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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頸條娛樂新聞，是—直被傳媒評為恩 西書3章 19節裏簡明地説 ： 「你們作丈夫的，要
愛年青夫妻，陷入前所未有的婚姻危 愛你們的妻子」（也參考以弗所書5章25節）。

機.... ..

「鋒芝」婚變劇
當謝霆鋒冷擊幾位前輩奪得影帝、事業如

日方中的時候，卻也擊敗自己與張柏芝建立了

近五年的婚姻，令人同樣感到意外。「鋒芝」

真人劇竟然最叫座。

「鋒芝」婚變縱然不是導演或編劇的作

品，但也不—定是百分之百二人的製作；因為

今回肯定也是傳媒的力作，利用千載難逢的戲

碼，借二人的叫座力「煲新聞」，長劇長賺。

幸福婚姻的基石

婚姻説簡單也簡單，多少人一輩子就這麼

過來了。但説複雜也很複雜，多少人在婚姻面

前敗下陣來呀。婚姻怎麼才能幸福呢？

你們看過電視娛樂節目裡的二人三足的遊

戲吧？就是—個人右腿綁著另一個人左腿。然

後倆人往前跑，跟別人比賽。婚姻就有點兒像

這個遊戲。結婚了兩個人就綁在—塊兒了，原

來都想的好好的，可往前—走，就免不了磕磕

碰碰。婚姻要想不敗呀，要想走得長遠，就得

想辦法處理 l 婚姻中的不協調，不和諧，跟這

遊戲的道理是一樣的。再三閲讀聖經關於婚姻

部份，使我驚奇地發現，聖經竟這麼詳盡地，

從各方面論述婚姻的問題，幸福婚姻只有—個

處理方式，那就是愛 I 即真心的、至誠的、同

甘共苦的、至死不渝的愛。夫妻之間毫無保留

的愛使雙方互相崇敬、彼此尊重、以對方的益

處為念，攜手共度婚姻生活必有的甜蜜與憂

患。

聖經特別囑咐丈夫要愛妻子。保羅在歌羅

妻子同樣要愛丈夫。保羅囑咐老年婦人指

教少年婦人「愛丈夫 」 （提多書2章4節）。

夫妻之間永恆的愛是不會在締立婚約或交

換戒指的時刻就自動產生的，而是經過長期努

力經營婚姻關係而來的。沒錯， —對男女婚前

會有深刻難忘的戀愛經歷；然而婚後就會發現

兩人關係除了浪漫的一面以外，還有更深更實

際的另—層面。他們會發現彼此雙方的愛是需

要努力培養和經營。

聖經對愛的定義記載在霨林多前書13 章。

雖然，在這些熟悉的經文中，愛的定義及解釋

適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但對婚姻卻更為貼

切。從第4至8節愛的要素中，思想婚姻關係裏

的實際行動 ：

愛是恆久忍耐 ： 忍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無

心之過。

愛是恩慈：當她辛勞了—天，主動幫她做些

家務。

愛是不嫉妒 ： 他在工作上身居要職，或她的

善良得到的讚譽。

愛是不自誇：自己的高薪或很少出差錯。

愛是不張狂：承認她關於車子的見解可能是

對的。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 無論在公共場合或私下

都待她彬彬有禮。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尋找機會幫助對方。

愛是不輕易發怒 ： 甚至在她動怒時，也不提

高聲量。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事情—旦過去，就不再

抓住「把柄」不放。

愛是不喜歡不義：不逼迫對方行不義的事。

愛是只喜歡真理 ： 能夠面對現實，並做出不

違背真理的應變。

愛是凡事包容 ： 而不用尖酸刻薄的諷刺。

愛是凡事相信 ： 相信我們真正的避難所在於

上帝。

愛是凡事盼望 ： 即使在他失去工作時，也不

放棄共同的理想。

愛是凡事忍耐 ： 在困難與屋力下更加堅強。

愛是永不止息：即使在青春、健康及活力逐

漸減退的時候。

感到幻想破滅的丈夫或妻子應該明白，婚

姻之愛可能改變你的人生 ， 但它未必能改變你

的伴侶，然而這種愛會讓他確信你仍陪伴在他

的身邊。這些愛的原則並非只是為了讓婚姻美

滿。它們是我們天上的父賜予我們的，而祂，

比任何人更渴望我們與祂有適宜的關係。

的確，當愛情如水般付諸東流時，要繼續

愛下去是很艱難的。單方面的付出、犧牲、努

力維繫這關係並不容易。當對方因自我或自私

而不以愛回應時，誰都會感到難以承受。你可

能已和對方談過，可是情況依舊，這可能使你

因此想放棄兩人的關係。

如果你正這樣想的話，那麼想想耶穌基督

也許有點幫助。祂比任何人更有充足的理由停

止付出愛。然而祂並沒有這麼做，祂無保留地

愛我們，甚至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編輯室

我們愛，®為上帝先愛我們。

（約翰壹書4章 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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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

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 37) 

在印度有一位名叫邁羅的，在他家裡有
一隻初生的小牛，他很喜歡它，每天

用雙手把它舉起來，這小牛一天天長大，他

還是天天抱它舉它，不到兩年，他已長成大

牛，他仍能把它舉起，正象當年舉起小牛一

樣。有一天，他和人賭賽舉牛，結果一舉成

名，成了驚震全國的大力士 。

要想得勝，必須先付代價，接受日常的生

活訓緤，好象舉小牛一樣，以後就自然而然

的增加力氣能舉大牛，有時會遇到一些試探

或難處，我們如果把它們視為靈命中的催化

劑，正視它，勇敢地去面對它，靠主把這些

困難－－克服，就會發現它是靈命長進所不

可缺少的，大衛做牧人的時候，靠神打死獅

子和熊，以後也靠神殺死非利士的巨人歌利

亞。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婚姻到底是什麼
护；姻到底是什麼？
G是玫瑰與婚紗、是紅毯與鑽戒？
是浪漫的陽臺親吻？

是氣派的馬車巡遊？

還是別的什麼？

在威廉王子結婚禮拜上，新娘凱特的胞弟

所誦讀的經文提供了對婚姻真義的獨特解讀。

婚禮崇拜上大多選用經典的《愛篇》一一《哥

林多前書》 13章4-8節，可這次王子婚禮上選的

卻是《羅馬書》 12章1-2節， 9- 18節。

引用這段經文在婚禮上，意在從另一個新

的角度闡釋婚姻真義 ： 婚姻是讓二人成為－

體，成為活祭獻給上帝， 一起在生活中侍奉上

帝，婚姻是二人真誠相愛的結合，一起｀＇同甘" ( 

在指望中喜樂，喜樂地生活）、｀｀共苦＂（在患

難中要忍耐，患難與共），婚姻是二人在生活中殷

勤地幫助別人、體恤別人、俯就別人、與人為

實踐夢想 Bll勇氣
E3 近一位廿多年沒有見的香港朋友來澳門探望
耳支我們，大家相覈時，話題當然是懷緬當
年的往事。廿多年的過去，歲月的痕跡掛在各人

的面上，當年的小伙子們，今天各自有自己的家

庭，各自為生活打拼。大家能再次相聚，就是當

年建立了－段不錯的友誼。或許少年時，大家都

較為單純，所建立的友誼更是清純而深厚。

就是因為這位舊友的到來，幾位平日也很少

相見的澳門舊朋友，也藉此機會出來相聚。這位

香港朋友，今次來澳門是渡假的，也帶同她—位

智商偏低的兒子到來 。 在分享的過程中，她因為

這個兒子，失去了很多，她失去了婚姻，失去了

較理想的工作，失去朋友，甚至因兒子開始進入

青春期，可能也要放棄現在的工作，用上更多時

間去照顧兒子。從她的取捨之間，看到母愛的偉

大 。 非常感恩的是，她雖有困苦難過的時刻，但

就是因為她的信仰，她很有喜樂與信心的面對。

最後，她還勉勵我一句，「學會必要時的妥協，

但不要為了妥協而失去實踐夢想的勇氣」。這—

句實在更令我感動，她個子比我小很多，但突然

間，她彷彿成為一個巨人，叫人仰望的巨人。要

説面對困難，眼前的她比我遇上的要多要大。她

不單沒有放棄，還反過來給我勸勉。

善、與人和睦，以此來表達對主的服侍，以此

來完全設立婚姻的上帝賦予在婚姻中的美意。

~.,,.., 

是的，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需要在很

多事情上作出妥協，時或許會有所迷失，失去

了自己的夢想。一句面對現實，就輕言放棄

夢想。在過去與大家的分享中， 我也常鼓勵大

家要有追夢的堅持，但今次出自一位飽受現

實衝擊的朋友口中， 實在非常的震憾 l 當年弱

質的少女，經歷十多年的風霜，就是藉著上帝

的恩，她不單沒倒下，也沒有對現實完全的妥

協，她還有一顆比我更強的實踐夢想之心。

與她送別，眼見她拖著愛兒離去的背景，

我心中圍繞著很多的思緒。 —方要為她祝福，

另一方面更要為著她的見證而感恩。回到自己

的車上，踏上油門，我要再出發，不單是跑上

回家的路，而是要更堅定的向著自己的夢想進

發。我不敢再埋怨太多工作座力，更不敢再輕

言向現實妥協而放棄。風吹進車廂，呼呼的響

著，像是這位朋友在耳邊唱著讚美的詩歌及勉

勵的説話。不知何時再見到她，期望廿年後再

聚時，我們可以共説感恩的話，分享我們為曾

為夢想而奮鬥的美好回憶。她的兒子也能健健

康康的，快快樂樂的生活，有著他母親實踐夢

想的勇氣。

盆條大師熲樂氐專文推氾 ！ ，

工作是一份禮物
THE GIFT 

OF r. 
~,. 二十一還記·盧'""'"靈之 屯仔禮句鸕J

WORK 昰羣你苹邛·-油－
,i.,. \.I .. \..~~=~-

我們都喜歡收禮物，禮物代表朋友的一份心意，

也喚起我們的期待和驚喜。然而 ，有一份禮物，神從

起初就賜給了人類，可惜因為種種緣故，許多人常常

連禮物外面的緞帶，都沒拆開。

這禮物就是「工作」。相反地，人們談到工作，

就像談到了洪水猛獸，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加上職

場中的競爭、 廑力、欺騙，將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

—份立意良善的禮物，為何會變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的豺狼虎豹？這當中發生了甚麼事情？如今儼然成為

「工作禮物論」擁護者的海特利，過去也曾是工作職

場中的受害者，不但欠下大筆款項，更賠上了家庭和

健康。他以過來人的經驗，輔以聖經的智慧與基督教

的靈修傳統，將世人對工作的種種誤用和誤解一一還

原，為「工作」翻案，告訴你我工作原是—份來自上

帝的禮物，只要懂得如何打開、運用，每一個人的職

場生涯都將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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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氣急升」的美藉華裔饒舌(Rap)歌
手歐陽靖(MC Jin) , 在新歌中不忘叫大家

冷靜 I 三年前他從美國回港發展歌唱事業，憑

著獨有的饒舌風格，迅即受到樂迷的歡迎，其

後開始主持《勁歌金曲》，廣告、電影等工作

亦接踵而來。

Rap並非華人音樂領域的主流文化，但在美

匿土生土長的歐陽靖，卻對花式饒舌(Freestyle

Rap)情有所鐘。在19歲時歐陽靖於美國黑人娛

樂電視臺(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的音

樂節目《106 & Park》中，連續七個星期獲得

<Freestyle Friday》環節的冠軍而一抱而紅。他

更是第—位與Ruff Ryders Entertainment簽約的華

裔歌手，並成為第一位登上美國唱片榜Billboard

的亞裔美國人。

耶穌基督的愛
2008年，歐陽靖回港發展，首先推出

<ABC> (American-Born Chinese)一歌唱出自己

的心聲。憑著其獨有的饒舌風格，深受樂迷歡

迎，並在香港建立一種嶄新的Rap文化。

大家不要看歐陽靖嘻嘻哈哈的樣子，其實

他心底裡十分願意透過音樂和歌詞讓人認識他

的信仰— －耶穌基督的愛。

今年五月歐陽靖受邀到温奇華參加一個基

督徒的聚會，怎料到達機場時卻被加拿大海關

拒絕入境，讓他坐了一趟「飛機河」；當他折

返香港後，主辦單位叫他再試一次。很多人可

鑿鵬氭
」今我們小R
,、'

寺候被人取笑時，會有何反應，

｀又怎樣回應對方？我們會否發怒？父母

會否明白？其實，孩子發怒，成年人不單難以

理解，還連帶也有怒氣，因為他們不懂怎樣處

理孩子。因此，每當孩子發脾氣、鬧情緒時，

父母怎辦？

選擇回罵對方的孩子經常將怒氣直接説出

來，但怒氣不一定消除；選擇打對方的孩子是

勳手不動口的人，喜歡用拳頸，其他孩子會遠

離他；選擇遠離對方的孩子不敢面對現實，有

逃避傾向；感到無辜的孩子心裏很多抑鬱，長

大後人生灰暗；反諷對方的孩子是人際關係的

高手，了解自己又能坦誠表達。

情緒表達特別是怒氣時，慣常被教導「不准

發怒」，發怒是不正確的，但孩子怒氣仍在：

因此，我們要尋求孩子「為何發怒」才對。發

能都會放棄了，因為不知道會否又白行－趙， 歐陽靖説，當時他感到馬正遠説的話正説

但歐陽靖卻答應了。當日聚會的尾聲，他告訴 中了他心底裡最難過的地方，使他不能自已的

大家，「我還是來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 哭起上來。坐在他旁邊的Carol也跟著一起哭

了神。」 了。

當天他分享了自己信主的心路歷程，歐陽

靖自小因參加暑期聖經班而開始接觸基督教，

他説最喜歡跟教會的小朋友—起玩，那些美好

的回憶成為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他也曾

在暑期聖經班中決志倍主，只是後來年紀大一

點可以在父母的中餐館幫忙後，就沒有再去暑

期聖經班了。

但是，在歐陽靖的心裡，仍相倍神—直都

在看顧著他。到他迷上Rap音樂後，在信仰上就

沒有太大的追求。 一直到2008年，在一位朋友

的介紹下認識了馬三遠牧師(Jaeson Ma) , 這也成

為他信仰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那時他還未到香港發展，馬正遠邀請他分

享自 己的生命和信仰。當馬正遠聽完他的故事

後，就向他分享神放在他心中的一些話，其中

讓歐陽靖最感動的是 ： 「神明白你的憂慮，也

知道你的失望、你怎樣看你自己、你的事業。

有時候你很驚訝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結果會

這樣？不應該是這樣的。你擁有一切，卻又失

掉了每個人都覺得你沒有價值，但我告訴你，

神將在你身上作的．如果你願意開放自己，把自

己交託給神，大家認識你在《106 & Park》 上的

成就，在神看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怒與孩子成長有關，孩子幼兒時期以自我世界

為中心。別人搶奪已物便發怒，父母無須曉以

大義的教訓孩子。孩子成長按心理規律，不同

時期情緒起伏不同，譬如孩子在單歲時易生脾

氣，孩子發脾氣是缺乏安全感，找不到屬於自

己的「地盤」，所以孩子發脾氣是宣洩自己不

滿，父母應從這方面理解。父母要觀察入微，

了解孩子表達情緒的模式， 幫孩子有效地宣洩

情緒。

幫助孩子面對情緒

父母的榜樣很重要，成為孩子模仿、從旁觀

察學習的對象，父母若心平氣和處理不如意的

事情，孩子也潛移默化。情緒是有感染力的，

會影響家人。父母發脾氣影響孩子；孩子發脾

氣也影響父母。父母要接受這個循環是生活

一部分，問題是怎樣面對，令它惡化下去還是

第二天馬正遠要去韓國，他在臨走前邀請

歐陽靖受洗。歐陽靖一口便答應了。受洗後歐

陽靖認為自己最大的改變是，神改變了他看事

情的角度，也改變了他對婚姻的看法。

溫馨又浪漫的婚禮
2011年2月 12 日，歐陽靖與Carol在美匿波多

黎各的小島舉行婚禮，場面温馨又浪漫。

「能夠站在這裡跟大家説，我結遁了 l 我

會忠於自己的妻子，是神一個很大的祝福。」

他説。聽過無數破碎的婚姻後，歐陽靖深倍唯

有神在兩個人中間才是婚姻最重要的基礎。

-·-一

以善勝惡？當孩子鬧情緒時，最須要父母接近

他。父母不懂處理憤怒就避開它，是不會令情

緒過去的，父母應冷靜處理情緒，尤其孩子的

事。

父母錯發脾氣，對孩子説對不起並非失去威

嚴，相反，正面建立父母權威，讓孩子感到父

母是可信任和親近的人，最重要是兩代之間要

坦誠。

孩子鬧情緒，父母懂得教育，其實是訓練孩

子同理心。這一代人以自我為中心，不理會別

人感受，皆因自小無人理會他們感受。當孩子

知道感受可以表達時，成長後的人際關係自然

如魚得水。

「孩子發脾氣是缺乏安全感」找不到屬於自

己的「地盤」，所以孩子發脾氣是宣洩自己不

滿，父母應從這方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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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月鑿經學院第24屆畢業典禮已於2011年
6月 26 日（主日）於培正中學禮堂完滿結

束，出席者有370餘人。本屆校本部畢業生共有

3名：四年制神學士1名、基督教研究文憑 1名及

基督教事工文憑 1名； —年制證書畢業生共有

64名，取得證書課程分別為：「新約概覽」 16

名、「兒童事工」 47名及「門徒領袖訓練」 1

名。晚上畢業典禮聚餐於維景酒店舉行共192人

參加慶祝。各班的表現非常精彩，也有不同的

畢業生分享，願榮耀歸於天父上帝。

潽瀛敏牧同工宣募｀｀｀，星交薫
凈q 門基督教聯會聯同香港播道會恩福堂及
／大播道差會於6月 1 5 日禮拜三藉著澳門同工

團契的時間舉行了—次別開生面的「港澳教牧

同工宣教心得交流會」。出席人數約80多人，

當中有30多位來自香港之牧者及教會領袖。

當天聚會由恩福堂敬拜禱告隊帶領與會者

以禱告、敬拜讚美作開始，然後由因腳患惡化

而未能隨隊來澳的恩福堂主任牧師蘇穎智牧師

透過短片勉勵澳門同工，之後分別有恩福堂劉

永泉牧師及播道差會總幹事郭必鋒牧師分享差

傳信息。最後由三位本澳深受敬重的資深宣教

士及牧者，包括基督教借心堂蔡證光牧師、晨

光福音堂白約翰牧師、以及白鴿巢浸信會主任

牧師兼澳門基督教聯會主席黎允武牧師分享他

們在宣教工場的心路歷程，以及神在他們及教

會身上施行的奇妙作為作回應，實在不禁令人

向神發出讚嘆及感恩丨穿插於港澳牧者分享交

流之間的，有黎允武牧師簡介由香港播道會發

起一個跨堂會、跨宗派的「使命人生· 澳門開

始．放眼世界—使命人生建造計劃」，以澳門

為宣教訓練基地，推動差傳工作。

聯會當天中午於翠園酒家設午膳招待港澳

同工，讓眾同工－同享受美食之餘，亦能有美

好的溝通。當日聚會於下午三時在感恩、讚美

及一同手牽手禱告中作結束。但願日後港澳兩

地之同工能有更緊密的合作，齊心推動差傳工

作，以及彼此勉勵與守望。

~ - ' 

工作坊

這是一個專為敬拜樂隊整體配合而設計的實用

(hands-on) 課程，共 6 個工作坊。

時間 ： 2011年8月 7 日 3 :30-5 :30pm 

地點：澳門晨光福音堂（新址）筷子基和樂

坊一街71號宏泰工業大廈2座5樓F室（免費入

場）

費用： MOP150 (全日制學生 MOPlOO)

現金繳付，或電 28260990 I 66817026 查詢

中國畫班

時間 ： 2011年7月 6 日至8月 31 日。

逢禮拜三 、五下缶竺時至四時半。

費用 ： 全期200元，、材料自備。

報名即日開始，額滿即止。

地點：黑沙環第四街，祐成工業大廈三樓 A 座

查詢電話： 28438620 、 66526354

主辦：基督教恩臨教會

朋輩輔導課程

對象：家長、青少年工作者或有興趣人士 七

導師：余國傑先生 (M r . Patrick Yu) (前香

港影音使團＇人生熱線＂輔導服務前線主管）

． 費用： 300元（六課），全勤出席可退還100元

上課日期： 26/8-30/9(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7:30~9:30

上課地點：黑沙環祐漢第八街康和廣場地下V

舖

報菟》查詢： 28511400 侯小姐
主辦：聖約教會澳門區會

贊助：教青局關懷青少年成長資助計劃

如何帶好小組、團契周會

時間： 2011 年8月 2-5 19:00-21:00 

講員：伍德輝牧師（基督教會啟光堂發展總監

及青少年顧問）

地點 ： 澳門基督教宣道會新橋堂 （慕拉士大馬［

路南方工業大廈第2期 11 樓區）
矗

收費：每位$520

雲詢電話： 28~ 

名額 ： 30位

求主賜福澳門家庭，尤其是年青家庭， 讓年青夫婦在感情觸礁之時， 雙方均願共尋解決之道，以

平靜的心重温婚姻真諦 ， 以敬虔的心重建婚姻基礎。 祈求恩主撫慰失落的心靈 ，化仇恨為寬恕，正如

主寬恕我們一樣 ；賜我們信心，仰望「在祂，豈有難成的事」，讓生命的奇蹟也重現在婚姻中，因為

上主設立婚姻 ，重視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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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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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012-000633-1• 寄回存據 ， 註明姓圣毚話及郵寄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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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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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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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