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督教眾教會對異端「全能神教會」作出之聯合聲阻
敬告澳門市民、澳門基督徒及慕道朋友，對於自稱為「全能神教會」的團體，使用耶穌和教會的名號，其言論並非聖經正統的教訓，

也不是聖經所說的教會，卻是源於國內的異端組織「東方閃電」。因此，我們澳門各基督教會及基督教團體藉此鄭重聲明，呼籲各界市民明
辨，以免渴慕真道的朋友誤入其錯謬系統，陷於該組織造成傷害。

簡列該組織在正統基督教信仰比照下，最少有下列六個問題：
- 以貶低聖經及其價值的手段，以其出版書刊的言論，置換為聖靈和神的代言人自居。
二 不承認大公教會三位一體神的教義，否定三一真神的全能、全知和全在 ，存異端的神觀。
三 對神的名斷章取義，妄自定義耶和華、耶穌的名已經沒有了，以「全能神」自居，大膽僭取天父耶和華神和聖子主耶穌的神格地位。

四 對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極端的錯謬解釋。
五 否認耶穌十字架救贖大功的全備完整，隨意定義耶穌救主只成就救贖人類的罪而已；並以「救贖停頓說」丶「耶穌基督的救恩不能將罪

人完全拯救出來」去恐嚇人，就是傳異端的人。

六 「東方閃電」或稱為「全能神教會」在國內己定性為邪教組織。在澳傳教手段，經常謊稱為基督教，以不誠實的手段博取信任，然後傳
他們的信仰。宣稱聖經是過時的書、只有「全能神的書」才是神最新的發表。該組織陪人讀聖經的下一步，就是要伺機推廣《全能神教
會，末後的方舟» 丶〈＜跟隨羔羊唱新歌»、《為蒙拯救信神》丶《主隱秘的作工》丶《話在肉身顯現» 等編造的三十餘種書刊。

總結：與各澳門市民、基督徒及教會一同警醒
新約聖經，彼得後書二章一節說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他們甚至不認

買他們的主，自取速速的滅亡。 j 正如聖經所預言，自古以來，異端與邪教從未間斷，並如影隨形般攪擾著教會和社會。異端號稱自己為基
督信仰，卻公然否定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為求個人目的，以不誠實、誤導的方式宣傳不屬於基督信徒的個人崇拜。自稱為基督信仰卻又否定耶

穌基督的神性、人性、死、復活、升天、再來的論調，再傳另一位救主、再傳另一個福音，絕對是背離聖經正統教訓的異端邪說。請大家謹
慎警惕 l 當我們看到有人要假藉基督教、教會、神的名，大打宗教自由的旗號，來騙取澳門人民的愛心，傷害澳門人民的善良天性，以致破
壞澳門對耶穌基督福音的美好形象，我們就不能沉默。願三一真神賜福祂的教會 l 恩賜澳門廣大的市民 l 誠心所願! (阿們!)

針對異端「全能神教會」 一澳門基督教界共同聯署聲明：
教會 （排名不分先後）

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國際四方福音會澳門堂、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澳門二龍喉浸信會、澳門救世軍祐漢堂、基督教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加拿

大神召會（澳門） 、澳門基督教錫安堂、聖公會澳門聖士提反堂、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白鴿巢浸信會、澳門基督教恩臨教會、阿們611 靈糧堂、播道

會福音中心、播道會慈愛家庭聚會、播道會氹仔福音堂、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堂、宣道會新橋堂、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神召會澳門福音堂、基督教愛鄰
教會、晨光福音堂、基督教約書亞堂、大埔浸信會澳門堂、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揚堂、澳門浸信宣道會頌愛堂、香港宣教會（澳門區）、基督教聖道會宏恩堂
、基督教榮基堂、澳門基督教濠光堂、澳門平安福音堂、 GIG Life 實驗站、祐漢宣道堂、北區宣道堂、新橋宣道堂、筷子基宣道堂、沙梨頭宣道堂丶下環

宣道堂、美景宣道堂、氹仔宣道堂、建華宣道堂、閩南宣道堂、新口岸宣道堂、潮州宣道堂、台山宣道堂、宣道堂總堂

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播道成人教育中心、播道會澳門使命團、澳門聖經學院、時代月報、世界福音動員會（澳門） 、國度事奉中心（澳門）
、靈磐福音事工促進會、基督教宣道會澳門聯會、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傳教證道會、澳門學園傳道會、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澳門華人福音普傳會、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澳門基督教聯會

黷陪矚鱺冒蟬 ｀囯方閃電／呈鱷轉糠會』

閃1\膿門薑蕾緘會

為面對異端信仰負面影響澳門基督教會，
/I 丶丶 由澳門聖經學院主辦、白鴿巢浸信會

協辦，於3月 23 日禮拜六下午三時 ，假白鴿巢

浸亻言會舉辦＜面對異端＞專題探討會。聚會邀

請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分

享香港教會面對｀｀東方閃電／全能神教會＂的

經驗。胡牧師簡介該異端的發展概況、信仰謬

誤、極端的傳教方法、對教會的影響及提供教

牧信徒應如何面對的方法，並由白浸堂主任黎

允武牧師及澳聖院長游偉業博士，對該異端在

澳門處境帶來的挑戰作出回應，鼓勵會眾應熱

心追求成長，在聖經真理打好基礎，以便能

分辨真偽，察檢末世異端邪教和邪靈的工作，

並以真愛和真理連結眾教會，倚靠聖靈—同面

對各種挑戰。之後有交流討論，給予澳門的教

牧同工和會眾帶來反思，當天約有 7 0 多人出

席。最後，胡牧師介紹—本由「香港新興宗教

關注事工」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合作出版

之冊子：《留心閃入的異端》。此冊子輯錄了

「留心閃入教會的異端」及 『慎防「 閃入」

「 閃失」的信徒』 兩次講座部份內容，若想訂

購，可致電澳聖同工葉姊妺2830 3454聯絡，每

本MOPIO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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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思維
軒區政府官員—向以來都以曲線思維辦
寸事，其實某些政策與執行的改變，主要

是來自民間業界、學者和新聞或時事評論員的

意見；但政府官員卻不直接收納或承認接受他

們的建議，只是通過曲線形式，借修飾與低調

作出同意去辦理，這還是好事。從這點，反映

出官員沒有仔細分析實況， 往往是閉門造車，

與市民產生期望的落差。

今天接二連三收到把閒置土地被隨意更改

用途，興建豪宅等，真令人氣憤，難道政府

沒有土地資料庫與及簽署合約規範嗎？縱使沒

有「土地法」，過去人辦事都是以口約（牙齒

當金使）或明文白紙黑字約，如今政府簡直是

行政失當，給商家借機混水摸魚，官員更只支

吾其詞，即理據不足 。 連帶行將搬遷之澳門大

學校址，也據聞已將建築物分拆予不同用途。

最終是否亦成為最大豪宅物業，這就只有官員

最清楚。現在的「官商鈎結」 一詞 ， 已不合時

宜，可以話應該是「官又是商，商的是官」，

就如內地曾有醫院自行營商超市，大學營商旅

行社一樣，不用假借外求，是一條龍；自批自

標，批核和中標都是自己，想怎辦就怎辦。

中央支持澳門延長通關時間，令澳門

多了一個德政（或許應該是半個，有一半來自

中央肯首） ，讓居於珠海的澳門人上、下班方

便，或方便內地旅遊人士，更是在特定的時節

往來不至「逼爆關」。正如在清明節連續三天

學習減法
＇从小時候，學薈數數目字時已開始學習加

亻JJ::.法，父母期望孩子快高長大，讀多一點
書，也是加法。 一路成長過來，不論物質生

活，人際網絡，又或是學識的追求上，都不斷

的努力堉加。現今的社會倡導的是終身學習，

進入職場後，也需要不斷的進修，與時俱進 。

每天面對的工作量也不停的增加。我們的生活

被＂加法＂填得滿滿的。

很多人都說，趁如今還有能力，應要賺多

一點，為未來能過好—點生活作預備。所謂積

穀防飢。我們可以拼命—點，多賺—點錢財，

享用多—點物質，但可能賠上身體健康，甚或

是與家人的關係 。 這算是，這是賺取未來，還

是預支未來呢 I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都投入不同的工作崗

位中，多年的打拼，或多或少都取得—點點的

成就。其中—個同學，他是我們一群中，最聰

明而有能力的，他出道不久， 己當上很好的職

位，而且事業也愈做愈好，當然他賺的也很

多。月前，因有同學來澳門遊玩，我們一班同

學有機會到他的豪宅中作客，房子真的很大，

而且裝修也很豪華，地點也落在佳美之處。

或許真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夢想之家。同學們都

讚嘆他的成就。我從大廳中看到澳門的美景，

我問他一句，「你有多少時候在這家中，與家

人—同享受這美好的—切呢？」他無奈的回應

我一句「極少」。高薪厚職，換來很多身不由

己 。或許他可以動聽的說，「努力工作，賺取

方便往來粤澳掃墓人土，延長通關更是澳人長

期的願望 。 倘要針對延長通關，就想起橫琴的

發展，對於澳大新校區及週邊建設，雖然已經

撥入澳門管理之橫琴地不用通關。但整體的通

道又如何？足夠發展中的人口和商貿、產業圜

區人員往來嗎？若唯獨河隧（只有—個出入

口） ，沒有其他緊急通道又怎辦呢？假若有大

型事故，又如何支援和救助呢？對危急時是否

風險過高呢？據聞還有海路碼頭，有渡輪，但

設置等透明度不足，究竟未來如何？當未來其

他產業園區建成，或長者院舍建妥入住，醫療

救助，更刻不容緩；長者的親屬探訪又是否方

便？—籃子的問題，實不容忽視，或有人認為

言之尚早，甚至責為「杞人憂天」；但事實眼

前所見，甚麼都沒有動過似的。

說到「動也不動」，尤如即將在九月

舉行立法會選舉，眼見各社團磨拳擦掌，各自

動手動腦，偷步工夫做到加零— ，但立法會選

舉委員會還是慢吞吞，所謂簡介會「講咗等於

冇講」，監察不了，力度又不足，「你有你講

佢有佢做」，話知你。沒有準則，乜叫偷步，

乜叫賄選，好像假設人人都知，廉政公署等人

舉報才有行動，上屆比今屆更不同，因為今天

的澳門人已經不是昨天的澳門入，搭上選正能

出線的，利潤甚豐，大家都有油水，斷不能

失。選民若願「上搭」，與貪食人作伴的（箴

言二十八： 7下），甚至形容選民飢餓了， 一

切苦物都覺甘甜（箴言二十七： 7下）。未來

會選出乜議員呢？真可怕 。

范鍚強牧師

更多，給家人，兒女更多的享受吧 l 」不過，

他的家人，真是需要這般的物質享受，而失去

大半個丈夫，及終日不見悰影的父親嗎？

近年流行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確實為我

們帶來很大的方便，隨時隨地的可與朋友丶

家人們通訊，連我年長的母親也懂得用即時通

訊的軟件與我們聯絡。用了智能電話及平板電

腦，通訊是方便了，接受資訊也多了，但我們

的時間相反的減少了 。 我們每天花在雨件電子

產品的時間也愈來愈多，靜靜的思考、翻翻書

籍及動筆寫作的時間快愈來愈少了。我們是用

這些工具，還是被這些工具所控制著呢丨試

問，方便的通訊軟件，看此與朋友溝通多了，

但閒聊的多，還是有深度的溝通交流的多呢？

網上接收的眾多訊息，多少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呢？

是時候讓我們停一停，想—想，我們應從

不斷增加到自己身上的事或物中，尋找那些是

我們真正需要的，那一些減掉了也是無關痛癢

的呢？留下一些我們需要的，減少一些我們想

要的，或許可以更好的維繫與親人及朋友的關

係，更多的享受到上帝給我們的時間與空間。

當我們不斷追加法時，可能讓我們失去更多，

好好學習減法，可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真正需要

的。

老C

瘺閂震三
「你逼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裡

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J (太廿三16)

現代社會是—間競爭劇烈的時代 ， 不

論那—個行業，行家之間競爭所用的方法

是層出不窮的。在超級市場內出售的日用

品，單是汽水飲品，你可看到幾十種類的

汽水，有樽裝的、罐裝的和紙包的，外面

印上花花綠綠的顔色、圖案和字句去吸引

顧客購買，還要注明只含一個卡路里 ，飲

了不會增肥 。 還有家居所用的廁紙也有幾

十種不同的牌子，包裝精美，還註明有

麝香的味道，令人愛不釋手。不料當我們

用三元去買－包食品的時亻1要，幾乎有二元

半是廣告和包裝的費用。所以在 1976年開

始，能源危機之後，環境學家注意到世界

資源並非無限的，所以提倡節省能源和資

源，歐洲I 的商人介紹了—種稱為「無名埤

子」 (GENERIC BRAND) 的貨品，無論

是食品、廁紙、文具、洗潔精丶牛奶 丶 茶

葉和花生醬等等，都沒有牌子的，更沒有

彩色奪目的包裝，但是價錢比有牌子的同

類食品更便宜，但仍然保持良好的品質。

在香港某大超級市場也有無招牌的日用品

出售。無牌貨品所注重的是品質，並非外

表的裝潢。照樣，基督徒所注重的是他的

品德，是聖靈所結的果子，若缺乏了這

些，即使有虔誠的外表，也不過是櫥窗上

的陳列品 I 又有何用？

資料提供 ： 澳門讀經會

好書推冇：

作者 貝內爾 <P卻id Benner) 

翻譯者袁達急

禱告不僅是我們在説話，而是讓神在我們

裏面施展奇妙的作為。禱告也不僅是與神溝

通，而是與神相交契合。把心靈向神敞開，才

會有靈命轉化之可能。憑著信靠、順服和開放

的心，把自己呈獻給神，這樣的生命就是禱

告。你不單可成為禱告的人，你的人生也可成

為禱告。本書實在值得閲讀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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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

別了！天家再噩……

~~ 三個月來筆者出席了數個安息禮拜，

啤有的是朋友的父親、有的是教會長者
也有是跟自己同輩份的，不約而同他們都在人

生不同的時段尋找到信仰，可以稱他們為弟兄

姊妺，說實在與他們關係不深，甚至有的是素

未謀面，不是透過神的帶領，筆者也不會不請

自來，而很奇妙是透過每一次的出席，都有很

大的得著，就如曾出席一位來自基督教家庭成

長下長者的安息禮拜，兩名子女述說父親過去

的—點—滴，牧師分享長者對信仰的追求及熱

誠 ， 也因為認識長者的兒子，看到兒子所建立

的基督化家庭，是同出—轍，兒子也因著父親

的榜樣而願意繼續秉承父親的身教及言教，讓

筆者得到很大的提醒。

另一次出席同樣是一位長者的安息禮拜，

過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印象深刻是因為

這長者的兒子也在數年前離開世界，筆者也有

參與當中的安排，出席是作為對家人一種無言

的支持，高興是在儀式中聽到牧師分享這長者

在患病中信主的經歷，雖然倍主日子尚短，但

相信我們有天仍會相見 。

至近期筆者亦有機會參與一位與自己年齡

相近的姊妺的安息禮拜，她雖然只是一位多年

前曾在筆者教會參與團契的姊妺，已有多年不

見，但她患病至離世的消息發出後，身邊不斷

收到對她的悼念，甚至報張連日來都有她的戰

友給她最後的懐緬，有幸知道她這幾年有教會

生活，即使神拿走她短暫的生命，但堅信能在

他鄉再遇，然而在這幾次儀式中都看到不少人

的僊痛，也有很多參與者是非基督徒，他們或

許不明白這只是地上生命的結束，雖然對他們

而言，眼前摯親或好友離開了，日後只能將他

們放在思念中，但如果因著他們的離開而能讓

出席者認識信仰，明白如果接受信仰便能在天

家再遇，相信傷痛是短暫的，期望身逞遇到相

同處境的朋友可以認識基督教的信仰，作為基

督徒的我們也要趕緊傳福音，因為我們相信有

天會在天家再聚丨正如聖經所言：「我留下平

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賜給你們 。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

膽怯 。 」約 14; 27 

後記：正預備交稿之時，遠方的美國發生

了波士頓馬拉松賽爆炸案、鄰近的香港亦有歌

手遇上交通意外離世， FB及報張也被這等消息

洗板了，不少人寄語身邊的朋友要珍惜生命，

也見有人在FB交待了自己離世的安排，筆者不

知道遇難或受傷者當中有多少人是基督徒，但

給我們作為基督徒—個很好的提醒，就是要趕

快並用盡方法向身邊的人傳福音。

謙人

讀者來稿

尋求上帝的旨意（三）

為何要求問上帝的心意？
在

尋求上帝旨意的時候，信徒大致上採取

了三種不同的態度： i) 有人認為需要得

到上帝的具體性指引才願意踏出第一步， ii) 亦

有人認為只有在實踐的路途上才能看到上帝的

心意 ， iii ) 甚至有些事情上，倍徒認為只要上帝

的不阻撓就是一種指引。 這三者似乎都並不是

毫無道理，筆者亦不多作解釋。但具體上如何 呢？

從上帝得到個別性的指引，大致上是如上文所

之一 ，但這種說法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 。 人內

心的平安常與環境因素有關，當人處於逆境的

狀態時就常會因為承受來自四方的壓力而變得

心裡不安，但這並不代表與上帝的旨意相違。

相反地，當我們心裡感到平安時是否又會因為

已經習慣於安逸，反倒對周遭的事情無動於衷

說的：從祈禱丶讀經丶環境印證及肢體認可等

四方面尋求 。 但是，事實上，假若細心觀察其

實就不難發現信徒在把事情交托給上帝時，往

往已為事情作出前設性的抉擇，把選擇狹義化

只有「A,B,C,D…」幾種選擇後才求問上帝。然

而，上帝的旨意又可否是全盤皆否定，並呼召

你作別的事情呢？

祈禱 ，是信徒最常用以求問上帝的方式，

人希望透過禱告毫無保留地直接來到上帝的面

前與之陳訴與溝通 。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上帝似

乎很少藉著禱告來直接回應我們的呼求，即使

有我們亦需要很小心地以免落入神秘主義的網

繙，過於以超自然的聲音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

指引 。 同樣地，我們也應該盡量避免將禱告視

為操控上帝的一種咒語，上帝是否回應人的禱

告是完全出於祂的主權，與人禱告的長短多寡

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 。 另 一方面，不少信徒亦

把禱告後內心的平安與否視作上帝回應的方式

讀經，是被公認為最可靠的求問上帝方

式 。 我們相倍聖經是上帝的默示，亦認信擊經

是信徒在世界中生活指引中的最高權威。可惜

今天信徒對聖經的認識和注重並不足夠。聖經

是—本橫跨數千年的文獻，每一卷書都有其相

應的時代處境，文化與歷史背景。 這種時空

及歷史上的鴻溝令我們讀經時充滿重重困難而

不易明白，亦因處境不同而令我們無法直接應

用在現今的生活上。我們要清晰地瞭解聖經雖

是上帝向人的啟示，當中有著上帝向祂的子民

所說的話；然而聖經卻不是為了解答人的問題

而存在的百科全書。過於抱著求神問卜的心態

容易造成刻意的靈意解經，把過多的前設(Pre

Supposing)與先存的了解(Pre-Understanding)讀入

經文 。 筆者在初信時候，甚至曾嘗試以隨機的

方式打開聖經中的其中—頁尋求答案，回想起

來這種方式又與求籤何異？

同行助人路

Freddy 

芒篇不是推介CD的文章，也不是活動後的
CJ 新聞稿，而是一篇經歷神大能的分享，

筆者從事社會工作十多年，不算資深也不是新

丁，但由投身社會工作開始，看著一批又一批

生力軍加入，由當時只有一百多人的社工發展

至現時約六百多人，近年社工界及社會各界期

望社工註冊的聲音亦不絕於耳，但較無奈是社

工群體的凝聚力較弱，故此心中—直盼望如何

為澳門的社工多做點工作。

因此有幸能參與這次社工日系列活動的同

' 行助人路音樂創作計劃是神的恩典，也相信單

憑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這次任務，創作歌曲

所需的知識範圍極廣，由最簡單譜寫旋律到填

詞，編曲到錄音等工序都可以各自由經專業訓

練的人士擔任，而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是一班

熱愛音樂的社會工作者，在筆者小結這次創作

團隊才發現當中絕大部份是基督徒，對筆者而

言，這是—個非常特別的安排，我們沒有專業

1 的人仕參與其中，有的只是我們願意在工餘時

間竭力為這次音樂創作埋頭苦幹， 一首－首歌

曲從作曲丶填詞及編曲處不停地修改，整整兩

個多星期拼命地做，回想起來這是不太可能的

任務，由開始有這念頭至整個成品完成前後不

足兩個月，每一項事情都一環扣一環，沒有曲

難以譜詞，沒有曲詞也無法有編曲的概念，

但神在這過程中不斷為團隊尋找合適的基督

徒相助，創作班底全數是基督徒，同時在完成

他們創作的部份後亦願意在其他方面給予大量

意見，故此有些朋友聽過這些作品後感到有些

詩歌的影子，不得不承認，因為我們都是基督

徒，還記得到了最後階段，即錄音工作已經完

成後的混音工序，是最困難也是最大責任的部

份，想想如果處理不當，樂器蓋過了人聲或者

不平衡，整個作品已打了折扣，同時這過程也

涉及不少聲學知識（筆者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專業

培訓），還有軟件的操作，多天工作至凌晨，我

想沒有神同在及鼓勵，人的能力也徒然，筆者

也深信過程中團隊成員也不時彼此代禱；直至

音樂會發佈當日，歌曲得到不少正面的迴響（雖

然筆者認為成品最多只有七十分），這點對筆者

有很大的鼓舞，而同場分享的甘炳光博士也分

享關於社工專業的講題，並以「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作

出總結，這金句也是這次創作的總結，並鼓勵

筆者繼續以社會工作專業助人，而社工應與受

助人者同行，與他們經過人生最艱難的時間，

但實在我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因為神一直就

是每時每刻與我們行過—個又—個死蔭的幽

谷，願今次的創作能見証神的大能，也鼓勵更

多同行的社會工作者 。

註：其中一首創作http://goo.gVGsOhx

事思記

註工音樂倉」作專集
（內坩助A同行小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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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鴿巢浸信教會受噩節舉行音樂劌崇拜

三月二十九日是世界基督教—年—度的紀

念耶穌基督為世人贖罪、為拯救罪人、為傳達

天父與世人和好消息、為廣播福音而特設的「 ... 

受難節」。是 日 晚上八時，位於澳門水坑尾中

建大廈十八樓的「澳門白鴿巢浸亻言教會」舉行

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紀念耶穌基督蒙難音樂劇

崇拜》，有逾百位教友信眾及慕道人士參加此

崇拜聚會，場面莊重嚴肅震撼感人。

一一圖主髖＼ 百＇＼泠 ·~llii
n難： 2013年5~11日禮拜六
峙闢： F午 3 ; 00一5:30pm

匪點：砷召國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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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浸信會書局

搬遷啟示
澳門浸亻言會書局已於2013 年4月 9 日 擴充搬

遷，新址産落於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3號豐盛大

廈地下E産 ，電話 ： (853)2832-3476 

浸倍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謹啟

，輕輕鬆鬆丶開開心心丶健健康康a
澳門基督教聯會於4月 8-9 日 ， 一行24人，在 晚禱的安排是以二人三足遊戲，操緤同行

珠海斗門御溫泉舉行同工退修會， 是次主題： 及同工 ， 互建和諧及代求關係。而在早晨的敬

『 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健健康康』。 同工在 拜及讚美中 ， 不單存敬畏主之心， 同時以擁抱

繁忙事奉之餘，抽出兩天，離開熟悉環境，學 祝福作為實踐同行者關係， 是健康的、 是可敬

習放鬆身心， 享受溫泉所帶來的清転及休息 ， 的、更是可行的（腓四8-9, 五21) 。 回程時更特

更飽嘗豐富的美食、並共享和睦同居之樂 （詩 別加插探訪當地「 青挑」的同工及事工 ，彼此

133) 。 祝福及建立可延續的、可發展的健唐關係。

－圍
＇．＇ 苾 1,1,

主髖：有 'K f5徒
日難： 2013年51=1118 禮拜六

峙闢：腴..t 7:00-9:30pm 
匪黯：砷召魯禮望

鼴員：樓風酈牧獅
\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任牧師、
天道畫樓暨天道傳基協會總幹事）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即

『 閃耀人生Nonstop! 』

Nick Vujicic勵志人生分享會

日期 ： 2013年5月 31 日（禮拜五 ）

時間：下午2 :00 (第一場）

晚上8:00 (第二場）

地點：仔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

傳譯：蔡元雲醫生

嘉賓：曾路得，李亞男，陳明恩

主辦單位 ： Life Without Limbs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

協辦單位：澳門基督教聯會

澳門浸信聯會

售票點：親臨購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票務）

電話訂票 ： (28828818) 

網上購票： www.cotaiticketing.com 

票價 ： MOP$80 

MOP$100 

聖潔校圉禱告會

日期 ： 5月 12 日（日） 丶 6月 23 日 （ 日 ）

時間 ： 下午3: -Spm

地點 ： 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南方工業大廈第2期 1 2樓G産

查詢 ： 28840394 66635873 

主辦 ： 全澳校園禱告網絡

靈磐福音事工促進會誠聘福音幹事

頠意為主耶穌傳福音的基督徒，高中或以上畢

業，經驗不拘，負責機構戶外及戶內事務，能獨

立工作 ， 懂電腦文書處理及辦公室軟件。有意

者請具履歷表寄澳門高園街49-A號地下雅景閣A

鋪。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圍 契 －康復 中心

誠聘

1男舍監， 主要安排和關顧學員日常生活，須於

公眾假期，週六、 日輪班工作及值夜等。

2男舍監助理， 主要協助舍監於晚間值夜。

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澳門郵箱6306號」

，並註明應徵職位。如對刊登內容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2845-5576聯絡陳幸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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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粱祐澄、楊秀穎、 崔恩明 、林志偉、隣淑鈴

本報文章由作者自負文責。歡迎轉載，睛註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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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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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租關學歷與經驗的簡介電郵至： mail@macautimes.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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