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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這堂港澳區聯會以及香港華人基督教

聯會聯合統籌，於2012年 11 月 26至28 日在宣道

堂總堂舉行了「 2012粵深港澳教牧交流會」。

來自廣東省丶市兩會，深圳市、廣州市各堂會

及香港、澳門的教牧同工超過一百多人，圍繞

著今年的交流主題：知己知彼－城市教會的宣教

牧養，進行了友好而熱烈的交流討論。

專題講産分別在26 日及27 日下午舉行，由

來自香港的林榮樹牧師主講 『 性格形態與牧

養 』 及鍾健楷牧師與周寶熙牧師主講 『 網路平

台牧養工具介紹 』 ，在27 日早上更舉行了 『 牧

養論壇：青年群體牧養模式經驗分享 』 ，與會

者從不同的牧養角度和牧養經驗展開了熱烈的

討論學習和交流，彼此間獲益良多。晚上更舉

辦了全澳公開培靈大會，由李炳光牧師傳講 『

活在人群中 』 信息，使多人得造就和奮興。 28

日早上，澳門基督教聯會更盡地主情誼，接待

园內同工暢遊澳門文化遺產及基督教歷史景

點 。

餘音未盡、依依不捨，這是—次難能可貴

的機會，期盼不久的將來能繼續舉辦，讓服事

於不同地區的教牧同工不斷加深瞭解認識，互

相學習、取長補短、不斷提升，發揮主賜的諸

般智慧與恩賜為主發光 ，將福音廣傳。

這個活動的起源真是有賴於香港華人基督

教聯會對周邊地區的關心， 相信是希望拉近港

澳教會與國內教會的距離， 好讓我們對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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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工作～囿內教會的運作與發展有更多的瞭

解，分享各地同工的處境、資源與困難，彼此
借鑒、彼此分擔、彼此安慰、彼此代禱。相信

港澳同工的資訊與資源都較豐富，但园內同工

的刻苦耐勞、熱誠與堅持的精神也成為我們莫

大的鼓勵 3 於二零一零年的一個秋天， 啟動了

第一次的嘗試， 邀請了廣東省、廣州市基督教

三治愛國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的負責人， 廣州

市和深圳市各堂會的教牧同工，并邀請了澳門

宣道室部份牧者以及澳門基督教聯會主席前往

廣州市基督教東山堂，嘗試性地舉辦了第—次

的三天兩夜四地交流活動，所謂四地就是（香

港、澳門、深圳、廣州）。當時同樣是圍繞著

城市教會的牧養以及城市教會的牧者難處等議

題舉辦了講座，也有分組討論交流。雖然是第

一次，難免有些拘謹和客氣，但已經讓各地同

工之間帶來瞭解、認識和反思 。最後一天舉辦

了向市民公開的培靈會，邀請了香港已故資深

牧者－－梁林開牧師為講員，所有出席四地教

牧交流的牧者成為臨時大詩班為培靈會獻詩，

整個東山堂座無虛席，甚多信徒早早在教會等

候，渴慕之心感人之至。四地教牧都深感是次

活動獲益良多，期望繼續，最後迫不及待地定

下了來年計劃——深圳。

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們在國內基督教深圳

堂重逢了，深圳堂大樓在國際上榮獲設計大

獎，是次活動更得到當地政府的肯定，派來統

戰部長、宗教局負責人在活動開幕式上致辭，

與眾教牧合照後離去，並不介入我們的分享討

論。每—個的講座都會有來自不同區域的教牧

---作汾言一言］了7渭「的分享也越來越熟識與開
、- .,. 

放。｀． 今次的培靈會更請來香港宣道會蕭壽華牧
師為講員，同樣有四地交流牧者為大詩班，並

目有四地牧者代表為培靈會主持了聖餐禮，場

面莊嚴感人，出席者數不勝數。

為這交流活動我們不得不感謝主，聖經

說：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

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

枉然警醒。＂，我們真希望各地教牧靠主得

力，興起發光。為此我們決定這活動不能停，

并選出各地的籌備代表，預備下—屆，所以今

年的活動應該是第三屆了，我們期望第四屆丶

第五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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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緊要HAPPY

首二勺旦龘：：二二
完全落空。國內不少騙子借末日訊息賺了一大

筆，無知真令人遺憾，今時今日的科學世界，

竟有人相倍預告某日某時是大限。即是說2012

年 12月 21 日後的日子是意外所得，是意想不到

仍存在的時空，理應更珍惜此段往後的光陰。

新生的年代，更新的生命，就應努力奮進，讓

人類生活更美好，身、心、靈更健療，德性更

成熟，世界更和諧幸福，所謂尤如「死而復

生」 °
今天澳門市民大眾享受高經濟的成果，獲

政府不少「增進民生福祉，立足長遠發展」，

這口號似乎頗吸引；事實「共建共享，關顧民

生」以財力鞏固民心，全澳居民即時獲較去年

多的現金分享計劃和醫療券，有工作的更注資

額外金錢往中央儲蓄制度戶口，有樓者房屋稅

首3 , 500元免收稅款，未擁有不動產的永久性

居民，買樓首300萬元豁免轉移印花稅。就學

的，無論高等教育或非高等教育都有津貼，長

者最多一年可獲取59,600元，真是老有所養 。

打工仔不但減收職業稅， 且會在2014年收到額

外退稅；做生意免額多多，差不多講得出都

免；對於弱勢家庭則不算慷慨，在今天通脹的

強勁，根本無補於事 。

對構建施政長效機制的住屋保障仍是主意

不定，講還歸得個「講」字，仍然益晒地產

商；社經屋建設根本與供求脫節，有人講笑：

明年特首可否派樓，人人有屋住。社會保障

上，若博彩稅下滑，是否仍有錢注資入「中央

儲蓄戶」內？優化醫療更令人詬病，要病人四

擧壓與工作力

早
前參加—個內地的教育研討會，其中－

個教授再次引述網上很多人討論的—個

話韙與大家分享，「為何中國人沒有取得諾貝

爾獎？因為這獎項沒有考試。」中國人最懂傳

考試的，很多的國際性競賽，中國的學生均能

取得前列的位置 。 考試能力就等於實作及創新

能力嗎？斷乎不是 。

基於文化及歷史原因，我們的教育雖然高

唱改革多年，但仍沒有跳脫考試導向的教育模

式 。 大胆的放下這考試的包袱，真不容易 。 最

近也有—些中、小企業的主管朋友慨嘆，現代

的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的能力，實

在與企業所期望的有很大的落差 。 就算是名校

的高才生，進入職場，幾乎要從頭學起，不單

企業主管投訴，而這些高才生也很有挫敗感，

從小到大都被認為是優秀的，甚至考上了名牌

大學 ， 胸懷大志的進入職場，才發現試場上的

滿分 ， 在工作上沒有多少可以派上用場。紙筆

的考試 ， 與職場上的動手能力，根本就是兩回

事 。

早前，就讀初中的外甥， 也通過手機與我

分享他生物實驗課的成果—已解剖完的青蛙屍

體的相片 。 我問他這實驗課學到甚麼？他說青

蛙的心臟很大，大家都很害怕解剖青蛙，所以

他來操刀的，原來真正解剖與書本學的很不同
的 。 我不知他真的學到甚麼？不過總算是他親

自動過手的，有一點操作的體驗 。不然， 這只

青蛙的生命就只是換來同學們的驚訝，就實在

太不值了。動手能力，實際處理問題的能力，

處奔走，排期複診差不多無期，澳人多寧往香

港或珠海等治療，話建離島醫院由2014年建成

拖至2017年（這個日子是否確實？根本難保証）

，縱然有硬件 （建築物、醫療機械器材等），但

醫生、護士、員工等軟件又如何？以今天人資

短缺的澳門，必須輸入大量外僱專才，才能實

現所應允的事。教育方面，更受立法會議員質

疑，在單—產業的社會，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

流失，身在海外深造的，其所進修的科目，回

澳有何行業可作？ 難怪乎很多在外讀書的學

生，畢業後留在海外工作，甚至逗留入籍，結

婚成家都不回澳。留澳者則選擇博企、賭業，

高薪厚職成了不作他想的終身職業，加上就學

時「乜金」都有，價值觀已被扭曲，又怎會有

興趣發展其他行業，更難要求進教育界、社服

界、醫護和文化界，人人都睇錢份上來上班，

難有忠心忠誠為社群服務。

對於持續發展經濟，所謂「適度多元」已

流於口號，年年如是，寸步不行。最多就只有

「罔城化」的概念，盡快溶入國內，失去機遇

與自身的特色。要齊享優質生活是無了期，

交通政策混亂，保護環境做嚟睇，人口沒有

政策，所謂諮詢，其設計空談，外來人越來越

多，如何平衡得利呢？治安只有採「無為而

治」，羔白自然擺平，唯繼續博彩世界就得平

安。公共行政做成點，澳人有眼睇，政制法律

滯後，如何做得好？政府部門與部門間各自運

作，要做的重疊又重疊 ，浪費公帑； 官員互相

比面，「你唔好理我嘅事，我亦唔會理你嘅

事」，正係管治定津，一切安好，運作順賜，

難怪乎管治團隊越來越臃腫，增聘人手不斷。

大家最緊要HAPPY I 真擔心今天的人是 「 以

愚昧為樂」（箴言15章21節上） 。

范錫強牧師

卻是學校較少偏重的培訓。但反之在職場上，

卻是很重要的能力。

最近在—雜誌上看到—段聘請員工的廣

告，值得與大家分享。

誠徵員工
能力有多大 天空就有多大

學歷 不拘科系不拘

＊＊＊＊＊ 具備下列能力 ＊＊＊＊＊

精通中英文， 超強執行力 ， 不計較工時

喜歡與人互動 ， 具溝通協調能力 ，主動鵜心顧客

滿足顧客需求 ，主動協助同事與團隊達成目標 l

這廣告給我很大的反思，試問除了中英文

能力的培養外，其他在這廣告中要求的能力，

我們有多少會刻意的在校園內培養呢？或許，

有人會說，我們現在於職場工作的人，也不是

一樣，很多東西都在職場中重新學習的。學校

與職場一定會有差距的。是的，我們這一代，

在求學時期，還可以規劃進入那一行業工作，

說不定還有很多前人的經驗可循 。 但如今時代

變得太快了，新一代面對未來的工作 ，有很多

在現今仍未出現的。沒有多少前人的經驗可循

的 。 所以，現場處理困難的能力，團隊協作能

力 ， 自學能力等，會是他們未來更需要的能

力，這些能力比他們掌握多少學科知識，憑記

憶取得高分數重要得多。教育是為著孩子的未

來，不是重覆我們的步伐，有學歷而沒有好的

工作能力現象，已給我們的教育饗起很大的警

鐘了。 老 C

.,{{ 

`` 鳳鼴三口霍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J {羅8:28)

「上帝彈風琴，撒旦拉厘櫃。」這是

—句西方俗語 ，意思是撒旦雖然既邪又

惡，上帝也常利用它，以成全祂的計畫。

古式風琴之風櫃有一根特造木柄，伸出

琴外，每次彈琴，必由—工友雙手拉緊木

柄，一上－下不斷地將風送進去，彈琴者

便能彈出美麗的歌曲。不同的是，這句俗

語裡的工友卻是撒旦。

當以色列人逃難為奴之地埃及時，前

有大海，後有追兵，眾人驚恐萬分，上帝

以海水淹沒所有敵人。上帝借著埃及的馬

兵和車輛禮榮耀，證明他是耶和華（出十

四： 18) 。

當猶大國背棄上帝時，他使用外邦尼

布甲尼撒王，將他百姓擄去巴比倫，過了

七十年的亡顾奴日子。這件事再次證明上

帝使用外邦人的手，完成他的工作，也使

先知耶利米之預言因而應驗（耶廿五、廿

九）。

_., 當然，上帝能獨行其事、孓本無需誰、
來幫忙。但從聖經上我們也常戔要

,~ ~ ........ ·• . •. -,-. "--,, 

啁人來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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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傳媒和教會流傳各種有關婚姻、性愛

和獨身的論述，正負面皆有。作者穿越西方流

行文化、歷史、文學、神學、教會傳統（並自

身常有的尷尬經歷 ! ) '發現耶穌的單身是一

副鏡子， 説明舊約與新約之間出現了革命性的

轉變， 守獨身者不是了無生氣 ，反倒有獨特的

生命力量， 亦能賜予生命 。

本書既反抗世俗的性愛自由觀 ，亦反抗福

音派教會過度高舉婚姻與「家庭價值」，付出

了宏大的神學和牧養代價，誤把核心家庭視為

教會的核心，誤以為教會的核心價值是建立核

心家庭，讓每個信徒都獲得所謂的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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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深沉的哀痛
美

圈詩人惠特曼說：「曾經受凍者，才能

體會太陽的溫暖。經歷過人生苦惱者，

方知生命的可貴」。而對於年輕喪女的母親來

說，是多些沉痛與無助，其傷凍是需要那麼多

的溫暖，其悲傷是需要多麼的關愛。

看著那熊熊烈火，棺木躅蹭而進。但不斷

聽到有—把哀怨、棲厲的聲音大聲呼叫，有—

位母親雙手不斷拍打自己的頭腦，「啊女！是啊

媽不好，沒有好好的照顧妳！是啊媽不好！

」，場面十分的暗然、淒酸。

一生命何價

一個十分漂亮、甜美可人的少女，對於很

多女性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外表。但是在一分

鐘之內就永遠離開這個世界。這突如其來的

惡夢，作為—位母親，就如睛天霹靂，內心深

處就如干刀萬剧。作為前線的社會服務者，

特別是福音戒毒機構，面對生離死別的個案也

不少，怛這麼棲厲的哭聲，內心這麼的悲痛，

十分深刻地印入我的腦海之中。在整個追思會

上，我不斷自問，我可以作甚麼呢？看著那聲

廝力竭的哭聲，讓我內心深處也泛現出傷感。

雖然女孩對我們來說有點而 陌生，只不過來

過中心幾次，但看到其母親的傷痛，讓我更深

思想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台灣生死學之父傅偉

勳教授 ( 1 993) 指出，我們生存或生活的每—

時刻，也同時即是「向死存在」的時刻，死亡

問題的精神超克，終究要看每—實存主體的獨

特態度、價值觀丶－生死觀等如何，完全屬於存

在主義所云「實存的抉擇」。因此，當我們了

解到人的生命有限時，焦慮就會提高。面對不

在中國的社會裡，生命的結束往往會為在

世的人帶來傷感，因為他們會覺得結束就等如

結束 。 在亞思的追思會中，讓我回憶很多，而

雖然對她的認識不多，但看到家人的傷感及哭

泣聲，就好似自己的親人離世—樣，但當晚傳

道牧者的一句說話，讓我重新反思基督教信仰

對死亡的看法，以及追思禮拜的真正意義。那

就是所有的儀式都是為在世的人而做的，因會

中會用詩歌及禱告來為大家帶來平安及莊嚴的

訊息 ， 是有別於其他宗教會很嘈及哭哭啼啼。

最後，我再—次認定亞思已在天父的懷中得到

安息，雖然她已離開我們，但總覺博她與自己

一樣，選擇了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 —同享

受永遠的生命及主內的平安。願平安臨到亞思

的媽媽及哥哥那裡，頤他們早日認識基督的信

仰 ， 與亞詩一樣—同享受永遠的福樂，將來可

以在天家團聚 。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部落社工．峒昌

參與許思的追思會，原本對需參與一位不

認識的人的喪禮，初時總有點怪怪的感覺，可

能是受中國人文化影響 ，覺得參與「白事」是

—件不幸運的事情 。 但當真實地面對時，卻被

沉重的感覺取代了，看到她的家人的悲傷，真

的很儔感，還帶給我許多對死亡意義的反思 。

人生在世，需面對許多不同的甜、酸丶

苦、辣 。 每天都有人旦生、也有人死亡 。 死

亡，看來很遙遠，有時卻很接近 。 近得你無法

忽視，但卻又難於處理 、 面對 。 雖然我的身份

可避免的死亡時，我們反而能夠把握眼前時刻

的重要，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充分的時間去完成

所有的計劃（李茂興譯， 1996) 。而且尼采也

表達到 ： 「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

都可以忍受」。從他們的看法指出死亡與生存
是在乎人瞬間意念，就這瞬間我們對生命的響

往，對生命生存的價值。就如聖經說：「祂從

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目豫先定

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 要叫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

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 就

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徒 17 : 26~28) 」，上帝給我們生命是有獨特的

價值和意義，只是因我們罪的原故，迷失了方

向。雖然我們沒有權利選擇那個家庭出生 ，在

成長的歷程中得不到應有的愛護。但是， 可以

分震驚，其不信、沮喪等心情不斷浮現，心靈

中的無助、罪疚、憤怒及譴責等，都是喪女之

痛的反應。因「悲傷」就是失去所愛的人而引

發的痛苦反應，也就是說，當我們失去最愛的

人，或最重要的東西時，會感受到傷心，甚致

會有哭泣的表現。所以當看到媽媽不斷拍打自

己的頭腦，不斷發出自責的哭聲時，深深的感

受到失去至親的悲傷，而作為一個基督徒，要

感受到傷痛者的處境，盡量避免讓傷痛者陷在

孤獨、無助的困境，就如聖經說 ： 「與喜樂的

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躇 12: 15) 」。

三支援團體的重要

在關顧悲傷者的過程中，讓我感受到陪

伴、支援的重要性。而另一邊箱，要思想的乃

是如何為 自殺個案進行喪禮，對教會來說是一

肯定 I 就是在世界上千千萬萬人群之中，自己 個十分嚴肅的問題，但也不能不想的問題。但

是獨特一個，因沒有第二個的我有這樣的外表 對於—個前線主管、 一個傳道人及一個輔導者

和經歷。所以我們不能單看環境如何周遭，家 的我來說，所看重的不是已去的人，乃是活生

庭如何零亂。可看重的乃是活著有價，願意去 生， 正是無助、悲痛、 自責的家人，透過追思

發掘生命的意義，建立起積極、 正向的人生 會的舉行，就是讓悲傷者體會人間有情，活著

觀。以致在各種的痛苦中能忍受得著，生命活 有愛的體驗。讓基督的愛進入她們的家庭之
現與眾不同的精彩。 中，進入其無助的心靈深處。在追思會的場面

二悲傷者的關顧
上，看到其家庭親朋戚友不多，但機構全體同

工 、教會的弟兄姊妺，續一為傷痛的媽媽握

呤… … l 電話響起， —把沉重的聲音，帶 手 、擁抱，其行動讓其家人帶來了無限的關

著幾分傷感 ： ｀｀劉 主 任， 可不可以找牧師為 懷、安慰和支持。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部落主任

劉展瑞

我妺妺作安息禮＂ ，其心情是多麼的無助。當

了解整件事情後，讓我感受到事件的迫切及重

要性，立刻找傳道人跟進及處理整件事情，因

知道這突如其來的死亡信息，對整個家庭是十

是社工，可是當面對死亡時，卻有點不知所 十月份才是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天上班，回

措。安慰的說話，聊聊數句。為着，是渴望安 到中心不到—小時被告知第二天要出席追思

慰親友，加強她們生存的力量。卻有感力量不 會，這無疑是一個意外，而在討論追思會的細

足，怕被覺得只是表面的安慰、怕是沒有傳逹 節時主任竟說了一句「去慣」更令我無奈而又

到親友的心中，只希望她們能收到了他人的支 感覺複雜。當回到家時，我沉思這份工作，聽

持，重建起對生活的盼望。 起來好像只跟毒有關，了解後是與藥物教育有

除了親友的傷感讓我有所反思外，對自己

的「身後事」亦有所思考，中國人薈遍對「

死亡」十分忌諱，因此很少思考和討論對自己

的葬禮該是如何？但葬禮是生命中親友與你最

後的接觸，同時對親友的悲傷是一種撫恤，有

應是開懷地一同討論，就如喜宴也會互相給

予意見，為何喪禮卻不行呢？我曾請合上眼

睛，想一想……「若能在死後親眼見證自己葬

禮，是希望能如何安排？希望邀請哪些親友出

席？……最後的畫面是一位殯儀化妝師正届靜

地為「我」掃上最後一抹胭脂，那能不能把我

妝扮得更漂亮，不要紅圓圓的臉色呢？鏡頭再

一轉，棺木已被迭到墓地，可以在清幽的環境

下葬嗎？」。有關於死亡的疑問有許多，但能

答覆你的卻蓼蓼可數，這種就是局限於中國人

的傳統文化。

在此時，曾有一句聲音在心中響起：「我

不想死的－刻才遺憾，後悔沒有對某些人道

歉，或沒有對某些人說 『我愛你 』 等等，希望

臨死前，可以聽聽親友對我說真心話 ， 然後閉

上眼睛，回顧—生。」 。 其實，參與一個不熟

識的人葬禮，亦可增加人生中的體驗和意義，

是意想不到的體驗收獲 。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社工•coie

關，專業的說是與減傷有關，今天感覺離死亡

那麼近，毫無心理準備下，就是要出席，說到

底，就是人的工作，與生命有關。

在追思會上， 一面面陌生的臉孔不約而同

的沉重表情，不久傳來淒厲的哭聲「刺擊」着

心臟，我淚水強忍，心痛的是不知「許媽媽如

何走下去，但你—定要走下去」。老實說，新

員工的淚水是鸞奇怪的吧 l 追思會開始後，副

主任說了—些「妺妺」的故事，這刻，我對她

有這麼一段話的認識，就是「睇住呀，小心

呀 l 」黃姑娘也說 「追思會是為在生的人

而設的，許多人喜歡問為甚麼，事實上問為甚

麼是過去的事，而我們要思考的是未來，是如

何， How! 」許媽媽，你就這樣活下去吧—「

睇住呀，小心呀 l 」

「人生無常，珍惜生命，活在當下」，誰

人不會說，誰人能做到 。 「 Why, how and right 

now」，都離不開輔導工作的話題。與人的距離

有多遠有多近，也許是從學會聆聽自己的心，

她（心）說我喜歡與生命工作，只因深倍生命能夠

影饗生命 。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社工·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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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請輻音？」工作坊
基督徒對「福音 」 這詞 都 並不會感到陌

生 ，福音派教會亦普遍把「傳福音」 作為信徒／

教會的首要亻吏命。然而，卻鮮有 1言徒花上時間

反思「福音 」的內涵，大部份信徒對福音的理

解都建基並止於佈道工具 （如四律， 三福等 ）

的論述上 ， 甚至只把福音視為一種 「 天國的入

場劵」 。 到底福音派所傳的福音 ， 是—種怎樣

的福音 ？ 它從那裡來，怎樣形成？ 是否又與耶

穌和眾使徒所傳的福音一樣？ 由澳門學生福音

團契 (FCS ) 舉辦「何謂福音 ？」 工作坊已於 1 2

月 9 日 完滿結束，出席者約25人，由關浩然傳道 ，

與參與者從三個角度共同反思「何謂福音 」，

分別為「佈道工具與福音信息」 、「從洛桑丶

華福、華人教會看福音」及「從聖經脈絡看耶

穌的神國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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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A 送暖大行動

由澳門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迭暖大行動

＞＞已完滿結束，活動 目 的希望推動市民關懷身

邊有需要的人士 ，讓他／她們感受到人 間 的溫

暖，過—個暖暖的寒冬。 218條 由 愛與時間編

織的頓巾， 已於 12月 分別迭給駿居庭 、避寒中

心、 青洲I 老人中心、 平安通等有需要的人士 。

期 間得到社會人士的熱烈參與，及該會屬下的

勵青中心、勵新中心、 青年社區中心的青少年

及同工 、義工社義工 丶 一日 義工體驗計劃及彩

虹人生的參加者等 。

講師 ： 王忻教授

日期 ： 2013年1月6 丶 13日

（主日）下午2:3~7:QJ' '... 
I\ 

費用： MOP450 
報名賓 ： MOP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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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郎

見證分享晚會

主題：彩虹的約定

日期： 2013年1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8時

地點：澳門聖士提反堂（氹仔亞威羅街125號金利

達花園第四座）

內容：詩歌、見證分享

歡迎各堂兄姊蒞臨參加，同頌主恩。

查詢電話2883 63732 。

澳門下環浸信會聘教會幹事

協助教會日常行政工作，基督教信仰，中學畢業

或以上，月薪約澳門幣八仟或以上，有意者請將

履歷電郵executive@hwbc .net或郵寄澳門下環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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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或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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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澳門海南堂誠聘堂主任，神學本科

畢業。牧養青年信徒居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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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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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匱沉
｀

扉釋緘縟灊扇if~ 涓Mi!Ml預澶熲
I渭t 邙泅titi泅臚

麒 ； 蘊賾畸

璽得英謚文．區這I (SELBL) 目介 ：
SELBL囍讎鷓翻囹流餞囍賾歸囍囍顆賾

直載劻囍厝囍危訊 ·蟑讎翻黷一步了憬＇囍
A贛顧 http://www .se l b l. o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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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出版新年揮春，歡迎免費索取。

韞辦，聖鼷英言文學促蝙會』

鼴稈已人敬青局持續計鸕（待批）

查詢電話(853)2830 3454 

如你對以上工作有棓關經驗，又願意成為我們的義工，請將你的姓名、電語丶所屬教會名稱

及租關學歴與經驗的簡介電郵至： mail@macautimes.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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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總編輯 王大為 主編／設計 ．黃志鴻 發行戴凱斌

編 委 · 梁祐澄、楊秀穎 、 崔恩明丶林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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鎄行21 3- 1 -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21 -01 2-0006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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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雅簾訪郵局信箱6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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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