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峙鬪：：
光陰慢慢流逝的歷

程中，體會到世界

在變，主恩常存的

真理 。 「澳門基督

教新生命團契---S.Y

部落」 (smart youth) 

（以下商稱為 ｀｀本

中心＂）轉眼已經歷

十個年頭，在這十

個歲月中經歷過辛酸、無助和苦惱，但另邊箱

體會到主恩的豐盛、友情的可貴和團隊們的真

誠。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於2003年成立

「青少年拓展部」的主要原因，是看到社會上

有很多青少年吸食搖頭丸等精神科毒品，當時

有很多Disco等夜生活場所，在強勁音樂聲中帶

動著搖頭晃腦的青年一群，不但搖動著他們的

身體，也搖動著他們的人生和方向 l 使他們從

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失去了人的夢想和價值。本

中心因著社會需要而設立深宵外展隊，就是在

深宵時段向流連於街頭和夜場的高危青少年作

濫藥預防工作。 —句你好嗎？可換來是一句粗言

｀｀夢想＂對大部份高危青少年來說，就像

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巨人，是難以捉摸 、難以想

像。因他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得到

應有的肯定，他們的夢想就像給 ＂五指山"的

家庭、學校、甚至社會所壓制，給人標籤為｀｀

壞份子＂、＂無可救藥＂等字眼 。因著讓青少

年有更多發揖空間 。於 2009年把「青少年拓

展部」 (smart youth)改名為「 S.Y部落」 (smart

youth)• 就是讓—群不被肯定的青少年，有他

自己發揖潛能的空間，同工們在互尊 、平等的

互動上陪伴青少年成長，「部落」這名表示本

中心所服務的年青人有自己的社會型態和生活

習慣所組成。故此，中心內推展不同的系列活

動，讓青少年不但了解自我的限制，從中面對

自己的不足，所推展的活動有歷奇輔導工作，

濫藥個案輔導工作及家庭支援服務等。在工作

中因一句的關心，會引發青少年潛藏於心底深

處的無助、失落和苦惱等問題浮現於工作員淚

'' 
削這＝壅~~t禤攝芸吸毒背後

--" . =-. 不為人知的種種往事 。所以， 多－年來同工們默
默付出，對青少年不斷肯定和支持，讓一些 ｀｀

雙失＂（失學及失業）青少年，重回校園或重新就

業，甚至有些在同工的鼓勵和支持下完成大學

課程。也讓一些曾參與黑社會的「叛逆青年」

，因著主的恩典成為主內肢體 。過去這些年，

青少年吸毒由party drugs轉化為個人吸食、由吸

食搖頭丸轉化為吸食k仔和冰毒等精神科毒品丶

由公開的夜場轉化為隱蔽性吸食，因著青少年

吸毒文化的轉變，也帶動著社會大眾的關注，

濫藥依賴者因吸毒所帶來的個人傷害，也引起

了社會大眾的憂慮。近年來，有多位青少年因

吸毒和相關問題而失去了生命，也因吸食k仔而

失去膀胱功能和嚴重鼻炎，甚至因吸食冰毒而

出現幻覺、幻聽等重性精神症狀問題。這些都

是中心所擔心、業界所憂慮的。

在這麼多年來，感恩的乃是教會中有一群

牧者默默支持青少年預防禁毒工作，有一班主

內肢體默默支援青少年在迷途中的更新工作，

在這裏看到青少年幸福的未來、他們的夢想，

是需要社會上各行各業丶上下一心的共同努

力。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 .Y部落

中心主任劉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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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倒西歪
候壬立法會議員，有其特別身份， 一方

、面大部分都是現任議員，所跟進中的

事務，都是按選舉時的政綱執行；另一方面有

新任來屆的，其實也是現任議員，只是由間選

變成委任，由委任變成間選，甚至由間選變成

官委出線， 總之「冇佢唔得」。尤其是特首委

任的更有學者提醒市民大眾，明年是「行政長

官換屆選舉」，看出委任者與利益有着未來護

航的端倪。綜觀九成議員都是商人，究竟對民

生關注有多少呢？所謂「在商言商」又會否把

議事亭變成交易所？雖然不能假設議員們對自

己選前的政綱只是佈景板，要是「說一套做一

套」到上任就會揭盅。據市販的大眾，他們都

不敢樂觀，皆因法制不全面，商人顧得自己荷

包，與政府打交道，試水溫、取捷徑、撈油

水，又何時會照顧市民所需？

從政府接二連三保證與重申本地人任莊荷

政策不變也沒有用 。博彩從業員從外資中傳到

訊息與壓力，似誓言要改變政府這政策，更因

為就娛樂場控煙事件力度不足，至令從業員被

逼不斷吸二手煙，從不改善，更尤似政府與博

企夾埋做 ； 他們又從何再倍任政府呢？ —方面

政府口口聲聲會令從業員向上流動 ， 另—方面

卻遷就博企，借此阻礙澳人向上流動 。其實娛

樂場有很多職位是可以開放給予現職從業員升

遷的，但政府為求應對外資拖慢計劃，甚至政

府任由外資自行訂定政策，將莊荷以外的職位

聘用外僱（據聞政府簽署賭牌合約有條款，至

今是沒有約束力似的。）製造本地人與外僱高

層矛盾，諸如語言不通 ，娛樂場巡場、 主管等

都是外國人，好像表達該娛樂場夠高檔，簡直

係過份崇洋。

政府最叻係「調研」，對於賭業—枝獨

秀，要實行多元產業都如是，總之要做足「調

研」才啟動。但另—方面卻多時又自我矛盾，

話「先行先試」、「特事特辦」都可以，真奇

怪的論調 。 善豐花圜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

子，不是政府有錢津貼住戶，他們就妥善，業

主與住戶並沒有「善」也不「蕈」，比錢冇

工作的四則運算

我~:~~雪雪丁二：：
事情太多，還是工作效率欠佳呢？我們一生

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所以如何好好的經

營工作，實在是很值傳思考的問題。

以上下班時間來規範工作的模式，原自 於

工業時代。主導生產的，就是機器，因為工廠

的機器同時啟動，也同時關掉。 在上下班以外

的時間，想多做—件半件產品都也不可能。所

以時間規範工作的模式是理所當然的 。 泊在指定

時間內要完成更多的產品，就能賺取更多的收

教學工作也是按時間表，對，學生進行教學

的。不同的是＇ ，學生並不是產品，上課後，不

能即時可以看到度經2在指定時間內教了，學
生未必一定是學到了，更何況是同一課堂中的

學生，也存在著不同的差異、。課堂完結了，是
否代表教學工作完成了？學生是否學到，就不

再是老師的責任嗎？當然，學生成長受著很多

用，他們最需要安居，要確定立案的責任與結

論，現在工務局以「拖」字訣，業主與住戶不

出聲就不理，分明卸膊。睇嚟有排攪，從早至

今借《建築總規章》，不定性為「危樓」，業

主就無從入手，政府你想點？如今特首出手相

助，盼能從善如流；但需拭目以待，還看成效

如何？

CTM斷網並非第一次，究竟電訊管理局

怎樣監督？是否如他人話 ： 「局長未夠班？

」 （如今局長亦被譏任，司長以正常調職為

由，真令人費解？） ，分明比壟斷集團控

制， CTM想點就點，話就提升電訊網絡， 一

開工又出禍，係人員不力，還係程序不週詳。

一個與國際接軌中的城市，竟然一次又—次全

城斷網，甚至報章報導政府要全澳各匿消防局

罕有地派消防車救護車上街巡邏，以免市民致

電緊急求助也不成，成為夜半街頭的—道「奇

景」。就是次事件，有人再提保留2G• 不能

讓緊急求助也絕望，生命安全有何保障？難道

CTM能賠償全城市民大眾的生命？澳門電訊

向受影響客戶致歉是沒有用的，有事故時又怎

負責呢？

較早前有報導澳人近十年離婚數字升三

倍，大多離異與本澳經濟起飛也有關係，當然

溝通是其中—個主因，因近十年澳門職位多，

夫婦就養家各自工作，尤冥在娛樂場工作的，

上下班兩夫妻都不同，有話一星期只見得兩

次，若有兒女更糟，管教不足照顧欠缺，造成

傷害，加上年輕夫婦在娛樂場工作容易誘惑，

甚至交上心儀異性。今天應如何補救呢？政府

沒有家庭政策，也沒有從教育上支援；若只事

後補救，能夠幫助又解決的，實在有限，往往

靠民間社團做和事佬。教青局有做工夫嗎？還

有要某部門做工夫呢？過多單親家庭或兒童，

實不容易使社會和諧，傷痕多的群眾，會令未

來社會各項承擔負重，故此必須想想怎麼辦。

澳門政府是否正為歷史盛事六十周年大賽車而

宴樂，展開旅遊娛樂大派對，吸金在即？若是

真，就如先知以賽亞說 ： 「你們宴樂昏迷吧 l

」 （賽二十九： 9) 東倒西歪，人心如煙花的

灰，沉沉地掉下來。
范鍚強牧師

因素影響，學好學壞，總不能完全歸責於某一

教育持分者，但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吧 I 我從

前的分享也有提過，教學工作，並不能退化為

「賣知識及賣時間」的工作。所以尋求工作當

中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身為基督徒，我深亻言任何工作位置，總有

上帝的旨意在其中的。所以，我們不論今天擔

當何角色，都是為上帝而作，是一項事奉的職

事。工作是我們生命中重要一環，我們就應當

學習順服，而且常存感恩及喜樂的心去面對不

同的挑戰。

有了良好的心態後，我們試用加、減丶

乘、除四則運算去思考我們的工作，或許可以

發現工作中更大的意義。... ,.., 
加法 － 面對工作時，我們除了用腦思考外，

' 需要加上行動的思考，通過實踐的行

動，往往我們能更全面的看到問題的所
、, ••-• 

在、。而且通過用心的行動， 可以增加我

們的｀實際經驗，更可展示更多我們的潛
能。 ．

9@~ 
籃

一位弟兄，少年時和幾位同學爬上－

座高山。山上有一伸縮嶼詢的山叢。他們

進入山叢之下休息。寧靜之中聽到—種清

脆悅耳「淙」的聲音，大約半分鐘—響。

由於好奇，他們聲去找發聲之原因 。結果

發現崖頂之上有水， —滴—滴往下滴 ， 年

長日久，下面堅硬的磐石也被擊成一個

很深的洞穴，加以山叢迴響，形成悅耳聲

音 。他們感到非常有趣，就在那裡盤桓許

久。

柔軟的滴水，經年累月地滴，就能貫

穿磐石。人有恒心才能作出事來。否則往

往半途而廢，無有所成。發明火車的史蒂

芬遜，因為家境清寒，不能進學校，白天

作工十二小時，晚上自修到深夜 。他如此

孜孜不息地進取，堅苦卓絕地學習，終有

大的成就。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

今，我也作事」 （約五： 17) 。神是恒心

的，從不半途而廢。雖有撒但打岔攔阻，

仍然作事，直到如今，直到他的旨意成

就。他定了旨意，他必作到旨意成就。他

說：「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戛，我是初，我是終」 （啟二十一： 6) 

。他是有始有終的，不半途而廢，必都作

成。主也作事。他在地上時作事，他現今

在天上也作事 。「在聖所就是真幔幕裡作

執事。……」 （來八 ： 2) 。他現在在天上

天天為我們祈求；「 ……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 （來七： 25) 。「耶穌基

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

十三： 8) 。

減法 － 面對困難時，我們總會有焦慮，情緒不

安。試問問自己「面對這困難，最壞的

情況會如何？」從這最壞的情況去思

考， 一點一點的去解扣，減少最壞情況

出現的可能性。這樣的面對困難，往往

會較容易發現曙光。

乘法 － 常用感恩及正面讚美的話去鼓勵身邊的

` 同伴。現今世代，別想凡事可靠自召獨

自去解決。更多的與人正向的溝通，＼主
往能激發團隊的潛能，倍增工作的力

量。

除法 －工作的成果，更多的團隊分享。我｝門生

命的經歷，更多的見證 ＼是璽主＇令景》變
生命。分享，能吸引更多人頤意跟我們

.~ 

合作。
I /「

要活出精彩的人生，就｀是探求上帝的旨
｀丶 f意，好好經營佔據我們大部分時間的工作。賦

`' 與工作的意義，就倍增我們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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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攣真正歸囍鼱
「~,.,..啦 I 唔好搞多事啦 I 」是我們經/, R常聽到的對白。這句說話反映部

刀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例如當黑

幫欺凌花生糖小販，有位義憤填膺的路人甲打

算上前阻止，但他身旁的朋友卻說一句：「算

啦卟吾好搞多事啦丨」，結果路人甲變成袖手旁

觀的「花生友」 ，最後花生糖小販被黑幫打至

遍體鱗傷，更被搶去當日的收入。縱然路人甲

安然無恙，心裡卻感到悔疚。路人甲在夜人闌

靜時暗付自己 「公義何在？」

雖然大部分人的遭遇都並不相同，但人生

中總會遇上不公義的事。例如校園欺凌、同事

被拖欠薪金等等。我們的心態是「多一事不如

小—事 」嗎？當政府不斷提倡「和諧發展」，

教導人民不要「添煩添亂」，達致社會穩定。

這思想與中國人「多—事不如少一事」與「家

和萬事興」的文化不謀而合。部分澳門及香港

教會亦非常接受這一套「和諧觀」，以「政教

分離」、「順服掌權者」或「和平理性」為理

由，不鼓勵或勸阻信徒參加遊行集會。然而，

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和諧？這是值得我們探討

的問題。

和諸必須有公義作為基礎，只談和諧而不

談公義只會助紂為虐。馬丁路德．金洗得好：

「社會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入

的過度沉默。」當我們舉目這個社會 ，總有－

群入去侵奪另一群人的土地、家園、財產及自

由。當弱勢的一方逼不傳已地反抗，我們是否

又應該無視公義而把他們冠上「破壞和諧」的

罪名呢？比起追求社會表面的和諧，我們更應

要求這些不義的源頭停止這些罪行，而並非叫

受害者逆來順受 I 當受害者爭取公義時，更不

是向他們說「不要分化 、不要對立、要團結 」

。假若教會群體對不公義事情視而不見，這樣

我們又與欺善怕惡的人又有何異？

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該如何摒棄「多—

事不如少—事」的心態呢？或許我們先要調整

自己的思緒，「真和諧 」本是美好願景， 但隱

惡揚善的「假和諧」卻助長不義及罪惡。當我

們安逸於這種「假和諧」而對核心的問題視而

不見，那問題最終就只可能會愈來愈大。

其次我們更應學習宏觀地分析問題。舉例

來說，當我們看到遊行示威時，會只著眼於示

威者的不守秩序，還是會考慮到政府施政的失

當？我們是否集中於表面的景象，而漠視示威

者昔後的故事？單純而表面地認為示威者只是

「搞事」、「不和諧」及「激進」，而從不曾

了解市民示威的原因，這些偏見及慣性思維只

會令我們更不願分析問題的成因，導致錯誤的

倫理辨識。故此，我們必須宏觀地了解每次社

會事件的前因後果，當發現該事件違反公義，

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能夠透過不同方式來表達

立場。

我們作為信徒不要追求欺善怕惡的「假和

諧」，因為它助長不公義的罪惡。我們要追求

維護公義的「真和諧」，唯有這樣才能見證那

顧念貧苦的上帝。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

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

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

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

響聲。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

滔。」摩21 一 24

BlackSheep (本期公民門徒特邀作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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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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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

3170 ; 請於10月 8 日（星期二） 上午12時30分前

之前或傳真2835 3170或寄交澳門東望洋街友聯

大廈15號E地下澳門基督教聯會收

、－－－－－－－－－－－－－－－－－－－－－－
, 

糠會主曰：亶璽鬮鼴曰（五訇籠）歸匿皐

l:
耶穌基督復活後第50天，大公教會定為
聖靈降臨節，即新約聖經所記載的五旬

節，也是教督教會誕生的特別日子。然而，教

會探討思考三一神中之聖靈，有時太少，但有

時卻過多，易被人標籤為靈恩派；可是，現在

是後宗派期，表達教會需放下宗派的分歧，在

主的园度中彼此接納和合作，成就主快再來的

使命和愛的見証。故我亻門應反思聖靈在聖經的

位格和作為，以深化我們的信仰。

舊約聖經記載聖靈有活潑的工作，祂參與

創造和救贖，成就許多其他的屬靈作為。而在

新約聖經中，祂的工作明顒地在普世宣教方面

表現出來。耶穌受浸的那－刻，聖靈更如鴿降

在祂身上，恩膏祂進行早期的事工（可1: 11) 。

耶穌所行的一切，包括在曠野中面對試探及行

神蹟，都蒙甌靈的引導，有聖靈加添力量。約

翰福音記錄了耶穌所講論的五段信息，統稱為

「聖靈的講論」 (The Paraclete Sayings) 。雖說

Paraclete —字有多種翻譯（「保惠師」、「訓慰

師」、「扶助者」及冥他） ，但這字的意思是

指「受召同行的」 (one called alongside) 。 這

些經文珍貴顯示，幫助我們了解聖靈參與救贖

世界的職事和功用。

首先，耶穌曾說這位「受召同行的」，將

要來與他們同在（約 14: 16 、 17) 。耶穌說這話

的時候，祂仍與門徒同住，而門徒即將以全新

的方式經歷神的同在。

第二，聖靈要將「 一切的事」指教他們，

並目要叫他們想起耶穌曾對他們說過的話（約

14:25 、 26) , 這當然是有效宣講和服事的必備

條件。

第三 ，擘靈要為耶穌作見證（約 15 :26) 。

耶穌提到聖靈時這樣說：「祂要榮耀我。」 ( 

約 16: 14) 這就稱為聖靈的偉大工作 。 在此，我

們可以注意到，聖靈從不將注意力聚焦在自己

身上，而是不斷地把人指向基督。

第四，聖靈要叫未信者在三方面自己責備

自己，即為罪、為義、為審判，藉此引領他們

就近救主（約 16:7-11) 。若沒有聖靈的作為，

就沒有人能來到基督面前。最終，聖靈也要引

導門徒「進入—切的真理」 （約 16 : 13 - 15) 。

根據這些經文，可知聖靈的作為對宣教拓

展工作的重要性。在使徒行傳中，我們可以看

見這些事件的發生。五旬節事件是一例，聖靈

以全新的方式臨到信徒身上，然後聖靈又把教

會帶入－個重大的發展階段，最後福音遍及世

界；所有的倍徒無分年齡丶種族、性別或社會

地位，都被聖靈充滿，領受服事的能力。聖靈

的澆灌帶領門徒，邁入佈道工作的新時代，凡

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徒2:21) 。路加提到

他在前書（路加福音）記載了耶穌所開始進行

和教導的工作（路 1: 1) ; 在第二冊中（使徒行

傳） ，路加則論及耶穌藉著聖靈的大能，在教

會中繼續做的事奉。

當三一真神繼續開展這項強化教會，深化

薈世福音工作時，我們更看見擊靈極重要的角

色愈加顯明。安提阿教會領袖在平常的禁食禱

告會裹，聖靈對聚會的人說 ：「要為我分派巴

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徒

13 :2 ) 及後，聖靈的工作顯明在各地 ：在新的

城市降在新信徒身上、再次充滿原本的信徒丶

為耶路撒冷會議帶來眾人滿意的結論（徒 15:28

）。後來，聖靈曾經關上—些門 （徒 16:6 、 7)

，又另外打開新的門（徒 16:9 - 11) 。今天，我

們仍然要仰望同—位聖靈賜下帶領、指引和大

能。當神的子民致力於福音事工時，聖靈仍然

是那位扶助和恩膏我們服事的神。

我們更不可忽略，是聖靈在個別信徒

生命中更進—步的工作 。聖靈是我們將來在基

督裡的產業的「訂金」 (down payment) 或「

擔保」 (guarantor) (弗 1:13 、 14) ; 順著聖靈

而行的，就能勝過肉體的情慾（加5: 16) ; 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躇5:5) ; 聖靈內住

的同在帶來確據，不僅是關於我們的得救，也

和我們的復活有關（羅8:9-11) ; 聖靈又結出果

子，證實宣教所傳的道（加5:22) ; 聖靈分派恩

賜，為要建造基督的身體和職事（弗4:11-12)

；祂又是那位煉淨者，不斷地為神的旨意和目

的，將屬祂的人與世人分別出來（帖後2: 13) 。

聖靈作為對教會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沒有聖靈持續的工作，教會發展的大業就不可

能進行。因著聖靈今日仍在工作，使徒行傳的

事蹟是—個未完的記錄，基督的每個跟從者都

有必須完成的宣教事工，各人都得在擊靈的指

引和大能之下行事。深願聖靈在我們教會，在

澳門和祖國大大工作，復興教會有生命見証和

能力，遍傳福音，恩澤中華。

游偉業（澳門聖綵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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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亂顧釋囚｀重建正向人生』

嘉年華會

澳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 關顧釋囚 、 重

建正向人生 』 嘉年華會2013已於9月 28 日在三盞

燈休憩區順利舉行 ， 是次活動 由澳門基金會 丶

澳門社會工作局 、 民政總署贊助 。 活動 目 的

是為協助澳門市民建立正向人生 、提供釋囚服

務 。 透過曾經吸毒的釋囚個人經歷，向市民傳

講吸毒和濫藥的禍害 。 活動當 日出席參與支持

的人士約有300多位。會場設有多個攤位遊戲丶

樂隊獻唱勵志歌 曲 、釋 囚 現身說法，分享經

驗 ，場而熱鬧 。

日期 ： 20 13年 12月 14 日 （六）

（＊＊截止報名日期 2013年 1 1 月 5 日 ）

集合時間 · 上午 10時

集合地點 ：香港上環信德中心港澳碼頭出 口

團 費 ．成人MOP$450一位， 四人或以上同行

MOP$400一位小童(3 - 11 歲）及長者(65歲或以上）

MOP$400—位（原價HKD$500' 包括挪亞方舟門

票 、魔術表演前産門票 、晚飯、專車車費）

報名方法 查詢或索取報名表可致電澳門基督教

聯會853 -2835 3170與聯會符幹事聯絡 。

詳細海報資料 http://goo . gl/7p8e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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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 關顧釋囚、 重

建正向人生 』 步行籌款已於2013 已於 10月 19 日

松 山卅三彎跑步徑順利舉行 ， 是次活動 由澳門

社會工作局 、 民政總署贊助。 活動 目 的是為本

會籌募經費，給予在囚、 釋囚及其家人得到適

切服務 。 活動當 日出席參與支持的人士約有5 0

多位 。 是次籌款至2013年 10月 19 日 止共籌得澳

門圓49.693.00元正 。

本會感謝支持的教會和肢體，並各方有心

人士的奉獻。

「 The Magic Nova 禰奇聖誕」大隈魔積表演｀
揶亞方舟」馬潤大自然公國 一天砷奇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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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擊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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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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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PT9 E 

提交後將有專人與閣下聯絡。

如你對以上工作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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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 關學歷與經驗的 簡介電郵至： mail@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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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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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借徒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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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籌款
協基會活泉堂聘靖傳道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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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恆富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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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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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各一

名，有意者請將履歷寄東望洋新街23號美利閣二樓

H庠或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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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 1號 電郵 ： mail@macautimes.net 

澳門出版登記第78號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726-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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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淑鈴

本報文章由作者自負文責。歡迎轉載 ， 請註明 【澳門時代月報】 。

免費贈閲· 歡迎贊助
本期 出版貲由揚濠麟牧師抒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豐銀行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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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雅廉訪郵局信箱6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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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