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丶
月報

世界之最

最早臥讎輒ED刷前書

機械印刷的技術基本上是在十五世紀才發明的，

在1450年，德國人發明了機械印刷術，而第一批大量

印刷的書籍就是聖經。可想而知，當時人對鑿經是多 國家元首等，都是每日讀經的，他們都以聖經裏的教 美钅匿l徨匱紆珺g叟沮蓬説· 「我已經説過，也要常常
看重和尊崇° 訓作為他們生活的準則和支柱，故千萬別以為相信聖 説，勤讀聖經的人，必定是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
最多ED刷叡量eq書 經的人是那些沒有受教育或沒有思想的人° 夫，和更好的父親。」

直至目前，聖經仍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籍。根據

粗略估計，全球四十多億人口，留傳在世上的聖經就

超過廿五億本。

最多譯meq書

鼴受Alt擊eq書

也攻擊這本聖經 ，不准教友擁有 。 至今天，在很多無

神論國家中 ，擁有聖經仍受壓力 。 但奇怪的是，聖經

仍然屹立不倒，而且愈來愈受人注意 ，似乎加在它身

上的一切傷害，對它來説都是毫無作用的。

最多A闢詛罰書

很多基督徒，在他們一生中，讀聖經不下百遍，

鼴多A耦買前書

方，要買—本鑿經並不便宜，但是，很多人仍然肯花

錢買聖經，就因為他們知道聖經是神的道，所以，聖

經的銷路，絕對不是因為它有任何外在的力量，乃因

它有內在的條件，它的內容吸引人來買。

最多A輯f言前書

我們看到信仰篤信支持聖經的人，有大科學家，

名人最愛

聖經被稱為最有價值和影響力的書，那到底在
有貢獻的人，大多數是把他的終身事業建基於聖經的

世上許多偉大的人物和成功的人物中，他們又怎樣看
教訓上 。」

這本聖經呢？

一本有關律法、習囍、真理、生命的書。

根據現存資料，聖經已有—千七百多種不同文字
英圜哲學痙睦克 他認為教導青年明白基督教真 深信熟悉噩經而不進大學，比進大學而不懂聖經更有

的譯本，可以説是真正世界性的書籍，是超文化、種
理的最妥善的途徑，只要教他研讀擊經，特別新約，

價值。」

族和國籍的。
這是一部「永生之道 」 的書，是—部使人得救 ， 只有

真理，絕無錯誤，又是上帝親自著作的書。
法國目EB思慧罪盧葭説：「聖經的莊嚴使我崇
敬 ，福音的純潔 ，使我心服 。讀了聖經 ， 一切哲學的

美國第亢任檉統亞畠斯毘1音論到耶經啞 . r 者作就成為卑微，不能與它比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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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一世紀羅馬王曾多次用各種殘酷的方法逼 它乃是上帝的啟示，其中使我們認識人類不能自救的 5計國iii迁台苕計iO苴迂旦君丑匱蜃ifB藉ill.Ji認為「只

迫基督徒和燒毀聖經； 至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竟然 苦境，但是，聖經又使我們得到將來福樂的盼望。」 有基督擊道，才是人生患難貧窮時 ，流離痛苦中，以

英國大科學m~頼説 ： 「我們應該把上帝的話
聖經，看為至高無上的哲學，據我研究的結果，擊經

記載之信而有證，實在遠非世俗的歷史所能比擬的。

」「我在聖經裏發現許多證據 ，證明它是可靠的，超

過世上任何—本書。」

鯛轎大學黷學教授黒荳II.Ji認為： 「 ……聖經
他們愈看愈有味，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本書能在這 歷史的記載絕舞絲毫捏造虛構 ，而且比任何歷史更為

方面與聖經一樣。 忠實、公正 ，而信實可靠，而且聖經的預言，已經逐

步應驗，毫厘不爽。」

英國偉大詩A廉戩齲罪范工tt亞曾把聖經
今天這多人購買聖經，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聖經的

的教訓間接地傳達出來，在他的遺囑上寫道 ： 「我把
內容十分寶貴，聖經是神的話和真理。 今日在很多地

我的靈魂交在我的造物主 ，上帝的手裏 ，希望並且確

實相信，靠著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功，使我可以得

到永生的福分 。 」

循圓文學罪諏欞曾強調· 「我一切深刻的思
想 ， 乃是從我對聖經的信仰而來，我的道德生活和文

學著作，都是從聖經得到的。聖經乃是我一生最可靠

雄厚的資本，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

美國鏗銃老羅斯醞説：「差不多每—個對人類

耶魯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菲浬!I.Ii説 「我

及最後去世時的無上安慰 。」當他臨終時發表最後遺

言説．「讀聖經 、 讀聖經。」

不錯，聖經是—本很重要的書，所以有人説： 「

鑿經是一部律法的書，使人明辨是非善惡，聖經是—

部智慧的書，駁斥愚妄使人可得智慧；擊經是一部真

理的書，揭發—切虛謊，敵對—切謬論；聖經是一部

生命的書，救贖人類，得以脱離死亡進入永生！ 」朋

友，快來讀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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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u了多年的同學相約

老師很高興，問我們生活得怎麼樣。

不料， —句話就勾出了大家的滿腹牢騷，

大家紛紛訴説著生活的不如意：

工作壓力大呀，生活煩惱多呀，做生意的

商戰失利呀，當官的仕途受阻呀 ．．．．．． 彷彿大

家都成了時代的棄兒。老師笑而不語，從廚房

拿出一大堆杯子，擺在茶几上。

這些杯子各式各樣，形態各異，有瓷器

的，有玻璃的，有塑膠的，有的杯子看起來豪

華而高貴，有的則顎得普通而簡陋 ．．．．．．

老師説 ： 「大家都是我的學生，我就不把

你們當客人看了 。你們要是渴了，就自己倒水

喝吧。 」

七嘴八舌，大家説得口乾舌燥了，便紛紛

拿了自己看中的杯子倒水喝。

等我們手中都端了—杯水時，老師又發言

了。

他指著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説．

「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手中的杯子是最好

看最別緻的杯子，而那些塑膠杯就沒有人選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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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並不覺得奇怪，誰都希望自己拿

著的是—隻好看的杯子。

老師説 「這就是你們煩惱的根源。

大家需要的是水，而非杯子 ，但我們有意無

意地會去選擇漂亮的杯子 。

這就如我們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水的話，

那麼， 工作、金錢、地位

這些東西就是杯子，它們

只是我們盛起生活之水的

工具 。其實，杯子的好

壞，並不影響水的品質。

如果將心思花在杯子上，

大家還有心情去品嘗水的

苦甜，這不就是自尋煩惱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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搐苦的奧秘
作者： CS路易士

著，林菡譯

出版社：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

900 龍膈諭人痙
r. 

耶穌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 直湧到

永生。」（約四 14)

今天人不是講德、智、體？很希奇，在中國

辭書裏有「體力」、「 智力 」， 沒有「德力」

這個名詞。聖經也説，人是無力行善的，因人是

已經壞了 I 汽車行駛，需要汽油 ；電燈發光，需

要電力 ； 你有體力、智力，你沒有「德力」，

這就是你今天無力行善的原因。禮教、教育和宗

教 ， 都不能給你「德力」以行善，惟有當你接受

耶穌作救主的時候，祂就要在你裏面成你的「德

力」！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既然上帝存在，為

什麼人和動物還會

遭遇痛苦？無論你

持有什麼樣的人性

哲學，當你經受

痛苦時，你的人生

哲學必將經受考

驗。 C.S路易士用飽

含同情的筆觸和豐

富的洞見解開了這

個謎題。這是一部

真正的傑作，充滿了希望、智慧和對人性 的真實認識。路

易士在完成 《痛苦的奧秘》 一書時（該書初版於一九四零年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在前言中，他解釋其目的是 為

談談一些有關痛苦的知性方面的問題，更高—層的 目的是教

導讀者如何獲得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耐心， 不過，在這—點

上 ，作者説他從未愚蠢地認為自己具備資格， 對於他的護

者們，除了閩明痛苦與生俱來之外，別無他言，微小的勇氣

勝過豐厚的知識，些許同情勝過豪勇，神的—絲關愛勝過—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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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苫的奧秘

夫二三七示巳歲（除了陳易希等個別
例子 ，而在英図甚至有十九歲法律系學生被

任命為地方裁判官），理應有足夠的自倬和自發性

好好讀書，唸好四年大學， 但近年世界各地的大學

生卻趨於「中學生化」，導致校方不得不採取強硬

措施 。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早於幾年前已立校

規監管學生行為，而英國的多所大學亦紛紛訂定學

生約章，要求學生在入學時簽署。

英國著名學府牛津大學要求每—位研究生 「簽

合約」，承諾遵守行為、學業和住宿上的規條，違

者可被逐出校。切斯特大學則向新生訂明：「要努

力學習，準時上課及參與課程要求的導修課、實習

等。 」 據聞其他著名大學如布里斯托大學和諾丁漢

特倫特大學，亦正在草擬有關條文。

努力學習，準時上課，參與導修課等等，原本

就是上學最基本的要求，不要説是十餘二十歲的大

學生，就算才得因 、五歲的幼稚園學生，也是不證

明的簡單道理。 但時下的大學生就是如此這般，

近代著名教育家蔣夢麟先生，認為大學教育應

以古希臘那種「美麗、健康和智慧是三位一體而不

可分割的 」 之信念為基礎，培育和啟發大學生的理

想、希望和意志。蔣先生語重心長的説：「單單強

調學生的興趣，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而近年大

學教育更每況愈下，連學生的興趣也不提了，只強

調他們畢業後的市場和商業價值。

學生就是這樣，你看他是商品，強調的是他將

來在市場上的「可僱性」 (employab山ty) ; 他也

只會看學校和教授是「商品」，其中只有值或不值

的比較。當大學—窩蜂的籌款、 籌款爭上位，大學

生質素的下降也是自食其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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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記持翡翠台兒童節目令「祖藍哥每」的形象 嶧硒
, ~'\l;>f<: 入民心的王祖藍，中學時開始學習配音，

並加入香港電台做廣播劇，及後被推薦到港台文化教 但信耶穌後，並不是—切都變得風平浪靜 。這期

育組做兒童節目。此時此刻，他已貴為歌影視三棲的 間，祖藍的爸爸患了腸癌，原本只有幾個月命，但後

—線藝人。身處五光十色的娛樂圏，周旋於老闆與同 來主醫治了他爸爸，使他多活了兩年。當醫生宣佈爸

事、公司與公司、前輩與後輩 ，在聖靈與情慾當中掙 爸可以駁回大腸，做回正常人的時候，開刀那天才發
扎，祖藍如何一步一步走下去呢 ？ 現癌細胞已經擴散， 一下子祖藍的爸爸從可以完全康

遹ili.t.m
復到只剩下幾個月命，使祖藍受到極大的打擊，他十

分痛恨上帝，更質問祂 ： 「 上帝你在哪裡？」

祖藍可説是極速上位，他説連自己也想不到， 後來神藉著祖藍的一個禱告，醫治了他爸爸病床
完全是神的恩典。 2003年，他以一級榮譽藝術學士畢 旁邊的一個病人，使他的傷口不再痛，讓祖藍感到上
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隨即加入了無線電視， 帝一直都與他同在。在他的爸爸離世前，神又感動他
最初只是擔任兒童節目主持， 2006年被調到戲劇組拍 與爸爸一起禱告時説了一番感謝的話，使爸爸安詳離
劇，後來參與處境劇《同事三分親》飾演樓華，來來 去 。祖藍的爸爸在離世前決志信主，令他十分安慰。
只是一個小諧角，他郤藉此走紅， 2008年加盟英皇成 雖然家庭失去了經濟支柱，只剩下他的媽媽和兩個弟
為歌手發行大碟，同年破格擔任香港小姐競選的司 妹，當時連祖藍在內三兄妹都未完成學業，但神卻從
儀，並獲公司頒發飛躍進步男藝員獎。 來沒有讓他們的生活有一點缺乏。

會記得最大的經理人是上帝。

工作上要面對很多人和很多不同的期望，他不違

言：「公司會從效率和利益出發，未必會考慮你，某

程度會覺得好像被利用、不太舒服，但我會想到他們

的本意如何並不重要，好像《創世紀》中的約瑟，他

對著要害他的哥哥説：你們本來是想害我，但神的意

思是好的。」

祖藍十分感謝上帝在他畢業後，雖然他人不高

大、貌不驚人，卻保守他在事業上有好的發展，成為

家中經濟支柱。《你永遠不會改變》這一曲最能表達

他在這些年日裡的體會，雖然世事多變，唯有神的愛

和應許永不改變。朋友，你也快來抓住這永不改變的

愛！

~ 

n 
「很多人話，你好得意 、好鬼馬，好Cute呀，會

有幾壞呀？」但祖藍説，在未回到耶穌身邊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那個天真可愛的兒童節目主持那模樣。

曏亡餜瑨

他笑言：「有一句

話，我自己都很容易揣

因為身材矮小 、相貌平凡，祖藍從小便討厭長 摩錯了的：你們要馴

得高大英俊的男孩。也由於這份自卑感，使他事事爭 良像鴿子，靈巧像

強，從不肯認輸；再加上中學時成績優異，於是便漸 蛇。」提到靈巧

漸變得自私自大，愛出風頭 。甚至連拍拖也是這樣， 像蛇，他小心翼

他的大男人脾氣，終於氣走了女朋友° 翼，説容易走

歪：「有時候在主禋擧曷譁學

勺2
靈巧像蛇，只

正當他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後悔的時候， 一天祖藍 是在機制當中

經過教會的門 口 ，看到一位慈詳的傳道人領唱詩歌， 走來走去，有一次

當唱到耶穌如何為我們的罪釘十字架，祂的愛是多麼 聽牧師講『官場的智慧』

聖潔和純真，使他想到自己犯了很多罪，心裡很污 ，最初以為他會講什麼待人接物的技

穢。後來返教會後， 才明白到自己的驕傲，是因為個 巧 ，最終他沒有講這些，而是講『你在這個機

子矮而自卑，於是用驕傲來掩。在聖經的教導下， 制當中是否記得自己並不屬於這個機制』'

祖藍在主裡慢慢學習變得謙卑，也建立了正確的人生 像耶穌講我們在世上 ，但不屬於這個世界。

觀。 」他舉例説，他身在經理人公司裏面，但

學
在

—次會議中聽到有同工很不愉快的説「唉 I 辛苦一

年又開始了。學生學習沒有動機，家庭又支援不

足，真不知如何去教？」我明白同工的埋怨，或許是過去曾

經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不過，新學年剛開始，就説一些負

成為卓越的。或許社會的變遷，家庭的變化，為我們教育工 教育目標。

作帶來挑戰與困難，但我們不能輕言放棄的。不要停留及埋

怨—些我們不能改變的困難，而是積極的做好我們可做的。

教育工作者需要有盼望 ，所謂希望在明天，只要我們

面的話，試想想，他如何能面對漫長的學年呢？相反，有同 堅持每天進步，目標是可以達到的。進步是指—天比—天

工會説，「 Yes! 精彩而有意義的一年又開始了，一些新的意 的改進，今天比昨天做得好，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只要我

念可以去實踐了。」 們反思我們的教育工作，今天或許有所不足，明天就要有所

沒錯，教育工作有困難及挑戰，怨天尤人，是於事無 改進，目標雖不會一時三刻就能達到，但只要堅持進步，就

補的。我們應多看看其精彩的—面， 我們每年都教導不同組 —定能夠達到。曾有學者批評，教育實在進步得太慢了，他

合的學生，我們以生命影響著—群群未來的新星，他們絕大 以初中數學教學為例子，他説十多二十年前，教學生掌握一

部份都依時來到我們的面前，等候著我們的啟迪及教導，這 些幾何圏形特性及定理，很多學生都未能好好的掌握。時至 學年的結束才有，更不要等要退休時才可以享受得到。而是

是其他工作難以體會的精彩之處。 今天，很多學生在數學課堂中，仍面對同樣的問題，也未能 每天與學生們，向事們的經歷與體驗，好好的察驗過中的喜

教育工作者是需要有信心及信念的，我們要相信學生 好好的掌握幾何圖形的特性及一些定理。數學教學進步有多 樂。讓我們的心態更健康，教育發展得更健康。

是可教的，否則我們為何每天都在辛勤的付出。也要相信學 少呢？或許這學者的言論有所偏頗，但也值得我們好好的

生的潛能無限，只要我們用心的雕琢，他們可以不再平庸， 反思。我們真的需要不停的進步，才能達到我們所盼望的

教育工作者需要有更大的愛，既然知道外在的條件比

以前差了，我們更需要給學生們更多的愛。請放心，愛是從

上帝而來的，不會有用盡的—天，只會愈付出， 愛就會愈多

的。當我們給予學生更多的愛與闕懷，可以讓教育不再一樣

的。我們所面的學生，每個都是獨特的，只是我們用心多—

點點，多走—小步，這群缺乏愛的學生們，很快就會給我們

正面的回應的。

新學年的開始，希望教育同工能看到更多教育的精彩之

處，好好享受教育工作所帶來的祝福。我們的快樂不要等到

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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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門基督教學校聯合活闞

教會暠

2010年7月 1 5 日 上午， 澳門 六所基督教學校包 外，教青局長蘇朝暉也獲邀親蒞致詞，蘇局長引述剛

括培正中學、浸信中學、蔡高中學、協同特殊教育學 從四川探訪回來的體會，勉勵同學要珍惜機會，努力

校、沙梨頭浸信學校和下環浸信學校首度舉行「澳門 學習，報答父母與老師的栽培。

基督教學校聯合活動 」 ，各校期望通過聯合活動加強

合作、溝通，彼此建立友誼，共享主裡一家的喜樂。

聯校活動假借培正中學九樓體育館舉行，活動

開幕禮儀式簡單又富意義，就是由各校學生代表將不

活動開始，各校分別派出約五十名學生進行混合

競賽及啦啦隊比賽，雖然來自不同的學校， 但同學們

表現得非常團結和合作；場外的啦啦隊也運用不同的

方式為所屬組別打氣 ， 令活動氣氛更趨熱鬧。最後，

罔顏色的幼沙倒進玻璃瓶內，象徵主裡合—之美 ， 籌 王大為牧師以「 凝聚 ． 分散」為題分享簡短借息 ，

委會主席高錦輝校長表示，基督教學校的辦學宗旨就 重申聯校活動意義和教會學校使命。活動結束後 ， 六

是推行基督教教育，而基督教教育的 目標就是認識擊 校代表齊赴午宴共商未來發展，再為聯校活動繪畫藍

經、實踐真理。這次活動除了六位校長親自率軍出席 圖。

加拿大梁斐生博士福音講艇

梁斐生博士加拿大科學家、 航太專家。曾任職於加拿

大國防部 ， 主持國防太空 ， 反飛彈防禦， 核子幅射。

現代宇宙與最新的科學發現

時間： 20 1 0年9月 11 日 （週六） 8:00 pm 

聖經揭開動盪世代的竹奧秘

時間： 2010年9月 12 日 （週 日 ） 2:30 pm 

梁斐生博士畢業於加拿大亞伯達省大學，電機工程學

博士， 退休前任職於加拿大國防部 ， 負責國防太空、

通訊衛星、反飛彈防禦 、 核子幅射研究與發展等工

作 。 1 991年榮獲加拿大國防部等殊貢獻獎， 1996年獲

北大西洋公約(NATO)航太諮詢委員貢獻獎。他曾以加

拿大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國防太空科技發展委員會，西

方國家高科技產品管制(COCOM)委員會，以及北大
西洋公約國(NATO)四個科技發展委員會的工作 。 梁博

士於2003年提早退休 ， 曾任美國基督徒使者協會董事

會主席，現任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董事，經常被邀
請到世界各地主持聚會及專題講座 ，。湯肄甿士對國際時
事及聖經預言甚有研究 ， 著有《真金未怕洪爐火》 丶
《常勝兵法》 、 《從聖經揭開動盪世代的奧秘》等書

籍。

囍以諾牧師大型棘篤笑

福音綜台晚會

日期： 2010年9月 19 日 （星期日）

時間 ： 3:00 p.m及7 :30pm

地點 ： 澳門綜藝—館

嘉賓：森美、鍾舒漫、 Sammi & Matias 丶讚美操

主辦· 澳門基督教城市宣教拓展中心

協辦：澳門浸信會聯會、澳門二龍喉浸信會、協

基會活泉堂、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播道成人教

育中心、澳門學生福音團契、澳門基督教新生命

團契

堂總堂（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100號）
與使命」 、 「寫得心、 編應手」 、 「 採訪

：基督教會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具愿染力的生命 」 興名人甄誆矚麈

講員：王建煊（台灣監察院院長）

時間： 2010年9月 19 日 （ 週日 ） 3:00pm 

地點：民建聯大禮堂

澳門馬場海邊馬路73-97號 麗華新村第二座地下一樓

主辦 ：基督教會宣這堂港澳區聯會

新學年伊始 ， 感謝恩主保守眾莘莘學子重返校園 ，今天我們有生命氣息就當感恩 ，因為在同一天

空下 ， 有人仍生活在痛苦 、 饑餓 、或恐懼之中：上月，中國甘肅舟曲的泥石流災難導致逾干人死亡 ；

八位香港人在菲律賓旅遊途中遭挾持而不幸喪生……這些天災人禍再次提醒我們當珍惜眼前的—切 ，

包括身邊的師長 、 同學 ， 還有關心我們的家人 。祈求天父賜予現代青年人具有敏鋭的洞察力，正確的

價值觀 ，有勇氣面對挫敗 ，有智慧面對引誘， 有能力面對逆境， 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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