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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年度是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

＿部落（簡稱為｀｀本中心＂）一個喜悅、感恩

的日子，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1年度社

會服務－－－－－－功績獎狀。這獎狀的頒發實在是整

個機構的鼓勵，是全體同工和理、監事於前線

和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神讓我們在澳門

社會作見證的肯定，但願把一切榮耀給天上的

父。

一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簡介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

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

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

許多的罪」（雅5:19~20) , 這段經文正是機構一

路事奉以來的信念。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簡

稱｀｀團契＂）在 1996年成立以來，都是秉承基

督愛人的精神，協助有藥物濫用的人士戒除毒

癮、重建家國及重返社會。因我們都是一個蒙

恩的罪人，而基督的愛讓我們有悔改的機會，

從而靠著主的大能大力扶助迷失真理的藥物濫

用者。所以｀｀團契＂頠擔當社會與教會之間的

平台，讓—群藥物濫用者得著福音的好處，在

愛中共同成長。在1997年得到澳門政府在戒毒

工作中大力的支持以來，｀｀團契＂不斷拓展各

類工作。現時轄下設有「康復中心」，主要是

為有藥物濫用的成年人提供住院式戒毒服務。

另—個是「 S.Y部落」，主要是開展與青少年

健康和成長有關的預防、發展及補救性各類活

動。

二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事工拓展

因應社會的變遷，青少年｀｀濫藥＂問題日

益嚴重，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於2003年增設

「青少年拓展部」 (Smart-Youth) , 專責協助、輔

導有濫用藥物傾向或依賴之青少年。並於2005

年正式得澳門社會工作局的資助，於北區設立

外展辦公室，就是以外展服務隊的模式，引渡

青少年遠離毒害，青少年｀｀濫藥＂的成因是基

於對藥物全面性知識的缺乏，他們認為精神科

毒品是不會上癮的（艾爾肯稱這是青少年自我中

心作祟，堅信自己的特殊的，不用受到傷害），

只有注射海洛英等才會上癮的錯誤觀念，而且

認為濫用藥品是消遣性用藥。所以真正去幫助

青少年的濫藥問題不只是看「藥」的本身，還

要從宏觀的角度看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誘因。就

是以基督的「心」為心，接納、關愛他們，使

他們從「負面價值觀」（如有人關心我們，我

是一個垃圾……等）引向為「正面價值觀」（如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是有價值的……等），就是

讓青少年發掘個人潛能，實踐理想，以致重建

健康的生活和建立美好前程。

三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事工的重新定

位

在推青少年外展工作上，關係的建立是十

分重要，但關係建立是需要時間和空間，而外

展服務隊早期是在深宵時段進入到高危青少年

流連的地方推展工作，從多方面了解青少年濫

藥的資訊。向他們收集不同的數據。但從外展

經驗上讓我們了解到，單靠外展服務是十分有

限的，例如場地的限制難以推展各項活動，和

難以凝聚有服務需要的青少年。有見及此，於

2009年｀｀團契＂因應青少年服務的需要而推展

多一所深宵中心，把「青少年拓展部」正式改

名為「 S.Y部落」 (smart-youth) , 並以深宵中心

和深宵外展隊形式拓展服務，深宵中心的拓展

主要是看到高危青少年於深宵時段進入夜場或

網吧等娛樂場所時，往往受各式各樣的引誘和

學習到不同的偏差行為，本中心盼望透過深宵

中心的設立，給夜遊青少年提供一個聚腳點，

藉此讓夜遊青少年在健康的環境下進行正規的

娛樂消遣。

而「 S.Y部落」的明名主要有兩方面的含

意，而「部落」這名表示本中心所服務的年青

人有自己的社會型態和生活習慣所組成的。而

我們的青少年在主流社會上給看為是偏差的－

群，是給人看為＂壞＂的份子，從社會中給標籤

出來。所以「 S.Y 」 (smart- youth)這兩方面的

含意， —方面是從字面來表達， (smart) 可

稱為： (I) Specific (明確的） ; (2) Measurable ( 

可衡量的） ; (3) Achievable (可達成的） ； (4) 

Relevant (關聯的）； (5) Time bound (時間限制）。

(youth) 就是本中心所服事的青少年，故此，

讓我們的青少年透過中心的服務能得到重尋人

生的目標和方向。而另一方面從屬靈的角度看

「 S.Y 」, S可稱為： strength(力量）； song(詩歌）

; salvation(拯救）， Y可稱為YAHWEH(耶和華）

，從聖經中看到：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

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詩118:14) 。所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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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在困惑、無力回轉的時候，神也是我們

的力量和生命的拯救。因此， ｀｀團契＂盼望在

整個服務上能向社會專業服務看齊，以專業及

可量度的機制不斷改善服務，和自我評估。另

－方面從神的真道上建立青少年的生命，讓他

們在社會中見證神在他們生命中的大能。為了

不斷自我增值， ＂本中心＂在2009年自願參與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局推行服務素質改

進機制（簡稱QIM), 透過參與QIM的計劃來協助

中心在服務成效上更明確的指標，務求以科學

化的數據，更準確地計算團隊工作上的成效，

亦透過更有系統的方法把資料進行存檔，以便

今後進行檢閲和改善，但QIM的推展不能在短

時間內把整個服務完善，而是讓本中心在服務

改善上定下基礎，以虛心的態度不斷改進和學

習，盼望主內同道批評和指導，從而透過服務

的改善，建立更多青少年的生命。

四對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事工的肯定

行政長官參觀S.Y部落

自 2009年改進中心的服務以來，神讓我們

看到更多高危青少年的需要，從而推動與社會

不同的社團和澳門政府相關部門緊密的合作，

共同為扶助高危青少年和有濫用藥物青少年的

矯治工作出謀獻策，在默默耕耘的背後，同工

們的努力和付出，也得到了社會和政府部門的

肯定，在201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

親自光臨中心作訪談工作，在過程中場面温馨

和感動，各政府官員—方面了解中心推展的各

項服務。

從喜悅的背後，其獎狀的頒發讓我們在服

務上有更多的反省，是需要有謙卑的心態檢示

其服務的需要，而且從屬靈生命的建立工作上

是有很多不足之處，需要更多主內肢體的守望

和指導，萬不能因現在的成績有自滿的心態，

就如聖經所説：「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

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

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 」 （雅4:16~17) 。這段

經文讓我們體會到，不單只求別人對我們的肯

定，而是讓我們看到其服務對象的真正需要，

為他們的生命緊張，盼望主內同道共同為青少

年的生命為念，共同培育我們的青少年供獻社

會，以致最後得奬的，那是我們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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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A昫前追
E3 近鬧得熱烘烘是再有大型娛樂場開

耳支幕，政府批准其賭場200張賭枱，自然
也要大批「莊荷」駐場，加上其他場內配套員

工等，人力資源要再進—步緊張，甚至聞説要

把「莊荷」職位開放，外僱也可以，只要加條

件限制，未嘗不可引入，舒緩人資藝力。倘若

如是，聘用外僱「莊荷」定必剝奪了本地人的

飯碗，另一方面需是如此，可能幫助了本地青

年不做「莊荷」另作他想，或再上進不倚靠博

彩事業，更有多元化的選擇， 讓青年上游在

望。

今天新建大型娛樂場不斷開展，博企未必

完全在人力資源上獲得優勝，終有一天其他產

業興起而令新一代青年看透「賭業」的工種是

受限制，薪酬亦不—定吃香 。終其觀察必須自

力更新，自行創業或進修上游往其他行業，當

產業多元化供選擇時，或會更改新一代的思維

和價值觀。照近期某些調查，有青年開始離開

賭業而自組創業，如零售、精品、文創藝術等

行業，盼在旅遊業分—杯羹。

事實上，世界趨向知識型社會，對於職業

的操守規範及專業性越來越強。換言之，對

於「莊荷」的水平需求亦越來越高，要求其處

事、對人態度相繼提升，分分鐘所有「莊荷 」

都要大學畢業生 ；倘博企未來發展要更上一層

樓，需要精英，相借青年人要進 「 賭業」亦非

易途。博企要「莊荷」在職培訓，要發展多類

博彩形式，是必然要走的路。在競爭和淘汰

下，青年未必選擇博彩業，因而可讓本澳其他

行業有聘得教育良好，肯忠心誠實工作的人，

使各行業人才均衡發展，帶動其他產業有機會

興起。

總的説，最重要還是本澳需要有一套「青

年政策」，如何讓新一代對求知有熱衷，追求

學問和上進，裝備自己有豐富的學歷和社會

經驗，關心個人品德和公民意識，愛鄰舍和

分享，有關顧幫助他人的熱誠；因此，社會自

然回復守望相助，把個人所能回饋社群。但政

府則必須消除矛盾的政策，例如過於藉金錢補

助青年人，讓他們易於不勞而獲，甚至倚賴政

府，也看穿政府定會津貼，變得青年成長應有

的利益，使得其心態價值觀並沒有改正。話雖

要青年人改進以往的情況，不能一朝一夕，但

政府有否訂定策略和時間線，讓政策按步得到

成果？

同時，當研究草擬「青年政策」之時， 應

該也為「兒童政策」、「家庭政策」連貫一起

參考，甚至訂定。因為歸根到底，父母不能

好好教養兒女，而把子女的教養倚求學校教

育，親子不正，又如何教好下—代呢？智慧書

有云：「不可不管教孩童。」又話 ： 「智慧之

子使父親歡樂；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 （參

箴 10 : 1 及23 : 13) 兒童會長成青年，青年會

長大成人，而成年人就可以有獨立權，想做就

去做，話做就立刻做，是好是壞，社會就要承

擔。 范錫強牧師

閱讀 心靈的休閒時刻

户天上班、下班，工作擠得滿滿的，下班

母時間離必須入眠的時間也愈來愈短，在

這夾縫中，還時會被上網、電視劇等攻佔。想

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但時間永遠都不夠。臨到

睡前的閲讀時刻， 身心已疲累不堪 。因此 ，真

正閲讀的時間愈來愈少了，頂多能翻翻雜誌，

望梅止渴。 而堆積在床邊未有讀完的書也多不

勝數。

我很喜歡閲讀，而且享受其中的樂趣。或

許現在多媒體的影音實在很豐富多彩，而且也

很引人入勝，但吸引這些訊息時，總時被動

的，要跟著影片的進度而行，沒有多少停下來

思考的空間。相反，文字的閲讀，可以由自

己控制著快慢的節奏，要停就停，要想甚麼就

想甚麼，可以看著—段文字，受著啟發，思想

跑得老遠的；可以細味咀嚼段段文字，也可以

飛快的瀏覽章節的標題或插圖，隨心所欲。這

種閲讀的自由，心靈的闖蕩，讓自己好好的思

考，好好的吸收訊息，這就是閲讀的趣味。

間的呢？或許很多學科知識或技能已過時或忘

記得一乾二淨，但閲讀技能就一生受用的 。閲

讀是人類獨有的能力，用聲音傳遞訊息，其他

動物也曉得，但人類就能把口語化作視覺化的

符號（文字）來記錄，作者用文字表達他的想法，

而讀者又透過視覺解碼這些文字符號，再還原

作者的心思意念。這是何等複雜能力。

現代新的一代，閲讀能力未有得到重視及

培養，他們喜歡直接的觀能刺激，打電腦遊

戲。老師的課堂也為學生預備好筆記摘要或

Powerpoint式的講義，課堂學習也退化到聽老

師講，而填寫講義上預留空格的填充題。學生

們需要閲讀教材，埋解內文的能力，漸漸被「

趕進度」的教學模式奪去了。大量的訊息就等

著老師消化後再傳遞給他們，學科知識的學習

上，完全依賴著老師，老師不教就不會懂 。

在可見的未來，文字的載體可以不一樣，

像以前的石刻，竹簡，發展到紙張及現代的電

子書，未來或許還有更新的模式， 但文字並不

會因此而消失 。 閲讀能力及技巧實在需要好好

的培養 ，是終身受用的能力，閲讀也是滿有樂

趣的心靈休閒時刻 。

終於等到有幾天的假期，與太太計劃不再

讓甚麼社交活動或旅行侵佔這美好的時光。我

們決定把這休息的時間撥給等候我們已久的書

本，利用這休閒的幾天，補充自己的能量，為

自己充充電，充分享受閲讀這心靈的休閒時

刻。
另一方面，部分基督徒也鍾愛聽牧者的講

道，觀看見證的光碟，享用經別人咀嚼過的二

手訊息，卻不肯去閲讀聖經。這是多麼可值得
試想想，從幼稚園到大學及至工作，有那 我們反思的議題呢？

「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

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J (來十二 ： 11) 

在建築聖保羅大教堂的時候，有一位名

畫家在堂頂上畫聖象，快完工的時候，他很

滿意自己的工作，便先來欣賞—下，他在搭

成的木架上向後退幾步，想從較遠距離看一

看，那知他忘了擱板的狹小，當他的一隻腳

已退到板邊，若再退—步，便會跌下去，正

在干鈞一髮之際，為旁邊的一位畫匠發覺，

他不敢招呼，惟恐一喊會使畫家受驚跌下，

他敏捷的拿起一把畫刷在那畫象上亂塗，畫

家急忙跑前責問他的幫手，畫匠答道 ： ｀＇我

這樣毀壞你的傑作，乃為救你的命，請看 l

你剛才所處的地位是何等的危險呀丨＂

有時我們做成了 一件事，往往得意洋

洋，自以為榮，甚至目空一切，神知道這樣

有害於我祂為了拯救我們，便實施毀壞，我

們當時不高興，事後才體會到那是神的保

守 。

作者：陳國偉

經濟暢旺時，通脹加劇，銀行減息 ， 為了

跑贏通脹，要殺出自保之路。經濟低迷時，入

不敷支，財政緊絀，為了消滅財赤，要盡量開

源節流 。無論經濟如何，我們都要為金錢掙

扎 。 常為金錢花心思，以致不知不覺間，價值

觀改變了： 變得世俗化，變得功利， 變得扭

曲，本該是金錢的管家，但變成金錢的奴僕。

有鑑於此，本書從聖經看金錢，探討儲

蓄、投資、捐獻等切身課題，助讀者建立正確

金錢觀，做金錢的管家，分別為聖，在世而不種技能是一直在用，而且經常覺得還有進步空
老C 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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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約看救贖鉺啟聖之路（二）

（續上期）

三 、神是呼召差遣的主宰

在了言尸二成二二二二：
和差遣的行動建基於受差者與差遣者一種愛、

互動共識和立約的關係 ， 由亞伯拉罕、各以色

列人的先祖、及至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

西、亞倫和約書亞，都經神的呼召和差遣。當

以色列人成為聖潔「祭司的國度」時，進而成

為一個民族國家，神仍然呼召和差遣他們，與

他們有立約的關係（申四－九、十一、廿九－卅章）

。在新約的教會生活中，我們亦是與神立約，

成為成潔祭司國度，受呼召和差遣進入這個世

界，為光為鹽，成為神的中介者和見証人（彼前

二9- 10) ; 這個使命，就是差傳使命，是整全生

命的見証，也是神呼召和差遣的使命。

四、外邦人可與以色列人敬拜及歸向相信神

在利未記中神分咐以色列人，要善待中間

寄居的外邦人，因為他們也曾寄居埃及（利十九

33-34) ; 在民數記摩西進一步吩咐以色列人：「

若有外人和你們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在你們

中間，願意將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你們怎

樣辦理，他也要照樣辦理。…你們並與你們同

居的外人，當有一樣的條例、一樣的典章。」

（民十五 ： 29-30) 外邦人不但可以參與可神的敬

拜，而且採用與以色列人一樣的儀式和典章。

在其他的事上，也同樣是不分以色列人或外邦

人。（利十五29-30)

五、以色列人要向列國萬民作見証

摩西在他的臨別演説中，已預知以色列人

將背逆神，所以在申命記廿八章論到祝福與咒

詛時，只用了十四節論及順服者將得的祝福，

【黷耆豪鵬】

畫.tli璽歸「躪盲』

星驃二二二二~::
不是只有救人靈魂和換取天國的入場，否則這

樣我們也太渺視了福音，聖經中的上帝並不單

只關心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從舊約的律法與先

知中，我們清楚看見上帝同時注重家庭，婚姻

與社會上的公義與責任。當世代敗壞的時候，

耶穌除了降尊救贖了我們的罪債外，更主動地

用天國的價值挑戰地上不義的權柄（宗教領袖

與羅馬政權） ，祂亦因動搖了掌權者的利益而

受盡迫逼，走上十架的道路，也是一條真正福

音的窄路，為義是會受到逼迫的。然而現今的

福音，大概已淪為一種「幸福音」，當福音只

剩下「得永生、得福氣、得醫治、得釋放、得

能力」的時候，也許耶穌與黃大仙則無異。

至於罪觀，也許對信徒也好，非信徒也

罷，基督徒往往就被定義為一堆「基督徒不能

XXX 」 萬能KEY的集合個體 ， 當然這些也並非

不重要 ， 這是一種過犯的罪行( Sin of commission 

）。但同時地，亦有另—種忽略的罪行 ( sin of 

omission) , 這是一種「不去做」的罪，正如一

位神學老師所説 ： 「愛的反面並不是仇恨，而

是冷漠。」當我們對身處的社會冷漠，對政制

的不義的冷漠，對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冷漠，這

樣對我們來説，教會也許只是一個俱樂部，讓

信徒封閉於堂會的因面牆內自我滿足地享受著

一些「宗教行為與經歷」。

卻以五十四節論到背逆者將遭受的災難。

然而以色列人的順服或背逆，也都是向周圍

的列匿萬民作見証。所以摩西説：「所看見的

人，連萬圍的人都必問説 ： 『 耶和華為何向此

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是甚麼意思呢？ 』

人必回答」 （申廿九24) 。然而當摩西在摩押

的高原上，臨死前西向迦南地發表他的臨別演

説，他呼天喚地和苦口婆心勸勉以色人。最後

他以「摩西之歌 」 （申卅二章）作為演講的結束；

在歌中的最後末段，提到以色人將來會因拜偶

像而遭災，亦預言他們將回轉，神也必審判那

欺壓以色列的列邦（申卅二:28) 。這個預言將啟

示錄記載將來萬國萬民將一起敬拜神的圖畫，

顯示在我們面前。故此，教會必需承擔普世差

傳使命，將整全的福音和生命的見証傳給萬國

萬民。

六、總結

神揀選亞伯拉罕和以色列民族的目的，不

單是為他們自己，乃是為拯救全世界，賜福萬

族萬民。以色列民族蒙神揀選不是要賦予他們

特權，而是要選他們來事奉。神本性的慈愛、

擊潔和公義，使祂表露祂的救贖意向和大能的

救贖行動，出埃及能操練以色列人以神為中心

的生活與事奉，重塑他們的價值觀和生命，學

習成為聖潔，合乎主用；今日普世的信徒，都

應成為「君尊聖潔的祭司圉度和神的子民」，

一個祝福之管道與媒介，並接受神的呼召和差

遣進入這個世界，為光為鹽；這個使命，就是

普世差傳使命，是整全生命的見証，也是神呼

召和差遣的使命。教會必需承擔普世差傳使

命，將整全的福音和生命的見証帶給萬國萬

民。

游偉業 （澳門聖維學院院長 ）

在這個世代的教會場景，往往缺乏了—把

先知的聲音，所謂的「和諧」與「合— 」 早

在堂會內取代了「真理」與「公義」，當政制

出現結構性的黑暗，當人民的利益受到不平等

剝削的時候，也許信徒每天的關注的仍是團契

的人數該如何增長。記得筆者有一次在街上看

到一位露宿者的時候， —位「屬靈」的姊妹突

然説了一句 ： 「他需要耶穌的救恩。」而我卻

在心裡吶喊 ： 「不 l 他需要的是一個居住的地

方 l 」當然也許有人會認為作為信徒應該單單

仰望天國的事，然而天圉的價值是否真的只窮

得剩下「永遠不死」嗎？是否當假若有人選擇

畢生誓死不再信主的時候，我們就選摑不再關

懷，「關愛」的本身是否就如此毫無價值呢？

筆者相信世代的敗壞是必然的，這是聖經末世

明確的啟示，但是這並不代表作為基督徒的我

們能放棄改變這個敗壞的世界，當「末世觀 」

脱離 「 創世觀」 的時候 ，現世的人生也許只能

剩下一堆感嘆。 假若信徒每天抱著一種 「 難

民」的心態來活著，也許每天的禱告還不如從

「顔妳的國降臨」改為「願我快升天」算了 。

當然，筆者相倍每個人選擇關懷社會的方

式盡不相同，有人選擇文字工作，有人選擇扶

貧關愛，有人選擇走上街頭為弱勢群體發聲，

但在這個5月 1 日，我選擇了走上街頭與澳門市

民同行，主內互勉。

Freddy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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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鳥克蘭宣教祈禱會

主題 ： 董上羊與蔡佩恩宣教士

於烏克蘭的宣教事工

時間 ： 10/5/2012 (星期四）晚上8:30-10:00

地點 ： 基督教會信心堂

（美的路主教街泉亨樓—樓BC座）

查詢電話 ： 2835 3306(中借）

主辦 ： 澳門中國倍徒佈道會

協辦 ： 澳門華人福音普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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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禛基督徒敦師聯合活勳

退修會、
日期：六月一日（星期五 ）

上午 10:00-中午1:00

地點 ： 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講員：蘇穎智牧師（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主任）

對象 ： 基督教學校行政人員 、基督徒教師、

校園工作者等（歡迎自費參加皇都半自助午

餐 ， 享受主內團契 。）

奮興會
日期 ： 六月 一日（星期五 ） 下午5:30-6:45

地點 ： 澳門浸信教會（白馬行）

講員 ： 蘇穎智牧師（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主任）

內容 ： 重申教育使命、重燃教育熱誠…..

誠聘執行主任

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現誠聘執行主任，須神

學畢業，最少五年事奉經驗，熱心推動差傳

事工 ，負責帶領差傳及佈道工作，並中信整

體事工的發展。須自籌部份薪金。申請者請

繕履歷寄澳門東望洋斜巷2D地下聘請小組

收，查詢請電2835 3306 。

聘請傳道同工

基督教濠光堂誠聘本地傳道同工－名，需神

學畢業，有牧會經驗更佳，按恩賜及能力選

擇合適的事奉職務，如佈道工作、兒童、青

少年、職青及家庭等事工 ，與宣教士團隊配

搭服事。請繕寫履歷、得救及蒙召見證、事

奉的心路歷程，連同近照及要求待遇，寄氹

仔奧林匹克大馬路563號新花城地下商舖AT

舖濠光堂主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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繯活箇晨矚崇拜

由 澳門基督教聯會主辦一年一度復活節晨
曦崇拜， 表達合一見証的聯合聚會 ，巳

於4月 13 日（主日 ） 7時半假澳門神召會舉行。 是

次崇拜共有177位弟兄姊妹出席參加，所收奉獻

合共澳門幣5,97 3 . 8 0元 。崇拜由聯會傳道部游偉

業院長主禮，聯會副主席戴民牧師證道，講題

為「與基督同活」 ； 並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志

道堂詩班獻詩，澳門二龍喉浸信會擔任是次司

事。聚會更有為澳門教會及社會公禱時間， 在

聯會主席黎允武牧師的祝福中圓滿結束 。

《鳥可說故"》 (The Mark Drama) 
洞自英國， 已曾於歐洲超過十個國家上
,、演，感動多人生命。初次於亞洲公演而

第—站便在澳門於受難 日 (4月 6 日 ）由聖經英語

文學促進會主辦 ，並澳門聖經學院與澳門神召

會協辦於澳門神召會上演並完滿結束 ，反應熱

烈， 1 5位演員將利用短短的90分鐘為觀眾完美

地演繹馬可福音全部內容，無需亮麗的服裝、

道具或舞台效果，甚至不需要旁 白 ，但情節的

緊湊，對白的動人，以引發觀眾共鳴。 兩場表

演（英語及粵語）都有未信者與會， 出席人數約

達230人，並且有未信者於英語場舉手決志，顙

意投歸基督的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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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聯校禱告會
「用 愛擁抱校固」全澳校圜禱告網絡

已於4月 29 日 ，假高美士中葡中學

舉行「 4月聯校禱告會」。本次禱告會共有57人

參加， 旨在為澳門校園的聖潔文化禱告，願校

園青少年從各種色情資訊所帶來的捆綁中得著

釋放。此禱告網絡成立的 目 的，為要喚醒校園

基督徒學生及教師 ， 為他們所屬校園禱告 、 守

望，並積極傳福音收割靈魂的熱情。 並且要連

結全澳校園信徒及教會的禱告力量，建立同心 ,` 

為全澳校國禱告守望的平台 ， 發撣合一動力，

互相共勉。 下次的聯校禱告會將於5月 20 日下午

三時至五時舉行，地點請留意宣傳。

璽.,,順輯'■r■~璽］驛檳楫黷~-;■1癰矚
如你對以上工作有相關緄驗，又願意成為我們的義工，請將你的姓名、電話、所屬教會名稱

及相關學歴與緄驗的篇介電鄆至： mail@macautimes.net 

·................................................................................................................................................ ·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哀傷輔導工作坊

上課日期： 2012年5月 19 日（星期六）

上課時間：上午9:30至下午5:30

上課地點：教育暨青年局成人教育中心（澳門祐漢

看台街313號翡翠廣場3樓）

課程費用：澳門幣100元（包括培訓教材）

截止報名日期： 2012年5月 9 日（額滿即止）。

查詢：黃小姐或尹小姐

電話： 28578241 傳真： 28563593 

對象 ： 助人專業者、社工、輔導員 、醫護人員、

教師、老人工作者或對哀傷輔導有興趣之人士

導師：陳維樑博士

主辦：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一協安中心

贊助：澳門社會工作局

辣椒愛澳門2012

為澳門鼓舞社區服侍行動大招募
活動日期： 5/12(六）三盞燈 7/14(六）祐漢

10/20(六）花車巡遊新麗華

簡介會日期： 5/6( 日），7/8( 日）， 10/7( 日）

下午3 :00-5 :30 地點：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招募對象：任何願意服侍社群、祝福澳門的信徒

服務範疇： A清潔隊 B電單車巡行隊 C服侍攤位

組 D.佈道禱告組 E.保安組

主辦：中國佈道會恩慈堂 中佈會恩慈院兒童之

家白鴿巢浸信會澳門宣道會新橋堂

基督教約書亞堂基督教聖道會宏恩堂蒙福旅

程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

國度事奉中心（澳門）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歡迎個人信徒、慕道者、基督教教會／機構單位

或小組參與，一同為城市發光！査詢： 28552435 

『三十而立·傳承使命』

澳門聖經學院定於6月 24日（主日）下午四時 ， 假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7號澳門培正中學禮堂舉行第25

屆畢業典禮，敦請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曹偉彤院長

證道；畢業晚宴暨三十週年院慶則於澳門富豪酒

店舉行（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70-106號），欲購買

餐券可向學院查詢，歡迎各位蒞臨見證主恩，並

請在禱告中紀念。

查詢電話： (853) 2830 3454 

電郵： info@macaubible.org 

出版：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通訊： 澳門郵箱6611號

電郵： mail@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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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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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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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1 -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21-012-000633-1• 寄固存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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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1 號時代月報收 。

本期印刷: 5,000份 承印 偉圖柯式印刷廠

派贈地點 澳門各基督教教會、 學校 、 社區中心等

詳見http://macautimes.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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