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i)興亡］二二］生
成癮者戒斷毒癮的過程 ， 向戒癮者及其家屬傳

揚主耶穌基督的愛和聖經真理， 實踐大使命 。

治療時間：

入住本院舍最少為期一年 ， 當中包括四個

復康階段：

第一階段： 身體療復期（約 1 -3個月 ）一重建紀

律生活，尋索基督真理；

學員進入院舍，由吸毒或酗酒至完全不沾染

的狀態，身體會突然變得虛弱和不適應，而

出現各種斷癮徵狀，如失眠、四肢無力、出

汗、食慾下降等 。 故此，在學員入住院舍首

十五天，會安排住在獨立房間內，而同工會

日夜輪流照顧學員，如扶助行路、 幫他抹

身、陪伴讀經等，讓學員渡過此辛苦時期。

當學員經過約兩週的身體脫癮期後，便正式

投入群體生活，參與院舍和教會聚會、學習

聖經真理、祈禱等；

第二階段： 品格重整期（約4-6個月 ）一認識基

督救恩，肯定生命價值；

大部份成癮者因心靈空虛、生命沒有方向和

意義，而利用毒品和酒精來麻醉自己和逃避

困境。惟有當成癮者能與上帝結連，尋得生

命意義時，才可有意志和力量衝破毒品的捆

綁。

第三階段： 生命考驗期（約7-9個月 ） 一經歷信

仰幫助，渡過困境考驗；

戒毒學員持續學習聖經真理，並透過在生活

中反思個人問題，和祈禱樽幫助後，會更能

經歷上帝的真實，從而在信心上有所成長，

願學習依靠上帝渡過困境，而不是再走回頭

路去用毒品和酒精等逃避痛苦 。

第四階段： 生命成長期(10- 12個月 ）＿肯定生

命轉變 ，植根基督真理 。

戒毒學員經過多個月的密集式生命反思和靈

性操練 ， 若能真心體會，必會對生命的看法

會有所改變，而行為態度和品格方面也會與

之前不同；當學員願繼續追求基督真理，積

極投入院舍和教會生活時，便會更能離開過

往不良的生活翟慣，讓生命被持續塑造和更

新轉變。

＊第五階段： 培訓期（約 13-18個月 ）一學習服

侍，堅固生命；

安排願意學習服侍的學員於一年治療期結束

後，到鄰近友好的福音戒毒院舍或教會學

留，結束後再視乎學員實況和意願投入服

侍 。

一位因信耶穌而扭轉一生的戒毒者

王少球傳道年少時在工作場所無知地結交

了黑道中人，後更感染吸毒惡習，他曾試過到

不同地區接受多種戒毒方式，力求掙脫毒網，

無奈仍失敗連連。終於在1991 年，他首次進入

當時本澳的福音戒毒機構＿＿ 「耶穌家庭」。王

傳道首兩次的戒毒情況較反覆，離開該機構後

不久又再吸毒 ； 直至 1992年，他因犯案被判入

獄一年多 ； 那時，在監獄中被一位牧師勸誡悔

改、依靠耶穌重新振作後 ， 便立志在接下來的

刑期裏，靠著相亻言耶穌和祈禱讀經而活出得勝

生活 。 他出獄後更直奔「耶穌家庭」，重新入

住隗舍戒除心癮 ，穩固個人生命 。 他在戒毒院

舍學習期滿後，便待在教會服侍，後因有感上

帝呼召作傳道，終在2007年，勇敢回應呼召，

報讀澳門聖經學院，接受作傳道人的裝備 。 現

時在澳門監獄事工協會侍奉 。

.. , 

若你身邊有被吸毒、酗酒捆綁，需要戒除

毒、酒癮的人，請聯絡我們 ·

聯絡方法

中心電話： 2845-5576 

中心電郵 ： treatmentcentre@newlife.org.mo 

郵寄地址 ： 澳門紅街市郵政分局郵箝6306號

若沒有上帝的愛和憐憫，吸毒者便沒有機

會認識祂，機構也不會被創立．同時，我們盼

得到教會和肢體們的代禱守望，使更多吸毒者

能到達主跟前。

願你參與：

回為吸毒群體的悔改代禱；

団為侍奉同工的身心靈健原代禱；

回申請成為義工，盡各人恩賜服侍吸毒群

體 。



畸吠二0-三年八月號 @ 

真擔心！要醒D ! 

審蠶二尸尸亡鬪鬥：；戶
鬧我有我做。自己人窒自己人，可以慳翻啖

氣，即係根本唯氣；過去大型基建如澳門蛋（

東亞運體育館）、上海澳門世博館，橫琴澳門

大學新校區及今日北安碼頭，都只是評語接受

態度照舊，沒有罰則也沒有內部的懲處，對於

正建築中北安碼頭，當然大可不理，正所謂「

舊事已過，現已變成新的了」。咪話亂估，未

來輕軌建設全線完工都—樣；馬後炮，係人都

識講。況且會否係拉貓尾，超支非百次，只是

引起公眾吵—輪，發洩一下。對於建設辦來

講，更係爛尾接手，碼頭設計、逞做邊修改丶

又係使用者話事（所謂「意見」） ，政府被商

人牽着鼻子走，最終就係政府冇專家，任由用

者指手劃腳；當然建設辦大有藉口推搪及支唔

應對啦 l 最終都係亞公大把錢，公帑又唔係自

己嘅，白得嚟白使去，應使則使嗎？司長回

應：北安碼頭明年中可運作，是重要口岸之

一，且有其他設施供其他使用（唔知點解）。

碼頭落成總比「港珠澳大橋」快，不致於完全

失去效用。

地產物業界，大咬房屋局，聲言對於業界

舖位與獲發牌有掛鈎？並說明早已向業界作

出諮詢才立法，原來到了立法期即將生效時，

—般地產舖商營業者才發覺問題多多。在房屋

局登記認可牌照或申請臨時牌照，竟多近二千

人， 而此法例在立法前只諮詢了不夠一百人，

確實令人嘩然。當然，事件發現澳門人慢熱；

是歷史的文化，還是澳人的性情？如今惟有硬

着幹，政府要乜，業界只有就範。眾所周知政

府的所謂「諮詢」不透明，設計問卷非正統，

亦是只選擇性取其意願答案；睇嚟又係草率立

法。近年眾多政策遭到反對，皆因法例不着邊

際，與實質距離有很大落差，諸如教育界對《

私框》、地產物業界的領牌制度等。政府真要

多作公關、多透明度辦事及聆聽不同行業的聲

音，不能故步自封，閉門造車，況且政府亦非

甚麼專家都有，專才亦未必喜歡做公務員。

如今「土地法」與「城規法」可謂「無

法」。各議員討論焦點都只顧自我利益，維護

個人行業與人脈網絡，在商言商，根本不理會

城市的未來。所謂「街線圖」 （後稱「 臨時准

照圖」）得賠償或「批則圖」後得賠償；政府

硬要寫在法例上，已分明了賠償夥團的目的 。

你說不是「利益輸送」、不是「官商鈎結」，

要誰信？政府甘願「大出血」，公帑多得冇

地方使，若人人現金分享都是八千元，理應讓

多出腦汁的議員派多些，方法就只有「利益輸

送」了 。

前陣子談論有關「外地生留澳」 一事，根

據鄰近地區香港過去的經驗，發現「內地生」

未必願意留港，基於所讀與工作，生活習慣與

素質，個人交際圈子與人生前景；最終調查發

現，累計十年不足10%肯留下。畢業生大多都

查察回國工作的機會，認為範疇廣闊，發展潛

質比較好 。 至於「專才」的取向，畢業生是否

「專」？原來十年前出國求學的，比今天的學

生，成績與勤奮的素質大降，來澳港讀書的學

生已大不如前，若盲目以為畢業就稱「專才」

，那麼本地大學畢業生豈不是也應稱「專才」

假如政府往後的政策如此殘薄，擔心真的

專才會流失，往祖國走，北上留下工作，或往

台灣讀書的不回頭，到香港找得機會的，會

結婚生子，取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好過玀

澳門政府現金分享的八千元（當然他 ／ 她有澳

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仍得領取） 。 若人心卻外

向，就如智慧書言：「人有疾病，心能忍耐；

心靈憂傷，誰能承當呢？」 （箴十八章14節）

擔心丶擔心、真擔心 l 唔該醒D 、醒D 丶再醒

D! 范錫強牧師

重拾我們的愛心與鬥心

學二二二［二雪二
為太有規律及時序，長期下來的習慣，或許會

磨滅了同工們求變的鬥心。

很多時候，同工們的分享都是說，現在的

學生愈來愈難教。這個觀點，應從不同的角度

去分析 。 首先，大家都承認，時代不同了，學

生的學習模式及需求，的確有所不同 。 若我們

以教導十多年前的學生之教學模式去教他們，

當然難教。最近與朋友晚膳，他的五歲兒子對

事物非常好奇，當他看餐桌上一道魚頭的菜

式，觀看著魚頭的牙齒，就提出一個問題，問

我們世上有沒有魚是沒有牙齒的？這一問題，

同桌的叔叔、姨姨都被考起了。不過，他很快

就要求爸爸拿出手機，在網上去幫他查找。不

出一分鐘就找到真的有魚是沒有牙齒的，而且

還圖文並茂。相信這問題也可能考起不少生物

科老師。所以，若我們仍停在知識的提供者角

色去教我們的學生，當然難教了。

在校圜內工作，我們推動學生們要用心的

去學習，為人師的也不能放慢學習的腳步。從

知識的層面，吃老本的還可以應付一時三刻，

但教導未來社會所需的人才，我們就要從新調

整我們的角色，善用新的資訊科技引導我們的

學生學習。讓他們學會在未來社會中生活所需

的能力與心理素質。所以我們要重拾我們的鬥

心，不要固步自封，要追上時代的步伐，用適

切教導者角式及新的方法去教新時代的學生，

我們才不會再埋怨，學生愈來愈難教 。

另外，在老師的角度來看，一學年的結

束，就代表一階段工作的完結，新學年又是新

的開始 。 過去一年做得好與否，也是過去了。

新學年又面對新的學生，沒甚麼大的包袱似

的。但學生就不同了，他們過去一年的學習，

在學年結束時，都換來—張成績表，這張成績

表的好懐，也成為他們成長中的印記 。 有的學

生取得不錯的成績，為他們走上較平坦道路增

加機會；有的學生或許未能適應老師教學，又

或是自己的疏懶，換來一張強差人意的成績

表 ， 甚或需要留級，成長的路就較難行了 。 常

言這，每個人都不會有第二個十五歲的，這一

年，遇見甚麼樣的老師，或是錯過了甚麼大好

的成長機會。過了就過了，沒有返回的機會

的。因此，我們為師者，需要更多的愛心，切

切的關顧學生們的需要，為他們的成長付出多

一點， 讓一同走過的年頭更加充實，成長得更

好 。

學年結束，我們休假之餘，再次喚醒我們

的愛心，重拾我們的鬥心，幫助我們的學生走

好每一個成長的學年。我們與學生相遇，是彼

此的祝福，也提醒我們要做好我們的角色。

老C

6l@e 
噩扒龘茫围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腓二 ： 4) 

大風雪裡，亂山叢中，有位名叫撒都

的男人，同一位西藏人結伴同行，天氣突

然冷得十分厲害，眼看著就快要斷絕到達

目的地的希望 。撒都無意中看見三十尺以

下的雪坡上躺著一個人，已經失了知覺。

他動了慈心，請求他的同伴幫助他，把那

人送到村裡去，但這人說他太不自量，

本身尚且不能自保，還要幫助別人，所以

倖悖地撇下他獨自走開。撒都只得自己下

去，把那人拖上來，背著他慢慢地走，雖

極辛苦，但他用盡力氣而行。走不多遠，

看見他的同伴躺在路旁，原來已經涼死

了。這時撒都因為出力，十分溫暖，又與

所背負的人身體磨擦，那人漸漸地蘇醒 。

倆人平安到達村莊。這正如俗語說：「救

人就是救自己。」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妤畫推冇i
-

作者 曾繁凱 (Thomas Tsang) 
竺誤顯 O

前法官曾繁凱先生提出一百條問題，並從

天文、地理、歷史、故事、法律、新聞、神

學、宗教、見證、電影、投資……等等不同範

疇 ，與您一起思考聖經揭示的四項屬靈真相 ：

天地有神，神人隔絕，絕處逢生，生命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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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上帝的旨章（四）

為何要求問上帝的心意？
王严境印證，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當
尽信徒正在求問實行某事是否出於上帝心
意，當身邊不斷有微小的聲音表示支持時（包

括朋友的勸告，聖經經文，講這，甚至是廣告

標語） ，就代表那件事是符合上帝心意，甚至

猶如基甸般尋求神蹟印証。筆者認為這種方法

過於容易令人感到穿鑿附會，望文生義。事實

上，人自然地會對自己所認同的事特別留意及

敏感，也會受主觀的思想與情緒所影響，以致

所得出的結果並不能代表是出於上帝的聲音。

筆者就曾眼見不少信徒明明是已經心意已決，

為了「出師有名」，不斷將意義強加在一些毫

不相干的事例上來滿足個人願望。而另一種環

境印證， 是堂會間非常流行的「開門與關門」

論。簡單來說，就是信徒藉禱告把事情的某幾

項選擇交托給上帝，然後假設若乎合上帝心意

的那件事就會蒙神應允成就（開門）。 相反

地，若不合乎上帝心意的那些事情，上帝就會

令它失敗（關門） ，這種方法在信徒尋找工作

時猶為常見。可惜，這理論同樣無法作準，正

如關掉的門可否視作為上帝考驗和磨練信徒的

一種方法？而開了的門又會否是上帝為了考驗

信徒的等候和忍耐？

（ 頤l"J覦 Civi I Christian ) 

基督不是多啦A蓼

肢體許可，也是倍徒常用作標準的求問方

式之一，猶其是屬靈長者的意見更是許多信

徒面對抉擇上的重要參考指標。我們先談「

屬靈長者的訓誨」，在人生抉擇上，筆者同樣

認為我們必須尊重和虛心聆聽長者的意見。然

而，我們不能走上中世紀羅馬教廷的舊路，信

徒皆為祭司，牧者和信徒之間並不存在驅俗之

分，牧者亦不會必然地比倍徒更接近上帝，而

藉此更容易靄得上帝的特殊啟示。儘管，很多

牧者無論在人生經驗上，信仰上都比信徒更為

成熟，但牧者的權威性無疑只在於信仰的層面

上，對於一些其他專業層面的工作抉擇或戀愛

上的決定，牧者也只能有限度地提供經驗之

談，而不能提供絕對化的答案。至於身邊其他

平輩肢體的認可，雖然同樣重要；但如以小型

堂會為例，信徒的信仰思考模式深受牧者影

響。 所以，筆者認為大部份情況下，倍徒實在

與屬靈長者的意見出入不大。 而且，猶其是面

對一些教會革新的議題時，往往是很難得到大

部份肢體的認可，但這卻不能代表是違背上帝

的旨意。正如馬丁路德改教的時候，又有多少

人會支持與認同呢？

你也別妄想做大雄

作］—個記者，也是一位公民，只是因為
作的緣故，比一般人較多接觸政治以

及政治人物，這可不是我所喜歡的，但現實生

活中，政治就是離不開的，這根本不用先徵得

你的同意。

今年小城立法會選舉年，但萬萬想不到的

是，在選舉都還未有一件吸引到我眼球的事之

前，港澳的政場及高官操守問題，已經令到傳

媒和市民的注意力，忙得不可開交。其中四個

政治人物，甚至連行外人都紛紛談論起來——

陳茂波、陳麗敏、黃之鋒、朱耀明，他們的共

通點是，他們都聲稱自己是「跟隨基督的人」

前兩位為現任問責官員， （事先聲明 ：雖

然大家遠古是同宗，我卻跟他們沒有交情也無

仇無怨，前者更非我「任何家人的任何家人」

I) 作為一個地方數一數二的當權者，能夠爬

上如斯位置，理應早就大叫「光宗耀祖，榮神

益人」了，但何解他們的「信徒血統」卻備受

質疑？有人明明官司纏身卻仍「虔誠地展開朝

聖之旅」；亦有人涉嫌以權謀私卻仍當眾宣稱

自己「一直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

同行」；這些「被厭棄至谷底但仍鋇而不捨

地信靠上帝」的做法，不都已經能夠「孝感動

天」嗎？

再來又看看另外兩位，一個極其量是個中

學生， 一個則是個已經滿頭白髮的牧師，橫豎

也跟政治風馬牛不相及。哈，他們就是要你「

估佢唔到」 l 一個去年由小小校內關注組，轉

眼間領導十數萬人展開反國教行動；另—個

更厲害，竟以溫柔的「愛與和平」企圖改變政

府、喚醒香港人 l 誰會猜想到，少年人和老伯

伯會咁「把炮」呢？相信就連他們自己，也從

未想過會一夜間成為政治主角，風頭無量。

在這四個「信徒」當中，大家總會「鹹魚

青菜各有所愛」，而事實上我們喜不喜愛他

們，根本不重要，關鍵是：耶穌會點睇他們？

馬太福音 (7 :20-23)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
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凡稱呼我主阿 、 主阿

的人、不能都進天园·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人、纔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

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丶奉你的名

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

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

的人、離開我去罷。」

若有人把基督當成「多啦 A 夢」，誤以為

「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就能夠逢凶化吉

的話，有沒有想過，耶穌會有何感受？別天真

的「入戲太深」，以為自己是大雄了，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可不是傻呆的耶 l 他多次重申，

他非常討厭「偽君子」 l 相反，若有人真的按

真理，以心靈和誠實與祂同行的話，即使是被

棄的房角石，祂定必大大使用 。

提摩太前書4:12 「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

信徒的榜樣 。 」

箴二十： 29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

為老年人的尊榮。」

你呢？你也是大雄嗎？

小花

筆者我其實並不全然否定以上幾種求問上

帝心意的方式，筆者絕對相信上帝的特殊啟

示與超自然的介入，亦相信上帝對祂兒女的照

管。只是，筆者希望表達的是－以上這些方式

都並不能作為一個絕對化的標準。特別是當我

們沒有足夠憑據的時候，而聲稱是奉神之名或

稱所作的是出於上帝的心意，實在是犯下十誡

中的妄稱耶和華的名（出二十7) 。以個人的

處境性抉擇視為絕對化的神喻，正是歷史上很

多重大悲劇的起因，令人類不斷付出沉重的代

價，以往的納粹大屠殺與十字軍東征正是最好

的例證，可惜今天的我們似乎卻仍未吸取歷史

給予我們的教訓，不斷重蹈覆轍。

Freddy 

,----------------------、

澳門讀經會主辦／香港讀經會協辦

家庭崇拜訓練班

家家畜本「當嶠」函噩
家誕祭這Easy Talk訓贓噩

緻儋如何纏立家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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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備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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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到此電郵信箱 、SUI惡叩＠珥呻l.com
或致電通知交費

查詢電話 ： 十853 -635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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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鏞基師母訪溴

6月 1 -3 日 ， 神透過全世界最大教會韓國汝矣

島純福音教會趙鏞基牧師－金聖惠師母祝福澳

門 。 一連三日 的四場聚會及餐會， 出席人數合

共700人 ，講員還包括： 台灣純福音靈山神學院

院長張漢業牧師，澳門聖經學院游偉業博士 ，

香港以斯拉事奉中心葉偉洪傳這 。 6月 3 日 晚七

時假皇都酒店，澳門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MACAU) 舉辦的慶祝晚宴 ，邀請一班工商界

弟兄姐妺與牧者們與金博士會面 ，鼓勵澳門職

場信徒 。 主題為：「沒有音樂仍然可以跳舞」

， 報名超過 1 20人， 座無虛席 。

景85屆詩磁

亶簣

(852) 5301-0741 

鸕址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鴯．虞

遜腰II 泠·一
釐暈衞瑄疇合教會九Ill蠹詩!:Ii,扇d贏~-港璽人蠹量成會．
·暈敦畜潜崇真會疇合詩茲· 九鼴瑊l1信悖磁·港九國南霞教會屬合詩珗
蓄湛亶欒學悰诗磁．箸港中冪聖集． 九畫壇贏耆教中章宣逞．篤琺

■II蕈．鬲■!I鑽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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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量教尖沙咀灣人生命窒亶歌ll. 菁潑浸信敦會荇磁·欣鑽詠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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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員 李思敬博士
（中國禪靈誣悰候任院長）

早堂 · 硏錘曾（上午09:45-10:50)
主111 11 等候聖璽·教會歷史第一諜

震熹話（警週話即時傳鐸）

1. 禱告與檁還（便徒行轉 1:1-14)

2. 靄在與澆灌（使徒行鷽 2:1-21)
3. 增長與突破（使徒行蠅 6:1-7)
4 . 差瀘與血（使徒行籌 11:1-18)
5. 爭矚與合一（便糙行.13:1-3)
6 . 按手與充滿（使每行曇 18:24-19:7)
7. 膏立與搵綱（使徒行鸞 20:17-38)
8. 囚摹興見證（便徒行囑 22:3-21)

9 .• 狂興成敗（使徒行•28:17-28)

謅員區(8平牧師
（畫鑷．臺渴區糰．暈糍牧嬴長）

午堂 4胃道會（上午11:15-12:20)
主題 從亞伯藹到亞伯拉罕－敬畏上帝五味架

賓熹話（蕾lil!fli即時僖鐸）

1. 生兒育女人間世（創世記 11:10-26)
2. 生鱺死別活下去（剷世記 11:27-32)
3 生活奮鬥新擴遇（氰世記 12:1-8)

4. 生存逆境亂鬮腳（劌世記 12:9-20)
5 生疏親情落冥心（龢世記 13:5-18)
6. 生財有這適取捨（氦世記 14:14-24)
7. 生蠣黑奈求其次（龢世記 15:1-6)

8. 生不違時誰之過（氰世記 16:1-6)
9. 生命迷宮怎續航（氦世記 17:1-8)

讀員：賣醣度博士
Dr. Ajith Fernando 
鴴f凪鬬卡青年黷主懾會敎．衊畫）

晚堂 · 奮興會 （晚上07:00 - 09:00 l 

主題 II 複癱世界，徹底愛心

英匿 （匱稟Iii'· 蕾週話（大．主壇）即時．罈）

1. 履行愛心之逞 （林前 12:27-31;14:ll
2. 比恩矚及委身更大的愛 （林前 13:1-3)

3. 堊得忍耐的掙扎 1 (林前 13:4-7)
4. 稟得忍耐的掙扎2 (褘剪 13:4-7)
5. 癥底的仁慈 （林俞 13:4-7)
6. 得謄嫉妒 （樟翔 13:4-7)
7. 儻慢乃軟弱的記蘩 （禕前 13:4-7)
8 對人敏感，向神障嚴 （啉搶 13:4-7)
9 忿怒＿這饑之人的缺點（林煎 13:4-7)
10. 愛的人生才是值得的 （林剪 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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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所屬教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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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郎

拉撒路青少人中 心署期活動

Y004訓練宿營

目的：讓青少年認識自我、建立自倍、挑戰自己，

學習人際相處，確立真我價值並自我管理，在社會

發撣重要的功能

內容：地面歷奇、歌唱熱舞、山嶺攀爬、城市定向

對象：中學生

時間： 8月 14-17 日（星期三至六）

地點：澳門

蕡用： $400(包膳宿、交通、保險、教材）

＊必須參與YOOS外展篇

YOOS外展篇

目的：透過城市迷及導航、活用Y004所學之生命

態度，有效率地與人相處並服務社群

對象： Y004參加者

時期： 8月 21 -24 日（星期三至六）

時間： 2:30-6:30pm 

地點：本中心

費用： $50(包茶點、教材）

報名查詢： 28552435 

主辦：拉撒路青少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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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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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1號 電郵： mail@macautimes.net 

澳門出版登記第78號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726 -6 246 

義務總編輯 王大為 主編／設計 黃志鴻 發行 戴凱斌

編委 梁祜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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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1 -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2 1-01 2-000633-1 , 寄回存據，註萌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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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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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