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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網絡、收音機 、 報章的資訊彷彿讓我們親歷到日

本的災難。海嘯把汽車、房屋、船隻如同積木般沖

走。災後的頹垣敗瓦，數以萬計的失蹤人口 ，無數家

園盡毀，人身心靈受到極大創傷，這些畫面也歷歷在

目；加上福島核事故惡化，核污染的災難一觸即發，

這份難以言喻的恐慌和悲情似乎由日本正蔓延至全

球。

今次日本大地震非同小可，相當一萬多顆原子彈

的威力，比當年投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的威力大一

萬倍 。 大家在新聞上看到的嘯情況，水中看似垃圾

的，其實是汽車 、 船隻 、 房屋翻來湧去。你看著它們

慢慢流過，誰料海浪其實來急得遽，破壞力極強。

這次天災讓大家感受到：第— ，地震隨時發生。

第二 ，我們難以預料地震強度有多大，曾有實驗觀察

動物如雞、狗的反應，看看地震之前可有「雞飛狗

走」的預兆，結果令人失望，世上沒有完全預防地震

這回事，所謂防止地震，只是減少損毀程度而已。第

三，我們不知道地震在哪發生。誰知道在南太平洋地

震過後，又會否在北太平洋發生地震呢？其中 日本特

別危險，因為這個國家是在太平洋、菲律賓及歐亞

；州三塊板塊之上 ，地震這等天災真的可以隨時隨地發

生 。

「世界第一堤」不堪一擊

2009年，防波堤被健力士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

最大最深的防波堤」。當年，日本港灣空港技術研究

所特地發表題為 《使居民免遭海嘯襲擊的釜石港防

波堤》的特輯，稱讚這是「港灣工程史上前所未有的

防波堤」 、 「首次真正進行了抗震設計的防波堤」，

然而此次海嘯裘擊後的悲滲景象令防災硏究人員感到

震驚。

危險的核幅射

除了人命傷亡慘重 ， 這次地震也帶給全球一場核

輻射危機。在福島有幾座原子反應爐， 在地震中沒有

被破壞，怎料破壞的是所有發電廠，結果電力停止供

應，抽水系統沒有電力，就不能將水抽進反應爐，使

反應堆温度不斷提升， 正常是二百度 ， 現在則升至—

千二百多度，導致爆炸。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那些輻射性物質 ， 因為輻射放

射性元素會破壞DNA, 並變成癌細胞。曾幫助救災的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由於被雨霧覆蓋 ， 經檢查後，發

現船員身體帶有輻射，便立即離開 日 本。

此外，這次地震也禍及日本的經濟發展，更引致

全球恐慌。當我們看到日本首相菅直人向英國 、 向美

國、向聯合國求救時 ， 有些人開始害怕 ， 洹生指數曾

在日間跌至1007點。人們沒有信心，因為他們沒有知

識，不知道以後會怎樣。回看歷史， 198 5-86年間，

蘇聯切爾諾貝爾反應堆爆炸，許多俄國人感染了輻

射，無可救藥了。他們便每天將泥土堆進核子反應堆

中，就這樣控制著它。不過那地方有很多年荒廢了，

那裏出產的泥土也污染了。

日本人向來知道自己生活於地震，而且滿布火

山，因此在預防上述兩種天災方面，他們很有把握，

即使地動山搖，日本人也處變不驚。但萬料不到的

是，今次千年—遇的天災不是習以為常的地震，或是

與温泉息息相關的火山，竟然是避無可避的超級海

喦

嘯。 至此， 人類的智慧在浩瀚的天地中顎得極其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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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聖經》信息

《聖經》在《啟示錄》 中提到會有大規模的海水

污染 、 水源污染 ， 這些會發生，但不是現在 ，現在的

情況是很輕微的 。從這次天災中 ， 我們知道人實在很

渺小 ， 有些東西我們無法控制。 主耶穌説，饑荒 、 地

震都是災難的起頭 ， 從現實中人會發現 ， 原來《聖

經》説的都是真實的， 但當災難來到時才思想人生何

去何從 ，已經太遲了 。

真平安何處尋？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約 1 4: 27上 ）

人在—個動蕩不安 ， 無所信靠的世界 ， 感徨恐不

安，更稀冀能獲得真正的平安 ， 但問題是「平安何處

尋？」耶鯀在聖經約翰福音 ， 親口應許屬祂的人，祂

要將—種有別於人世間的真平安 ，賜給我們。正因為

這是永恆不變、信實的真神，親自給我們的應許，因

此，你是可以經驗到這份特殊 、 從神而來的恩典－「

真平安」！

朋友，為什麼現在還不接受耶酥 ？ 得著真平安！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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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據政府的統計數字，香港人的離婚率愈來愈

｀高，現時已到達每100對男女結婚時，同期就
有47對離婚，這些數字反映婚姻破裂是一個非常普遍

的現象。婚姻破裂多由衝突做成，究竟夫妻衝突原因

何在？

夫妻衝突六大原因

金錢習慣各異，這都易生事端。因此，夫妻必須學習

容忍，留給對方私人空間，尊重對方運用金錢的決

定，然而，先決條件當然是對金錢用得其所、理智和

合理。

另—易生衝突的例子，就是教導子女功課的問

題。由於父母對子女要求總有高低，爭執便由此而

生。解決之道在於父母先協調共識、彼此分工，透過

「錢」一夫妻每因家庭收支分配不均、信用卡簽 傾談取得默契，此外，父母在子女面前，避免發出不

賬等瑣事而爭執。 同指令，使子女無所適從；父母也不應借子女之事互

「子女教養」—子女學業成為父母口角摩擦焦

點。

「生活習慣」 一日常生活成為夫妻爭執導火線。

「遺忘重要日子」一譬如生日、結婚紀念日等，

妻子多著重，丈夫易遺忘，爭執從此起。

「壓力過大」—丈夫在外工作勞累，返家又被妻

子嘮叨，自然倍感歴力，脾氣失控而生爭執。

「嫉妒」—存疑第三者介入而導致夫妻間互不信

任，彼此難免產生爭執。

面對衝突之態度

曾經有一本書，教導夫妻正面處理衝突。作者建

議夫妻先「面對」、「接受」、「處理」、耳而「放

下」衝突。進行「面對」、「接受」和「處理」的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衝突起因背後總是干絲萬縷，

不易拆解，須以理智處理。其實，夫妻間畢竟存著愛

和信任，只是婚後彼此生活習慣、價值觀念不同而起

爭執，這是難免的。夫妻面對衝突時，不應逃避，反

應學習如何面對和處理。

舉例來説，夫妻對運用金錢抱持不同態度，使用

長期生活在忙碌之中，休閒時刻似乎成為了奢
侈品。每次的假期都非常珍惜，很多時會在

放假前多月已規劃活動及行程。可能工作忙，假日總

是選擇休閒的渡過，與年輕時尋求更多的體驗與見識

真的大有不同。

的協調 ，我也決定參與這項計劃 。我所懷的心態是，

爭取這次機會，讓自己對生活有新的體驗及嘗試服務

另一的社群。我投入教育工作已多年了，在自己熟識

的範疇中，雖不算駕輕就熟，但也很有信心的去處理

大小事情。不過自答允參與計劃之後，問題就來了。

負責搬運工作，比我年輕力壯的大有人在。在團友面

相揶揄，既令子女尷尬，也令彼此含怒。

正如擊經説 · 「不可含怒到日落。」爭執發怒總

難免，但卻不可長久；聖經又説 · 「你們各人要快快

的聽，慢慢的説，慢慢的動怒。」夫妻要客觀聆聽對

方的話，免得因誤解而動怒。

化解衝突之道

夫妻爭執其實背後帶著期望，就是對方是否尊重

自己。因此夫妻應多溝通、多留意對方感受，溝通時

避免「命令」對方，發施號令；反而多分享「我覺

得」式的個人感受。

不要翻舊賬、學習用行動實踐「對不起」，這都

是化解衝突好方法。

「夫妻間畢竟存著愛和信任，只是婚後彼此生活

習慣、價值觀念不同而起爭執，這是難免的。夫妻面

對衝突時，不應逃避，反應學習如何面對和處理。」

. -
, 吳思源

鑌靄冨只蟈下一蠣矚
或許因為安逸，使人失去進步的動力。現在社會

的發展，是需要具多元才能的入才。我們身為教育工

作者，除了在自己的專業上進修或學習外，也需要有

所突破及嘗試，以身作則的成為未來社會需要的多元

專才。我欣賞立志終身從事教育的教師，而且也不一

定每人都合適棄業而另作嘗試的。但也不妨在心靈上
幾個月前，與來自香港的朋友談論往內地做義工

出走一下，看看自己除了從事教學工作外，還可以作
的計劃 ，再次燃起我年輕時的衝動，幾經考慮及工作

些甚麼？問問自己有轉營的能力嗎？有能力的，為你

感恩，因你仍保持在社會上的競爭力。若如我—樣，

發現自己技窮的，就要好好的廣闊自己的生活空間，

從舒適圈中走出來，再次重塑自己。或許—次的心靈

出走，可以讓自己更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標，減少邊工

作邊埋怨的生活方式。跳出框框的看自己的人生目
我可以在這團人中，分擔甚麼工作呢？照顧小朋友

標，説不定我們可以跳脱人云亦云「幹活少而錢多」
嗎？我又不是能歌擅舞之才；服侍老人家嗎？又是門

理想的嚮往，而去追求實現自我的更高目標。
外漢 ，做手工勞作嗎？原來我真的有點笨手笨腳的；

期待這次體驗之旅的來臨，雖有所戰兢，但這是

前，我真是「初霨」 一名呢 I 真是要虛心的討教。多 難得的成長機會，或許計劃完成後，再與大家分享當

年在同一工作崗位上，自以為幹出一點成績，現在發 中的滋味。又或許我仍是技窮，但我相信會對生活有

覺原來自己技窮禱只剩下一張嘴。所謂痛定思痛，這 不一樣的想法。

段時間也下定決心的學習一招半式的去應對一下這次

、¼•"--0
Dr. K evin Leman 

出版社：天道書樓

做父母從來都不易，子女成長期間，父母總

有很多時候要跟他們鬥智鬥力。市面上已有很多

親職書籍，這本書真的管用嗎？且看作者和各界

人士的意見：

作者曼博士説 「有人正在你家中密謀作

反。乳臭未乾小戰士隊和荷爾蒙急增少年隊都各

有戰略，保證令你抓狂 。 《 5天令孩子大翻新》是

—個讓你先發制人的行動計劃，把孩子帶進不同

的方向 。 我保證：這就是你尋找的神奇轉機。」

義工之旅。
老 C

蔬全是

大不濤 ［

家女=翌~

扣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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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駄 <,r
不再心醜

來自馬來西亞的歌手巫啟賢今年48歲，於21歲時 超級巨星變負資產
加入樂壇，出版第一張專輯＜心情＞已大受歡

迎，隨後積極開拓香港及台灣市場， —首＜心酸的清 失去台灣辛苦經營的歌唱事業，巫啟賢轉簽到 巫啟賢曾經是一個煙癮很大的人， 一 日要吸食

歌＞為他帶來無數獎項，被譽為亞｝州三大歌手之一 ， 了—間新加波唱片公司，豈料一場金融風暴令公司倒 兩包煙，試過戒煙但都不成功，變得不能自控，後來

成為首個走紅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歌手。 90年代巫啟賢 閉，他説 ： 「那時我買了幾層樓，突然變了負資產， 吸煙令他喉嚨剌痛，想嘔，他説 ： 「有一晚我祈禱，

推出一系列經典作品，至令仍令樂迷念念不忘，包括 投資失敗，做什麼也失敗。 1998至2000年是我人生比 把身上的煙和打火機掉入垃圾筒，從此我三年都沒有

＜傷心的人更傷心＞、＜太傻＞、＜愛那麼重＞及＜等你等 較辛苦的日子。那時我每月要供十幾萬樓 ， 還要支薪 吸過一枝煙，沒有任何痛苦，沒有任何眷戀，很多人

到我心痛＞等。 1995年，巫啟賢首次演出電影，成為 給兩名員工 。要供名牌房車，生活壓力很大。」 説戒煙很辛苦，但我今次卻沒有承受任何痛苦。」

祈禱一夜戒壞習

電影＜慈雲山十三太保＞男主角。并榮獲 1996年香港電 重［回台瀟H暠心i也
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同年在香港紅館舉辦個人演唱

會，是首個馬來西亞籍歌手成功在紅館開唱，已列入 兩年半後，由於太太是台灣人，巫啟賢終可提

＜馬來西亞紀錄大全＞書中。 早返回台灣，卻遇上一生最傷心的事，他説：「我回

曾被譽為亞｝州三大歌手、成為首個走紅東南亞的

馬來西亞歌手，卻因非法演出被台灣法院驅逐離境，

事業有做過山車，大起大跌，還未來得及定神， 已遭

好友出賣 ，財政陷入崩潰狀態，女兒患上有怪病，從

前以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的超級巨星，當面對成功失

敗、生老病死，誰才是他的救星呢？

我做乜都掂

「我認為事業最光芒的時間是1994至97年，由《

紅塵來去—場夢》那張專輯開始，至＜等你等到我心

痛＞，到＜太傻＞及＜愛那麼重＞，之後到香港發展并推

出〈心酸的情歌〉及《只因你傷心》，更參與電影《

慈雲山十三太保》的演出，禱到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我覺得那幾年間，『我做乜都恬』 。」

台灣主持一個節目，當時有個拍檔，我覺得他是我一

個感清好好的朋友，是十多年的朋友，但當時他竟為

了利益而聯合其他人來對付我，逼我離開這個台灣節

目。當時我很傷心，很難過。我覺得如果這個世界有

名有利，卻沒朋友沒有情，我接受不來，所以當我在

這方面受傷時，感覺特別傷心。」

女兒患上怪病

情誼從來都是巫啟賢最看重的，媽媽於他八歲

時去世，爸爸教導他的方法只有罵和打，所以他內心

—直渴望得到家人的愛，決心長大後必好好愛自己的

妻子及兒女。巫啟賢37歲時與拍拖多年的女友結婚，

一心要做女兒背後的大靠山、好爸爸，欲突然因只有

六個月大的女兒患上怪病，變得手足無措。

他説· 「太太一 日致電給我，説女兒突然整個
巫啟賢以「我做乜都恬」來形容他事業上的高

人抽筋、顫抖，跌在地上，不能彈動，呼吸變得很虛
峰，大概沒有人敢反對。他天生對音樂特別靈感，在

弱。太太即時把她送到醫院， 醫生跟她做檢查，可惜
沒有接受正式音樂訓練下，巳懂得作曲、填詞、彈結

找不出病因。我當時人在北京，心很急，很想返台灣
他，唱真聲、唱假聲、唱粵劇也難不倒他，註定天生

探望她們，誰知一去到機場就聽到報告説香港暴風
「食呢行飯」。

雨，飛機不可以在香港降落，我只好返回北京市中

90年代沒有一個馬來西亞歌手的成績能跟巫啟 心，路途上突然想起一個製作人，他曾多次找我商討

賢相比，他是史無前例的成功，以致招來不少閒言閒 公事，既然返不到台灣，我便去找他，」

語，有的讚賞他的才華，有的説他狂妄自大。

非法演唱被逐台灣 分享女兒患病的事，製作人鼓勵他嘗試禱告，把心裏

的痛苦和憂慮都向上帝頓訴，他説； ｀｀「他問我願不

1996年，巫啟賢成為第一個於香港紅磡體育館 願意為了女兒，做人生第一次禱告，求上帝救我的女

開演唱會的馬來西亞歌手。當時傳媒把他和張學友比 兒。我當然説無問題，當晚我們就—起為我的女兒禱

喻成為樂壇長青樹，意謂不容易被淘汰的歌手，但一 告。」

年後他卻承受不了香港狗仔隊的壓力，主動把事業轉

戰台灣 ，以為在台灣能呼吸－口新鮮空氣，萬料不到 f圣疸莪3 日痊：冷愈
這地方竟令他事業直插谷底。他説 ． 「狗仔隊那種逼

同一時間，台灣亦有很多基督徒為到巫啟賢
人太甚的行為，令人無法呼吸，於是我去到台灣發

的女兒禱告，四日後，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展， 1998年我於當地舉辦了—場演出，但唱片公司沒

—直以為靠自己可以掌管明天的巫啟賢，今天

卻説只有靠信仰，才能令他減屋，輕鬆面對明天。

朋友，耶龢能改變巫啟賢，也能改變你 I

當巫啟賢跟這製作人會面後，終按捺不住跟他

有申請permit, 於是我被外事部的警察局拘捕，説我 巫啟賢説 · 「 醫生告訴我，他不知道為何

非法演唱。」 我的女兒會跌低，也不知道為何復原，他説這

可能是神的意思。以前我聽到這句話會覺得是
「對我來説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我正值事業

電視劇的台詞，但當時我感受到他是從心底説
最高峰之際，卻被台灣法院判驅逐出境，五年內不准

出來的，有好多事其實醫生都解決不到，我真的很
再入境。」

感謝神，大大被祂感動。」

巫啟賢於2007年正式決志｛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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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門教會與全球信徒

比鑼韜鼴說瓘适郿
白鴿巢浸信會近月在籌備—個全城舞蹈

表演，響應由匈牙利教會所發起的復活節讚美
舞蹈活動，其意義是在不同的國家、地區、種
族，在同一時間、跳同－舞蹈，來慶祝同一個
節日一—復活節。 目 的是以信徒的喜樂讚美來
見證主的復活，擴大基督信仰對社會的影響。
欲了解該活動詳情， 可瀏覽http://www.uptofaith
com/ 。本澳教會擬於4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5
時在大三巴前地一起跳集體舞，屆時有錄音錄
影，完成後上傳到匈牙利總部，以便剪輯供全
球播放。

白鴿巢浸信會於月前邀請有興趣的堂會及機構—同參與該活動，並派員協助教會排練，教會
也可以自行按網站指引練習，屆時在大三巴現場集體彩排後再進行錄影。查詢請電2895-5466 。

人心恐慌導致「盲搶鹽」

姊妹工作坊
基督徒的婚姻觀及單身觀透過互動的形式，探討基督徒

的婚姻觀與單身觀，並分享姊妹在當中的困援與釋放。

日期： 4月 1 7日下午 3 :00-5 :00

講員： 杜婉霞（「好好戀愛」運動創辦人及學堂主任 ，

曾於香港 、 美 、加等地主領家庭生活教育工作坊及單身

人士成長課程）

地點： 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愛堂

對象： 未婚姊妹 費用： $20 

報名： 澳門中信辦事處（東望洋斜巷2D志安大廈地下 ）

査詢電話： 2835-3306 

主辦： 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協辦：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浸倍宣道會頌愛

堂、 下環浸信會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

2011年

4月18日漏漬i
地點 ： 高士德大馬路1 2號二龍喉浸信會

屆
1藎~~

收責： $50 
甄嬴：墓蕾徒及有興扈人士
輾名及亶調，讀電 6287 3852 鼴小姐

主鸝,.位．

-t 
a澳門111督誆市宣區展中心

日本核輻射危機升級，食鹽防輻射、海水受輻射污染令海鹽缺貨等謠言四起，遠距日本福島三千

公里外的澳門竟也出現搶鹽潮，各區居民四出搶購 ， 超市、雜貨店、米行、鹽行大排長龍。奇貨可

居，有商舖將食鹽價格由平時每斤一、 兩元提升至五十元，仍被搶購—空 。「盲搶鹽」 一族見鹽售

罄，連豉油 、 雞粉都不放過，更有居民大量購米，以備不時之需。祈求上主將平安賜予恐慌的人們，

讓不安的世代尋獲真正永恆的平安 。

「 為澳門鼓票」花車巡行

目的：

1召聚全澳信徒設計製作有關聖經故事及教導為題之花

車，在澳門各區巡行。

2透過巡行後之佈道會或舞台節目，宣揚基督信仰，讓市

民認識又真又活的神。

3以耶穌基督的喜樂和平安來抗衡十月城中彌漫著西方鬼

節的驚嚇恐怖氣氛。

日期： 2011年10月 22 日 （ 星期六 ） 下午3 :00-7:00

地點：塔石廣場 招募：信徒及慕道者
主辦 ：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查詢 2855 2435) 

免賣贍閱·歡迎簣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豐銀行213-1-00289-0 或澳門中國鐵行

21-012-000633-1 • 寄國存據，註明姓名、電話及郵寄地址；
支票收款人為：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

寄 ： 澳門雅簾訪郵局信箱6611號時代月報收 。

本期印刷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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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4,000元，祝福10,000人！
(3個人x4,000元＝支持本報一期的印製費）

本期認獻者 ：澳門浸信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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