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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帝不能隨時邛晁 於是副造－了母親 ； - .... -.' 丶
每二人：：：：二二二二二
多大，無論母親尚存或不存，都不免思念她的撫育

之恩。母親如何偉大？母親生了孩子，不管他是美

是醜，聰明或愚鈍，健全或殘缺，她都會—心—意愛

他、照顧他。母親的愛是施予、忍耐、犧性、體貼丶

包容和饒恕。母性能使她忍辱負重，含辛茹苦，撫育

遺孤，出死入生。無怪乎古今中外，記錄了許多名人

對母親的頌詞，讚揚母親的偉大。藉此母親節，謹向

所有的母親致敬，祝她們開開心心！

西方有一句格言説 「搖搖籃的手，可以搖動世

界 。 」除了母親，不能從別人身上找到。古往今來，

不少英雄豪傑、先聖先賢，都從母親刻苦耐勞，不折

不扣的手做成 法國大文豪雨果説：「母親的懷抱是

温柔的，而甜蜜地睡在裡面的嬰孩是有福的 。 」偉大

的發明家愛迪生他讚揚母親説· 「她這般愛我，對我

這般具有確信，使我覺得我必須為她而活，不可使她

失望。我對母親的回慮永遠是快樂之源。」美國總統

華盛頓説： 「我畢生的成功，全靠我母親所給予的道

德、聰慧與體格鍛錬 。」

感謝賜生命的天父，祂不但賜生命給我們，更賜

給我們—位愛心洋溢的母親 。 她甘願一生锄勞掙扎，

備受艱辛；她願意為家庭而委身，將她的青春活力放

在廚房裏面，為我們泡製美食，滿足我們的肚腹，絕

不會吝嗇把自己幼嫩的雙手變成粗厚；甘願持守這樣

偉大與卑微的職份 ， 目的全是為V約丈夫和兒女。

其實 ，家是最温暖和可愛的，因為有母親在家裡

保護你、愛護你、教養你 。 但有多少人會明白呢？

西方一句諺語説 「 —個家如果沒有男人，這個家仍

是家，如果沒有女人，這個家就不成一個家了。」各

位你看到了沒有， 一個温暖可愛的家，不是取決於物

質，乃是取決於精神。這個精神就是母親以及她那

無私的愛。當我們臥病在床時，她願意在枕邊陪伴左

右，解我病困；當我們面對考試或工作所帶來的壓力

時，她願意分擔我們的困苦，提醒我們，支持我們，

縱使跌倒，仍要堅毅地望著前路；當我們處事自作聰

明，不受提點及有意反叛，而不知悔改時，她情願眼

淚在心裡流，仍要嚴勵智責，鞭打我們，務要我們知

罪，更以她的愛饒恕我們，再給我們機會重新開始，

當我們的心傾向不義，偏離真道時，她願意循循善

誘，好像明燈指引我們走正義的路；當我們失意之

時，她樂意用時間去聆聽 、 關心我們，扶助我們，鼓

勵我們 。

縱然她患病痛，軟弱無力，仍堅持煮飯及料理家

庭，不發怨言；縱然她對我們付出的—切一切，得不

著回應，但她對我們的愛卻永不會退讓；縱然我們有

百般的過錯，她仍接納我們、維護我們、教養我們。

媽媽！妳的愛實在難以用筆墨去形容。

母愛是無微不至的，也是忘我捨己的。我們念及

母親的養育锄勞，恩深情重，真不知何以為報。在我

國一首詩中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捐我養我，

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 。 」母親為兒女受苦最多，得到的卻是很少。母親

健在時，兒女不懂事；到了他們長大，懂得孝順的時

候，母親已不在人間。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

不在。

盼望今天作人兒女的，要把握慈親還在的今天，

要盡孝道，殷勤地服待她，免得有「子欲養而親不

在」之海。提醒近今日年輕的一代，每多忽略孝道，

狂妄自大，不獨未能善體親心， 且故作反叛，任意妄

為，甚至呼喝怒罵，或置年老無依的父母於不顧。雖

然如此，卻常見逆子慈母；子女縱不肖，仍然懸念離

巢燕，擁抱回頭的浪子。

在「母親節」，不禁令我想起母親的偉大。母親

的愛是無條件的，有人説· 「 上帝不能隨時可見，於

是創造了母親。」要做一個好母親， —定要有無比的

勇氣，也要有無比的愛心。我常覺得現代的女性是偉

大的，她是職業女性，又是賢妻，也是良母， 上要

孝敬翁姑， 下要教養兒女，她們真是偉大不朽的。我

們作女兒的，無論在母親節或平常日子，應盡力向母

親表達謝意，珍惜與母親相聚的日子，分享母子情，

母女愛。母親節送花（康乃馨）給母親，故然是好，但

最重要還是你的內心是否敬愛她，這才是最重要。但

願天下的兒女們都同聲説—句：「媽媽！我們真的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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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

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 這也是虛空。」

（傳五： 10) 

古 時，有一個殘廢的乞丐，手中拿著破舊
的 口袋，切望得到一點食物，自言自語

説：「世人雖已有家室資財，還是貪欲不休，沒

有一個知足的，至于我，只要有衣有食，那就心

滿意足了。」晚間他睡在—座破廟裏，忽然有「

命運」來對他説· 「我知你的窮苦，特來叫你富

有，快敞開你的口袋，我給你倒一些寶石，你要小

心張開你的口袋，不要貪多，因只要有一顆寶石掉

在地上，其餘的就都立刻變成塵土，你要當心你的

口袋不是舊的，否則擔不起太多的寶石。」乞丐

説：「曉得了，你快倒吧 l 」果然「命運」將五光

十色的寶石倒滿了他的口袋，對他説 ． 「夠了吧 I

」乞丐説· 「無論如何請你再添幾顆。」命運正添

時，嘩啦－聲，寶石破袋而出，盡成塵土，「命

運」也不見了。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層噩責璽幗
砝前與大家分享過，希望藉著義工之旅，讓自
UI己對生命有新的體會。結果在復活節假期

間，我真的實現了這次義工之旅。

讓世界不再一樣

這次旅程，從港澳出發的共八人，再配搭雲南麗

江的八名義工 ，共同合作，創造了一次「學習、分

享、快樂」之旅。我們募捐了一些物品到當地，大箱

小箱的分發給山區的學校、養老院及環保團體等，為

學校、養老院等提供義務服務及義教；在當地環保團

體的安排下，我們也體驗農耕的滋味。雖然做的不算

多，但大家都盡上最大的努力，為使每—項的服務及

工作順利，出發前的每天晚上都舉行會議，分配物

資、設定電腦等，往住工作至深夜，不過大家都毫無

怨言 ，還不時彼此鼓勵與支持。大家目標一致，而且

各自分工 ， 就自己負責的部份，只要提出可行的處理

方案， 其他隊員就全力配合與支持。這種合作方式，

這種團隊氣氛， 實在讓人享受工作的樂趣。

每天完成工作後，大家都彼此分享及檢討，我們

大家都認同，我們雖付出不多，但，心靈的得著卻是

豐足的，分享時總是充滿感恩。其中在學校的義教及

帶領活動，雖然花上大半天的辛勞，但學生們的笑

臉，用心學習的眼神，歡天喜地的跑跑跳跳，即使自

己身心疲累也算不得甚麼 l 在養老院的服務，近百名

的長者早早就等著我們的到來。剛進入院舍，他們就

用笑臉及揮手來歡迎我們。進入活動的場地（飯堂），

發現桌椅還未有安排好，我們一群義工， 二話不説，

同心合力在幾分鐘內就安排妥當。如此高效，就是因

為大家都希望能盡快為長者開展活動，不讓他們失

望 。 我們奉上預先綵排好的表演，想不到他們比我們

預期中還要投入和活潑，與我們—起唱歌， —起跳

舞，很快全場就動起來了，此刻，真不知是我們為他

們帶來歡樂，還是他們讓我們快樂。這種發自內心的

喜悅， 實在令人感動不已。活動期間，我們也特意安

排為他們個別拍照，這是為他們終老預備的，在物資

較為匱乏的鄉間，他們拍照的機會不多。拍照時大家

雖不説原因，但都心照不宣。我們也帶備了即時的印

相機，在活動完結時，即時把相片分發給他們。當他

們以感激的眼神，接過我們手中的相片時，這一刻，

我真的感動到幾乎落淚。此情此景，至今還在我腦海

中不斷浮現呢 l 這次義工之旅，實在還有很多很多值

得回味的地方。

我更感恩的是，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隊友，每

個人都很用心，不計較的服務精神。雖然大部份隊友

認識只是七天的時間，但大家—起經歷了不—樣的人

生旅程。大家—起生活， —起工作， —起學習， —起

歡喜快樂。我們已經成為可以互相信賴的老朋友。地

域、背景、文化的差異或隔閡 ， 因為愛，我們完全可

以穿越。

麗江迷人的地方，不單是古城的景致，而是藏著

很多動人的故事，也匯集了不少默默努力的智者和英

雄。在那裡當義工，我們可以敞開心扉，面對自己，

放心去信賴隊友，盡心去關懷有需要的人，釋放內心

真誠的愛。

用愛與關壞的行動，究竟幫到多少有需要的人，

我不敢説，但巴讓我對世界有不—樣的看法。感謝上

帝讓我有—次不—樣的經歷，看到祂的愛在人間的奇

妙作為 l

好書才隹一介

出版社 ： 道聲出版社

［三餐與牛排］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我從

小聽來的小故事體會出的大道理 ， ［肉質很棒的牛

排很昂貴，但很少吃到，而且有時分量少到吃不

飽；而平價營養，每天供應的三餐，其實對孩子

更重要！］也就是父母對小孩的陪伴，不僅需要優

［質］的時間，也需要大［量］的時間 。

本書的文章真的是好讀易懂，讓人可以再

三的回味與思索，相信特別對 〔 家有青少年的父

母 〕 的價值觀與態度會很有啟發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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靨簡二尸~:::)雲：~~:~二二二正
她走Hip Pop新潮型路線，別人也許曾以為她是思想

開放、行為狂野的 「 wet 」妹，然而你卻未必知道，

她早已是基督徒，對神的熱情就如其外表—樣「火辣

辣」，小心被她燒著喲 I

為何我不能唱歌？

Sherman是2005年英皇新秀歌唱大賽的冠軍得

主。「我15-16歲迷上美國文化，喜歡他們的曲風和

舞蹈。」自小的歌唱夢即將實現， Sherman的心情自

然十分興奮。但當公司決定為她灌錄唱片時，偏偏她

的嗓子不聽話。

「有一天錄音，聲音沙得我想哭，整個人沒有借 子表現如何，爸爸一樣愛他。「神派Jaeson解答了我

心，我突然想起電影《流浪漢世界盃》導演在接受「 的疑惑，雖然做得未夠好，但天父會因為我努力而開

創世電視」的專訪時説，神不會拿走我們的苦難，但 心。」接著Jaeson邀請Sherman在—個小型佈道會上

會加添我們力量去克服它 l 對 l 神説 · 「那等候耶和 為神獻唱—首情歌，她絞盡腦汁未選好曲子，但就在

華的必重新得力 I 」我就去洗手間祈禱，我告訴神雖 佈道會的前—個晚上，她決定自 已作曲。「我腦海

然我現在好辛苦，求祂加力量克服它 l 然後出去繼續 有兩句melody, 但想到頭都大，才在半夜完成整首曲

錄音，好奇怪 ，雖然聲音是沙沙的，但我心裏平安 ， 子，之後還有歌詞部分等著我去填。」 Sherman於是

監制竟然説 ： 「嗯 I 這樣沙沙的聲音挺好 l 繼續 祈禱邀請神做填詞人，天父執著女兒的手，填了流暢

哇 l 我心裏就振作起來，努力地唱下去 神真有 的歌詞。這首父女合編的歌曲名為「You're Still my 

祂的美意 」 Dear 」，內容提醒曾經跌倒、灰心的人，別胡思亂

想，認為自己不配神的愛，其實天父無時無刻也在等

候我們。
小女孩的傾訴對象

話説回頭， Sherman為甚麼在無助的時候懂得尋

找上帝？「我在天主教中、小學成長，自小已認識天
「其實比賽時聲音已有點沙啞，但我以為自己會

好過來的。」事與願違，她的聲音—天比一天沙啞。

致命傷。 「 一次我透露了給朋友知道（我想當歌手），

超級無神論爸爸

父。」小時候的Sherman怕別人笑她發明星夢，所以 除了天父之外， Sherman身邊最親愛的，相信就

爸爸、媽媽也不察覺她當歌手的夢想，只有天父—直 是她的家人。「爸爸是個超級無神論者，認為全家女
唱歌時有如火燒喉嚨，於是唱片制作進度受阻，公開

知道她的心願。 人沉迷基督教，但我深倍，當信主耶龢，你和你—家
演出表現不佳。初出道給人壞印象 ，對於新人當然是

他們真的半帶奚落地取笑我，好hurt 那時天父成
「我自己也不開心，自信心跌到谷底。」 如果真的有上帝，為什麼不把壞人除掉？」面對這樣

為我的傾訴對象。」小小女孩的夢想，上帝沒有輕Sherman 認定是喉嚨出現了問題，於是向媽媽訴苦， 強硬的爸爸，「媽媽卻很有耐心的每天滲一點滲一
看，—直帶領她到美國學習音樂。流落異鄉，在無依然而媽媽與同事的想法一樣，説她過份緊張才會影響 ••. . - . ·•- 點，天天開著「創世電視」，每個禮拜帶他回教會聽

表現。
無靠的環境， Sherman與上帝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當

道。」
Sherman入行時 ，她沒有向神祈求大紅大紫，因為她

「無人信我，孤單無助的時候我只有上帝，便不 恐怕因此忘記神，「我求神用我，我知祂帶我入行 ，
斷祈禱。」後來醫生證實她生癒肉 ，杜麗莎介紹她看 當中—定有祂的旨意。」目標清晰，令Sherman面對 仰問題， Sherman知道是「 上位」的好機會，於是施
一位中醫。在等候應診時，她發現診所內擺放了許多 娛樂圏的是非都能處之泰然。 展渾身解數，天南地北，甚麼宇宙大爆炸、牛鬼蛇

福音小冊子，她麵手拿起一份 《中信》，內容竟然談 You're Still my Dear 
論疾病。「裏面寫著上帝會透過不同方法醫治我們，

可能是神跡，可能是醫生，但最重要的是有信心並忍

耐到底。」 Sherman感覺到上帝正跟她説話，之後「 天使在她身邊。在朋友的介紹下， Sherman認識了 覺得好神奇 ，我覺得自己應該信。」全家人相信耶
看了許多單張、書籍，很饑渴真道。」自始 ，她對上 Jaeson Ma牧師（帶領陳冠希信耶鯀的牧師）。有一 穌， Sherman自然非常開心。而這段經歷亦提醒基督
帝的信心慢慢建立， 三個多月後聲音亦變回從前的美 次， Sherman 因演出不佳而向神發脾氣，那時突然 徒，身邊的人其實每天都在觀察你的—言一行，當你
妙 收到Jaeson的電話， 邀約她出外談談信仰。「我問跟隗耶穌行 ，其他人亦會留意到。

Jaeson , 神不保守我的工作，是因為我平日做得不好
第二度失準

許多時候，人生中的困難不會出現一次就消失 ，

有次Sherman錄音時現次經歷聲音沙啞，但她在網上

日誌透露了她的解決方法。

嗎？」

都必得救。」在網誌上， Sherman提到「爸爸是—個

極度無神論者，説我們是從單細胞演變而成的，又説

一 日 Sherman的爸爸終於有點心軟 ， 問及有關信

神，無所不談；結果爸爸信主了。 Sherman在網誌中

憶述爸爸當時的回應。「我看事情是根據事實，我受

在信仰的路不容易走，但天父就特別派了－位 太太還有女兒的影響好大，我看到太太轉變了好多，

常言道 ·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常八九」，噩經

也説 「人生在世，必遇患難」 （伯 5:7) 朋友，你

Jaeseon 打了個比喻，説爸爸不會因學行的兒子 的人生體驗如何呢？鐘舒漫懂得在困難中倚靠上帝安
跌倒就嘲笑他，反而抱起他，鼓勵他再行，無論兒 然度過，你也可以嘗試 l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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鍚安堂55週年堂慶

1956年至今，神帶領了澳門基督教錫安堂

經過了 55個春秋，經歷了不盡的恩典。來自瑞

典宣教士們先進入中匿大陸傳福音，後來由於

政局的改變， 宣教士先後到了香港及澳門建立

教會，錫安堂就在此時成立，並在澳門展開—

連串的福音事工，計有 ： 錫安堂教會、錫安學

校、懷少院、安老院及台山盲人子弟學生中心

（後易名「懷佐會台山學生中心」）。

澳門基督教錫安堂於201 1年4月 16~17 日，

舉行了三場特別聚會 ： 培靈會、佈道會及五十

五週年感恩慶典，大會講員為香港信義神學院

院長周兆真博士 ， 3場聚會共230多人次。

2011年滇門復活鏑
鼠聽崇拜

4月 24 日清晨7時許，澳門基督教聯會假

東望洋街友聯大廈地下的澳門神召會會址，舉

行一年一度的復活節晨曦崇拜，紀念主耶穌基

督的復活大能。全澳基督教團體有約200位教

友代表參加今年的復活節晨曦崇拜，由聯會的

范鍚強牧師主禮並作祝褔；聯會主席黎允武牧

師講道，題目是«屬靈權柄與教會復興» ; 國度

事奉中心帶領詩歌敬拜； 白鴿巢浸信會詩班獻

詩一一«聖潔的敬拜»。最後，晨曦崇拜在激昂

澎湃的«三一頌»聖詩歌詠中，在崇拜禮儀主席

的祝福後，圓滿結束。

溴門教會與全球信徒

比鑼蹈鼴親瓘适區

白鴿巢浸信會響應由匈牙利教會所發起的
復活節讚美舞蹈活動，在澳門區統籌了該次活
動。經數星期與澳門各教會機構的聯系和集合
後，有60多位弟兄姊妹報名參與此項盛事慶祝
復活節，並於2011年4月 23 日 下午3時至5時在澳
門西灣湖廣場（觀光塔前大型空地）拍攝錄影短
片。

短片網站 ：

http://tinyurl.com/2011 -macau-uptofaith 

噩代青年靄要夢想

—項訪問兩岸四地青年夢想的調查發現，香港、內地和澳門青年的夢想種類，第一位均為事業有

成，台灣學生則是「遊歷」。不過四地青少年同時認為「缺乏經濟支持」是達成夢想最大障礙。求主

幫助青年人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人的外在，而是人的內涵，不是事業有成，而是生命有品，不是賺

取金錢，而是嬴取信心。「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就是答案。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 Ii' 愛·管 間事』家長講厘2011

目的 · 認知愛和管教的平衡定津，有效地塑造子女

的良好品格，建立孩子安全感、價值感、責任感丶

自信心等，重建並恢復和諧親 子關係，讓管教子女

可以是一件輕鬆休閒事。

日期： 5 月 12 ,19,26 日 （四）

講員： 凌葉麗嬋女士（「香港有品」運動總幹事 丶

「 6A 品格教育」認可培訓師）

地點： 澳門培正中學禮堂

對象： 家長、社工、青少年工作者

費用：三場優惠價$50, 單場價$20, 憑票入場。 -

` 購票地點：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2 1號南方工業大廈第2期 12/G, 發電廠對面） : 

査詢電話： 28552435·-

主辦：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全城禱告日

內容：詩歌敬拜、信息、禱告

日期： 5月 22日（星期日） 3-6pm 

地點： 國度事奉中心（媽閣里5號地下）

免費入場，竪會以英、粵語進行

鍘意主日學工作坊

目的： 藉著創意、有趣的教學法，提升兒童學習聖 ，

經的興趣

內容： 1如何有趣地講解聖經故事

一2講解聖緄故事示範

日期-:- 5 月 28 日（六） 7:00pm 

講員： 張楊淑儀女士（香港讀經會總幹事）

地點： 澳門神召會（東望洋街 1 5號E友聯大廈地下（塔

石體育館對面）

對象： 家長、兒童工作者及有志成為主日學導師者

費用： $60/位

櫺 主辦： 澳門讀經會

報名手纈： 請將報名費用存入「澳門永亨銀行」

口# 750-40口 01 後，把收據連同報名表描苗或拍岳
後E-MAIL到此電郵信箱 sumaca1,1@gg袒l.com 或蒭

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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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閱．歡迎贊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噩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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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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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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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認獻者 ： 張月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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