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幾年前我剛從學校畢業、剛踏入社會之際，
常聽人家説 ： 『年輕就是本錢』。當時，我

好像並不太能體會到這句話的意義，因為那時候我真

的很年輕，總覺得時間還很多 、 機會還很多；可是，

現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好久、好多年，沒聽到人家

這樣説了，我才漸漸驚覺到，好像青春時光已離我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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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詩：前我失喪 今被尋回

通訊：澳門郵箱6611號電郵 ： mail@macautimes.net http://macautimes.net 

是，這都已經來不及了。因此，我真的要鼓勵~家，

` 趁著你還年輕，能學的就要多學，能考的就要多考，

能聽的就要多聽，能看的就要多看，你現在吸收越

多、學到越多，將來越不會後悔。

三、善用求學階段

是，除了成績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寔」 ， 我們要學到; 
正確的學習方法、正確的讀書態度·~夏比我們現
在成績好不好更重要。

去了。沒有錯，當我不再聽到人家這麼説了，不是因 最後我們就要來談談，如何好好把握青春時光，

這句話有問題、或者是錯了、或者是不再流行了，所 使我們未來就業以後可以有美好的生涯發展呢？

3. 有的人高中以前成績都還可以，上了大學以後就一

落千丈，就是因為沒有學到正確的方法與態度，所

以一時之間成績雖然不錯，後來就落後了，所以學

到正確的方法與態度遠比當下的成績高低更重要。

以大家不再這麼説，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我已經不

再年輕，所以人家不再這樣對我説了，這時候我才驚

覺到，年輕真的是本錢，可惜的是我已不再年輕。因

此，會聽到人家這樣説的人，通常表示你還很年輕，

今天，我更特別要來提醒大家的是 ， 年輕這個本錢你

一定要珍惜 。

一、珍惜年輕本錢

有些本錢即使是不多， 但是用完了還可以再賺回

來。最近有人問我關於小本創業的問題，我説小本創

業不是問題，也一樣有成功的機會，甚至很多大企業

家也是從小本創業一步一步邁向事業的高峰的；不

過，因為你是小本創業、本錢不多、不大，所以你必

須盤算如何早—點獲利，才能把本錢賺回來，才能使

你的本錢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可以越來越多 。

這就是説，有些本錢雖然不多，但是用完了還可

以再賺回來，但是有些本錢卻是—但花光了，就再也

賺不回來了一青春時光 、 年輕的本錢就正是如此，

所以我們要好好把握 、善加珍惜 。青春－去不復返，

我還能拿什麼換青春呢？

二、好好把握青春

判匯—學習的最終目標是在使我們懂得如何去
巽n—前面説過 ：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辨明事理 、 如何去作判斷，如果你能夠在很年輕的時
所以我們若是希望未來的生涯有美好的發展，最重要

候，就建立了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對人 、 事、物
的就是要努力，努力至少代表三方面的意義：

就能有正確的判斷，你—生的生涯當然必定會有美好

1努力表示我們已經盡力了，人生沒有人保證每個人 的發展，而這牽涉到至少三方面的能力；

都可以考一百分，更不是表示我應該要十項全能 ，

每一科都要考一百分，所以成績的高低不重要，只

要我曾努力過 、 我已經盡力了，即使最後只考了二

十分， 都沒關係；英文有句話説：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best , but you should always try your best 。 就正

是這意思。

2努力表示我永遠不放棄，努力表示我不放棄我自

己，努力表示我總是抱著希望，努力表示我至少要

對我自己負責。

3努力的人不吃虧。有的人以為，努力是很阿Q的想

法，明明做不好還要去做，明明不行還要不認輸，

1. 情緒管理一一一個人必須有很高的EQ(情緒智商）

，能夠管理好自己的情緒，然後才能有好的判斷

力 ， 才不會意氣用事、才不會衝動 、 隨便發脾

氣 。

2. 人際關係一一學習去尊重別人 、欣賞別人、接納

別人，對任何人都不存成見、偏見，那麼他對事

理的判斷才不會有所偏頗，才不會有盲點。

3. 自我管理——能先管理好自己，才能夠對人丶

事、物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噩經説：人都會看到別人眼中有根刺，卻不知道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努力的人不會吃虧的，即使你 自己眼中有根樑木 。（聖經．馬太福音第7章 1 -4節），

努力後，成績還是不理想，但是這不是徒勞無功、 這就是提醒我們，管理好自己勝過去管別人。我們常

更不是浪費，因為，至少你鍛錬出你的毅力與耐力 以為事情都是別人的錯，卻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更大。

來，而這些在你未來人生的道路上 ，都是很管用 聖經還説：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

的。 強如取城。（聖經 · 箴言第 16章32節），更是提醒我

所以青春的時光，我們實在應該要好好把握。可 學昌—不只是指學習所有書本上的學問而已，

是，我們又沒有辦法讓青春時光永遠長存，我們又沒 更是指學習到讀書的方法、以及終身學習的精神。
有辦法叫時間不飛逝，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青春的

們，先管理好自己的脾氣，是一切成功的基礎，先管

理好自己的—切，你的生涯發展必可攻城略地 ，有美

好的發展與成就。

時光—分一秒的流走的同時 ，我們能相對的累積更多

的技能、學到更多的東西，相對的有—些收獲，這樣

一來我們的青春才不會留白，而將來我們的生涯也才

不會打結。

有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涯要發展到後半段，到了

中年、甚至是快到晚年的時候，我們才在那裡後悔丶

才在那裡感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可

1很多時候，我們會誤以為我學習的效果不好 、 我再

怎麼努力成績都不好，所以我不適合讀書，其實有

時候我是大器晚成，所以我們還是要努力學習，不

要放棄。

2考試的成績固然是可以檢測出我們學習的成果，但

考試的成績並不代表全部，我不是鼓勵大家不必注

重成績，我是告訴大家 ，成績我們要力爭上游，可

所以，如果我們要青春不留白 、 生涯不打結，就

要從現在開始，好好學習了解自己、管理自己，特別

是管好自己的脾氣，而聖經可以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大

的幫助，所以也鼓勵大家，可以多多學習聖經，相信

你的—生必定過得實在、充實。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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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與心靈關顧

成表暠

參與院牧工作已經二年了 。 看見—些熟識的面

孔，看見澳門醫療體系有了不少的新氣象和改善 ，

看見醫護人員與各部門人員的工作比昔日繁重，更

看見外在物質的充裕、科技的先進填補不了人心靈

的需要。在這段日子裏，不少人問及我，究竟院牧

(chaplain)是做什麼的呢？顧名思義，院牧是醫院裏的

牧者，做的是關顧人的心靈，或又稱心靈關顧。

貝內爾在《心靈關顧》一書中談及，「心靈關

顧」乃英文片語 care of soul 的中譯，源自拉丁文的
cura animarum , Cura一字譯作關懷(care) , 包含關懷
和醫治兩個觀念。關懷所指的行動，在於鞏固某事

或某人的美好狀態； 醫治所指的行動，則在於修復

已失落的美好狀態 。心靈(soul)—字，拉丁文譯作靈

魂，其含意則難以掌握。 而希伯來文nepesh和希臘文

psyche譯作靈魂一字， 則有非常豐富的含意。 Nepesh

的意思可涵蓋生命，人的內心世界（思想、感覺和情

感），以致整個人（包括身體） 。 Psyche也帶有全人，

肉體生命、意念和心思的意思。故靈魂也是人的情

感、意志和德行的來源；以及人的宗教中心、慾望丶

情感和身分的所在。這兩個字的最佳表達是「我」

(self)或「人」 (person) , 兩者都有整全(Wholeness)的

意思，包括靈魂和身體。因此，心靈關顧是以「整全

人」的觀點，去鞏固和修復人的美好狀態，尤其特別

關注他們的內在生命 。

在醫院裏，因著疾病導致身體部分的器官或肢體

喪失，治療過程所帶來的痛苦 ； 因著喪失配偶、子

女、父母及親友，導致哀傷、憤怒、 憂鬱等；因著繁

重的工作、破裂的關係及年老，導致長期巫力、失

眠、挫敗、焦慮、被遺棄等，人的心靈因著周遭環境

的急速轉變，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 生命面臨種種的
缺損。心靈關顧的需要日益加增 。

作為牧職人員的我，欣喜看見澳門醫院開始關注

和接受，心靈關顧乃是全人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以

及我能有份於參與這服事之中。也記念那些有志於心

靈關顧服事的醫護人員所付出的勞苦。

最後，如果 你或你的親友，需要床邊探訪關懷／

約見院牧面談，請聯絡醫院的院牧室。

醫院院牧宋玉英

院牧室辦公時間
星期—至五上午九時至—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半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及傳真： 83905017 (內線5017 )

電郵： macau.chaplaincy@yahoo.com.hk 

Q喝心

在核上學奇慕
懶惰人羨慕， 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豐

裕」（箴十三： 4) 

－位有名的風琴家，常被請去開音樂會。在

一次訪談中，他説，他在童年之時，就已開始學

音樂。他用—塊普通的板，將鋼琴的鍵盤，畫於

其上。有人幫他學彈音階，他就這樣在—沒有響聲

的板上學音樂。漸漸，他熟練了綱琴的鍵盤。等到

機會來時，他已作好了預備的工作。

許多人能有偉大的成就，都是在缺乏優越的條

件之下，殷勤努力出來的。不要坐著等候機會來

到，要去尋找它，抓住它。在你的環境裏，用你所

有的，盡你所能的去作。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成京尼王里速中 B勺自己

新的－年就又來臨了，一年之始，相信大家除 的文憑。而是為理想的自己 I 兩種的心態及努力的動
丶 了相互祝福外，也會為自己訂定－年的目 力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現代的求學，當然可以尋求一

標。回顧去年，相信大部份人都有一點目標未有達成 些科學化的學習方法，不需要一股牛勁的白花時間和

的遺憾，期望新的一年能做得好一點吧丨 努力丨但付上代價及努力的過程是必要的 ，不能心存

僥倖，以為付出—點點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曾經聽

無論中學或大學時期，或是巴踏足社會工作，我 過這樣的—個故事，「一個笨人一直吃餅，吃到第六

都會為每年訂定目標。長假期過後，回到校園或回到 個半餅才飽，他就怨：早知道我吃最後這半個餅就好

工作崗位，大家有否想過，每年努力求學或不停的持 了，何必白吃了前頭那六個呢？」聰明的你—定明白

續進修 ，為的是甚麼呢？為求成績及格而順利升級？ 到，若他沒有吃前面六個餅，後面那半個又怎可能讓

為了能踏入大學的殿堂？為了升職加薪？還是無奈的 他飽呢？這故事很簡單，但提醒我們要成功是必須要

為了保著「飯碗」呢？這些在短期內固然重要，但我 有過程和忍耐的，不能只求—促即蹴的方式去達到目

們細想一下， 我們努力的方向，絕不應只停在這個層 標，或是解決困難。

次的。我們要追求的是成就理想中的自己，我們今天
求學或是進修，都應是為了達此目標而努力的。可能 新的一年，期望大家都能找對自己努力的方向，

年青的你，還未有想到那麼的長遠，還未有想過未來 能一步一步的接近理想中的自己。在追求過程中，耐

理想的自我會是如何？又或已入職場多年的你，已被 心的去吃完前頭的六個餅，而不是呆呆的空等著最後

所謂「現實」而模糊了理想的自己，甚至失去了去思 的半個餅而以為飽足。這樣我們到年終，才不會帶著

考理想自己的勇氣，更遑論追求理想自己的動力。 太多的無奈與遺憾。成長的過程，不要孤單的過，多

向前輩請教，多與志同道合者彼此分享與支持。共同

一年之始，我們需要有再出發的勇氣，過去的就 度過這豐盛而精彩的—年。

由它過去，何況想追也追不回來。往前看，再思考理

想的自己應是如何，紮紮實實一步一腳印的去實踐。

我們努力的不是為了應付老師的考試，或是取得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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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理克 (Rick War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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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生方向在哪裡？你的人生焦點是什麼？

人生短促，我們無法親自經歷一切去尋找意
芋
孝°

本書是《直奔標竿》作者華理克的新作，以因

十天的靈程指南， 幫助我們了解活在世上的目

的，及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旦明白神對我

們人生的目的，也因有了這份遠眺的透視，我

們將會減少徬徨的壓力，簡化抉擇，把我們的

精力專注於有意義的事，並專心為永恆做好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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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詩，英文名為 Jill Vidal , 生於1982年，是中

早T韓菲混血兒，跟孖生姊姊衛蘭(Janice) 同屬香
港新一代著名女歌手。自小跟隨音樂人爸爸到處演

唱，培養出對音樂的濃厚興趣。 2006年衛詩步姊姊後

塵加入樂壇，推出唱片包括《Hit Me》、《Diamond

Love》及《Jillympics》，其中多首作品亦曾高居流行

榜冠軍位置， 包括<Funny Jealousy> 丶＜可可＞及＜寧願

你不知道＞； 出道勇奪叱吒樂壇生力軍女歌手銀獎 ，

其獨特的跳舞音樂風格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前大家提起衛詩(Jill) , 不免聯想起「潮」、 「

鬼鬼地」、「壞壞地」等形容詞。 2009年2月，衛詩

與當時男友關楚耀被日本警方於酒店檢穫11包海洛英

被補一事，彷彿給了印證一一「不足為奇」， Jill 自

加入了娛樂圈，承受著莫大的壓力，難以面對之下 ，

選擇了毒品來「釋放 」 自己 ， 差些陷入了不能自拔的

境地。然而Jill願意悔改，便得著了人生最寶貴的禮

物 基督耶穌的祝福。她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生於破碎家庭

有混血細胞的衛詩，出身破碎家庭， Jill和姊姊

Jan ice八歲的時候，父母決定離婚，此事—直影響

兩姊妹成長，因此一直不知愛是何物 。 長大後加入

樂壇，表面上擁有許多朋友，但她形容自 己 「 非常

selfish , 不會為別人考慮 ，雖然間或會有朋友跟我分

享心事，但我不會真的去替他們分憂。因為我連自己

都未能自我安慰，又怎會安慰朋友呢？」

「身邊的朋友只顧玩樂……他們以為我也玩得

很癲，會説一些令我十分不悅的是非……而且不停的

講， 令我信以為真……然後，我又會批評別人，連

自己都批評 ，接著又去批評朋友……我承受了很多屋

力……後來我染上毒品，因為它能釋放我的痛苦……

鬪臠贝閂
凸泣囝圖

迷失東京

Ji 11在日本被捕後，雖沒有入獄卻被送到當地

的戒毒拘留中心。當時， Jill非常傷心難過，感覺無

助及無望所承受的屋力令Jill失眠 、 掉頭髮、不能進

食， 但日本事件一役，卻令她深深體會到毒品的禍

害，於是她向上帝發出呼喊 。「戒毒時我渾身痛楚，

禁不住向神説 ： 如果妳又真又活的話，現在就立即給

我解痛吧！」禱告後， Jill便立刻睡了。

清醒在香港

衛詩返回香港後，按要求與父親同住。眼見父親

原來是多麼關心自己，自小開始不斷擴大的心靈空洞

開始灌進了愛。更奇妙的是，她這時竟有機會透過「

同聲同氣」的馬正遠牧師，進一步認識了天上的父親

這位父親竟十分了解她，令她佩服得五體投地。

「祂知道我是個十分固執的人，聽不進別人的

話，祂更知道要怎樣才能使我學乖。今次事件，令我

反省到，原來當我覺得會失去所有時，我才會懂得悔

改，去尋找祂的愛。」

生命180度改變

自此她決心悔改，將生命主權交予祂，並給自
• 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重新定位 。 現在的她，非但有力

量面對沉重的過去，還能四處向人宣講自己生命的改
I 

變，更甚的是，她終於學會了真正關心身邊的人和世

界。這兩年Jill不單把毒癮戒除，更戒了酒，連嚴重

的哮喘都自然痊癒起來， 聲線比以前更悅耳。姊姊

Janice本是信佛，但看到」ill徹底的改變，也開始跟Jill
• 返教會且—同成為基督徒了 。

朋友！信主後的衛詩能180度的改變， 飭逗能！
j 

能改變你一生的說話
1. 優秀是一種習慣： 這句話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

多德説的。如果説優秀是—種習慣，那麼懶渭也是一

種習慣，鑿經箴言 15: 19 「懶清人的道，像荊棘的籬

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人出生的時候，

除了脾氣會因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東西基本都

是後天形成的，是家庭影響和教育的結果。所以，我

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日積月累養成的習慣。我們有的人

形成了很好的習慣， 有的人形成了很壞的習慣。所以

我們從現在起就要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使我們的優

秀行為習以為常 ， 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 讓我們習慣

性地去創造庄思考，習慣性地去認真做事情，習匱性

地對別人友好，習慣性地欣賞大自然。

2. 生命是一種過程： 事情的結果儘管重要，但是做
事情的過程更加重要，因為結果好了我們會更加快

樂， 但過程使我們的生命充實。人的生命最後的結果

一定是死亡 ，我們不能因此説我們的生命沒有意義作

為基督徒 · 我們應當堅定的相信耶穌的話：「在我父

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鑿經約翰福音

14:2)世界上只有耶鯀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大學生談戀

愛，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説我會愛你一輩子，這實際

上是不真實的。統計數據表明，大學生談戀愛的 1 00

對裏有90對最後會分手，最後結婚了的還有一半會離

婚。你説愛情能永恒嗎？所以最真實的説法是：「我

今天，此時此刻正在真心地愛著你。」明天也許你會

失戀，失戀後我們會體驗到失戀的痛苦。這種體驗也

是豐富你生命的—個過程。生命本身是讓我們選擇，

選擇對了，就蒙恩，選擇錯了，就可憐。讓我們選擇

生命的重生，來享受生命的意義所在， —切在基督

裏 I

3. 理解是一種智慧： 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並不—定

是直線。在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做事情的過程中，我們

很難直截了當就把事情做好。我們有時需要等待，有

時需要合作，有時需要技巧。我們做事情會碰到很多

困難和障礙，有時候我們並不—定要硬挺、硬衝，我

們可以選擇有困難等候神 ，有障礙親近神 ，只有這樣

做事情更加順利，更加蒙恩。我們和別人説話還得想

想哪句話比較有造就。尤其在中國這個比較複雜的社

會中，大家要學會用愛心諒解別人，要讓人覺得你這

個人有生命，很成熟，很不錯，你才能把事情做成。

如果你在考數學試題， —定要答兩點之間直段最

短，如果你在走路，從A到B, 明明可以直接過去，

但所有人都不走，你最好別走，因為可能有陷阱 。在

中國辦事情 ，直線性思維在很多地方要碰壁，這是中

國特色的中匿處事智慧 ，這個智慧是認識上帝 。聖經

箴言9:10 「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顯

者，便是聰明。」

4. 安息是一種得力： 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

如何加快速度。聖經出埃及記33: 14 : 「耶和華説，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在滑雪的時

候，最大的體會就是停不下來。我剛開始學滑雪時沒

有請教緤，看著別人滑雪， 覺得很容易，不就是從山

頂滑到山下嗎？於是我穿上滑雪板，啼溜—下就滑下

去了 ，結果我從山頂滑到山下 ，實際上是滾到山下，

摔了很多個筋斗。我發現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停止、怎

麼保持平衡。最後我反復練習怎麼在雪地上 、斜坡上

停下來 。練了—個星期，我終於學會了在任何坡上停

止、滑行、再停止。這個時候我就發現自己會滑雪

了，就敢從山頂高速地往山坡下衝。因為我知道只要

我想停， —轉身就能停下來。只要你能停下來，你就

不會撞上樹、撞上石頭、撞上人，你就不會被撞死。

因此，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

進。用汽車來比喻，寶馬可以上200公里，奇瑞卻只

能上120公里，為什麼？發動機估計不相上下，差距

在剎車系統， 上了 200公里剎不了車，生命需要常常

安息，擊經馬太福音 1 1 :28 :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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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得．你都得】勵志人生綜合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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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宣道堂慈善會、澳門青年交響樂團、 Life

Without Limbs聯合主辦，並聯同 14間澳門教會及機

構協辦，「生命奇蹟Nick禱．你都得勵志人生綜合晚

會」已於2010年 1 2月 15 日 假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

舉行。此次晚會9700多張門票—早售罄，澳門各個教

會都積極回應，踴躍參加 ，甚至一票難求。故此，大

會透過電視，在9個直播點做現場直播，讓更多的澳

門市民可以—睹力克的生命奇蹟。

晚會於7時半開始，由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區牧藍欽文牧師致詞，他表示希望觀眾透過力克 ．胡

哲生命的神奇，領會其人生經歷，讓現場觀眾特別是

青少年得以鼓勵。然後 ，由香港歌手張崇基、張崇

德、劉美娟，聯同澳門青年交響樂團，演唱多首勵志

歌曲 ． 〈明年今 日 〉、〈愛裡重圓〉丶〈 You raise me 

up 〉 丶 〈全因為你〉。

隨後，力克 ． 胡哲上台， 以詼諧有趣的形式 ， 與

觀眾分享其先天殘障所遇到的經歷，教人笑中有淚。

他希望透過他的人生經歷，鼓勵青少年認識生命的價

值，看清人生的真相，並找到人生的目的地。他向澳

門的市民説：「只要面向你的目標 ， 就是神自己，每

次—小步 ， 你就越來越靠近了 。」

他認為生命中最大的事是仁愛 、 喜樂與和平，最

大的神蹟是在我們心中發生 。如果你覺得人生沒有

盼望沒有神蹟，那麼就 卜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盼望和神

蹟。即使跌倒了，但請記住，只要你不放棄，爬起來

的次數永遠比跌倒的次數多—次。正面積極的人生態

度不是問題的答案， 不是解決方案；金錢 、 酒精、毒

品、性等等也不能醫治我們內心的傷痛，唯有神才是

終極的答案和出路。全場的晚會在笑聲和反思中進

行，有許多人決志信主 。晚會在全體會眾起立高唱 〈

奇異恩典〉 一曲中結束 。

漠門浸信教會
平安夜聖樂晚會

澳門浸信教會於 12月 24 日 晚上八時正假座該會禮

堂舉行了2010年度平安夜聖樂晚會，聚會開始由澳門

浸傅中學弦樂團表演一連串聖誕節的樂曲。緊隨浸中

弦樂隊演奏之後 ， 澳門浸信教會的婦女詩班及兒童詩

班亦獻唱了數首詩歌 ， 他們的歌聲帶領會眾一同進入

了讚美與敬拜的氣氛。接著由兒童主日學一班小朋友

以手鈴打奏出—些聖誕詩歌，小朋友們非常合拍且鈴

聲甚為和諧，將平安夜的寧靜帶給每位會眾。其實這

班小孩們經過兩個多月的練習能有此水準，真為他們

的父母感恩。最後到了整晚的高潮，由澳門浸信教會

詩班獻唱一組聖誕詩歌，半個小時的獻唱將救主耶穌

基督降生的大喜倍息宣告給會眾， 正如二千多年前主

耶穌降生的那晚在曠野報喜的天使所述説的同—喜

訊。當晚聚會充滿歡喜快樂的聖誕氣氛 ， 參加該聚

會的二百多名會眾中 ，有為數不少的來賓是第一次參

加教會聚會，他們都表示對基督教教會紀念救主降生

的活動感受到有—份莫大的喜悅。

戛耳抖晶業或以上程度，擔任青少年事工或福
委身事奉的心志。如有需要，本堂可提供

蒼，以提升事奉裝備和訓練。
：已受洗基督徒，中學程度或以上。懂電腦文

理，負責一般堂務及出納。每週上班五天半，須在

星期六全天，及主日的上午工作。

同工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保險。宣教師及牧師另有房

津3至5千元，或入住同工宿舍。

應徵諝將履歷，註明所屬教會和要求待遇，寄交本堂執

事會收。應徵資料只作聘請用途，合即聯絡約見，不合

原件退回（不留副本）。

新年伊始，春節又近，商場剛播完聖誕樂，賀歲歌又趕著接上了－－時間過得真快啊！求主教導

我們數算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不是數算以往的日子，而是數算未來的日子－－誰敢肯定未

來的日子呢？沒有！就是因為沒有人可以掌握未來 ，因此就要有智慧地善用自己有限的年日 ，善於投

資生命 ， 懂得享受人生 。

辣椒愛澳門2010

筷子基社區脈侍行動

「辣椒愛澳門2010- 為澳門鼓舞－社區服侍行動」

, 1 2 月 4 日下午在筷子基綠楊花園休憩區舉行。這是

去年第三次社區外展服侍行動 ，參與服侍的信徒和慕

道者人數也是本年度最多，超過200人 。活動內容包

括清潔街道，擦靚商鋪店面，電單車隊祝福巡行 、 青

年鼓陣 、 創意攤位 、 舞台表演 、 禮物放送、發放正能

量 、 為澳門鼓舞 。受惠的市民都表示感受到愛及被關

懷，特別有一些長者表示從來沒有人如此服侍過他

們，也有人即時決志接受耶穌成為各人生命的救主 。

辣椒愛澳門2011

三藎燈社區脈侍行動大招募

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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