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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求主在這間中學中興起宣教士把福音傳到

地極。她禱告了 18年，後來其中一位學生領袖

佐治韋華(George Verwer)亻言了主。佐治韋華亻言

主後心裡火熱，在—年之內就帶了200位同學

決志倍主。在大學期間，佐治葦華經常與另外

两位同學一起為萬园祈禱。在其中一次禱告會

中，他們得著一個意念：利用暑假的時間去墨

西哥售賣聖經。這—次的行動，反應極佳，於

是－個用客貨車載年青人到不同园家傳福音的

行動就此誕生了。其後有些年青人甚至委身—

年至两年的時間跟隨車隊到不同的國家售賣福

音性書刊和擊經，沿途亦透過不同的方法來與

人分享福音 。 當時有一些車隊從比利時出發，

途經不同的歐洲和亞洲I 國家，隨走隨傳，直至

抵達終點站印度。由於旅程費時費力，佐治韋

華和他的同伴忽發奇想：「如果我們擁有一艘

船，載着不同國藉的弟兄姊妺到世界各個港 口

售賣書籍和傳揚福音，而船員在航行期間又可

以接受門徒訓縹就好了」 。結果這一個奇想竟

成為事實，在 1970年OM購入第一艘福音船真

道號 (MV Logos) 。從那時到現在OM先後擁有

四艘福音船，當中最為人認識的—艘是忠僕號

(MV Doulos)' 而現在最新的—艘是望道號 (MV

Logos Hope) 。 在過去的日子， OM從開始時的

三人祈禱小組，發展到現在擁有6100名同工和

在全球超過 110個國家有事工的圈際性差會，這

在在都見証神是那位聽禱告而成就奇妙事情的

神。

澳門OM: 致力培訓華人差傳人材

澳門OM在 1998年註冊成立 ，從一開始澳門

OM的定位就是宣教訓練，我們期望可以為華人

教會培育差傳人材。轉眼間，澳門OM亦已經成

立了十四年，屈指一數，已經有超過50位來自

港、澳、台的弟兄姊妹前來接受訓練，當中有

一些仍然繼續留在宣教工場事奉，亦有一些已 在在東京基督教大學神學部進修，預備今年九

成為傳道人在教會推動差傳。 月加入播道會 （ 曰譯：福音自由教會）於東京

現今在國際宣教團隊中，華人宣教士仍屬

少數。由於華人是全球最大的族群，而中國的

經濟和囤力亦逐漸起飛，所以有差傳學者估計

不出二十年，薈世華人教會將會差出全球最多

的宣教士，我們都希錳這會成為事實，而我們

亦會繼續努力為華人教會弟兄姊妺提供適切的

差傳裝備 。

藍彼得：助你宣教啟航

澳門OM舉辦的「藍彼得差傳啟航訓練」

是一個集門徒訓緤和宣教訓練於—身的計劃。

我們選擇以「藍彼得」作為名稱，因為「藍彼

得」是一支海事旗號，當—艘船高掛這旗號

時，即表示該船已經整裝待發，預備好要啟

航，而我們訓練的目的亦是裝備信徒去參與宣

教事奉。

在三個半月的訓練中，弟兄姊妹會在神的

話語上紮根，學習與神與人與己建立美好的闢

係，以及實踐從近至還向不同的人分享福音。

除了課堂之外，課程還包括很多實習的機會和

體驗式學習的旅程，而整個訓練的高潮是進到

一個少數民族中有三個星期學習語言和文化，

應用課堂上所學到的語言學習和跨文化事奉技

巧，親身體驗一個宣教土的心路歷程。

未來一季的「藍彼得差傳啟航訓練」將在

今年九月一曰至十二月二十日舉行，請為將要

來的學員禱告

一些曾緄接受訓練的澳門人

過往參加澳門OM宣教訓練的學員主要是來

自香港和台灣，而當中亦有三位澳門人

許沛鋒弟兄是澳門播道會福音中心的會

友，在2003年在澳門OM受訓之後，他參予了

OM福音船「真道二號」為期兩年的事奉。他現

晴空塔之植堂事奉 。

梁月玲姊妺自小在澳門培正學校讀書，畢

業後到了香港工作，後來在香港教會中信主 。

她感受到神呼召她回澳門事奉，所以在2007年

她毅然辭掉香港的工作，加入OM• 來到澳門受

訓和事奉。在兩年間，她參予了很多不同類型

的事奉，最後神更呼召她在澳門聖經學院接受

全時間的裝備，委身服事澳門的教會 。

梁雅麗姊妺小時候在澳門的教會決志信

主，後來在台灣讀大學期間靈命才真正成長 。

在畢業之後申請加入福音船「忠僕號」事

奉， 2008年回到澳門受訓，同時遇上生命的另

一半 。 在完成了兩年事奉之後便結婚，現在他

們夫婦二人—起在香港OM事奉，她負責關懷南

亞裔人仕的事工 。他們正計劃今年到英國進修

宣教，預備未來參予長時間的宣教事奉 。

我們期望以上三位成為大家的鼓勵，叫未

來有更多的澳門人回應主的呼召，願意接受訓

練，邁步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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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政體？計割經濟！

如今「墓地門」案尤如人治政體的見
證，預審人士並非主謀？沒有人評

論，也沒有透露任何司法程序的內容。理由是

相倍法律公正，人人平等。但倘若判決看待成

管治行政的決定，則令人遺憾。捉幾位代罪羔

羊，甚至最後會「無罪釋放」？

睡了的交通局只用 15位人員編制來監察全城三

巴的運作 ，似乎過於理想化，要令人員成為「

超人」，或太信賴電子科學的成效，以為監控

在電腦上，紀錄清楚，無花無假。何來三巴可

以空車（鬼巴）騙倒交通局呢？還是交通局員

工「蛇王」猜不出有此招數？與此同時三巴否

認。換言之，科學施政失效，公帑如水倒入海

綜觀政府部門發放資源給予市民大眾，所 裏。

有都是「計劃經濟」，無論「現金分享」、補

貼公交系統運作、就讀大、中、小及幼等的教

育津貼、持續進修資助、學生書簿津貼等、社

團活動、各政府部門宣傳的行為 ，即所謂「乜

乜週物物週」都是以本傷人，金錢掛帥。完全

是計劃經濟、怎樣揮霍、怎樣美化其表現，都

有預早謀劃，全受到計劃的經濟活動。

本澳青少年新一代可以話「要乜有乜」，

根本可以毌須靠父母和家長，政府成了「大

爺」，寵壞了新一代，灌輸錯誤價值，令青少

年更有恃無恐，教育部門以此誘導父母和家

長，簡直令他們都無謂教；故此，他們就完全

依賴學校，教師替代了他們，他們則責罵學校

教得不好。究竟要怎樣才算「好」？甚至什麼

叫做「好」？真係「計劃經濟」失敗的證明，

也是結果。

對於補貼公交系統，究其根是希望重治公

交管理，回應市民的訴求，期望便捷與優化線

路，免浪費交通上的時間和道路擠塞。但像沉

負超自己的責任

考
慮到要讓學生們專心的學習，在我工作

的學校，德早之前家長與老師們已有共

識，就是不准許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提電話

的。若被發現， 手提電話會被扣留幾天作為懲

罰。

—天，有—名學生公然的帶著手提電話在

走廊與同學們圍聚打遊戲，正在展示這部新型

號電話時，剛好被老師發現 ，結果就扣留了他

的手提電話。事發不到一小時，家長就氣沖沖

來校投訴，質問老師為何扣留兒子的私人財

產，這是他最近送給兒子的生日禮物。衝口而

出很多難聽的批評說話，而且情緒十分激動，

總之就要即時取回電話 。他在兒子面前扮演著

「營救者」的角色。

孩子闖了禍，父母出面營救，高掛「人

權」，痛鸕老師的不是，破壞家長及學校的合

作關係，當—次「英雄」，這對孩子是福？還

是禍呢？獎與罰也是教育的手段，獎是給學生

鼓勵及認同，但罰也是讓學生學習負起自己的

責任的機會。我們愛我們的孩子 ，但不應奪去

他們面對責任的機會 ，孩子沒有為他們錯誤付

出代價，他們很難成長，而且日後犯錯的機會

就更大。

最近也有—個朋友的女兒在學校犯了錯，

被學校記大過。由於她的女兒—向都很乖巧，

自入學至如今， 一向都沒有任何不良記錄的。

又近月就鬧得熱哄哄的是有線公司與公天

公司因收播大氣電波中的電視台而對簿公堂，

直至上訴判詞要求政府電信局處理其大氣電波

的權利、版權及收費，厘清合約的條文演譯與

理解。此事又是否有背景人士要求政府公帑回

購有線公司合約，以正視聽？事實上，若果如

是，真令人猜疑這宗「計劃經濟」來解決法津

事情的可能性，如此更突顯人治政體作為終結

任何難題的方法和手段。真要如此辦事處政，

就如先知阿摩司話：「通達人見這樣的時勢，

必靜默不言 ，因為時勢真惡。」 （阿摩司書五

章13節）

范錫強牧師

今次事件實在對她有很大的打擊。朋友問我意

見，是否向學校求情？免其污點記錄 。我的意

見是，如今是一個好的機會，應陪伴女兒一起

去面對今次事件，鼓勵她好好的面對自己的過

失。每個人成長都會犯錯的，干方百計的保護

或代替孩子承受過錯的後果，對他們是沒有甚

麼好處的。孩子早日懂得面對過錯，勇於承擔

應有責任，反而是—件好事。保護著「無犯錯

記錄」的名號，有時反而會成為阻礙成長的無

形枷鎖，使孩子凡事過於小心去做，不敢跳出

框框，以後就難以發撣孩子應有的能力與創

意 。放下這枷鎖，孩子可以更放膽去做想做的

及更重要的事情。

看看多少成功人士的故事，他們都不會是

受保護著的「小公主」或「小王子」，他們跌

跌碰碰中成長，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孩子得獎，我們當然高興。孩子犯錯，只

要不是犯無法承受的過錯，也就無需過份的

憂慮，反而我們要把握這讓他們成長的機會 。

我們要信任他們，讓他們學習去負起自己的責

任。我們要牢記，這是他們自己的人生旅程，

我們是不能代替他們走的。我們不能事事掌

權，更不應為他們負了他們應付的負責。我們

的責任是扮演好我們的角式，站好我們的位

置，在生活中更多的互動及給與孩子更多的支

持，正面的去看過失，讓他們負起他們的責

任。這才是他們的祝福。

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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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

和華對我說甚麼話」（哈二 ： 1) 

人到銀行裡去領錢，絕不會一會兒進

去，一會兒出來 ， 一會兒把支票放在櫃檯

上，一會兒把它收回來 。如果有人—天這

樣作幾次的話， 一定會有人以為他有精神

病。凡誠心到銀行裡去拿錢的人，都是把

支票交出，靜靜的在那裡等待，直到他們

拿到了錢，然後出去。阿，可惜今天有很

多的人把禱告當作兒戲。他們禱告了，不

等神的答應就收回了；再求，再收。信徒

們，讓我們學齧在守望所的望樓上多守候

神 I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好畫推有i

在今天的世界中活出初期信徒的靈性，為

讓大家建立起理解基督教靈性的基礎，韋柏從

現在追溯到遠古，展示了聖經的教導在神學上

如何發展，又如何與文化互動。本書探討我們

如何使當代靈性回歸到聖經根源，在個人生活

及教會生活中活出神的故事，回應 神聖的擁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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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使命及建立國際教會的反思（二）

二 、建立跨文化和族群國際教會的反思.. ,, ...... 個反思可從教會論開始，教會作為一個·= 螠信仰群體，必須具體展現基督教信仰
(Embodiment of C加stian Faith) • 教會的本質是
宣教性的，並且是合一的團契，在生活與實踐

向世界見證三一上帝及其在世的作為 ， 然而由

於教會在不同地區、文化、民族 、 語言和社會

處境，故必會有不同的偏重、強調、表達和特

色 ， 這就形成本土化和本色化教會；在後現代

和全球化的處境中，世界教會 (World Church) 

或全球的教會 (Planetary Church) 已經出現，在

澳門有神召會國際禮拜堂，香港有浸信會國際

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园際禮拜堂，都是跨

文化及有不同語言文化群體存在，並以英語為

主 。 文多元文化群體的團契， 靈性與屬靈力量

是教會的關注焦點 。 基督教群體作為 「被召出

的子民」 (ekklesia) • 必須在不同文化和處境中
伸延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去服事和見證的使命。

就如初期教會的發展，使徒行傳和保羅書

信， 闡述基督教會的發展，是順著聖靈的引

導 ，自耶路撒冷教會受大逼迫後，門徒和使徒

流散在各處宣教佈道、服事和見証，表明耶穌

就是基督（徒2:36 ; 5:42) • 証明祂是受苦彌賽亞

和救世主；後來羅馬尼祿王在公元 64年7月 19 日

誤信基督徒火燒羅馬城，加上公元70年8月猶太

人暴亂，聖殿被毀，基督教與猶太教就分清界

（ 呾屆1"J蓄 Civil Christian ) 

線，民族性宗教的猶太教，自保羅在大馬色路

上遇到基督，他便從猶太教轉信基督教，他更

針對希羅文化，建立跨文化超越猶太教的禮儀

和傳統，確立因信稱義之道，見証耶穌基督就

是這「道 Logos 」，祂己道成肉身為世人犧牲，

基督教逐漸跨越猶太文化的限制，並轉化發展

成為一新興的國際宗教。

由安提阿教會開始宣教循環 的植堂策略，

建立各地的教會網落，教會發展至中亞州；再

由聖靈禁止和引導，促使馬其呼聲的異象，啟

動保羅帶動教會向西歐和環繞地中海的城市發

展新教會，最終的未得之地士班雅（西班牙），

也在保羅的關懷下建立了教會，整個地中海都

有教會出現 。 然而創世以前，向萬民傳揚福音

和建立不同類型教會的大業已是神的意旨（弗

1:3-10 ) • 在基督教出現而啟動宣教運動之前，

神早已藉由呼召亞伯拉罕來顯明這事 （ 創 12:1-3

）。神呼召亞伯拉罕，為要藉著他的後裔，叫

「世上萬族得福」 。 神對以色列民的心意乃是

要使「萬民都稱頌祂的聖名」，並且「祂的救

恩要顯於全地」 。 可是教會卻在高度制度化和

自身文化語言限制下，失去了宣教和調整的動

力，未能將福音見証帶給遠處和近處的人群。

總結

現今教會建立的過程中，可選擇同文化與本色化或跨

在本土中尋找基督徒

近=~=;雪：丁二二：
殊：某些人心目中的「本土」只是街坊小店與

文化遺產，某些人則相信「本土」可以是兼容

並蓄的文化混合體；有些人的本土觀很狹窄，

有些人的本土觀很廣闊 。 本文無意處理這論

爭 。然而 ， 無論如何，「本土熱」起碼有一點

很值得肯定的，就是它帶動港澳人更關心腳下

的城市 。

過去幾年，澳門人的本土意識推動了公民

社會的發展。澳門人以往少關心自然環境，

但從小潭山、 鷺鳥林到蠱石塘山的工程，激

起了澳門人的環保意識，我們開始珍視小城

的—山一石；澳門人以往對自身的文化遺產渾

然不覺， 但從燈塔景觀、望廈兵營到藍屋仔的

受威脅 ， 澳門人的文化保育意識大為增強 。 另

外 ， 本土意識還見於藝術創作及學術研究：近

年來，本地創作人的電影 丶 戲劇、小說都訴說

澳門故事，著力向澳門社會發問、探究；在學

術方面，有關澳門的歷史、經濟、文化的研究

亦大為增多 。 當然，還有一幅幅的舊照片丶—

間間走進歷史的店舖，都凝聚澳門人對小城的

情感 。 因此，雖然有時有它排外的一面 （ 例如

有人因為受不了澳門的旅遊業 、 地產業的過度

發展 ，以及人口的過度膨漲，而產生仇恨自由

行 、 香港人 、南亞人的情緒 ） ，但本土意識在

社會仍然發揮正面力量 。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在這股關注本土

的浪潮中，基督徒在哪裡呢？如果說，過去幾

年澳門在諸多社會湧現下的最大收穫 ，可能

是從文化 、 生態到政治等不同範疇都出現了

澳門人的聲音，那麼 ， 基督徒的聲音又在哪？

教會有沒有向所處的社區投以更多的關愛？社

區的貧窮人口、鄰里的社會弱勢，有沒有得到

教會的注意？對於影響至深的最低工資丶《家

暴法》丶《土地法》的立法，基督徒的意見與

訴求是什麼？對於生態環境的破壞、公共房屋

的政策 、 交通問題的嚴峻，基督徒有否就 《聖

經》 的教導在教會內外發表過意見？

多年前我在台灣讀書時，每次崇拜之後，

教會都提供簡單午餐，而使用的是即棄餐具 。

當時，整個社會已有環保意識，我很納悶為何

作為更應該愛惜地球資源的教會不去以身作則

做好環保 。 後來我知道，因台灣曾有肝病肆

虐，故此很多食肆都改用即棄餐具 。 然而，我

心目中的教會應該在這種推動社會的事情上責

無旁貸、帶頭做好、推及社會，就算有困難都

要克服 。 但很顒然，很多教會沒有這樣的意識

與醒覺。

今天的澳門社會問題百出，人心浮躁，我

們很需要有前瞻性的人為社會謀策把脈 。 而在

基督徒群體中，既有熟讀神的話語的人，也不

乏各領域專業人士，在社會議題上有一席之位

應該不難 。 我認為，這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

原因是，我們長期以為身為基督徒只要祈禱 丶

讀經 、 返教會就足夠，而忘了神其實給每一個

人在社會中都有使命一＿正如耶穌的一生，是走

進社會的不同角落， 一方面抨擊社會歪風（如

法利賽人的偏執） ，另一方面把福音、關愛與

啟發，帶給人群 。

李展鵬

文化與全球化 的欞堂策略 ， 兩者均可帶給教會發展的機會

和成果。本土同文化和國際跨文化的教會的建立，關鍵在兩

種不同的牧者和領袖 ， 並要在建立教會的觀念、訓練和運作

上更新。使徒約翰在異象中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

過來 ， 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 站在寶座和羔羊

面前」 （啟 7 : 9) , 那即是神宣教大業最終的完成。要完成

宣教大業 ， 顎然需要跨文化宣揚福音 ， 由領受福音的人高舉

耶穌基督，使未曾聽聞或回應的人得以認識祂。要在跨文化

處境中適切地傳遞福音 ， 就必須了解不同文化的背景和世界

觀。 在建立跨文化的國際教會時 ，必須尊重世界各族群的廣

大差異性， 並在每個文化脈絡中找到獨特的表達方式 ， 在當

中不斷得以維繫和繁衍 ， 採取跨文化的宣教原則實踐。

深願澳門的教會能在社會轉型中培養更多人才 ， 建立

更適切的跨文化的國際教會 ， 榮神益人。

游偉業（澳門聖緄學院院長）

crL _____ .,;;;-, 一－一－－一 ~~=---------

: 澳門讀經會主辦／香港讀經會協辦 : 
： 家庭崇拜訓練班 ：

家家育本「當暐 .J 函贓
家誕祭燻Easy Talk訓贓噩

鐓傢如回鷂立家虞「家誕祭這.J ! 

講師：張楊淑儀師母（香港讀經會總幹事）

日期 ： 2013年9月 7 日〈週六〉時間：下午3:00

地點 ：二龍喉浸信會

費用 ： MOP$170 包括「 52課家庭崇拜」教材丨

備註：

1. 9月 7 日當天報讀， 費用為 MOP$200,包括

「 52課家庭崇拜」教材 l

2 單訂購家家有本「當唸」的經教材MOP$90

／本

報名手續：

。

請將報名費用存入「澳門永亨銀行」戶口＃

750-401 - 101 後，把收據連同報名表SCAN後

E-MA且到此電郵倍箱 . s叩iacau~叩1,Ail.com

或致電通知交費

查詢電話：十853-635 5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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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閃耀人生Nonstop ! 

Nick Vu」 icic勵志人生分享會於5月 3 1 曰下午及晚

上假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由力克胡

哲 (Nick Vujicic) 主講，這是他第二次來澳門演

講，兩場分享會合共約 17,000名觀眾參加，場面

熱鬧，十分投入地聆聽胡哲具啟發性的演說 。

由澳門宣道室慈善會、「沒有四肢的人生」組

織及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合辦的《閃耀人生

Nonstop! 力克．胡哲勵志人生分享會》，獲澳門

威尼斯人及澳門基金會贊助。分享會並透過澳

廣視及澳門電台現場直潘。

天生沒有四肢的力克，當日以幽默風趣的

演說，向觀眾分享從小到大所遇到的挫折和趣

事，以及他如何克服障礙、積極人生。現場觀

眾均十分投入聆聽胡哲具啟發性的演說及分

享 。 力克在講台上分享說： 「我了解到我的人

生可以去選擇對於擁有的東西而感恩，或是因

為缺失而生氣 。 又說道 ： 「 一個真正愛您的朋

友，並不會在意您的外在因素，只會因為 『

您 』 而愛您…您只需要做好 『 您 』。 」來鼓勵

觀眾做回自己，不須在意外界的 看法；此外，

他更站到桌子邊緣，坦言 自己曾 數度自殺，

但若當年自殺了，今天觀眾便不能在這裡聽到

他的演說，展示人生有多種可能性，鼓勵觀眾

積極向前，勿輕言放棄 。 分享會請來藝人李亞

男、陳明恩任表演嘉賓，她們連同曾路得及澳

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為晚上的分享會作出表

演 ， 而香港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蔡元雲醫生作

即場廣東話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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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時，我寫了篇文章刊在時代月

報，記述上帝如何幫助我面對他出生前的挑

戰，包括如何接受他有唐氏綜合症和有肺部發

展不全、或心臟病的可能性。十年了，這一切

不但沒有發生，相反地，我見証著神豐厚的恩

典，於是想寫此續篇。

還未執筆， 已覺這篇文章甚是難寫，既想

感恩，述說所得諸般好處，卻又甚恐人家看來

反覺得我在誇耀自己的孩子 I 正想就此作罷，

心中老是覺得欠了向上帝感恩、向眾人見證的

一份 l 畢竟這孩子是在眾人的祝福中長大的，

最後，我還是帶著感恩禱告的心，簡單寫幾句

一歲的他，健康成長，比較特別的， 是他

倒很有能耐，肚子餓要吃奶還能安靜等待，謝

謝主給我一個守規矩的孩子 。

二歲的他，對認字很有興趣 ， 他未出生

前，心中也很希望他將來成為一個研讀主話 ，

傳講主道的人，他喜好文字 ，正好符合我的心

願 。

三歲入讀蔡高幼稚圜，有好的老師，在愛

中成長的孩子多幸福，若有人迭他糖果，他愛

留到晚上和全家分享 ，樂也融融 I

四歲的他越來越需要同齡的玩伴，剛巧當

時有一個小朋友需要課後的照顧，因此她便成

了我家常客，助人助己真是—件美事 l

五歲，我們已搬離學院在美利閣的宿舍，

家庭有了更多的私人空間，我也越來越多學院

以外的工作。那段時間，上帝為我們預備了一

位非常配合的家務助理，讓我在家庭、工作、

事奉幾方面都能平衡，那是一段很我很懷念的

日子 I

可忠六歲生日時，他用心設計生日會，驚

訝的是他很強調生日會的時間，要緊接著教會（

志道堂）的團契聚會之後，目的就是希望藉此吸

引同學來教會，為此他還手繪地圖頴示集合地

點呢 l

七歲那年，他離開澳門小城隨父母跑往約

旦，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在一所幾十人

的宣教士子女學校讀書，卻是一個意外驚喜和

莫大福氣 。

八歲那年，我們一家進入巴勒斯坦（西岸）。

他要融入阿拉伯學校中 ，相當不容易，他卻每

天還能快樂地上學，這讓我體會到上帝派給父

母的工作，祂也預備了孩子來配合呢 I

九歲那年我們回港，能順利融入合一堂學

校入讀四年級，有很不錯的老師 ，第一次中文

作文還能「貼堂」呢 l 在教會中，他喜歡參加

主日學，不用像以前坐在父母身邊參加阿拉伯

崇拜已是很開心的了。

十歲，感覺他真的長大了。這一年，他組

織了一個團契、開發了個軟件 、也參加了一個

越級比賽… 。

我常對他說：「我不明白上帝為何給你那

麼多 。 」有次，他竟如此答道 「那看來一定是

有件很大很難的事要我做了 l 」

上帝給我的，是很棒的一個孩子 。 看著這

塊好土，我這個園丁有無限歉意 l 越是看到自

己的偷懶失職，越是感受到上帝的作為，唯望

靠著主恩繼續努力就是了。

楊吳多里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藍彼得差傳啟航訓練

時間： 9月 1 日 -12月 20 日

截止報名日期： 7月月 1 日

有興趣的人仕請賜電： 28830759 

主辦 ： 澳門世界福音動員會

電郵： info.mo@om.org. 網頁： www.ommacau.org 

靈磐福音事工促進會誠聘福音幹事

幹事及包裝工，全職／兼職皆可，有意者請註明所

屬教會和要求待遇，將履歷寄澳門高園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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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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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ail@rnacautir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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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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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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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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