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老齡化是全球難題，本澳老人院舍床
位同樣緊張。目前澳門老年人口約四萬

四千人，但老人院舍床位僅約千三張。國際傳

教證道會許約翰牧師夫婦多年來一直想為本澳

貧窮及被忽視的長者創辦—所護老烷，現計劃

向社會各界募集善款，購買一幅佔地兩萬平方

呎的浸信西差會舊址，期望社會熱心人士慷慨

解囊 ，為父母和祖父母輩的長者提供適當的護

理，使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得享尊重，保持

尊嚴，解除子女後顧之憂，安心工作，對促進

經濟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許約翰牧師表示，自—九七五年被园際傳

教證道會差派來澳， 一直關心老人事務。目前

全澳老人院共有約千三張床位，對四萬四千名

長者人口來說杯水車薪。計劃建造的老人院選

址大炮台斜巷，佔地兩萬平方呎的花園洋房，

願意出讓改建成護老院，但地價需三千五百萬

元。目前該會已籌得120萬港元，期望在今年 12

月前籌得3500萬港元，以作買地款項。至於營

運資金，相信政府及澳門居民會熱心支持，該

會曾與政府商討，盼政府承諾協助教會興建老

人院，及協助 日後運作，並期望老人院可提供

200個床位。老人院計劃於2016年開幕，首階段

提供50張床位，並提供宿舍、飯堂、影音室丶

廢樂室、物理治療室 、輔導室、小教堂、職員

辦事處及相關設施。

一九九七年，在社工局及—群基督徒的協

助下，許約翰牧師夫婦兩人已創辦過—所非牟

利的托兒所，十五年間已服務逾三百名幼童。

今次難得有機會實現他們多年來建護老院的夢

想，惟購置土地經費龐大，希望社會各界熱心

人士慷慨解蠹，為本澳貧窮及被忽視的長者提

供安樂窩，令老有所依的理想得以實現。

協同醫務所主管莫竟志醫生稱，日後護

老院將由協同醫務所提供醫療支援服務，由醫

務所醫護人員輪流駐院，負責護老院的醫療工

作 。 同時提供精神、心理健療服務，以及靈性

關顧。

國際傳教證道會憑著無比的衝勁與既往無

前的決心展開行動。他們知道前面的工作十分

艱巨，然而他們毫不退縮，長者們迫切需要—

所明瞭他們需要的護理院，提供符合中國文化

和價值觀的服務。該會首個慈善活動為「音樂

共建安老家」慈善音樂會，在明年］月 27 日於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屆時將邀請音樂

家及鋼琴家伍宛莊、香港跨媒體藝術家葉逸寧

及香港管弦樂首席小提琴家把文晶到場演奏，

門票將於本年 11 月 21 日起發售，票價為 100元澳

門元，門票收益將作為籌募經費，以興建護老

院，協助照顧本地貧窮及被忽視的長者。

主辦者希望通過媒體報道引起社會各界更

廣泛的關注，早日籌得善款興建新隗捨，讓老

人安享晚年。有心人士可致電28303 727 /28 59 

2812查詢。

國際傳教證道會簡介

國際傳教證道會(Christians In Action)是一

超宗派性的國際差會， 1957年在美國成立 。

現有300位傳教士散佈在全球200個园家，從

事佈道丶植堂、培訓、救災、醫療等傳教工

作。 1973年，證道會傳教士John & Sandra Levy 
夫婦由英國奉派來澳開展工作，其後多位傳教

士先後加入，包括： John Hyrons (1975) 、 Doug

& Becky Sutherland (1976) 、 Graham & Sue Dodd 

(1978)'Connelly & Rita Cacazu (1978)' 九位傳
教士主要以教授英語及小組查經方式 ，接觸緬

甸、束埔寨華僑，分別在三盞燈、連勝馬路（近

宣道堂）、 美的路主教街舉行家庭聚會。許約翰

牧師John Hyrons' 生於美國賓洲Pennsylvania'

畏於佛羅里達洲Florida'1970 - 72參軍駐日本

美軍基地，退役後即受神學訓練， 1975年初來

澳， 1981 年娶澳門女子吳尹雯Suzanna為妻。

國際傳教證這會自 1979年在本澳登記註

冊後， 1999年獲授行政公益法人資格 。幾十年

來，該會傳教士一直參與監獄福音事工， 1997

年更購置教會地下的商鋪，創辦澳門第一間基

督教托兒所，關懷有關家庭的年幼子女。托兒

所創辦十五年來，共照顧超過三百多位幼童 。

. .、- • """ • ,̀ 



畸代二0-二年九月號＠

貪腐正軌化
/).A 審計署對上海世博展館事件中，審視
亻止預算與實支差額巨大，啟示其中建設
過程裏有隱性貪腐之可能，雖則話展品回澳時

因計算關稅或折舊，以至實質款額有落差；事

實上，這—切都應該可以計算傳到的。是否行

政失當，甚至監管部門所執行的如同後門，隨

意溜走，是給予貪腐者機會。

今天潮興事事都要急事急辨，專事專辦，

特事特辦；藉「摸着石頭過河」為口實，要

怎辦就怎辦。有很多事，其實並非首次做的；

現在卻是首次做的如是，第二次、第三次也如

是，贊同用此手段的辦事者，是否只是「借

橋」？所謂混水摸魚，從中貪腐，根本無從查

究。澳門正值倡議要多元化產業，不能傾斜某

些發展，在開拓創意新產業，要多元化之時，

形成沒有先例可鑑，辦事沒有規範，無論政府

或民間企業，手段都千變萬化。過去枱面明貪

的事（包括便捷網絡、豁免條款、甚至金錢上

限都寬鬆） ，容易誘人貪婪，啖啖肥肉。今日

大談肅貪倡廉，然而卻走上枱底交易之路，貪

腐經已無法控制，他們藉要做就去做，樣樣都

要快，原隱胜貪腐的都變得正軌化，連廉署亦

不易調查。在標書上加大銀碼，在合約上寫上

便捷的門路，在報價單上隨意加上根本毋須的

投辦的事務，甚多漏洞或灰色地帶給商人藉此

刮一筆。例如公共巴士購買與服務，社團投

辦「XX」調查，為要辦得街知巷聞、美輪美

奐，要全城皆讚，就不惜公本；藉公本來「貪

腐正軌化」，絕對沒有人質疑會有貪腐，因為

要辦的都理應受市民大眾歡迎。交通事務局不

會理會公交公司巴士購買的過程，縱然巴士車

箱的設計是否適合本地使用，産位與車箱合理

否？今天在市上行走的巴士，竟有要攀四級梯

才可以坐上最後一排；有些司機因怕冷氣， 34

度天氣下，車箱幾要焗死，只開風（或者根本

是冷氣壞了，但仍駕上街給大眾乘搭） ；又有

些則冷死，公公婆婆惟有開窗，這兩極情況根

本無人理（巴士公司沒有監察）。小型巴土産

位卻比起未作公交改革之前還差，今日行走的

小型綠巴士竟然只有 19個座位。硬要大談「歐

盟四型」巴土，實在不見得街上空氣好了。反

之，巴土多得變成列車－卡－卡，堵塞滿街。

公交攪成如此，是「貪腐正軌化」乎？

社團投辦「 xx」調查，電子器材、電腦

與軟件程式、行裝和招募人員等一切事宜，在

在都要錢，要辦得出色，要快要好，標準卻沒

有，造就了貪腐正軌化的機會，要向誰負責，

誰會敢言說出真相？有人肯做就算了，不得批

評，請「收口」。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6 : 10上）。今天

的「財」非單金錢，亦有關係的方便，剩餘物

資隨意迭，隨意玀，是慣常的現象，縱使有紀

物品，令金額比真正的價格高。明顯地有回佣 錚，都只是象徵性。私用、霸用與濫用，司空

的成份，此風已續漸擴大° 見慣，逢親各戚人人有份。
諸如用公帑購置或建設，私營企業借公帑 范錫強牧師

思考手機化時代

E三l 近看到《時代周刊》的一份調查，手機

耳支已成為現代城市人必不可少的隨身物
品，其中有趣的是44%的人，寧願忘記帶錢外

出，也要帶手機外出。自從智能手機薈及後，

不論在街頭，或是餐廳，隨處都可以看到人們

低著頭，指尖不停的在手機上舞動。這情況實

在來傳很快，只是兩三年的時間，智能手機已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小小的手機，看似虛幻，但萬千信息滙於

指尖的感覺，卻有很大的吸引力，讓人不易的

離開它。智能手機確實有其便利之處，它能接

上互聯網，通過不同的網上平台或軟件，就可

以連通世界各地，與朋友或親友的聯繫也變傳

非常方便。就連我年長的母親，也通過智能手

機的群組功能，向子女們發放近況及訊息，使

得我們已各有家庭的子女，隨時可以知悉她與

父親的近況。 一家人用通訊群組互相分享，使

得家人的關係也密切起來。而隨身攜帶的手機

還可以很方便的隨時與遠在外地的親友互相聯

繫。如最近因有家人往台灣旅行，剛好遇上了

颱風，大家就通過手機的通訊群組互通消息及

報平安，好讓我的父母也安心。

暑期前也處理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機，被老

師暫收的事件。學生電話被暫收，當然不高

興，家長愛兒心切，火速到校，為兒子討回電

話，也不停的批評學校專制，未有追上時代，

甚麼人權及私隱問題也搬到老師的頭上來。學

校應否准許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機，又成為老師

及家長熱議的話題。

智能手機確有其便利之處，甚至可以說在

人類歷史中，沒有一樣物品或發明，可以與

此快速的進佔在我們的生活空間中。對很多人

來說，可能已沒法一天沒有智能手機了。在乘

車、在用膳、在工作、甚至有學生偷偷的在課

堂中使用智能手機接發訊息。在《時代局刊》

的調查中，也發現有不少受訪者每半小時就要

看手機，甚至有部分每十分鐘就要看手機，怕

錯過傳來的訊息。似乎出現—些病態了。

智能手機是兩刃的劍，能使我們的溝通更

便捷，隨時隨地的與別人聯繫，也可以發放自

己想發放的想法或感受。真正的在改變我們溝

通的方式與習慣。但同樣的，智能手機也開始

佔據我們的生活空間，影響我們專心工作或學

習的時間，生活節奏也不自覺地加快 ，一些要求

或想法，未經周詳的思考就發放出去，增加不

少的誤會；隨時隨地需要面對工作的請求等，

也使工作壓力培加；私人的獨立空間也漸漸的

被侵占。專注思考的能力也漸漸的下降。

智能手機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似乎已

無法也無必要抗拒它，但也是時候反思，讓

智能手機沏底的改變我們的生活，是我們善用

它，還是被它牽著走，反被控制呢？老師、家

長及同學們，似乎又面對新的自我控制挑戰。

老 C

蠶詞鬪芒才鼴
重璽畔鷗亡鸞

「耶和華與敬畏祂的人親密，祂必將自己的

約指示他們。 J (詩篇25:14)

聖經講到三個人與神同行，他們是以

諾、挪亞和亞伯拉罕。以諾因為與神同

行，就能明白屬靈的事，成為第—個先

知。他的兒子瑪土撒拉名字是指「當他

死後，有一件事要臨到人間」，就是審判

要髓到人間。 一個敬畏神的人，神就給他

看到將來的事，所以以諾作先知不是偶然

的。挪亞因著與神罔行，就「蒙神指示他

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

舟，使他全家得救」（來十一7) 。

亞伯拉罕活在神面前，行在神面前（

創十七2原文），神說：「我所要作的事，

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創十八 17) 。如

果我們與神同行，活在神面前，走主的道

路，神就把屬靈的事告訴我們，不一定是

說預言 ，但我們會知道神的心意，因我們

親近祂。許多時候，我們對屬靈的事一竅

這是一本幫助你成長的好書。認識及接受

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在家庭的位置對你性格

的影響，知道自己渴求哪種愛的語言，更重要

的是折穿我們對自己説的謊言等，都是成長的

必修課。

至於能否在五天內達致成長的結果，締造

一個新的「你」，就得看你能否學以致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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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嬴蠟鼴，檸一富黷矚薑覓BIi鼴歸羹

專鼱jnl盲欒靄釋事:e

Why Macau? 為何揀選澳門？

如果某台灣品牌旗艦書店，在香港開設駐
點，已被視為是企圖在沙漠上開墾綠洲1

的話；那麼」nX過去四次，前來澳門這個基督

徒僅佔人口約 1%的地方，舉辦音樂敬拜工作

坊，又該算是甚麼呢？

團長陳志傑(Anthony)簡單一句 "we go 

for the needs" 來回應團隊選擇到澳門服侍的理

由，他表示」nX若按營運思維，計算成本效益，

從而才選擇服侍地點的話，就必定不會前來澳

門，因為今時今日的澳門，食住交通樣樣都比

鄰近地方貴，單從成本來看，已不能維持。

團隊—而再，再而三前來，完全是基於「亻言得

過神 l 」，相信「如果有需要時，耶穌去不

去？」，而事實證明， 一次又一次，供應都足

夠! Anthony面帶微笑地說：＂神會負責，我們

不斷在過著嗎哪的生活。＂

對澳門的印象以至看到澳門的需要

提到對澳門的印象， Anthony很害怕被認為

在stereotype澳門（ 定出刻板印象） ，他回顧苜

次來澳門時，驚訝澳門原來有不少音樂人；而

隨著第二 、第三，甚至第四次的接觸，就了解

更多了，例如發現「澳門人其實不多 」，以及

「澳門人很忙碌」 l

另一方面，澳門以賭業帶動經濟增長，快

錢、熱錢似乎垂手可得；雖然很多人會認為澳

一侗有得玩｀有得學真理... fl 
得議圃友的關心之旅！培育願

意追求硨話語的青少年，作F
一代屬靈領褲！

一連兩天的日營訓練，包括 ：

1)讀經工作坊 － 幫你更睇得明聖經 ；

2)活動－帶你成為耶穌真門徒；

3)詩歌及遊戲－ —起敬拜神、認識身邊人

門人金錢不愁欠缺，看來很有祝福，但Anthony

相信，一個硬幣也有兩面，這種「福」的背

後，對於－群被賭場環抱的基督徒，他們面對

價值觀和實際需要時的衝擊和矛盾，該如何自

處？甚或，在自責和內疚的掙扎中，他們能否

堅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至於澳門的需要 ，」nX看到並沒有太多音樂

事奉團隊來澳門服侍，他們並非覺得自己有甚

麼了不起的地方，只是「即使只有五餅二魚 ，

相信神都會使用 l 」。 Anthony又補充說，澳

門的基督徒比例這麼少，也正意味著禾場很大

很大 I 只要能建立本土的信徒更熱切為主，對

服侍有更大的追求，其他事情天父自會作工預

備。

在澳門事奉的難度？

」 nX在澳門分享敬拜的異象很難，因為對

於大部分信徒來說，「敬拜的異象」很拍象也

很陌生，不像辦孤兒院那麼直截了當，容易理

解。即使牧者們也可能有憂慮，質疑團隊要來

澳舉辦敬拜工作坊， 是否意味著本澳的教會詩

班和音樂事奉做得不好？甚至擔心團隊是要來

「搶人」，帶走本澳在音樂事奉上有恩賜的信

徒？團長Anthony再三澄清，他們到澳門的 目

的，純粹為要服侍眾教會，希望本澳的信徒更

領悟敬拜的意義，從而更好的建立教會。

｀｀讚美＂的意義

既然」nX的成立是要分享敬拜的異象，那麼

到底甚麼才是真正的「敬拜」呢？

在三天的聚會及工作坊當中，」nX透過分

享 「敬拜讚美」 —詞在希伯來語裡面的含意，

知神的愛」，而是在於有沒有真正「經歷體會

天父的愛」 l 分別猶如—個孩子，如果單單感

到面對著嚴父，就只有認知上的敬畏，卻沒有

經歷到想親近父親的那份愛和渴慕。

Anthony強調，」nX從來不是要高舉某種

形式的敬拜才會被天父悅納，也並沒有否定過

傳統敬拜的價值；相反他們看重的是，如何融

合傳統和現代的敬拜，既令傳統得到更大的提

升，同時更開放 。他舉例即使傳統詩歌也能叫

人投入敬拜，重點是視乎弟兄姊妺的心靈和生

命，是否體會敬拜的真正意義，是否實實在在

願意在神面前，成為脆弱和透明的一個，被祂

破碎，被他建立，還是只在形式化地唱和，而

經歷不到生命的更新，從生命的深處去讚美

神？

特別鳴謝

談到今次要感恩的地方，」nX非常感謝天

父對天氣的保守，因為首次來澳的時候，他們

剛巧遇上八號風球吹襲，聚會被迫延期一天，

憶述當日八號風球在澳門聖經學院的宿舍內深

宵懇切祈禱， Anthony及隊員對於神給予」nX在

澳門的異象和流淚禱告的畫面， 至今仍瀝瀝在

目 l 他說即使第二 、第三次來澳， 每次仍受大

雨影響，難得今年三天聚會及工作坊的當中，

雖然也有小雨，但不影響工作坊的參與之餘，

空氣亦更清新 。

他同時看到團隊在默契的建立，澳門有

成員踏出信心的一步，隊員之間現時更像一家

人，關係的增長已到達心照不宣的地步。加上

看著參加者的成長，他和團隊都感到非常欣

慰。也鼓勵和寄望澳門的肢體，更大的經歷

包括：稱謝、跪拜丶俯伏敬拜、信靠、等候、 神 I
認識、以感謝為祭、事奉等 ，讓參與者明白， 若果想進一步了解」 nX 的工作，歡迎
真正的敬拜，其實並不在於音樂，也不在於形 發送電郵給」 nX 的澳門區聯絡人 Sammi 及
式，最重要是我們的生命 l 不在於有沒有每星 Matias : Sammi@jnx.org , Matias@jnx.org' 或請
期那十多分鐘的激烈唱詩，而是在於生活上有

沒有領會和親近神 l 不是留於理性層面地「認

日期 ： 2012年 10月 27 - 28 日（禮拜六－ 日）

時間 ：下午2:30 - 6:30 

地點： 二龍喉浸信會

對象 ： 願意熱心追求神、事奉神的青少年

費用 ： $300(包括$100按金，完全出席五天課

堂的學員，可獲發還按金。）

名額 ： 24位（每間教會最多四位報名）

查詢 ： 63558774 (電話）／

sumacau@gmail.com (電郵）

完成計劃者可獲頒發證書乙張。

瀏覽以下網址： WWW.」nx . org
文： 小花

報名須知

l) 報名費包括$100按金，完全出席五天課堂的學

員（每堂出席課堂時間超過一半，才會被計算作

「出席」），可獲發還按金。

2) 不設電話或任何形式的留位報名，所有報名須

附完整填寫的報名表（包括學員姓名）及費用，

方為有效。

3) 為公平起見，所有學位一經確定，不得轉讓，

所有出席課堂的學員姓名，須符合報名表資

料，否則本會有權禁止該學員參與計劃，以及

沒收報名費。

報名手續

l) 將以下報名表寄回本會辦公室

（地址澳門高土德商業中心4/D迦南園） 。

2) 或將報名費用存入「澳門永亨銀行」戶 口＃

750-401 - 101 後，把收據連同報名表傳真/SCAN

後E-MAIL到 sumacau@gmail.com 或致電通知

63558774 芻似」溴且(Fax:2821 7370) 

3) 或親臨本會辦公室報名。

報名表下載： http://goo.gl/UXr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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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溴門順利轉擂

澳門基督教聯會安排，由香港轉潘至澳門神召

會的第84屆培靈研經大會，為期十天共28堂聚

會已完滿結束，景況如舊約節期，靈筵活水，

神恩豐盛，神道興旺，溫暖人心丨 o

是次培靈研經會澳門轉播站有二千多人次

出席，所收奉獻澳門幣22 , 585 元，港幣4 , 12 5

元，港幣支票500元，人民幣800元。決志人數

有幾十人，多位青年人出到台前，下跪奉獻給

主，這邊流淚 ，那邊歡欣，存敬畏之心立願作

全職傳道人。懇請為教會新一代的工人代禱，

讓他們能成為澳門教會的年青接棒人 。

明年講員為李思敬、區伯平，及斯里蘭卡

牧者Fennando' 請為他們及明年籌備工作代禱 1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組織
「夏日陽光老友iG.J 活動黼懷長者

二0-二年8月 4 日 ，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

澳門堂社區關懷小組，組織並舉辦「夏日陽光

老友記」長者探訪活動，在炎炎夏日裡，以唱

歌表演、迭禮物、小遊戲、溝通及關懷等，齊

齊關心我們社區的可愛老朋友 丨

無靄生命力國甄逆嬈

201 2年經營環境挑戰重重，鑑此，澳門聖

經學院聯同香港公義樹於八月四 日假澳門崗頂

前地匯業銀行行政中心舉辦「無窮生命力面對

逆境」營商與信仰分享會，會中特邀香港彪哥

海鮮菜館創辦人李案弟兄分享見證，美國甘泉

國際公司前CEO及CO-CEO李卓民牧師、李黃慧

恂師每出任講員。總出席人數約50多人。

首站探訪地點為松柏之家老人中心，服務

對象大概有數十位長者，志願者首先表演歌曲

作為活動的開場白 ，隨即和長者們一起透過小

遊戲互動，志願者以小組形式慰問及關懷長者

們 。 最後，為各位長者迭上由咀香園餅家贊助

的小禮物 。 我們在此衷心地感謝咀香圜餅家的

熱心捐助及參與。

長者在年輕時為家庭及社會貢獻，應在年

老時受到尊重及關懷 。 整個活動志願者均表示

獲益良多，並會更多尊重自己的年長長輩和加

強與他們的溝通，令家庭和諧幸福。此外，本

會舉行長者關懷活動 ， 探訪地點分別為唐暉畏

者日 間護理中心、濠江逸麗護老院、及仁愛安

老院 。 如若報名或查詢詳情，請致電林小姐

(6687 1565) 。

澳門 日誌2013出版了 ， 每本$20•

基督教書局有售 。

所有收入撥作出版免費刊物《時代月報》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即

用愛擁抱校圉 -9月校固開學禱告會

時間 ： 9月 2日（日）晚上7:30-9:30pm

地點：澳門神召會東望洋街15號E友聯大會地下

目的 ： 召聚校園信徒，以禱告守望校園，以福音

行動得著靈魂，改變校園文化

內容 ： 詩歌敬拜、分享、禱告

主辦：國度事奉中心（澳門）

教牧工作坊 － 「 關懷患情緒病的肢體」
日期： 2012年9月 6 日（四）

時間：上午9:30至下午1:00

地點：中華傳道會澳門堂（高地烏街29號金賢閣3

樓A産）

費用 ： 全免（現場設自由奉獻）

對象：教牧／機構同工

講員：葉萬壽先生

主辦：澳門中國借徒佈道會、澳門基督教聯會

查詢電話： 2835 3306 (澳門中信）

玩創你玩創理

日期： 9月 22 日（六）

時間：早上9:30至下午5:30

地點 ： 澳門恩臨教會（地址澳門祐漢新村第四街

祐成工業大廈第一産3樓）

內容：工作坊透過簡單的創意歷奇遊戲、互動的

小組分享和經驗式的學習體驗，讓參與者掌屋如

何更有創意地設計適切受眾的活動，更活潑地和

靈活地將借息融入生活中。

費用 ： 澳門幣100元

報名地點：澳門堅中堂（地址澳門祐漢新村第八

街康和廣場地下V舖）

查詢電話 ： 28511400 

主辦機構 ： 基督教聖約教會澳門區會

贊助：教青局＂關壞青少年成長資助計劃"

李思敬釋經趼習日
講員：李思敬博士

日期： 9月 22 日（六）

時間： 3:00PM-10:00PM 

地點：帝濠酒店4樓

費用：澳門幣500元

查詢電話： 66689905/66346725 

「同心結伴行」步行籌款201 2

日期： 2012年10月 6 日（星期六） 3:30pm-5:30pm 

地點：松山33彎跑步徑

查詢 ： 28578241 (黃小姐）

主辦 ：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一協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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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祐澄、楊秀穎、 崔恩明、林志偉、關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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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012-000633-1 , 寄回存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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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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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