他們的

引擎，成為立獨自由飛翔的飛機人。
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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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和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為

廣西百色市田陽縣洞靖鄉多感村隴京屯改造房屋及廣

東省興寧長者之家20位長者生活費，於5月 1 日舉行了

步行霹款日， 鍀款目標為三十萬元。約近千名愛心步

行者自早上9 : 30從宋玉生廣場露天劇場起步，以媽閣

廟前地作為終點，歷時90分鐘。活動舉行當日，旗海

飄揚，參與者勇躍。據瞭解，該會每年都會為內地有

需要的資助項目發起活動，藉著步行來喚起澳門市民

對祖國的關懷。中國愛心工程—直強調聖經中的金石

良言「施比受更為有福」，盼社會各界熱心捐輸，共

襄善舉，使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 l 歡迎以現金或支票

捐助，可親臨或郵寄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支票抬頭

請 「澳門宣道堂慈善會」，辦公地址 ： 澳門高士德

大馬路 100號宣道堂 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查詢電話

辦公電話 ： (853) 28212518 / 28215425 趙小姐／何小

姐，詳清可瀏覽 http://www. macauccc.org

全球禱告日澳門教會響廳
日期： 2010年5月23 日 （ 星期日）

時間：晚上七時

地點：澳門基督教恩臨教會 （澳門祐漢新村第四街50

號祐成工業大廈第一期3A)

內容：禱告、唱詩、信息、短片介紹

免費入場，票會以英、粵語進行

「全球禱告日」於2 0 0 1 年開始於南非開普頓， 04年 10月在泰國

召開的國際禱告委員會會議中， 7 0名來自世界主要地區的禱告

領袖，他們代表著影響千萬計基督徒的網絡，定「全球禱告

日」將舉辦至今年2 0 1 0年，每年皆在聖靈降臨節主 日 舉行， 定

意見證神在世界各地改變生命的事蹟。開普敦是個犯罪率榎高

的暴力城市和販毒中心 。多次聯合祈禱會後，開普敦最聲名狼

藉的黑幫頭子悔子，生命得著改變，這令信徒們更加相信禱告

的功效，因著禱告帶來突破。

「讚美操」的創始人吳美雲老師一行約四十人，

包括了擊鼓隊和詩歌班的成員將於本年六月八至十日

到澳與相關推廣單位進行交流 ，並安排於六月八日 晚

上八時正在澳門塔石廣場有公開的「讚美操匯演」活

動，歡迎各界人士，把握這次機會 ， 親臨參與這次盛

事，體驗和見證「讚美操」的光彩。活動當天節目包

括：讚美操表演、台灣鼓隊擊鼓表演及詩歌合唱，並

有音樂治療講解。聯絡電話 : 66839380 畢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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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平面及排版設計一名
部門： C&D部（聯絡及拓展部）
工作內容 ： 負責平面設計、刊物排版及聯絡資料庫之
維護。
要求 ： 中學畢業，大學畢業更佳；熟悉平面、排版及
網絡設計軟件；為主事奉、積榎主動、富責任感、能
獨立處事、具良好溝通能力及合作精神。

職位二：圖．館管理員一名
部門：圖畫館
工作內容 ： 負責圖書館管理及協助教務行政工作
要求 ：中學畢業， 大學畢業更佳；具圖書館管理經驗
者；為主事奉、積極主動、 富責任感、能獨立處事、
具良好溝通有5力及合作精神。

l 
有意之基督徒請函覆履歷（請註明所屬教會） ， 寄澳
門東望洋新街23號美利閣 2樓或電郵info@macaubible.
org, 致澳門聖經學院行政部主任收。如有任何查詢，
請賜電 28303454 與劉惠蓮博士聯絡。

教青局成人教育中心、澳門晨光福音堂

合辦專題健康講座

教青局成人教育中心與澳門晨光福音堂合辦，由五
月起至十月，誠邀請澳門協同醫務所專業醫護人員
主調，舉辦一連六場專題健康講産。希望透過是次
專題健康講座，能增進人們對一些都市疾病的認
識，其風險因素，治療及預防方法等。並希望能藉
次謂座可喚起人們更關注個人的健康。藉以帶出「
及早發現，治療關鍵」的重要。歡迎踴躍參加。

講座日期如下：

5 一 15 (六）第一回： 心臟病 關 「心」 我「心 」

6 一 19 (六）第二回：高血壓 無懼「高血壓」

7-J] 陋）第三回：乳瘞 「乳」您同行
以上講廑時間 ：下午 3 時- 4 時 1 5分
地點：澳門晨光福音堂

地址： 澳門筷子基青洲 233M/N宏建大廈第三座地下

(D) (即 3 3號巴士總站後的公園內）

8- 21 (六）第四回：糖尿病 「糖」衣勇士
9;:; 18. ,.(六） 勺第五回：肝炎 「肝」 膽相照
10-23 (六）第六回：胃病探索「胃病」之謎
以上講座時間：下午 3 時- 4 時 15分

地點：成人教育中心

地址：祐漢看台街翡翠廣場三樓

感謝主，讓2 0 10世界博覽會於5月 1 日首次在中國上海舉行，盼半年的展期讓世界認識中國，中國走向世界；

也讓中國青年發揮「五四」精神，追求民主、科學，成為有理想、有文化的新—代。雖然中圍青海月前發生

地震，但藉各界積極捐款賑災，讓人間充滿温情，災民重現希望，「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理得以實踐。

祈求主， 幫助新—屆澳門政府領導者，體恤民情，舒解民困，嚴打黑工，援助失業工人，遏止樓價，興建更

多公屋；關懷病人，建設衛生保健網絡；關愛幼童，增加托兒所招生名額；協助雙職單親家庭，包容接納戒

毒人士，因為聖經説· 「世人哪，耶和華巳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彌迦書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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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閱·歡迎簣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豐銀行213-1-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
21-012-000633-1• 寄回存據 ，註明姓名、電話及郵寄地址 ，

票收款大為一澳門基督徒交字協會－

寄 ：澳門雅簾訪郵局信箱6611號時代月報收

本期印刷 10,000份 承印 封＇偉圖柯式印刷廠
派贈地點 各大圖書館、書店、基督教學校1教會／社區中心、天主

教聖堂 ，匯業銀行各分行 、 維多利亞酒店等 ，

詳見http:1/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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