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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被澳門日報評為「平安夜不可少的」
《歡樂佳音平安』夜》綜藝晚會今年已踏入
二十週年(每年透過不同的主順信息，, 表明耶穌基督是聖誕節的唯一真正主角。

1993年 ， 第一次的歡樂佳音平安夜在議

事亭前地舉行，翌年因場地腸係，移師

至大三巴牌坊舉行 。 當年，大三巴牌坊,,.._ 
耶穌會紀念廣場行人稀少，燈火昏暗，

大會只好自備兩盞大燈，在没有舞台的

情況下 ， 數十位詩班員站在廣場階級上

獻唱， 頌唱主耶穌的降生。年復＿年，晚

會活動成為大會立志毎年為主耶穌舉辦的生日派對，成為我們向

主耶穌所呈獻的生日禮物 。

1999年 1 2 月20 日 ， 基督教會在大三巴舉行慶祝回歸晚會，眾同

工原打算當年不舉辦報佳音活動 。 後來得到一位牧者的提醒，作

為神兒女的我們，應當在紀念主耶穌降生的日子，為祂的愛和犧

. 
2003年，政府以旅遊熱
行活動，於是，大會籌
委員薈成員進行商討 ， 最簇丶
而大會舞台的歴年背景設計， 前由平面發展至立體下可注臺,蕊,~
豐富的視覺效果呈獻予主耶穌。廿年來，晚會的舞台節洎，也不斷
更新，早期晚會只有由晚上十一時至十二時的大詩班獻唱；至今

已發展為歷時四小時的綜藝晚會，以豐富的節目傳揚耶穌基督的

大愛 。 並每年藉不同的主題，百人詩班、樂隊演奏、小組獻唱、

真愛爆笑騷、青少年及兒童舞蹈、音樂劇 、話劇、默劇、非洲鼓

陣、信息短講、影片分享、合家歡遊戲等種種不同的形式，遁明

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 聚會的多元性，也使活動成為＿個可讓青少

年發揮藝術所長的平台。

歡樂佳音平安夜是澳門基督徒音樂協會一年一度的重頭事工，廿

年來，堅持秉承協會的＿貫宗旨，推廣聖樂事工及藉此聯結對音

樂事工有負擔之基督徒及教會網絡 。 也藉著活動，建立出聖樂文

化與社會生活及節慶文化互動發展的平台 ， 也建立了＿個合家歡

好去處的美好形象。近年 ， 晚會所接觸的人次達萬人，蒞臨欣賞

的觀眾不單是澳門本地市民 ， 也有來自中菌及港台遊客，他們皆

表達澳門聖誕的節日氣氛比鄰近地方濃厚 。

持續舉辦同一項活動二十年的確不容易 ； 接棒的青年要持守原初

理念及宗旨，堅持以不同形式的舞台節目表達聖誕節的真正主角

及意義 ， 將愛傳頌 ， 讓世人認識救主耶穌，讓澳門市民得著救

恩 。 誠邀信徒及澳門市民於本年平安夜，帶同親友蒞臨大三巴 ，

一同歡慶、紀念主耶穌的生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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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結：錢可以解決問題

世界上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錢，因貧
窮或成本原因，因此未能解決困難，

甚至認為錢不能解決問題。但從另—角度看，

錢確實能解決問題、改善困難 。在世界上除了

產油國家錢多外，細小得連世界上都不起眼的

澳門，政府卻認為錢可以解決問題 。打個比

喻：有很多人喜歡袖獎袖現金，辦事的人認為

買大量禮物太花神，也很難滿足中獎的人士，

有人抽到禮物都未必開心，或許該禮物太普

通，家內都有，又或不合用，男仕抽到女仕的

用品，女仕抽到男仕的用品，最終變成「抽獎

垃圾」；但抽中現金就可以自由購物，不受禮

品合用與否的限制 。果真聰明的政府，派錢（

現金分享）適隨尊便，各有各使用，各有各購

物。青年人—次性購買名牌運動用品、手機丶

板腦等，女士購買手飾珠寶、名牌手袋和衣

服，男士往娛樂場博－博，刀仔割大樹，如此

種種，大有人在。真好像冤枉來冤枉去，橫豎

錢都是白得來的。 這種派錢價值觀扭曲了社

會，歪曲了人心。 話說是幫助普蘿大眾生活所

需，補貼通脹壓力； 但實際上 ， 年老和年幼所

派得的金錢，都是子女和父母代為收取，當然

若肯按其年長者或幼兒意願作適切辦理，則幸

福和睦；但有很多人卻佔去其份，不尊重長幼

所傳，不為其儲蓄。

政府真要「多一事長－智」，應該是：「

多多事長多智」才對。年底各部門都要作盤

點，就財政而言，庫房水浸，隨便借個名堂都

可以向政府索取資助，對於過去一年，開支多

寡已不重要，總之「有嘢做過」就算了。運輸

工務部門可謂豐收的一年，對於收地及建屋立

了大功，而對於僭建及危樓，則仍在「發功」

。交通方面 ， 正式動工建輕軌，強化巴士班

次，西灣大橋增設電單車專道，優化巴士站增

設長者坐椅等。

但可惜政府建社經屋計錯數，對建屋質素

監管失敗，對地產發展商過於優惠，對未興建

樓宇的閒置土地，收取溢價金不緊張、不理

會，形成市民住屋需求不對稱，縱然有建屋的

也留待高價時才賣，出多少招都無補於事，價

格與市民能力完全脫節。

交通運輸不見改善，車多街上得個「亂」

字，巴土意外頻生，車廂又不合本地，司機質

素參差；的士不足兼有濫收車資和拒載。路網

又不增加，所謂打通某段某區路，都是早年不

做今日做而已。車位不斷縮減，但卻從沒有想

辦法阻止車輛增加，反之「發財車」不斷無

限，路線之多，可媲美公交，市民甚感方便，

似乎巴士可以早日「收工」°

通脹是全城致命毒瘤，政府從沒有加以控

制，只說研究又不下藥，高官與公務員年年加

薪，甚至特首呼籲僱主加薪給員工，講得輕

易，賺錢唯有開賭 。 其他中小企的員工可謂提

早退休，收工大吉，甚至結業大吉，無謂做 。

若然話：錢可以解決問題，只好加大退休保障

金丶 養老金、敬老金、進修金、醫療劵，想得

出名堂的「金」都可以付給大眾。就連教育界

也講金不講心，社服界如事、醫療界和文化界

也如事，甚麼界別都如是。這是甚麼心態的社

會？甚麼管治策略？真是錢多好辦事，亦是錢

多不用辦事的邏輯。《聖經》早就指出 ： 你豈

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 （箴言23 : 5上 ）

政府派了錢，市民想點做就點做，你有話事

權，人人有份，總之「收聲」，請你給個讚。

范鍚強牧師

加價也要加值
吉通脹成為近來的生活話題，很多生活開

回支也大增。經常光顧的茶餐廳食物也漲

價不少。當中有食客埋怨加價幅度，然而在萬

聲中仍無奈的繼續光顧。因為食材、原料、薪

酬也不停的加， 要繼續經營下去，店主也無奈

的加價。

一切服務及食物的質量不變， 而光顧的客

人要多付出金錢，當然感受不佳 。茶餐廳把每

杯咖啡升價到 10多元，大家都嫌貴了， 甚至有

客人批評為暴利，但若在星巴克或是高級－點

的餐廳喝一杯數十元的咖啡，大家似乎又不會

介意，有時還會認為是物有所值 。同是一杯咖

啡，或許質素有點差別，但相信原材料的價格

不會相差數倍之多吧！關鍵是附加的價值—華麗

的裝潢；貼心的服務；舒適的空間等等，讓顧

硬件設施外，就是要讓旅客感到物有所值，甚

至是物超所值。最近也有從外地的朋友反映，

澳門的東西愈來愈貴，但服務水平及不上鄰近

地區，不少店員的服務只停留於做了，卻沒有

做到他們能做的。其實，有時給客人附加價

值，並不一定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就可以讓客人

有物超所值的感受。還記得多年前一次旅行，

我與朋友入住－酒店，晚上正在房間休息時，

突然有服務員按門鈴，我打開房門，意外的迎

來—個小小的生日蛋糕。原來在我入住時出示

證件登記，他們就知道當天是我的生日，於是

他們就送上點點的心意。他們多走一步，給予

客人附加服務，為我們送來意外的驚喜，為酒

店創造不一樣的價值 。 直到如今我們仍不時讚

賞這酒店，也會推介別人入住這酒店。

客樂於付出多數倍的代價。 多少時候，我們抱著打工的心態去工作，

澳門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除了—些
往往局限自己停留在做了應做的，沒有想到我

良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帖前五16 、 18)

一位雜誌編輯早上起來的時候，突然

覺得心胸隱隱作痛。他起初沒有理會，以

為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 但這幾天都覺得

疼痛，於是他去見醫生 。醫生不能肯定他

有什麼毛病，因為他—向保持良好的健唐

紀錄。於是為他全身掃描和切片化驗。檢

驗的結果是他患上了某種現在無法醫治的

病症。醫生對他說，大概只有六個月的生

命。醫生閤他是否接受電療或什麼藥物，

但只能減輕他的痛苦，不能把他治好的 。

這位編輯好像被判死刑—般，—時不知所

措 。 但醫生又對他說，現在有人提出最新

的方法是用大笑去減輕痛苦。於是他去找

教會的牧師，告訴他自己的情況，問牧師

在教會這麼多團契小組中那一班人常常會

大笑的 。牧師想了一會，提議他去四至五

歲兒童級的主日學為助教。於是他去了。

這班活潑可愛的兒童看見一位伯伯參加他

們的主日學，便覺得徨好笑，一看見他來

便嘻哈大知 。此後這班好奇的小朋友時常

問他很多奇怪而富想像力和天真的問題，

是他當緝輯以來從來未遇到的 。所以他每

禮拜都可以大笑—個鐘頭。半年之後，他

竟然不藥而愈，癌症不單沒有擴散，反而

完全消失了 。 原來最新的醫學研究發現

大笑可以使身體產生大量的「恩多芬」

(ENDORPHIN) , 那是最自然和不會產生

副作用的止痛劑，可以治風濕、癱瘓和過

們可以多做一點我們能做的。要知道，我們肯

多走一步，不單是為公司、學校附加價值，也

為自己個人加分。 老師的工作是育人的事業，

甚麼是我們應該做的呢？ 甚麼是我們能做的

呢？退化到「 賣知識，賣時間」的境地—準時

入課堂，教了要教的內容，就是完成任務嗎？

斷乎不是。曾有一前輩教導我，他說成為一位

好的老師，不單是教懂學生所需學的知識，還

要讓學生喜歡老師所教的學科 。 老師能否為校

團，帶來多一點點的附加價值，就看老師花上

多少心思了 。只要用心一點，多走一步，學生

們往往的回應都會是出人意料的。

我們工作是為了過有價值的生活，而不是

單單為求生存 。我們要加價，要求別人多付一

點點代價同時，我們也要讓他們獲得更多的價

值。我們做的不單是我們應做的，而是多盡力

一點，做了我們能做的，價值就會不一樣了。

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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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號 .J (Logos Hope)旋即到港

全球最大的海上書展

自二三船隻「：二二二~pi
12 月首度訪港的「望道號」，是該協會最新的

船隻，她將會帶着全球最大的海上書展和400 位

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員來到尖沙咀海運大廈與市

民會面。「望道號」的排水量及體積均比曾經

到訪香港的「忠僕號」大兩倍，可容納更多市

民到船上參觀；而設於室內的書展區更備有空

調，較從前戶外的書展舒適，能給予訪客嶄新

感受。

「望道號」的書展部展銷逾5,000 個廉價書

目，而目涵蓋廣泛，包括科學、體育、烹飪丶

藝術、詞典、語言、哲學及家庭生活等書藉；

另外特設兒童書目，如童話故事、教科書、字

典及地圖等。除了書展部外，市民亦可以參觀

望道號體驗層的其他區域 。 在迎賓區內，透過

望道號簡介短片和模擬船艙，市民可以更深認

識望道號。生命旅程展覽區一個個藝術展版，

讓訪客從中探索生命中的抉擇。國際咖啡閣除

了提供多款小食、雪糕丶飲品外，更讓訪客有

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員輕鬆交流。生活體

驗館則讓訪客以嶄新互動的方式，體會愛滋病

患者的世界，從而提高大眾對愛滋病的認識和

關注。

「望道號」將於2012 年 12 月 14 日至30 日

訪港並停泊於海運大廈。開放時間為逢星期二

至六上午10 時至晚上10 時；逢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晚上 10 時。望道號於12 月24 日及25 日

擊誕期閤均全日暫停開放，直至12 月26 日上午

10 時方再度開放予公眾參觀。門票售價為港幣

10 元正； 11 歲或以下的小童（必須由成人陪同

參觀）及65 歲或以上的長者費用全免。「望這

號」由德國的非牟利慈善機構「好書共享」營

運，透過海上書展及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活動，

把知識、幫助和希錳帶到世界各地。「好書共

享」協會旗下的船隻於過去40 年曾到訪超過160

多個國家，並接待了近4,000 萬名訪客到船上參

觀。

如需要任何資料或傳媒查詢，請與望道號

訪港20 1 2 籌備隊聯絡

Ms. Sabrina Lee (Mob: 5175 7830) 

Email: sabrina. l ee@gbashi ps. org 

www.logoshope.org/hongkong 

Xinya's story: 

隨：：二蠶鬪了言二二
因著當時的忠僕號到訪基隆港，我有機會參與

了兩星期的體驗服事，沒想到上帝讓我體驗了

兩星期後，會挑戰我擺上兩年在忠僕號上服

事，我還成為第一位從澳門來的姊妺呢 l —轉

眼如今我已經在宣教服事第五年了。從08 年至

10 年的船上生活，最感動我的是世界各國的

弟兄姊妺，不同的文化學歷背景，單單因著愛

主的心一起服事，傳揚福音，像一隊聯合國的

軍隊一樣，真是讓我—瞥天堂的光景。也因著

這兩年的宣教，讓我更清楚上帝對我一生的呼

召，往宣教的路走下去。雖然曾是我的家的忠

僕號現已退役，但帶著相同異象的另—艘船一－

望道號即將到訪香港，鼓勵大家去參觀，也聽

聽船員們的分享，說不定上帝為你預備的是你

從未想過的 l 。

鸕蠹餾鑼澶鸝鏮
—個裝備自己去傳福音的好機會

日期： 2012年12月 17 、 18 日（星期一至星期二）

時間：晚上7:30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馬大臣街5號A)

報名地點：澳門聖經學院

合辦：澳門聖經學院世界福音動員會（澳門）

如有任何查詢，請賜電2830 3454 與劉博士聯絡 、

講師： Mickey Walker 

Mickey Walker 為美籍 OM 資深同工，自 1969年便與妻子加入

OM, 在OM巳有34年服侍經驗，曾在尼泊爾、印度、黎巴嫩、比

利時、伊朗服侍，又有5年參與福音船上佈道部的事工。自 1984

年起， Uncle Mickey 定居愛爾蘭，常透過福音畫板、魔術等創意方

式與人分享福音信息，享有「都柏林 (Dublin) 街頭佈道家」之

美譽。 他育有6名兒女，均已成家立室，共14孫兒。他將於望道

號訪港期間教授創意佈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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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組織
「秋日陽光老友記 .J 活動關懷長者

二0-二年11 月 25 日，澳門－－基督教金巴

崙長老會澳門堂社區關懷小組，組織並舉辦「

秋日陽光老友記」長者探訪活動，在秋高氣爽

的日子裡，以唱歌及話劇、迭禮物及小遊戲丶

溝通及關懷等活動， 一起關心我們社區的可愛

老朋友 l

兩站探訪地點分別為海傍區老人中心及工

聯健頤長者服務中心，並已於 U 月 10 日及24 日

舉行，服務對象有數十位長者，志願者以唱歌

表演作為活動的開場白 ，隨即上演一場精彩的

粵曲話劇，然後透過小遊戲，增進志願者及長

者們的互動。最後，為各長者們送上悉心預備

的禮物包，內有作保暖用的小禮物等，給長者

在冬日帶來絲絲温暖。整個活動氣氛愉快融

洽，志願者均表示獲益良多，並會更尊重自己

的年長長輩和加強與他們的溝通，令家庭和諧

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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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郎

管教孩子有法則？

日期： 2012年12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30

主辦 ： 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愛堂

協辦：中華傳道會澳門堂，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

地點：中華傳道會澳門堂（高地烏街29號金賢閣3

樓A座，屈臣氏旁）

講師：葛琳卡博士

查詢 ： 2834-3798 (頌愛堂張志卿傳道）

情緒四 重奏

日期： 2012年12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00

主辦：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愛堂

協辦：中華傳道會澳門堂，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

地點：中華傳道會澳門堂（高地烏街29號金賢閣3

樓A座，屈臣氏旁）

講師：葛琳卡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美國臨床心理學碩士、博士

美圍婚姻與家庭碩士

靈修神學碩士，工商管埋碩士

加拿大卑詩省註冊心理學家執照

美匿加州婚姻及家庭治療師執照

香港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學家

拉法基金創辦人，現任 ｀｀心悅坊心理中心＂

專業輔導員

查詢 ： 2834-3798 (頌愛堂 張志卿傳道）

澳聖招請院長秘書、傳訊及

聯絡拓展部助理一名有意者請將履歷寄東望洋新

街23號美利閣二樓H座或電郵info@macaubible.org

澳門聖經學院行政主任收。如有任何查詢，請賜

電2830 3454 與劉博士聯絡

教會誠聘堂主任

中華基教會澳門海南堂誠聘宣教師或牧師為堂主

任 ，神學本科畢業。牧養40餘會友。責任心強、

對青年工作有負擔。待遇基本看齊本區會。有意

請俱履歷表寄本堂。合則約見 。地址 ： 澳門勞動

節馬路廣福安花園8座3樓BH堂主任或堂主席收

澳門「蒙福旅程」福音事工誠聘

事工幹事及包裝工數 ，名有意者請親繕履歷 ， 要

求待遇，連同近照寄至澳門高園街49-A號雅景閣

地下A鋪或電郵Helenhph4@yahoo.com.hk 事工主

任收。如有任何查詢，請賜電 2835-7630 與黃主

任聯絡。

出版：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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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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雅廉訪郵局信籍66 II號時代月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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