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又來臨了！不少足球

迷為支持自己喜愛的球隊或球星，不惜 日 以

繼夜觀看賽事。到底2010年南非的世界盃足球賽－可苓

給我們的是歡欣或是失望？不論哪一隊球隊，都有潛

質成為今屆的獎盃得主 。

但坊間亦擔心年輕球迷經此一役會演變成「賭波
時至今日數字或會更高。

迷」，染癮難戒 。 賽事期間，青少年賭波機會預料會

上升 。 根據經驗，礙於不肯 「認衰」及攙心被熟人揭

穿，過往年輕人求助戒賭的意識並不高 ； 平均染癮十

至十五年 、 賭到傾家蕩產才想到要「搣癮」，筆者勸

喻有關人士及早求助，迷途知返。聖公會「擇路樂

途」 問題賭博輔導服務主任李惠華，便為我們提供了

以下資訊。

超邑趨大越輪越多

首先，她表示：睇波變成賭波 ， 往往因為朋友間

「考眼光、考心水」而起 。 因為賭波的獨贏賠率通常

不高 ，要博取豐厚回報一翳波者通常買「波蘆｀｀ 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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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才「有肉食」，因賠率夠吸引；但波膽難中L 往

往買多中少，有出冇入 ， 越輸越多。為了增加娛樂性

和趣味，近年賭波玩法花樣多多，嫌九十分鐘賽事不

夠？或賽前來不及投注？可以開波後根 據現場賽情

買 「走地波」，賭哪一方先入波、遏位球員先入波 ；

地下波盤還可以賭某位球星會否出現、以何種打扮出

現。總之玩法多變，誓要吸引賭徒為止。眼光好 、 運

氣佳者，會不斷增加賭本繼續「搏殺」；呢鋪輸 , 

為求「翻本」當然更要博—博。總之無論輸贏，總有

賭下去的理由 。

同時 ， 李姑娘認為，過去本地人一直被稱讚對

賭博有「免疫力 」，賭場難見澳門人身影， 但經過賭

權開放經濟騰飛後，本地人尤其年輕一代對金錢的觀

念大大改變 ， 希望「博－博」 的病態賭徒數量不少。

根據澳大博彩硏究所O七年的研究，本澳賭博人士佔

整體人口百分之七，較O三年的百分之四迅速增加，

青少年朋友，雖然普遍的自制能力較差，但要避..., 
免成為「賭波」的一員，可以運用 自己擅長的分析

力，知道「賭波」是賭博中最易「輸錢 」 的一種。青

少年人亦可發撣創意方法， 「醒目」地令自己成功離

開 。 當然，除了青少年本身須具有自覺能力外，筆者

建議家長們或身邊的朋友給予適當的提醒 。 而作為學
李姑娘表示，「美譽」當前，要病態賭徒主動尋

校的老師們，亦可讓學生們多認識社會上有哪些資源
求戒賭服務，須衝破的心理難關非常巨大 。曾有接受

可以協助一些已上賭癮的學生或社會人士 。
服務的用家披露拒絕求助的原因，「既然講到人人都

求卹鑿字霞沅言嚓

有免疫力，我出來承認豈不是講我一個人有問題？」

此外， 澳門面積狹小，嗜賭者彼此相互認識的機會太

高，他們擔心求助期間撞到熟人尷尬，有人因此「縮

沙」。 李惠華透露，本澳有四個提供戒賭服務的社服

機構，去年合共收到的病態賭徒求助數字僅一千二百

宗，電話查詢六千多次，求助率遠遠偏低於實際 個

案，浮現出來只是迷霫的冰出一角 。
勺均翠

李蕤頲強調，根據聖公會接收的求助個案，事主
涉賭平均年期高達十至十五年， 以卅五歲至因十歲的

求助者為多數 ，可見他們在年少無知或血氣方剛的二

十餘歲時已染上賭癮。她曾接觸的事主阿平（化名）

，求助時才廿八歲，賭波十年期間「贏過、 風光過」

，但十賭九輸，最後為「撲水」偷盡屋企和舖頭的

錢， 又要家人 「填」， 十年間 ，輸掉數十萬。 即使

主動接受戒賭服務初時仍心癮難耐，手痕心癢要賭

波， 一年多後才可以反省人生，戒掉賭癮。如此反面

的教材，無非想告誡青少年，沉迷「賭波」將付出沉
-~ 

重代價 ， 切勿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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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肯定及嘉許有傑出表現的少年人，並透過
／＼丶丶表揚他們的努力奮鬥鼓勵他人建立積極正

向人生，「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已於七月一

日開始接受報名。活動由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主辦，

澳門美高梅贊助，香港遊樂場協倉及香港傑出少年

協會作為顧問及支持單位。

舉辦 F第一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 」 主要是鼓勵

及肯定在不同領域有傑出表現的少年人，少年人只

要在下列任何一方面：「個人成就」、「儘人奮

進」及「社會參與」有傑出表現即可獲提名，藉以

表揚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曾經付出的努力與勇氣，勉

勵他們繼續努力不懈 、發揮自己及貢獻社會。與此

同時，亦期望藉著他們的奮鬥故事感染他人，從而

互相學習及共勉，營造積極正向的社會氛圍。活動

由十二位各具專長的社會人士組成評審團，分別在

以上三個領域中各選出十名傑出少年及五名表現優

異的少年。

為了讓各界人士更清楚瞭解是次選舉的詳情，

主辦單位於六月三十日於澳門美高梅舉行了新聞發

佈會暨啟動儀式，主禮嘉賓包括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理事葉頌聲先生、總幹事關淑鈴小姐、澳門美高

梅總裁簡博賢先生及香港遊樂場塔會總發展主任温

立文先生 。 會上主辦單位介紹了舉辦、「傑出少年」

之目的及有關報名詳情，並即場播放擔任「傑少之

星」的香港著名唱作歌手王菀之的宣傳短片，其後

眾嘉賓主持了以「太陽」為中心概念的啟動儀式，

象徵少年人如旭日初升充滿闕氣 。選舉截止日期為

九月十五日，有關章程及報名表格可於www.ymca.
org.mo網頁下載。稍後市民可到網上投票選出其喜

愛的傑出少年，詳情容後公佈。如有查詢，可致電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28302600與卓先生或張小姐聯

絡。

醞年結束汀應屆的畢業同學又離開校園，踏
子入他們人生的另一階段 。在謝師宴的晚

上，老師們與畢業生最多談的話題就是同學們最

終的去向。有的將進入大學的殿堂，尋求更高的學

歷，也有選擇踏足社會，開始在職場中打拼 。難

得有機會與自己沒有任教過的學生們傾談。我與他

們談及夢想， 可惜不少同學們回應是不知道，只知

- 要取得高學歷，希望將來有一份好的工作。選擇中

學畢業後投身職場的，也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好工。；

這或許是現今青年一代，甚至家長早就被無情的現

實洗禮。對未來只求有較穩定工作，保障一般的生

活，就好了。失去了勇氣去談夢想。

我們的身邊，有很多人都畫地自限，不敢去夢

想。因為夢想就是超越現實的框框，很多人都認為

不切實際的。縱使有夢，也不敢説出來，只把夢藏

於心底，久而久之就消失息於腦海中。從小到大的

教育環境，也使學生害怕失敗，就是這份過於誇大

的恐懼，使他們失去自信，不敢去實踐夢想。有人

批評年青人學習無動機， 一切都不在乎，原因可能

是因為他們沒有夢想的驅使，沒有勇往直前的動

力 。

年青人，甚或我們，很多時都埋怨自己沒有甚

麼資本，沒有甚麼背景，所以很難去完夢。但我最

近所領受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份資本，而且是

取之不盡的，這份資本就是愛。愛不是出於我們

，而是出於上帝 （上帝就是愛），我們只是作流

主說：「憐恤人的人有輻了，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太五： 7) 

有一天，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路上 走， 一

個窮人上前求他説：「我肚子餓了，請你給我一

點錢，好買麵包吃。」屠格涅夫回答説：「好 l

」就伸手到衣袋裡去摸，可是袋裡空無一物，連

一條手帕也沒有，他對窮人説：「弟兄阿 l 對不

起 l 對不起 l 我沒有帶錢出來。」那個窮人説：

「謝謝你 I 謝謝你 l 」屠格涅夫既抱愧又覺驚

奇，就問他説· 「你謝我是什麼意思呢—我連—

文錢都沒有給你 I 」窮人説：「我謝謝你救了我

的性命，因為我四十年來因貧窮被社會遺棄，所

以想去自殺，你是第一個叫我弟兄的人，使我內

心感到温暖。」

通的管子，讓這分愛流出。我們去愛有需要幫助的

人，而不是選擇或評估我們是否有回報的對象去

愛。每當我們肯去付出真誠的愛去愛人，能幫助我

們完夢的人就會愈來愈走近我們，而且敢於完夢的

勇氣也愈來愈大。

最近也認識一位香港的朋友，我與他一見如

故。他是一位 IT 人，他的工作是做培訓及推介

產品的，但他的工作態度就是與別不同。他是希望

藉著培訓去幫助他人，尤其是希望能幫助弱勢社群

能掌握一技之長，能有更好的競爭力。產品合用的

就買，不合用不買也不打緊。因為他的夢想就是去

愛這些有需要的人。他短短一年時間，由一個對澳

門陌生的培訓導師，已廣結人脈。幫助學生突破自

我，創出中文打字的驚人成績。幫助一群邊青，得

到自我肯定的機會。因為他得到受訓者的歡迎，長

期的被邀請當機構的導師。就是因為他愛』i 己的

夢 ，愛自己的工作 。他的靈感、想像力及洞悉力愈

來愈強，他也寫了不少書，而且也得到出版的支

持。產品及書買得如何？賺多少錢，我沒有去問。

但他的賺到很多人的心，最重要是他很滿足可以幫

助他人改變，他感到快樂、富足及幸福。

不單年青人，也包括我們已工作多年的成年

人，我們都需要敢夢，而且使夢想活起來，不要藏

在斗底下。也好好的成為流通的管子， 讓從上而來

的愛成為我們的資本，敢於去愛有需要的人，夢想

的實踐及幸福會一步一歩~,_ ...... " 

現在世上有無數的人需要我們 去同情安慰，

物質的説明固然需要，更重要是心靈上的體恤，

尤其有些還陷在罪惡火坑中的人，更需要有人把

福音的好處帶給他們。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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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來自足球王國巴西的本地報紙《0 Globo >

曰刁 讓讀者評出他們最喜歡的土生土長足球明星

時， 81.5%的人寫下了卡卡的大名。然而，這位AC米

蘭隊中場的影響力早已超出了劻土覆蓋的疆域，遠及

全球各地。似乎每一人都站在他一邊，不論是球迷、

記者、經理，甚至上帝。在2007年，這個出身於1982

年的帥氣小夥更是因之前率領紅黑軍團奪取歐洲冠軍

杯，以1047票的絕對優勢捧得「世界足球先生」名

號， 一舉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榮譽的因大滿貫，即《 慶祝的時候，身著 "I belong to Jesus" T恤的他獨自 就像進球後他所展示的背心上寫著的 "I belong 

法國足球》金球獎、 FIFA世界足球 先生、《世界足 一人雙膝跪下 ，張開雙臂，仰望蒼穹， 口中念念有詞 to Jesus" , 卡卡很清楚自己在球場上獲得的一切更應
球》世界最佳球員、世界職業球員聯盟 (fifpro) 年 地久久禱告著·…. . 當無私。世俱杯上 ，卡卡以3次助攻和 1個進球當選最
度最佳。 佳球員，而事後他當即就告知米蘭副主席加利亞尼，

球迷們—定都對卡卡每次進球後手指天空仰望 自己把這個獎項以及13萬歐元獎金都捐獻給米蘭基金
感恩的虔誠表情記憶猶新吧。那一刻，似乎連不信神 會。

的人都感到了一種神聖光蟬的籠罩。我相借，那一刻

他一定遠遠看見了那創造他、救贖他的上主在雲端贊

許的微笑；也願意相信，他之所以取得這樣矚目的成

吧霎一電噻琫獻結.t.帯

全世界都他的成就震驚，閃光燈也紛紛聚焦在他

的身上，他在足球先生的頒獎典禮上 ，接過球王比

利頒發的金杯後，謙遜地説道 ： 「今晚對我來説是個

特殊的夜晚，因在小的時候，我只是夢想成聖保羅

隊的職業球員，並國家隊踢一場比賽，僅此而已。但 就，完全是上天的指引與眷顥。當我沿著歷史的足
聖經上説上帝所賜可能多於你所求，這正是我生命中 ＇追溯他成長的歲月時，就更加確信了這一點。
所發生的，謝謝！」

哼嶋蕃琯)ff~适

這就是卡卡，在巴西國家隊中，很多隊友都親切

地叫他「桑迪」，因他最喜歡喝的是白水，最喜歡

的色是白色，最喜歡讀的書是聖經，最喜歡聽的歌

曲是福音音樂，當遇到困境的時候會選擇禱告上帝。

卡卡説 ： 「聖經太深奧了，包含了生活中的所有道

理。今天我所得的一切都是上帝賜予的禮物，我感激

不盡。每個人都有屬自己的舞臺，對我來説，足球給

了我一個展現自己的舞臺。我喜愛這項運勳，我要感

謝上帝，因每天早上我醒來後，感覺到自己是幸福

的。」

讓我們再次重温2007年5月 24 日上演的一幕。那

天第52 歐洲冠軍杯賽在雅典奧林匹克球場打響，意

大利AC米蘭以2 : 1力克英格蘭利物浦 ， 歷史上第7次奪

得冠軍杯。卡卡共進10球成繼上賽季舍甫琴科之後

再次球隊獲得歐冠聯賽的最佳射手。在歐冠聯賽奪冠

之夜，當終場哨聲響起，其他的隊員都歡呼雀躍相互

「我很可能會殘疾，是上帝救了我，上帝就是

我的生命」，卡卡常常向人這做見證道。 2000年9月

31 日 ，他在聖保羅水上公圍游玩時，不慎在跳水中出

了意外，頭部撞到了池底，頸部也因此受傷。儘管當

時看起來沒什事，然而疼痛在幾天之內不斷加劇，

之後的醫院檢查證實，他的第六脊椎骨已經碎裂，除

了面臨放足球的危險，還可能下肢癱瘓，殘疾終身。

在接下來的50天裏，卡卡的脖子被夾板固定起來，牧

師常常去他家裏花數個小時同他及他母親一起禱告 。

回憶起那段非同尋常的時光，卡卡説：「在我的生命

: r~l言言：［至互呈誓時信仰也使卡卡更富愛心和責任感。他時刻關注

著那些仍受貧窮和疾病困擾的人們，希望借助自 己

的影響力儘量使更多人擺脱貧窮和饑餓。 2003年聖誕
關 ！

重新
節，卡卡被任命聯合國兒童基金組織的大使，使命

是幫助貧困的兒童。「上任」伊始，他就在瑞士日內

瓦參加了一項旨在幫助兒童的公益活動。 2004年底 .,

卡卡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任命 「反饑餓大使」

。 在接受這一任命時，卡卡説：「這是非常特殊的一

天。我希望解貧困問題貢獻一份力量，這是我很久

以來一直的想法 。我會勸説其他球員也參與進來。」

就這樣，他於—點一滴中流露著對信仰的認真，

表達著對上帝的敬畏。難怪一位巴西專欄作家這樣評

價説 ：他是一首聖詩，而且是來自晨曦，出自純潔少

年口中的詩。

｀罈守納'C罈噏競漯铂愛

在多數巴西少年眼裏，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男

人，最重要的就是和女孩約會、上床。 一個男孩子如

果已到成年還沒有性經歷，就會被同伴認生理上有

問題而受到嘲笑。於是，不少青少年甚至會在15歲時

就被父親或者好友帶到色情場所，讓其失去童貞 。 身

處球壇更是如此，大部分球員早在14歲時就有了這樣

的經歷，此後更是被風流事所纏累，迷失在肉欲之

中，就算是很有教養的球員也不例外。卡卡的好友迭
戈11歲就有了性經歷 ，巴西球壇巨星蘇格拉底已經結

過了好幾次婚 。

於是在卡卡的心目 中 ，婚姻是要在相濡以沫的感

情中慢慢經營的，而心儀的女孩則必須也是上帝忠實

主結。於是當2005年聖誕前夕，卡卡牽起未婚妻卡

輕輕是堅定地走進教堂的那一刻，他們

霄言滘卜地贏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祝福 。

勵志暠

且 在那之

起來。他們

的家人都知

同在！」

蟒一鼴壤料量

正如他明 白

如來自不懈的努

也深知所有的成就

帝一路的帶領以及在

的彰顯，所以愈發謹

足球界裏的人稱：卡卡的倍仰使得他對團體項

目有正確的認識， 且成在賽場上最有教養的、謙遜

而可靠的運動員之一 ；他雖然年輕，但人處事成熟得

體，和其他隊員也能相處融洽。歐洲的媒體也評論

説 ： 雖然許多運動員都曾在慶祝勝利時稱謝上帝，但

25歲的卡卡仍顯得那特別，因他是將信仰付諸行動

的那種人。

從小就知道這點。

.t.帝铂渲巋启

球場上的揮灑自

力和汗水，卡卡

` 都要感恩於上丶
他身上大能

守謙卑，

實上他

前不久，美圍《時代周刊》公布「2008年度百大

最具影響力人物」，卡卡是唯一入選的足球運動員，

而前英格蘭國家隊隊長碧咸此時正效力於美國的足

球職業大聯盟，對《時代周刊》選中的是自己而非碧

咸，卡卡也明白多不容易，他説：「美國媒體能有這

樣的評選結果很不容易，他們有自己的市場和他們所

熱愛的運動，然而將我列在了他們的百大名單之中 ，

我得感謝上帝。我是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傳播者？算

是的，而這的確是我們應擔負的使命，在今天，足球

運動已是世界上最受歡迎 的體育項目，幾乎每個人

都在收看和關注比賽，作為一個球員就更有責任去傳

遞積極正確的價值觀。」顎然， 卡卡明白上帝把他放

在這樣一個位置有他的特別的旨意，而他要做的，就

是忠實地遵行上帝的誡命，成他榮耀基督福音的見

證。

後來我只休息了兩個月就 時，我的生命才完整，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

回到聖保羅青年隊，而 成傳道士 。」

後，我的事業開始順利

都説是運氣，但我和我
卡卡擁有豐盛人生的秘訣在於知道他

道， 一定是因上帝的
所擁有的一切源自上帝，並將所得到的積

極回饋社會，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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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麈籟23屆畢業典禮
澳門薑經學院第23屆畢業典禮已於2 0 1 0年 6 月 27

日（主日）下午於澳門培正中學禮堂順利舉行，逾400

位信徒出席典禮，當日有—位來自越南的神學生獲頒
臺：

因年制神學士學位， 39位獲頒—年制證書課程， 包

括 1 2 位「神學涉獵」、 12位「舊約概覽」、 9位「

門徒領袖訓緤」及6位「基層宣教佈道」、 。晚上畢業

聚餐於皇家金堡酒店舉行，共 16 5人參加。

教會篔
4 

朝氣青年為漠門鼓算

十多間澳門基督教會於2010年7月 3 日（星期六）

下午3-7時於祐漢公園廣場舉行「為澳門鼓舞－祐漢

社區服侍行動」。當日約有二百名基督信徒及青少年

透過清潔街道、擦靚商舖門面、電單車祝福隊巡行、

創意服務攤位等，還有舞台表演、勵志／詩歌大串

SING 、禮物大發放。活動以爆破氣球結束，代表向

祐漢社區發放正能量。

國
1

I 

「乳」您同行人健康講座

主講員＇協同醫務所專業醫護人員

時間： 2010年07月 17 日（六）下午3時至4時15分

地點：澳門晨光福音堂

費用 ：全免查詢電話： 2826 0990 

中東的曠野呼聲購厘

2010年7月 31 日（週六）晚上8時於澳門神召會舉行中東

的曠野呼聲講座，由來自阿拉伯的－位宣教士／約旦

神學學院院長(DR. DICK HART) 及兩位(REV. JIRIES 

HABASH 及 MISS NJOUD HADDA)巴勒斯坦教會領
袖分享，由楊懷恩牧師粵語傳譯，請關心及想更多認

識回教宣教者參加及代禱 。詳情請參閲海報或致電澳
聖查詢2830 3454 ) 

2: 三~=;
澳門回歸已經超過十年，在這十年里，澳門有了天翻

地覆的改變，賭場林立，遍地開花，越建越大的賭

場， 主耶穌心裡憂愁。在這澳門的土地上，基督教宣

道堂港澳區聯會與學圜傳萬倉於2010年8月 3至8 日 舉

丐三．區正三
活動眾多請=

澳門區轉播點：

澳門神召會 澳門東望洋街15號E友聯大

蹋出榮耀電影怖道會
誠邋你同來分享「世界盃」、十紈哼畠杯」

在2010南非世界盃風靡全球數億計迷之際，「真
証傳播」與Athletes in Action 攜手呈獻最新球星見証

影片《踢出榮耀：追夢篇》，與廣大球迷共同追尋一

個比世界盃更遠、更大的夢想！投入世界盃熱潮，六

位世界級球星將以比腳法更悅目的生命見證，攻入萬
干心靈！誠邀你同來分享「世界盃」中的 「福杯」！

日期： 2010年8月 6 日（禮拜五）下午2:30

地點：黑沙灣慕拉土大馬路92號利添閣四樓U-V座，閩
南宣道堂或黑沙灣中街45l號，廣福活動中心
主辦：閩南宣道堂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上月 11 月在南非拉開序幕，為期一個月合共64場的競逐，場場扣人心弦，賽果

出人意表。求主保守青少年熱愛生命，熱愛運勳，不受博彩事業的引誘，「睇波」而不賭博。隨著澳

門即將開放W面試點，讓青年人更多接收健康資訊，使澳門青年更具國際視野。

近月，麵著兩岸簽署ECFA經貿合作協議，澳門經濟將有更大的發展，求主讓新城規劃更貼近民

生，尤其是解決新一代居住難的困局；求主賜智慧予政府官員，在日益嚴重的通脹壓力下，協助弱勢

群體安渡危難；求主加力量予教育工作者，即使面對同行大量流失，仍堅守崗位，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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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閱．歡迎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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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明姓名丶電話及郵寄地址 ；

支票收款人為：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寄 ：澳門雅廉訪郵局信箱6611號時代月報收 。

本期印刷 : 10,000份 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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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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