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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表明父親是無關輕重的家庭角色。事實上 ，父

親在子女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事實上有父親節的產生，並不是緣於對父親的教

導 ，而是表揚父愛的偉大和可敬 。 在—九—0年美國

有一位陶德夫人 (Mrs. John Bruce Dodd) 於該年六

月九日在美國華盛州士樸坎尼市 (Spokant) 的一個

教會裡發起紀念父親的聚會，目的表揚自己父親的偉

大，由於父親在她母親過世之後，身兼母職 ， 為免兒

女受到影響 ，故不願續絃 ， 而將一班兒女養大成人 。

陶德夫人的建議其後得到各地教會響應，父親節由此

形成 。 由於母親節先於—九O六年在美國發起，不久

便成為美國總統簽署的法案，成為國際母親節 。 可是

美國父親節至—九六六年才被詹森 ( President Lyndon 

Johns on ) 宣佈每年六月第三個主日為父親節紀念

日 ， 而六月第三個主日，適逢炎熱的盛夏，以此表揚

父愛如火熾烈 。

父愛如山

爸爸為了我們的成長和幸福曾吃過多少苦 ， 受過

多少累，肩負了多少生活的責任 。 小時候 ， 他是你心

中最魁梧高大的偶像，小時候，他的肩膀是你哭泣時

最想依靠的地方，可不知哪一天，忽然發現，父親，

他也老了，正如 ， 我們早已長大 。 做為兒女的我們，

懷著無限的敬意和感激 。 在2011年父親節的到來，我

們兒女的要送給爸爸最好的父親節禮物，我們可以打

—個表達愛的問候電話；寫一張愛與祝福的燙金賀

卡；買一件爸爸喜歡卻捨不得買的衣服；送一隻體現

老爸身份與品位的瑞士名表；或是帶老爸去做一次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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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檢，陪老爸吃—頓父親節大餐…… ，表示對爸爸

的深深的愛意。老爸，你辛苦了！

父愛其實很簡單。它像白酒，辛辣而熱烈，讓人

醉在其中；它像咖啡，苦澀而醇香，容易讓人為之振

奮；它像茶，平淡而親切，讓人自然清新；它像篝

火，給人温暖去卻令人生畏，容易讓人激奮自己。

父親的愛，是春天裡的—縷陽光，和煦地照耀在

我的身上；是夏日裡的一絲涼風，吹散了我心中的煩

熱；是秋日裡的一串串碩果，指引著我走向成功；是

冬天裡的一把火 ， 温暖著我那顆冰冷的心。父親的

愛，無處不在＇

縱使是丹青高手，也難以勾勒出父親您那堅挺的

脊樑：即使是文學泰斗，也難以刻畫盡父親您那不屈

的精神；即使是海納百川，也難以包羅盡父親您對兒

女的關愛＇

在我們眼裡，父親是堅強的代表。可是正因為父

親堅強，對小傷小痛很少放在心上 ，才往往疏忽健

康 。 因此，父親節這一天 ， 讓我們把視線停留在那些

辛勤工作的父親身上 ，回懷我們共同的甜蜜記憶。

作為男人最温柔的名字，父親二字，飽含每個男

人最熾熱的愛 ， 就像6月裡最熾熱的陽光 。 小時候，

父親的嚴厲常讓我們敬而遠之，長大後我們明白，相

比母親 ， 父親的愛更深沉穩重，但通常也因男性的矜

持和不善表達而顎得平淡，容易被我們忽略 。

您辛苦「！

父親的愛，藏在粗糙的雙手中 ，

那雙手，

不辭辛勞地撐起了我們的家；

父親的愛，藏在嚴厲的目光背後，

父愛是—縷陽光，讓你的心靈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也能温暖如春；父愛是一泓清泉，讓你的情感即使蒙

上歲月的風塵依然純潔明淨。

父愛同母愛一樣的無私，他不求固報；父愛是一

種默默無聞，寓於無形之中的—種感情，只有用心的

人才能體會 。

擁有思想的瞬間，是幸福的；擁有感受的快意 ，

是幸福的；擁有父愛也是幸福的 。

如果把母愛比做是一枝盛開的百合，在每個角落

中散發著它迷人的芳香，那麼父愛就是一株茉莉，它

在某個角落中默默地吐著它那清新的芬芳！向來只有

讚頌母愛的偉大，可又有誰知道父愛的含蓄！

父愛這字眼是多麼的平凡，但這種愛是多麼的不

平凡 。

一株茉莉也許沒有沁人心脾的芳香，但它永遠會

讓你感到清新，感到幽雅，父愛就是這樣，猶如茉莉

一樣靜靜地開放。無論你在何方，父親那慈愛的眼睛

定會伴隨你—生 。

編輯室

向來只有讀頌母愛的偉六，可又有誰知道父愛的含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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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論大亂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

的，強如取城。」 （箴言十六章三十二

義：戶：二；；目二［二二
很會用兵，所以俗語説：「韓信將兵，多多益

善。」在他未得志時， —天在街上，有—個少年

人侮辱他，攔阻他要和他打架，不然就要他從那

少年人的胯下爬過去 。韓信不肯和他爭鬥， 只得

在眾人前，好像狗一樣從那人胯下爬過去，當時人

人都笑他。

但後來力拔山，氣蓋世，叱吒風雲的項羽一一

楚霸王， 竟敗在他的手下， 因此知道韓信不是沒有

勇氣，而是不願意因眶訾小故，和市井無賴爭高

下， 比長短。所以忍小辱，成大功。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找主畫畫矚歸幷囑豔 推7乍

杖身職場—段日子後，同事之間的相處，或多
或少會有一些不協調，甚至出現衝突。尤其

是大家的工作態度不同， 對事物看法不同 ，最容易有

不愉快事件發生的。學生在學校，也經常被埋怨沒有

學習動機，回到校園內，師生都仿似在互相折騰。學

生學不開心，老師教的辛苦。

相信教育工作者 ，不會對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陌生，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

尊重需要到自我實現，需要是拾級而上的。對這理

論，我也十分支持的，不過也嘗試的倒過來思考需要

的問題。

在職場，不少人留在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及安全需

要上，只知是上班，領取薪金，可平平安的度日，甚

至希望這一份工作，能讓自己安身立命。或許在我們

的工作環境中，也不乏這類的同事。另外，現今我們

身處的環境算是相對的富裕，真的為脱貧，或生存需

要而奮鬥的苦學生，真是沒有幾人了 。反而是衣食錮

憂的學生佔大多數，時還會有—些被譽為＂小公主＂

及＂小王子＂的學生。他們的需要就不再是最基本的

了。生活條件好了，似乎又見不到他們會拾級而上的

追求下—層的需要。

我曾聽過一個家長，勸勉兒子要努力讀書，他

説，「孩子，你要用心讀書，多讀—點書，將來才能

瞄你擁有六個蘋果的時候，千萬不要把它們都
E吃掉，因為你把六個蘋果全都吃掉，你也只

吃到了六個蘋果， 只吃到了一種味道，那就是蘋果的

味道。如果你把六個蘋果中的五個拿出來給別人吃，

儘管表面上你丟了五個蘋果， 但實際上你卻禱到了其

他五個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後你還能得到更多，當別

人有了別的水果的時候，也—定會和你分享，你會從

這個人手裏得到－個橘子，那個人手裏得到一個梨，

最後你可能就得到了六種不同的水果， 六種不同的味

道，六種不同的顏色，六個人的友誼。人一定要學會

用你擁有的東西去換取對你來説更加重要和豐富的東

西。所以説，放棄是—種智慧。每一次放棄都必須是

夠找份好的工作， 賺多一點收入，過舒適的生活。 」

誰知這聰明的孩子回應説 「我現在除了上學， 不就是

過著舒適的生活？為何要辛苦的努力讀書呢？」雖然

這片段較為特殊，但也反映一些現實情況。家長也把

求學的焦點放在取基本的需求層次上。試問孩子如何

嚮往更高層次的需要呢？

之前與大家分享的義工活動，也讓我思考，為何

—群人， 可以放棄假期享樂的時間，出錢出力的走到

遙遠的他鄉去服務別人呢？當地的義工們，也並不是

已過富裕生活的人， 一些生活條件還可算強差人意

的。但他們願意走在一起當義工，就是因為他們對所

作的工之意義產生共鳴，在當義工的過程中 ，他們找

到自我實現的機會，享受到助人自助的喜樂。

不論職場的我們，或是努力求學的莘莘學子，是

否更需要尋求自己工作的意義，或是求學的意義呢？

當我們埋怨學生學習無動機時，我們是否考慮更多時

間的引導他們尋找過中的意義。當意義與其生命產生

共鳴時，他們才會自我努力的去實踐與追尋。嘗試提

供—些具意義的經歷給他們，讓他們從體驗中學習，

比我們説教的強而有效。又或許我們自己也應讓自己

多—點不同的經歷，找回生命意義的共鳴點。

老C

放棄是一種智薏：缺陷是一種恩憙
一次升華，否則就不要放棄；每一次選擇都必須是—

次升華，否則不要選擇。做人最大的樂趣在於通過努

力去獲得我們想要的東西，所以有缺點意味著我們可

以進一步完美，有匱乏之處意味著我們可以進一步努

力。美國有一部電視片，講的是一位富翁給後代留下

了用不盡的遺產，結果他的後代全都變成了吸毒的、

自殺的、進監獄的，或者精神病患者。為什麼會這樣

呢？因為這位富翁給自己後代留下的錢太多了，以致

他們不需要勞動就可以繼承一大筆財產 。繼承—大筆

財富，就幾乎甚麼都能買到。所以，當一個人甚麼都

不缺的時候，他的生存空間就被剝奪掉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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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道德崩壞的時代，卻也是美德熠熠

發亮的絕好機會：秉持勇氣和堅持的美德，幾個

大男生在逆境中用音樂改變世界 ； 巧妙運用三十

秒廣告時間，足以成功行銷產品又為文化扎根；

以愛出發的創業眼光，推促小小咖啡店成為連鎖

加盟企業，美國知名藥廠以誠信的美德，將被下

毒的藥品全數下架，卻成為轉虧為盈的關鍵。 這

些或個人、或企業體所展現的美好故事，是今日

社會彌足珍貴的寶藏，也是組成經濟社會的重

要連結。本書的文章真的是好讀易懂，讓人可以

再三的回味與思索，它不僅是創業必備的「軟

實力 」，也賦與企業和個人無可取代的社會責任

打造一個有信、有望 、有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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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50年代的殿堂級歌手杜麗莎(Teresa Carpio) 到美國想躲起來
，是中菲混血兒，爸爸Fernando Carpio 為

60至70年代香港知名爵士樂鼓手，被譽為香港鼓

王 。 Teresa於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推出過不少燴炙 姻失敗，歌唱事業受挫；從前輝煌的歲月，似乎一下 昔琵裊廼扛工尻！置tIE確瓘财直爵l
子離開了她；這—切叫她十分沮喪，但沒想到人的盡

春田市，為要讓我認識一班兄弟姐妹，叫我經歷祂的

作。」
那段日子，是杜麗莎人生路上的低潮，她承認婚

人口的廣東歌曲，至今已成為樂迷的集體回憶，作品

包括《眉頭不再猛皺》 、《仍然記得一次》 、《 頭，就是神的起頭。
1998年， Teresa於加拿大多倫多定居，開辦了杜

麗莎國際演藝學院(Teresa Carpio International School 

假如》及《真愛》等， 2007年榮獲第30屆十大中文金 一個月後，杜麗莎去了美國。她打算挑個安靜 of Performing Arts) , 希望透過音樂帶給小孩自信和歡
曲「金針獎」。 1998年於加拿大温哥華創辦了杜麗莎 的地方躲起來，獨個兒清靜—下 ，不想見人，不與任 樂，教他們找到自己獨有的身份。
國際演藝學院(http://tcischool.com) , 透過音樂建立兒

童的正面自我形象, 2004年回港發展，把學院帶到尖

沙咀區。 擁有多年教學經驗的Teresa桃李滿門，著名

歌手林憶蓮 、 鄭秀文、許志安、梁漢文、薛凱琪、梁

詠琪、 傅穎 、 鄭融、張柏芝、王祖藍等也是她的學

生 。 Teresa的長女T.V於美國從事演藝事業，參與不

同電視及舞台劇的演出。

但這裡有－個片段，也許只有天上的神看到。

一直以來，外表硬朗的女強人杜麗莎 ，居然跪下來，

向她不曾認識的耶穌祈禱哭訴 。 當時她只知道天地之

間，有一個叫「耶穌」的人可以幫助她。無助的她向

天求助説 ： 「你創造了我，又讓我遇上這許多事，

也叫我承受著那麼多壓力；如今，我想去做—個好妻

子、好母親都做不來；而事業又如此不濟 我自己

—點辦法也沒有，只有全部交給你，求你來救我 1 」

首段婚姻破裂

廿因歲， Teresa跟美籍華裔的初戀情人Peter奉女

成婚 ， 毅然拋下一切，移居美國。跑了多年碼頭，以

為終可泊岸，然而事與願違。這段婚姻得不到夫家父

母支持，經不起生活的考驗，最終兩夫婦各走各路。

説舊情，杜麗莎曾經有恨，但多少年過去了，前夫也

於去年過世 。 今日回望過去， 就只怪當時年紀小。 r

我年輕時的生活，就只有唱歌 ， 沒機會接觸很多人和

事。 廿四歲時的智商，其實只有十四歲 l 結了婚，生

了女，到美國生活後，才發現一切都不容易 。 奶奶不

喜歡我以前唱歌，老公又出去做生意 ，沒怎樣去理

我 」杜麗莎想離婚，丈夫又不答允，還跟她開了

個傳聞虧蝕三百萬的演唱會，結果婚姻裂痕加深，夫

妻終成陌路人 。

何人交往。搬家後，當她預備展開另—段沉默的生活

時，她看見家徒四壁、沒有傢佤。於是在某一天，發
2004年Teresa回流香港，將杜麗莎國際演藝學院

現家居附近有車房平賣 ，便外出走走看看，希望可以
植於尖沙咀區，接觸香港下一代。她説：「我常常提

挑到一 、兩件合意的傢具回來。
醒自己，學生不屬於我的，是別人的孩子，所以我

更加要讓他們在這裏學唱歌時感到安全。唱歌不單

買家俱認識神

神，帶她去教會聚會。杜麗莎能夠清楚得救，相信耶

穌， Linda的幫助和付出可真不少。杜麗莎至今仍稱

Linda為她的「 Best friend (最好朋友）」。不錯 I 神

藉著這位姊妹， 幫助了當時極需重建生命的杜麗莎。

二女早產嘗主恩

了第 13天， 二女兒出世了，是自然分娩的，兩磅十

—，她自己呼吸，奇蹟。 」

「當時有二十多個早產嬰兒，我BB女是最健康

的，每次我到氧氣箱探望她時， —定為她祈禱 ，神安

排了七個護士照顧她（那兒的護士可以自由選擇照顧

哪個嬰孩）。最奇的是，聖經班上的其中—位同學，

原來在醫院負責照顧我的BB, 所以我覺得神帶我到

只靠聲音，而是要懂得聽、看和感覺。 一個老師若愛

錫學生，她不會任由學生得過且過，而是要求他 『再

杜麗莎説 · 「就在車房平賣的地方，認識了我 來過』 ，同時也會拍掌給他鼓勵。他們每踏進課室，
站在台上的她，總是熱力四射，熱情奔放，笑 生平中遇到的第一個基督徒Linda 。原來她是—位牧 我—定叫他們的名字，讓他們知道他們是有身份，

臉盈盈 。 她唱起歌來更是音域廣闊，全情投入，音樂 師的太太，比我早八個月搬到那裡；家中有三個孩 有名字的，因為有很多小孩入到課室便希望自己隱

力量從台上延伸至台下，感染著、牽動著每一個知音 子，為人和靄可親。當她一見到我，居然劈頭就説， 形，我就跟他們説一定要跟大家打招呼， say[Hi Miss 

人 。 『主跟我講要我找一個人傳福音，而你一出現，我便 Carpio], 當他們離開班房時，我會跟他們説 『 good
知道那個要找的人就是你 』 。」自此之後， Linda成 job,Louise 』 、 『 good 」ob,Nelson 』 , —定會逐個叫他
了杜麗莎的屬靈褓姆：關心她、陪伴她、引領她認識 們的名字，讓他們知道今天學有所成。」

現在的杜麗莎，最曉得抓住神不放，她自言做什

麼事都祈禱，該做不該做，由神去定奪，所以她沒有

計劃，「主做我的計劃，問祂哪一條路最合適，我就

會跟著。」

縱然有很多人仍然覺得，杜麗莎是個很有性格又

後來Teresa懷了 二女，有了六個半月身孕的 好強的現代女性，但很明顯，在杜麗莎心底裡，卻有
Teresa上聖經班，突然穿了羊水，她心想 「 『得六 —位令她降服的大人物—就是主宰她、為她計劃每一

個月，點可以生呢？ 』 J 步的主耶穌。家長能帶給兒女其中—份最大的禮物，

但奇蹟的事就發生了，她説：「我沒有醫療保險 ' 
就是對人生那份安全感， Teresa經歷了神的平安，她

（編按 ： 美國醫療費用昂貴，大部分人都有醫療保險）
也透過音樂建立孩子的自信，帶給我們歡樂，你手上

，但翳院又肯接收我。穿了羊水後，胎兒過了 13天還
的工具是什麼？

未出世，但我的身體竟重新自製羊水，無可能呀 l 過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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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聯會

探訪中聯辦

澳門基督教聯會新一屆理監事於2011年5月

11 日，在理事會主席黎允武牧師的帶領下，前

往中聯辦駐澳辦事處作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探訪

交流。當日得到了中聯辦崔協調員的妥善安排

與接待，並與許主任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

最後，黎牧師代表澳門基督教聯會向中聯

辦致送了錦旗，傳達基督愛的信息，承諾保持

聯絡，願意在特區建設、祖國建設以及粵澳框

架合作建設上貢獻力量，給社會帶來正面的信

息。

' 

漠門全城禱告日2011

由澳門 18間基督教教會及機構聯合籌辦的

「全城禱告日 20 11 」已於5月 22 日，假國度事奉

中心（澳門）舉行。聯同—百多位澳門牧者、教會

領袖及弟兄姊妺同心為澳門代求。

會上，圉度事奉中心（澳門）總幹事郁多加

姊妹透過歷代志下7章 14節分享到，真正的謙卑

悔改，並轉離我們的惡行，並不只是用我們的

眼光及標準，來衡量父神眼中的「惡行」，而

是要從父神的心來明白什麼是祂所認為的「惡

行」。無論是不認識神（心中的無知）、心中沒有

完全的位置給神、失去了起初的愛、單憑經驗

及頭腦行事、沒有以基督的心為心、彼此相愛

等等，都是我們要轉離的系統及行事方式。

漠門白鴿巢浸信會舉行

Touching Mama 福畠篔因

2011 年 5 月 7 日禮拜六晚上7時，澳門白鴿

巢浸信會假南灣食神海鮮舫舉行了慶祝母親節

之 "Touching Mama 福音餐會＂，筵開八席，人

數約有九十人，教會弟兄姊妹紛紛攜同父母親

友聚首—堂，同申慶祝，場面熱鬧。

[;Ji 

-~ 

' 灃電.

,, . 

`` ,
: ｀

｀
严

c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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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眾牧者及教會領袖同心謙卑，跪在

主前認罪悔改，為澳門的眾教會及城市呼求神

的隣憫及恩典，帶下真正的轉化及更新。

教會主任黎允武牧師更特別向家長們、來

賓們介紹了自己的職分以及他的一家，介紹了

教會的近況以及他對年青一代的期許與引導，

讓家長們瞭解到教會不單是一個宗教場所，也

是一個道德、人性、智慧的培訓地，教會注重

傳達神愛、全人成長，教導青年人孝順父母、

共建和諧家庭，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將來要成為建設社會、貢獻社會、為社會帶來

正能量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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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一

時間：晚上7:30- 10 :00

地點：澳門高士德大馬路12號地下

對象 ： 社工、老師、輔導工作者、傳道人和有興趣

人士

名額 ： 50名

費用： 50元（備茶點供應）

報名和繳費請電2856 9900與官先生聯絡 。

（查詢詳清請與劉先生聯絡）

主辦機構 ： 亞太身心暴直程式協會(AANLP)
, ) 

協辦機構 ： 澳門二龍喉洨信會

門諾會按立周榮牧師

門諾會將於二零壹壹年七月三日（主日）下午三時

正於澳門黑沙環慕拉士大馬路231號南方工業大廈第 4

一期 12樓C座，為該會傳道周榮先生舉行按立牧師典

禮。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
誠聘幹事、護士及社工

更多最新消息 ， 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一 ＇----一--
情緒調控工作坊

處理負面情緒，化愁顏為歡笑

l 全職或半職幹事—名，中學程度，處理電腦文書及

. 辦公室—般事務。

2全職或半職護士及社工各一名，專職關顧癌症病人

及其家屬。

請繕履歷寄士多紐拜斯大馬路24-26號富華閣二樓C

磨，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人事組收 。

,` 辶．＇」 播道成人教育中心
誠聘兼職英文及數理化補習導師多名

l大學程度或以上，有兩年以上補習社補習經驗，

2需有耐性、愛心及責任感，並具良好的溝通能力；
.. 

3如英文中學畢業之大學生更佳。（現職教師或新近！

退休教師亦無任歡迎）

,： 4基督徒優先

有意者請將履歷及成績單電郵至eaec@macau.ctm~:

應徵者資料絕對保密）

地址 ： 澳門伯多祿局長街

• 2樓A座

瀆

~ 

澳門青年五月 一日舉行「愛澳門」遊行 ，主辦者期望前線教學人員，不分所屬學校的背景 ，拿出

最大的共識和互諒，形成大團結之形勢，最終成立工會，與各方—同努力，建立具健全人格 、 積極參

與社會的公民教育環境！求主賜福澳門的教育工作者，持守教育使命，發揮教學專業，在討論「私立

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法例時，讓社會看見教育者的委身和無私的奉獻。

澳門出版登記第78號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726-6246 

義務總編輯 王大為 主編／設計 ． 黃志鴻 發行戴凱斌

編 委 ：梁祜澄、楊秀穎、崔恩明、林志偉、關淑鈴、薛沁潔

本報文章由作者自負文責。歡迎轉載，請註明 【澳門時代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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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21-012-000633-1 , 寄回存據，註明姓名 、 皂話及郵寄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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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圏柯式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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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酒廆等＇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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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認獻者：張月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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