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較園， 是孕育澳門未來的孵化箱，能夠以
福音大能得著校園，便能得著一個個的

年輕生命，轉化澳門的未來。當我們眼見今天

的青少年所要面對的種種問題和衝擊，色情資
訊泛濫 、 性濫交、墮胎、濫藥等問題已發展到

要讓人習以為常的程度；作為倍徒的我們，應

該運用神給予祂兒女禱告的權柄和大能，守望

校園，並為青少年的生命懇切代求。。

為此，「用愛擁抱校園－－全澳校園禱告網

絡」於2012年 3 月份開始，盼望招聚凡對校園

靈魂得救、校圜文化得著轉化有熱切冀盼的牧

者 、 基督徒教師及青年領袖們，運用合一的力

量 ，為澳門新—代獻上真誠的禱告 。

「禱告網絡」的異象及目標

「 禱告網絡」的設立，第一是為了喚醒我

們對校園轉化，青少年靈魂博救，福音大能得

以在校園彰顯的熱情。 一個持續的禱告生活能

甦醒我們對真理追求的渴望，使我們不再妥協

世界的準則及安於現況。所以我們盼望透過招

聚信徒同心的禱告，激發起我們對青年人生命

的愛和熱情，讓我們能夠以為父為母的心，為

澳門的下一代懇切代求 。

第二，運用合—禱告的力量 ，耶穌曾經說

過：「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 。 」（太 18: 1 9) 「 同心合意」的禱
告是主耶穌所教導的，也包含著「必為他們成

全 」 的應許，可見同心的禱告，是上帝所悅納

的 。 為此，我們盼望聯結澳門教會、基督徒教

師及青少年領袖，以禱告覆蓋全澳各校園，建

立為校圜禱告的峰火台 。

第三，推動實踐校園福音佈道，帶來大量

靈魂得救 。 禱告的目的是為了「收割」，主耶

穌曾教導門徒「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

的莊稼」，可見「祈求」能促成收取莊稼的成

效 。 所以，我們鼓勵參與禱告的年輕人，—邊

校匿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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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禱告預備生命，另一邊以實際的關懷行動，

來為福音開路 l 學生信徒可按照所屬教會所使

用的佈道材料和方法去讓同學認識福音，而更

重要的，是鼓勵信徒們從生活的樣式，去見證

福音轉化的大能，讓同儕可以十分具體地去「

看見」福音、「聽見」福音並「經歷」福音 。

第四，透過福音佈道，讓校圜青少年生命

更新改變，最後達至校園文化得以轉化。我們

深信福音的大能不單單為個人的救恩而預備，

也能為社區、城市甚至國家帶來真實而具體的

轉化 。 我們盼望看見一個個得著救恩的生命，

能發揮信徒的影響力，使充滿著問題的校園文

化得以扭轉，讓基督教的價值觀能植根在澳門

的校園裡 。

「禱告網絡」的策略

我們以簡單的策略，推動亻言徒能在生活中

實踐有關禱告及個人佈道的原則：

1聯校禱告會：每月一次聯結教會牧者、基督徒

教師及校園領袖，以合—的權柄為澳門校圜代

求，也同心聆聽，尋求得著澳門校園的具體策

略 。 這個聯合的禱告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凝

聚愛校園丶愛澳門青少年的信徒，彼此激勵，

同心禱告 。

2校園禱告會：我們其中一很重要的目標，就是

要發動各校的青少年領袖、基督徒教師每週一

次，自行在所屬校園，建立禱告烽火台，具體

地為校園的靈魂得救代求 。 信徒教師及學生，

是每天能駐足校圜的「種子球員」，他們能因

應所屬校圜的實際狀況，為校圜發聲禱告 。

3福音行動：以各教會為單位，按照所採用的佈

道方法及材料，推動青少年在校園積極實踐個

人佈道 。

「禱告網絡」的發展

自去年3月，校園禱告網絡開始每月一次

的「聯校禱告會」，在會上分享同心為校圜禱

告，以福音的大能得著這世代年青人的借息；

並積極推動澳門青年信徒於所屬的校內設立禱

告小組，燃點禱告的火種。

2012年的下半年，我們把聯校禱告會的主

題定為「聖潔校圜禱告會」，盼望藉禱告甦醒

青年人對聖潔生命和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興起

能活出聖潔的新一代。

2012及 13年的9月，禱告網絡也舉辦了「校
圜開學禱告會」，在新學年開學之先，為整學

年祝福禱告。也讓身處在校園的基督徒學生及

老師，把螫學年獻上給神，讓他們在校園的每

一天也為榮耀神而學習，為見證神而教學。

我們的聯絡

大會設立了facebook專頁，發放禱告會的

聚會消息，上載每次聯校禱告會的重點禱告倍

息。專頁內的相片檔案附上全澳校園的相片，

讓我們能隨時隨地題名為澳門校園禱告代求。

聯絡電話 ： 28840394/66635873(鄭同工）

Facebook專頁 ：

用愛擁抱校圜－全澳校園禱告網絡

https :/ /www. face book. com/ campuson.fireamen 

盼望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能夠持續同心祝

福澳門校園及青少年，深信上帝必會垂聽此處

所獻上的禱告，並會親自在澳門興起敬虔，和

渴慕活出聖潔的新—代。

『 － 、最新消息：

10月份聯校禱告會

日期及時間： 10月 7 日 （一） 8:00-10:00pm 

地點：國度事奉中心（澳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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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菩道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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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定，
五屆立法會議員經已選出，塵埃落

以鄉土派同胞取勝，透過同鄉

會、鄉親父老支持，比上屆突破歷史紀錄。年

輕新思維與學者通通不敵，或許人事不足，資

源短缺，踵杯欠奉，導致財雄勢大的以慣性出

選。究竟選戰如何激烈？只有身受其位者才感

到是否「勁激」？觀戰者投入與否，都因人而

異；有對號入座者，也有隔岸觀火，連票也沒

有投。最重要還係入選者，有對冥提出的競選

政綱兌現否？大家則要拭目以待。

在立法會議員選舉前的論壇辯論中，多位

議員大說：「本地法悝滯後，必須改革。」如

今經915立法會選舉一役後，竟要廉政專員發

炮認為「立法會選舉法必須與時俱進」，舉一

反三 ，換言之，全城各種法例都是落伍的，要

做法律改革真花神，也必要，是否到此刻換了

班子可以辦得到？但另一派則強烈爭取政改，

表明要提立法會全面普選，甚至要有特首薈選

時間表 。

本月20日起「食物安全法」生效。本澳有

學者認為過去政府對監督與執法力度不足，縱

然有法，也有可能只是頒佈畫在牆上，比作肯

定宣傳，強化市民大眾關注。然而，若政府有

關部門不主動查察與打擊，根本又是另—單只

著重立法，不勤執法的弊政；甚至灰色地帶多

多，又是否因草率立法而引起飲食界與超市強

烈的反應呢？

據悉衛生局對娛樂場禁煙大開中門似的，

不認真執行控煙法例，甚至在娛樂場內吸煙人

士檢控罰款比定額600元低，還是控煙人員可

酌情對那些吸煙違例者作處罰？衛生局允諭娛

樂場作改善，但到期又給予延期，闊佬懶理。

呵阿 I 皆因本澳經濟主要來源靠佢聰。

有團體討論離島（氹仔與路環）至今仍未

能成為「獨立生活區」。這是事實，居於氹仔

比路環所謂優勢的，都不是好過的，氹仔人

口越來越多，但公共設施卻十分不足，再加

上興建社經屋後，路網沒有增加，但車人流則

多了，居民愛返回半島購物與上班。氹仔工作

職位少。街市得一個，冇醫院只有衛生中心丶

山頂醫院及鏡湖急診，但係都靠唔住，寧可返

去半島睇醫生同買蜓，長者為慳個錢，寧可疲

於奔命。以前就話鍾意住氹仔，貪空氣比半島

清新，綠化不錯，如今處處大興土木，博企十

居其九都在路氹興建旗艦場，輕軌掘到個島都

沉。由路環石排灣直到三條大橋口 ，邊度都沙

塵滾滾，要吸塵請來這區；今天塞車與水浸隨

時隨處，你話住氹仔有乜好？

當慶祝祖國國慶之時，有否想及中央政府

對澳門的期望是甚麼？剛選出新一屆的立法會

議員，除了為本澳市民忠誠服務外，可以為祖

國對澳門的期望做甚麼呢？有人為擦亮對鞋（

得表面），有人大喊恭賀（得把口） ，有人愛

晒同胞（繼續走私貨）。澳人要點？最起碼係

要「安居樂業」，有得住、有工做、平抑物

價、社會和諧，絕不要無風起浪，挖眾取寵突

顒自己。先知耶利米記下上帝所說的話（耶六

章 16節） ： 「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哪

是蓄道 ，便行在其間。」但願新一屆的立法會

議員可以這樣做。

范錫強牧師

e@e 
臠癮麟口齲鷗

「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路12

: 1 S) 

「如果你看見一個人擁有一大池水，

可是卻一直活在饑渴中，因為他怕池中的

水減少，所以捨不得喝半口水，要是你看

見他耗費時間、力氣以取更多水放進池

塘，卻總是乾渴著；看他手中總提著—水

桶，從早到晚盼望取得雨滴，張口注視每

一朵雲彩，貪心地跑到每一處泥濘沼澤之

地，希望得到水，也老在研究如何放干溝

渠使之注入水池，你或許見他在這般憂勞

中日趨衰老，最後卻跌進自己的池塘而結

要培養孩子的生存力

蹭二二~::;::言：：
不》，但超過一半的大學生仍會選擇往外地升

學。能離開澳門，往外地升學，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可以擴闊視野，另外也能更多學習獨立

生活 。

在中學工作多年，家長對學校的期望就是

能讓他們的子女考上好的大學，中學的功能也

愈來愈偏重於提升學生的升學能力。極端—點

說，能讓學生考上大學，已是完成中學的教育

任務似的。最近聽到一個個案 ， 就是有一個成

續不錯的學生，也被學校推薦往內地—重點學

校升學， 而且也被取錄了。暑期過後，家長及

老師們都懷著興奮與安慰的心情，送這學生往

大學去。只可惜，這興奮時間還不到思，就傳

來這學生要回來的訊息，家長急忙尋求老師

的協助，希望勸止這學生退學的念頭 。 究其原

因 ，就是宿舍的條件與學生的期望相差甚遠，

在家有獨立的房間，在宿舍要與陌生人同室而

居 。 在家是家人的遷就，在宿舍就無人會遷就 是較為極端的個案，但我們不得不思考 ，孩子

了。總之就搬出千百個理由去支持自己退學回 由零歲到十八歲，這重要的成長階段，我們給

來。這個案不單讓家長難過，也為給我們教育 他們甚麼樣的教育。家長與學校，是完成我們

工作者—個警號 。 聽到這個案後，再從其他教 的任務，還是真的為孩子們負責。試問我們仍

育同工口中傳知，原來這類個案也愈來愈多。 接受「高分低能」式的教育嗎？

能培養學生有能力考取大學的席位，就算 我們都知道，就算取得好的成續，未來並

是完成了責任嗎？說實的，學生完成了大學， 不可保證＿帆厘順的，反而是培養孩子有強韌

又真的是有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了嗎？教育的 的生存力，比成續還重要得多。孩子具有逆境

功能再退化成只求升學或取得學歷，真在是可 中能力生存下來能力，才是我們教育的重要功

悲的。我們強調學校教育需要德、智、體、 能。要突破教育只是考知識及記憶力的教育迷

群、美五育並重 。 早段時間也強譏多元知能的 思，因為得到這樣的高分數，學生自以為有能

發展 。 只可惜，由於教育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力，反而在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年代是一個钅吳

大家要比拼的，最終仍是學業成績。 加上，近 導的悲劇。父母最大的任務不是保護孩子，＼讓
年家庭都傾向少子化，父母自然也對兒女寵愛 孩子入讀名校 。 而是培養他們可獨立生存，自

有加，凡事都給兒女多加保護，又或許是工作 食其力的大人 。 要改變這大時代 刁戈們、能力有
/ 、

太忙，沒有時間多照護兒女，往往給予兒女的 限，但最少我們要懂得從個案T反思，並~D以

物質 ， 多於他們所真正需要的 。 怪獸家長愈來 行動去嘗試及實踐， 我們的下一代才會 更好

愈多，早前也聽到大學生也由父母陪同上學， 的生存力。 、、__, 老C
求職也有父親要親自到場協助 。雖然， 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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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 立法會選舉、施政方針等等公共議

題都彷彿與我們的借仰毫不相干。 自歐洲I學者

提出世俗化 (secularism) 的觀念後，世俗社

會便開始不斷告訴我們信仰只是屬於私人的領

域， 是個人心靈的依歸， 在公共空閤中並不

需要任何關於宗教信仰的論述，基督信仰終被

無情地驅趕至邊緣的一角 。然而， 更可悲的是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卻竟然全盤接受這種世俗化

的世界觀前設，把基督信仰變傳個人化、心靈

化、甚至私有化。

天的價值 。極端持守聖俗二分的信徒會認為在

周間六天中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只是為了生

存而忍受；唯有星期天參與在教會中的活動 ，

才擁有真正的意義。當然，為了避免造成「星

期天的信徒」，不少教導嘗試把六日的工作增

添神聖意義，如在職場中活出良好的見證以領

人信主等 。然而 ， 這種附加神聖意義卻是外在

的，而卻仍然沒有為工作的本身增添任何內在

一一＇罡＇、手 °

柏拉 圖的 哲學同樣亦影 饗 了終末論

(eschatology) 的建構，強調的是在短暫、現實

可見的世界中背後的靈性世界，因此上帝圈是

他世的存在。現有可見的物質世界是邪惡又墮

落的，並終會走致滅亡 ， 只有人死後靈魂所歸

之處，即天堂才是我們真正的盼依 。 信徒在世

的任務，因此只是拯救在世失喪的靈魂， 至於

那關乎現有世界救贖與更新的任務，則是次要

的，甚至只被視為佈道的一種手段 。這種思考

方式不但與使徒信經中「肉身復活」的認亻言有

所相違，亦失去了基督「遣成肉身」的向度，

令信徒產生「避世」的心態 。

基督信仰故然可以是私人的， 但卻不止停

留於私人領域，倍仰更是公共的。沒有—段故

事能比聖經中那關乎上帝創造與救贖故事更為

公共， 世界不知道自己是世界，它只知道自己

的故事， 而不知道它是被造的、墮落的 ， 只有

上帝的故事才包含了世界的創始與終局，基督

信仰甚至被世界所知道的公共更「公共」。信

仰所涵蓋的，包含甚至超越了世界所知道的－

切。經濟、文化、環保、政府制度等等都是信

仰能夠應用的領域，與我們的信仰息息相關 。
上帝國是實現但未完成的 (already but not 

令信仰與公共分割的一個重要原由莫過於 yet) ' 它並不是單純屬於個人的、心靈的存

「鑿俗二分」的神學觀，這種神學觀可以追溯 有，更不是只存在於他世的還象，而是透過耶

至古希臘柏拉圖的哲學，把靈魂與世界二分割 穌基督的降生、死亡與復活實實在地展現於世

裂，並認為只有靈魂的世界才是真實 (real) 界，並將藉著基督的再次降臨而完成 。 作為天

的。這種哲學思想深深地影饗著中古基督教的 國的子民，於地上活出天國的價值是必要的信

神學思想，令教會認為神聖與世俗必須二分： 仰踐行，而並非除佈道外的次要任務。信徒有

，－－－－－－－－－－－－－－一－－－－－－－
2013粵港澳教牧交流會

日 期： 11 月 18 - 20 日（星期一至三）

地 點 ： 香港新界西貢北西澳年明路—號

（香港浸借會神學院）

主 題 ： 全人牧養

內 容 ： 專題、分組交流、培靈會、香港教會

歷史遊蹤活動

名 額：澳門20人、廣東省6人、廣州市30人

、深圳40人、香港44人

報名費 ： 港幣500元 （包括三日兩夜團體房住

宿、膳食、第三天遊覽活動，其費用

不含往返船票），為確保大家能—起

準時出發及到達 ， 請預早購買 11 月 18

日 8時30分之船票（集合時間為8時 10

分港澳碼頭）

截止 日期 ： 10月 8 日 （星期二） 上午12時30分前

（註 ： 額滿即止 ）

備 註 ： 為鼓勵教牧同工參加， 本會津貼每間

會員教會／機構一位參加者（ 只限全

程參與），每位港幣200元 。本會亦

建議 貴會給予假期及另外津貼，

以支持同工參加。 日 程及報名表請

參看附件。

索取報名表格，請致電澳門基督教聯會283 5

3170 ; 請於10月 8 日 （星期二） 上午12時30分前

之前或傳真2835 31 70或寄交澳門東望洋街友聯

大廈1 5號E地下澳門基督教聯會收

丶

只有靈魂的、教會的事才擁有永恆的價值；身 責任在世界與公共中指出它的墮落，並參與在

體的、 社會的事則是世俗的 ， 並沒有任何屬 上帝在世界的救贖計劃之中。
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讀者來稿

髖騧「萱禱嗨親」 2钅L記

r -+-+-福旅程」福音事工是澳門近八十r=, 
亭家基督教會福音機構中，成立時

閤較短，教牧同工較少，架構規模較小的—

員，但是，其福音事工的能量卻是名列前茅，

成效斐然。「蒙福旅程」這個事工較特殊＿＿以

派發免費禮物福音禮品及個人佈道的形式 ， 專

門向來自中國的遊客傳揚福音，同時與眾教會

攜手合作， 推動基督徒成為「福音使者」，接

觸來澳門旅遊的中园遊客 ，使他們的澳門之旅

成為一次改變他們人生的「蒙福旅程」 一一該

機構名稱就是其事工內容的直白 。據事工資料

統計顯示，澳門「蒙福旅程 」 自 2008年至2013

年，已派出福音禮品袋2,034,240個，派出《聖

經》 63 , 124本，帶領34,558名中國遊客決志信

主 。

筆者信主蒙福廿多載， 是由天主教歸依基

督教的－名平信徒，亦曾在廣州、香港、澳

門、澳洲i等地做過福音志工，曾多次幫美南浸

信會西差會在大三巴向中國遊客派發《簡體字

聖經》和福音禮品袋 。 因被澳門「蒙福旅程」

的事工感召，日前筆者嘗試參加「蒙福旅程」
的志工工作，上大三巴向中國遊客派發福音禮

品袋和接觸被我主耶穌未選者並將他們帶去決

志及領取《聖經》 一＿衹做了兩個上午，怛卻令

筆者極大地被我主耶穌的恩典大能所震撼 ， 被

澳門「蒙福旅程 」 志工同仁們的堅毅克難精神

深深感動 l

是日恰好是今年夏至日，是酷暑之極之

日 。 早上未到九點鐘，已經是驕陽似火，渴熱 「法輪功」、「耶和華見證人會」這三隊人

蒸騰，耶穌會紀念廣場、大三巴六十八級石 馬，有無騷擾遊客以及強派禮物強行宣教，結

階、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遺址等，全部都在流 果大家相安無事。

火鑠金地廛曬著，令人無法子悠然流連，可

是，從這時開始，已有大旅遊巴將－車－車的

中园遊客迭上大三巴 ，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像

波浪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湧上大三巴 ，然後又像

浪花般的四下散開去，整個大三巴景區人聲鼎

沸，如此奇特的旅遊觀光景區景緻，相信祗有

在澳門大三巴與中國遊客這二者奇異結合時，

才能得見。這時的我們蒙福旅程的志工，做過

簡短的出發前祈禱後， 每人掛上工作證 ，捎一

個提一個裝滿福音禮品袋的大背囊 ， 在傳道人

的帶領下，步上大三巴 ，在遊客必然行經的位

置站好，開始用普通話大聲呼喚「耶穌愛你，

免費禮物迭給你」，並且原地站立芙容可掏地

將福音禮品袋－－敬送給前來索取的中國遊

客，若是遇上連帶著要求《聖經》的，則引帶

他或她去到附近一處，由另一些志工與他們作

接觸並帶領他們即場當時決志信主及餜贈《聖

經》。筆者有注意到－－這時有澳門法輪功，

亦上大三巴在某樹蔭下固定位置，擺設開宣傳

攤檔和傳單禮品，並且在眾 目 睽睽之下打坐練

功；這時又有澳門耶和華見證人會，在另—處

樹蔭下擺設攤檔和贈送宣傳品；這時還發現有

澳門治安警局便衣警員、澳門旅遊局稽查員丶

澳門民署稽查員、 澳門中旅國旅人員等—些特

殊的人員，佩帶著工作證，在機警地察看著大

三巴景區情況，尤其緊密注視「蒙福旅程」、

這天中午時分 （夏至 ）烈 日照地無影，大

三巴遊客漸見稀少，約摸中午一點鑊時「蒙福

旅程」才從大三巴撤下午休，這時筆者見每一

位志工都是汗濕重衣，汗巾絞得出水，臉罐得

通紅，聲嘶力竭，但不掩興奮＿－因為這天上

午竟派發出近六十大袋背囊的福音禮品袋 ，並

且引領了數十名中國遊客決志信主，亦派發了

數十本 《聖經》。筆者以為這天上午是「親睹

異像，親見神恩 」 一一事關筆者在早前曾好奇

而悄悄地開過一個福音禮品袋一瞧究竟，發現

內裡衹有一隻鑰匙扣、 一張聯絡卡和幾張福音

材料，而這隻福音禮品袋衹不過是四A大小的

—隻相當簡樸的印有聖經話語的環保小購物袋

而已，怎麼可能吸引上大三巴遊覽的 「強國大

款」遊客前來索取呢？可是，筆者親歷了一批

一批又一批的中國遊客蜂擁在「蒙福旅程」志

工站立處，新奇且高興地領取福音禮品袋的難

忘情形，衹見有極個別中國遊客打開福音禮品

袋後作不屑狀的， 更見有很多中园遊客上前央

求能否再給多一兩個福音禮品袋以返鄉餜贈親

友的一一筆者不得不相信， 這美妙奇異的—切 ，

都是有聖靈有主恩在這裡使然。

筆者這天上午在澳門大三巴所呼喊的「耶

穌愛你 I 」次數，比先前廿五年間所呼喊及啟

應的總和，還要更多。
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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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門基督教聯會拜訪基金會
八月廿三日 ，在主席黎允武牧師的帶領

下，澳門基督教聯會代表一行六人（戴民牧師、

游偉業院長、冼錦光牧師、凌雅芝校長及幹事

傅曉茜）拜訪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博士及其他

有關官員 。 是次拜訪主要目的是能初步接觸及

彼此交流。在交談當中聯會各代表分別介紹澳

門基督教聯會屬下教會／機構的工作 ：宗教禮

儀、社會服務、文字出版、教育事工、特殊群

體的服務等，同時更感謝澳門基金會在有些事

工上的支持及鼓勵，如： NICK 的亮麗人生勵志

分享會、監獄事工的嘉年華會等；其間吳博土

亦分享過往曾經支持有關基督教事工的事冝 ：

特別是在2007年，為紀念馬禮遜來華200年，與

李志剛牧師配搭出版了紀念郵票，其後有關馬

禮遍所翻譯的字典等。談話十分和諧。增進彼

此了解。最後聯會主席代表澳門基督教聯會贈

送以「施比受更為有福 』 的記念牌於澳門基金

會作為留念，頤澳門基金會發揖此名之義，與

澳門基督教各堂會機構通力合作，共建和諧美

德的澳門社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丶

「行在愛中」步行籌款

日期： 2013年10月 1 2 日 （星期六）

目的：喚起社會人士對癌症患者的關愛，叫

他們因支持者之同行能在抗癌路上得著鼓

勵。

時間 ： 3:30pm-5 :30pm 

地點 ： 松山33彎跑步徑

對象：關懷癌症患者的熱心人士

查詢 ： 2857 8241 (黃小姐）

主辦 ：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協安中心

贊助 ： 澳門社會工作局

「關顧釋囚、重建正向人
生」步行籌款

2014年本會支出預算六十三萬元，包括中途

宿舍運作費、 同工薪酬、發展推廣事工費、

經常開支費得。期望此次步行籌款活動，盼

可籌得五十萬元 。

日期： 10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四時至六時）

目 的 ： 喚起社會各界人士對在囚人士和釋囚

者以及其家屬的關愛

時間 ： 4:00pm-6:00pm 

地點 ： 松山33彎跑步徑

查詢： 28332091或66509642 聯絡王少球傳道

主辦：澳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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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溴門日誌2014出版了

每本$20, 基督教書局有售。

所有收入撥作出版免費刊物《時代月報》

用途：教會執事、 導師、義工聖誕禮物，佈道栽

培資料，旅客／短宣禮物

訂購優惠

九月中前訂50本或以上$10/本，

十月中前訂50本或以上$ 12/本，

十一月中前訂50本或以上$15本，

十二月中前訂50本或以上$ 18/本

訂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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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將入數紙透過以下表

單提交 ： http://goo.gl/70PT9E 

提交後將有專人與閣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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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語、所屬教會名稱

及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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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跨文化宣教體驗

內容及形式：訓練、探訪本地越南事工、個別訪

談、戶外佈道、聚會、小組分享

宣教對象：越南外地僱員

費用： $50 

主辦：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協辦：澳門基督教錫安堂

澳門海外基督使團

查詢及報名：澳門中信（東望洋斜巷志安大廈2D

地下）電話： 2835 3306 

協基會活泉堂聘請傳道幹事

要求：已受浸、大學畢業、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須參與本堂主日崇拜；主要事工範疇：發展青少年

事工；薪金福利：有薪年假、提供在職培訓、公積

金、試用期薪金11,000-13,000元；有意者請將履歷

電郵livingwater@macau.ctm.net 或郵寄澳門俾利喇

街12號固富大廈1樓A座堂主任收

招聘全職及兼職同工數名

澳門「蒙福旅程」福音事工誠聘全職及兼職同工

數名，要求如下：工作內容：在大三巴牌坊以派

發福音包和聖經的方式向來自國的遊客傳福音，

以及協助部份辦公室的行政工作。要 求：高中畢

業或以上程度，有基本的神學裝備，靈命成熟，

有事奉心志；積極主動、富責任感、具良好溝

通能力及合作精神。每週上班五天（週二至週六

9:00am-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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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熱： 2835-7630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招聘

全職行政會計同工－名，對兒童事工有負擔，並

參與本團的兒童福音事工。有意者請致電： 2835-

3263(李美美宣教士）

澳門聖經學院誠聘

院長秘書、行政幹事及傳訊及聯絡拓展部助理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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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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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黃志鴻發行戴凱斌

編 委 梁祜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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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出版對由煬庠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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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門雅簾訪郵局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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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http://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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