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丁二：蠶鬪三垃圾箱內，給老鼠咬了一頓並放聲大哭，後來

被一名清潔女工發現而獲救。這初生嬰兒最後

被兩位曾在巴西為街童服侍多年的夫婦短暫收

養了，他們就是希望之源協會創辦人Marjory

及Jorge' 他們把這孩子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

照顧，數月後這孩子被—對法园夫婦領養了，

雖然筆者沒有機會見到這位已經二十歲的小伙

子，但從照片看到他的喜樂及滿足的生活，實

是感恩 l 而隨後澳門有更多照顧嬰兒的需求，

使機構得以發展，現時協會下有兩所院舍，分

別是希望之源及希望之泉，能提供八十個多宿

位，並為0至 18歲之男女童因應家庭問題而暫時

得不到適當照顧而入住，為澳門兒童及青少年

的院舍服務提供很好的支援。

是次筆者拜訪了希望之源，並得到伍佩英

院長的接待，而由於創辦人為帶有強烈使命服

務兒童的基督徒，並—直秉承聖經的真理及基

督的愛來運作機構，服侍這些兒童，故此伍院

長在過往多年的工作亦然，也深信這不單單是

一份工作，更是為神而作的事工，沒有愛、沒

有基督的真理，這份工作可能變成苦差，更明

言這裡工作的每一位員工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但她們均對這些兒童充滿愛，用無私的精神服

務他們，甚至有些員工在放假期間也返回院

舍，因為實在太想念這裡的小孩了 l 所以整個

訪問過程中都感受到愛，由於這些孩子來自不

司的背景，有的是家庭問題二照顧、有的是痰「鷗畔｀，日的是從｀

v. ~ 
澳畜子後母親被運返回內地鄧狀況等｀．總之各
種背景的小孩也住在這院舍內，對於員工是很

大的挑戰，雖然這院舍服務的對象是0-6歲，但

需要則各有不同，因此每—位小孩都有特定的

計劃 ，也因此無論導師丶舍監及社工等均是全

能，為每一個小孩營造一個家的感覺 ，而某程

度小孩都知道自己是被遺棄的一個，故相對很

多情緒的問題，也缺乏自信丶依附性較強等，

同時，院舍也兼顧他們的起居飲食甚至學習，

故平日的工作忙過不停，伍院長表示，現時澳

門經濟起飛，但隨之而來令院舍人力資源變得

缺乏，也無法給予員工理想的薪酬，不是以愛

維繫這個家，以及員工們互相配搭的話，院舍

無法正常運作 。

與此同時，得到青年使命團、澳門—些教

會及短宣隊等定期為小孩做福音的工作，從小

把福音的種子撒在小孩身上，也有牧者願意定

期為員工辦祈禱會及查經班，思日更能參與教

會的崇拜，讓筆者想到雖然來到院舍可能算是

—件不幸的事，但能在院舍認識到福音，接觸

到教會、基督徒及牧者，這不是恩典嗎？再者

社會上還有不少善心人土，定期探訪及損出物

資給小孩，讓他們不致缺乏，因此筆者感恩能

有機會深入了解這機構的違作，也看到不少教

會、蕃心人默默支持著，如讀者對他們的事工

感到有負擔，在金錢或其他方面願意付出一

點點的話，可以留意他們的消息，加他們的
楫

Facebook' 甚至成為［們的義壬，i 讓這小城繼續
把愛傳開，讓佤構能］（擔覓多神的工作。

名稱：希望之泉

地址：氹仔地堡街泉福新邨第6幢偉盛閣地下

AJ,AK及AL

電話： 28432610 

負責人 ： Marjory Rangel de Faria Vendramini 

電郵地址cradleofhope@macau.ctm.net

網頁： http: //www.cradleofhope.org.mo/ 

希錳之源協會

澳門郵政信箱編號61 I 號

電郵： info_ hope@yahooz.com.hk 

1 直接存款

澳門商業銀行

帳戶名稱：希望之源協會

帳戶號碼： 0000837296 

Swift代號： CMACMOMX 

2或抬頭「希望之源協會」的劃線支票，連同回

郵地址或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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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義-~公
舟妾點之先，必須認清得失的大前題在哪
.IIIl.. 裏，回顧與前瞻永遠是年底重要功

課。所謂知己知彼，過去失去不重要，重要還

是汲取教訓作出調較與修正，相亻言明天會更

好。在面對2014年即將開始時，要評估自己的

力量，能否說得出做得到，即言行一致。政府

對來年施政報告，冠以「增強綜合實力· 促進

持續發展」為口號，究竟真能做到？就要拭目

以待。

施政方針的範疇有行政法務、經濟財政丶

保安、社會文化、運輸工務、廉政公署及審

計署。某程度上直指上述功能公務的司長，能

否充份掌握發揮其提出的政策有效施政 。 其中

最關注相信是訂定「長效機制」，尤其人才培

養與住屋保障。今時今曰人才培訓是任重道遠

的一項使命，培育人力向上流動，提升本澳競

爭能力；過去有想及「人才發展」嗎？現在還

不遲？在這項討論上，必須注意到教育在今天

的地步是怎樣？有平衡較弱學留的學生嗎？其

實有人才又流失，留不住的因由何在 7 單一產

業，國際接軌配套不足，基本建設如電訊、金

融、土地等不完善，形成海外學子學成不回

流。至於完善醫療也與社會保障有着關係， 一

方面建設硬件（如醫院、診所、衛生中心）是

必須的，令居民得到生命保障；然而軟件（如

醫生、護士、醫療技術人員）又如何？未有人

選，未得足夠培訓，未能緊緊跟上，又何有保

障呢？如今施政報告上承諾真怕會議有落差，

甚至沒有具體時間表。其實當今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必須專注各項細化、深化的工作，要切實

執行得效。某方面可以說是值得讚賞，但某方

面卻要彈「長」效，究竟這「長」要多久才有

效力？住房更是無了期保障，真令普羅不樂

觀，商人爭地，政府何有「長效」。

又所謂「發展多元經濟」這項是年年都

講，講完又講，得個「講」字。「多元」早已

寫在牆上，甚至已脫色了，只提供金錢，煽風

—陣，火未起就被掩熄了 。 如今要成立基金，

支持乜乜物物，其實是舊酒新瓶，像魔術把

戲，有果效早就得啦 I 至於加強區域合作早就

有步驟，況且背靠祖國，同城化不單是概念，

並且中央已有時間表和行政程序，不用政府提

也在進行中。若話「維護本地僱員權益」，這

句是給工會作一個交待的，要促進本地僱員向

上流動，必須要得商人合作，諸如外資企業，

甚至本地商賈今天仍不斷向勞工事務局申請大

批外僱，又如何解釋在「維護本地僱員」呢？

歸根究底，本地人力不足，工種人力錯配，批

核寬鬆等，造成失誤。

今天祖國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對於

澳門政府來說，又應否深思作多方面改革？改

革必要迎難而上，並非某—、兩項事務，而

是政策思維，施政全面走貼民眾，尤如天神

下凡進入民間，有同理心、相伴同行 。 特別是

民生事務，不能原地踏步，講咗當做咗，實要

不得。最忌是損害公眾利益之事，就政府與公

交合約上，單方面修上修，單方提供增加服務

條款，以錢歴下，完全突顯了交通局沒有專業

公共事務管理經驗，未能平衡公眾，施以公共

行政手段辦事，是混賬一盤。似乎又一未夠班

局長作為 7 澳人一向都以和為貴，樸實不言；

如今理應醒覺：「你們（澳人）默默不語，真

合公義嗎？」 （詩篇58 : 1 上）合義的事要讚

賞，不義不公的事要提出，甚至斥責，勸諫。

范錫強牧師

別讓昨日的成功打敗今天的自己

芥且鬪［百盂言：：)~:亞 。斗閃：農：：；
話的薈及，幾乎人人手上都有一台 。除了打電

話之外，各式各樣的通訊平台佔據了我們不少

的時間。而資訊科技的發展既影響著我們的生

活，所以我也常關注資訊科技界的新聞時事。

這個界業的特點就是變化非常快， 一些企業的

成功及失敗，過中也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

曾經是手機界的—代王者諾基亞，決定放

棄手機業務，把它賣給微軟公司。一代王者，

就在短短幾年間，被後來者蘋果公司及三星公

司追過了，最終告別這曾經輝煌的手機市場。

從諾基亞的新聞，讓我反思的是，昨天的成

功，往往讓人失去對危機的警覺性，當享受成

功的果實時，又容易使人減低了求變的動力。

在—次為退休同事舉行的歡迭宴中，這位

冏事也分享了昔日她三十多年教育生涯的苦與

樂。在細說她當年的故事後，也提到如今教導

學生，與從前真的很不一樣了，教師工作的挑

戰也愈來愈大。經她培養的學生，可謂多不勝

數，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最後她也勉勵我

們一句「別讓昨天的成功打敗今天的自己」°

我十分認同這一句的說話。我們認為學生愈來

愈難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是否也因著我們

仍沉醉在過去的成功經驗當中，用過去的一套

成功的法則教導著今天的學生呢？過去互聯網

仍未出現或普及，知識掌握在老師的手上，學

生要學，就只能從老師的課堂中努力。我們如

今仍偏重考核學生知識的記憶力，細想一下，

現在所考核的知識，網上搜尋—下就找到了 。

要求的標準答案，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要

解決的事情，是有標準答案的呢？那管我們過

去教育有多成功及有效，我們不得不承認，過

去的教育方式，已難以面對前面的挑戰。我們

要帶領孩子面對未來的挑戰的話。我們得先放

下過去的成功包袱，從新檢視我們教與學的方

式及方法 。

教育的發展，未必如資訊科技發展得那麼

快，但我們的步伐也不能慢下來，因為孩子

的成長是不會停下來的，社會的變遷也不會因

為我們的不願變而慢下。我們的不要再停留在

過去的影子中，而是向前看看孩子的未來的需

要。他們並不能重復我們過去的經驗來面對他

們的未來的。未來思考能力與創造能力比知識

的記憶力重要得多。這些能力或許我們當老師

的，過去也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或許是我們

適應變化的難點吧 l 既然這些能力是他們需要

的，我們當老師的也必須要提升我們自身的思

考力與創造力，而課堂教學的重點也需要作更

大的改變 。

過去的成功經驗是甜美的，是我們成長的

動力，但在手機業界王者諾基亞公司的故事

中，我們學到「別讓昨天的成功打敗今天的自

己」。放下我們成功的包袱，認清教育並不是

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給孩子一個海闊天

空荃萊的。 ~~ 老C

e@@ 

重璽ATJ1lo~

譚墨蘭 ( Tammer Lane)是一位英勇的君

王，常喜歡向朋友們述說他的早年軼事 。

他說：「我有一次，被仇敵追逼，不得已

藏匿在一所破屋中。我在那裡獨自枯坐了

幾個鐘頭 。 那時萬念俱灰，再也沒有志氣

和勇敢去幹前面的事業了。在絕望中，我

看見一隻小小的螞蟻，背著一粒比它大

有數倍的穀，沿著牆壁盡力向上拖走。

它跌下來多次，但是每一次它仍舊努力向

上。我曾數過它跌下來了六十九次；可是

它幷不灰心氣餒 。 第七十次，它到達了高

牆頂上 。 由此我得著啟發，興奮；使我終

身不能遺忘這個教訓。」我們服事主也該

如此，不可灰心喪志。 『 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

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 （ 提

摩太后書一章六，七節）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好畫推介：

作者温柔而有力地提醒我們，用耶穌的眼

睛看鄰舍 。作者又以靈修默想的方式帶領我們

思想公義，勉勵我們跨越人類社會因不同文

化、教育背景和傷健等所造成的隔閡，用關愛

與行動擴闊公義的幅度。來吧，弟兄姊妹，讓

埋在我們內心深處那顆尋求公義的種崭發 成、

長；璹怕是危險，哪店是釒付出代價。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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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門鋂 Civil Christian ) 

r ■』痲「失』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丶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 1 

陌言
口十—月所經歷的、見證的，都可以

十二個字來概括 一一 生老病死、喜

怒哀樂、聚合散離。這些不但叫人反思活著的

意義，更不禁叫人讚嘆，人與人之間某些微妙

交錯的時刻、某些就像冥冥中有所安排的「巧

合」，卻往往讓事清得到出人意外的祝福。

還記得月前，收到兩位好友的海外婚訊通

知， 一個月初、 一個月底，原本已經拿了假

期，打算親臨道賀，可是因為證件正值更新，

加上原定的工作安排出現不確定，因此遲遲未

能預訂機票，最終僅能遙距送上祝福。起初，

我還在納悶為何時候會巧合得那麼「不近人

情」呢，後來我終於明白，讓我「留守」這

裡，可能早已「另有心意」。

月初，當我還在考慮要不要消假的時候，

得悉有弟兄姐妺的家人突然入院，而且情況不

容樂觀。還記得我知道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入

院的第二天，傳道人和不少弟兄姐妺已輪流在

醫院陪伴，眼見弟兄姐妺充滿憂慮，我們在旁

也愛莫能助，於是提議—同為他們一家禱告，

大家都很和應配合，包括那些未亻言的親友。後

來，傳道人和大部分弟兄姐妺，都相繼回去休

息，我和兩三位則留守左右；誰知不久就出現

讀者來稿

緊急的狀況，未幾醫生相告病人已介乎彌留之

際，基於診區的人數限制，最終我們陪伴弟兄

姐妺及其家人，見病者最後—面。

我相信那半個小時的畫面，這輩子都不會

忘記。弟兄姐妺的家人，因連接著呼吸機和各

樣儀器，不能說話亦不能給予反應，我們僅

能透過脈搏和心跳的變化來互動。原本弟兄姐

妺面對著至親，只是安后的看著他，這時我想

起剛聽過—個分享，講者提到母親是在自己懷

抱中離世的，因為她最後階段，仍能感覺到家

人的體溫。於是我鼓勵弟兄姐妺，拉著至親的

手丶輕撫他的臉，並勇敢的把握最後機會，說

出心底話與感謝。起初他們有些猶豫，直到脈

搏和心跳曾一度停頓，他們都豁出去了，坦然

向至親說出最後的話 這位至親，聽到弟兄姐

妺的話後不久，便安然的放下最後一口氣，離

開人世。儘管弟兄姐妺仍然百般不捨，但至少

能陪伴著家人走完最後一步，也確認至親是聽

到他們的告別後安心地走，總算有所安慰。而

往後幾天，由於我仍在休假，所以剛好都能陪

伴弟兄姐妺，處理家人的身後事。

回想自己祖父斷氣的時候，我當時並不在

左右，所以這一塊「道別的課」我缺席了， 一

直也是我耿耿於懷的地方。想不到這次「錯配

的休假」，不但成就了別人的祝福，同時也某

程度上，彌補了自己多年的遺憾。假如「錯」

有天意，我真的很感恩這次「錯」的恩典。

至於月底另一位好友的婚禮，我也體會到

「另有心意」的一幕。由於結婚的是一位感情

很要好的姐妺，眼見幾位姐妺淘已前住彼岸協

助出嫁，筆者卻「滯留」小城，心中難免有點

酸溜溜的。但後來，我發現好姐妺的父母，原

來也因為證件以至其他問題，未能親身見證女

兒出嫁，我知道消息時覺得很難過，試問有誰

家父母不想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準女婿對女兒

許下山盟海誓的一刻呢？我思索了好幾天，忍

不住就跟準新郎及彼岸的姐妺淘約好，定要圓

新娘子和她父母的這個心願。結果我提前約好

了姐妺的父母，在姐妺婚禮當日的早上（即澳

門時間凌晨兩、 三點） ，這個「電腦白痴」在

彼岸的弟兄姐妺協助下，帶著電腦跑到姐妺父

母的家中，為他們進行了這輩子百個「史無前

例」跨地域、跨語言丶跨時差的網上「婚禮直

播」 丨看到好姐妺的父母，在電腦旁邊滿足的

笑容，這一刻我更確信，那些「塞翁失馬」，

很可能就是另—邊産更大的祝福。

小花

（（真實矚們））－－一蘑畫藎青嚀歸鸕事
hh+ = 

珥严了
屆「澳門城市藝穗節」已經完滿落 山—角，筆者一些個案表示身邊根本沒有朋友

過往十二屆都未有親身觀賞任何一 不濫藥，如果不去濫藥就等於沒有朋友，那不

齣作口口 而是次觀賞的劇目據稱作為壓軸的表 只是一 、兩個個案的狀況，這讓人想起也感到

演，由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下稱青挑） 心傷，澳門這小城一直富庶起來，所付出的代

學員擔富演出、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策 價是多麼沉重，而不少從戒毒中心學習重返社

劃，吸引筆者成為坐上客，與青挑學員的關係 會的學員都會面對工作的抉擇，如果他或她選

自 2011 年開始，憑藉個人對音樂的小小知識， 擇進入賭場無論從事公關、沓碼等工作，可斷

與學員組成樂隊，亦加上工作關係亦經常進出 言有百分之九十會復吸，原因是工作環境及人

青挑，對學員有—些負擔，從事戒毒工作十多 際網絡也圍繞著毒品，開心與不開心也要用毒

年，體會到濫藥年青化，心裡希望透過音樂改 品平衡，那在澳門成功戒毒後就沒有出路？或

變這群年青人，接近兩年的培訓讓一些年青人 消極地等著再次復吸嗎？那又不然，筆者看到

從不懂音樂到能夠與學員合作夾樂隊，出席社 無論是社工局或文化局也致力為這些學員謀出

會各大的禁毒活動，雖然每次演出也是顫顫驚 路，「文化特攻」幾乎是為他們度身訂做的工

驚，但總能獲得不少掌聲，其後青挑傳到文化 作，能夠踏出這一步，放棄賭場高薪厚薪而選

局的支持開始透過藝術的元素讓他們在學習及 擇任職文化特攻或許是一個選擇，這工作雖然

成長（藝術只是其中一項），去年更是－年一度拉 吃力但能學習到的工作範疇甚多，如文物復

丁巡遊上其中一個隊伍；而《其實澳門》可算 修、音響、燈光、錄影及會展工作，能認真學

是學員們這些年來的一些小總結吧 l 若是以— 習，數年後必能得著穩健的工作技能甚至能創

個藝術的角度來評價這劇目，對他們是有點苛 一番事業，同時筆者也深信經歷福音戒毒機構

刻，因為他們不是專業的演員，若以一位音樂 的學習，能夠認識信仰，並能在重返社會後持

導師來評論，他們的音樂亦不專業，但以—個 續有教會聚會，是長遠能保持良好操守的最實

人的角度去感受他們每—個的故事，那實在發 際方法；筆者絕對相亻言在《其實我們》 一劇

揮得淋漓盡致，從—開始他們的沉思、用非洲1丨 中，他們不是在演戲而是做回自己，他們的演

鼓來打舞猖鼓的節奏、跳HIP POP 、拉小提琴丶 繹、他們所表達的夢想也是真實的，但同樣他

彈結他唱歌丶講自 己的經歷、自己的故事時， 們面對的挑戰及障礙是巨大的，例如澳門迫人

解構刺青文化等， —切也變得暢順，整個流程 的生活以及近年以金錢掛帥的價值觀，還有他

不但沒有分割而目非常連貫，更令筆者驚喜是

席上有不少有職級的官員在場，並在完結後鼓

勵這群年青人，這也是令人感動的地方。

這齣劇看來是非常成功，帶給觀眾及社會

有一點點漣漪及迴響，但以筆者作為局內人

看就有點不同，現時澳門的毒品問題從數字看
，丶｀絕不嚴重，但從卫作經驗知道這些數字僅是冰

們自身如行為紙可能已花得不能再花（因著吸毒

而涉及刑事案），更重要不少學員在離開院舍後

仍未能放低舊我，或未能接受過往的 自己。通

過戲劇或能幫助他們發握個人藏在內心的—些

傷痛回憶，這只是第一步，之後還要靠學員看

清前路，抓緊自己的未來，勇敢選擇合適的生

活方式。

《冥實我們》當中所指的我們看似是他們（

青挑學員），但筆者認為這個「我們」其實正是

我們每一位，想想我們雖然沒有濫用藥物，但

我們有沒有玩手機成癮、上Facebook成癮丶購物

或打機成癮呢？他們只是在人生經歷上選擇了

濫用藥物，所以我們跟他們也—樣，面對不同

程度的「癮」，唯有靠著上帝、信靠祂才能找

到最好的出路。最後在這推介這首由基督徒音

樂創作人李慧芬作曲、局祉澄填詞的《不完美

的禮物》鼓勵大家（這首歌也是為青挑學員創作

的一首勵志性詩歌），我們每—個人都不完美（在

神的眼中），我們過往浪費了多少的光陰在無謂

的事情上，今天我們要踏出一步，積極面對過

去、現在及未來，因為有人為大家打氣，盼諡

青挑學員能夠爭氣，因為在背後有不少人默默

地以祈禱及行動來支持你們的。

蓋然回望成長經多次風浪
孤單中失落徬徨

飄泊跌倒難再另覓尋出路
奔波中憂患懊惱

人迷霧中走過茫然地蹬鉈

慨歎這生怎可重頭活過
糊塗事不勝數年華漸虛耗
誰還愛我像個寶

是你教我爭氣教我別再逃避

往事如煙褪色前路多麼美
求接受我不完美
是你為我打氣將不完美化做傳奇
明 日 陽光碧空灑照重遇人生這樣美
忘記昨天不完美

扔棄我的不完美
全為你活出最美傳記

謙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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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粵深港澳四地教牧交流會
第四屆粵港澳交流會，於2014年 II 月 18至20

日，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舉行，

其中來自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的教牧

共 109人， 今年的主題為「全人牧養」， 在這

短短三天中間，大會安排了：家庭牧養，佈道

栽培，和社會外展服務三個講題，經過講員的

分享和大家的討論，了解到各地因環境和文化

上的差異，各有特色，透過大家坦誠的分享，

經驗的交流，使參加者獲益良多，從中學習到

對方的優點和了解到大家所面對不冏的困難，

—同探討，可在自己堂會事奉方向上能有所更

新。

除了在事奉上的交流外，四地同工相處十

分融洽和喜樂，港澳同工 「粵語式的普通話」

給大家帶來不少歡樂的笑聲，深深體會 詩

「行在愛中_. 2013步行籌款

於 10月 12 日下午三時半至五時半順利進

行，出席人數約 180人，該活動是由澳門醫療事

工協會主辦 ，截至201 3年 11 月 25 日 為止最新損

款為澳門幣九萬多元。

133: 1 「看哪 l 弟兄和睦囘居， 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 。 」 這聚會除了可擴闊 自己的目光， 更

可從各地不同的同工身上有所學習 。

在培靈會中，鄺保藩主教從「以全人牧

養」 這主題講道，提醒我們作教牧的，必須了

解自己的身份，職份和特質，以基督的恩典牧

養信徒，增強他們，以致使信徒今生和來世都

能榮耀神。香港同工以「願那靈火復興我」 一

首詩歌作為回應，但願我們都能忠心事主 ，榮

耀我們的天父。

四地交流會，由 2 0 1 0 年 第 一屆在 廣

州， 2011 年在深圳， 2012在澳門， 2013年在香

港，以經完成了—個循環，我們祈待著未來能

有—新的開始， 有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工 ，

有更美好的相交，各地的同工們，努力啊丨

，－－－－－－－－－－－－－－－－－－－、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協安中心舉辦

香港一天遊

日期 ： 2013年12月 7 日星期六

對象 ： 癌症病者及其家屬，

行程 ：上午九時由澳門出發至晚上十時回澳

查詢及報名於辦公時間聯絡黃小姐，

電話： 28578241 或親臨協安中心

地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24-26號富華閣2C

丶 ------------------- , 

' ------------------------------------------ 丶

丶

愛心樹聖誕聯歡晚會2013

主題：伴我同行

目的：關懷在囚人士家庭子女

日期 ： 12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點

主辦：澳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地址 ： 東望洋街15號地下（澳門神召會）

歡迎認獻小朋友禮物或活動費

慈善五人足球比賽

目的 ： 為愛心樹活動籌款，關壞在囚人士家庭

日期 ： 2013年12月 15 日 ，29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二時至八時

比賽地點 ： 黑沙環（蔡高中學四樓球場）

主辦：澳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査詢 ： 王少球傳道 電話 ： 6650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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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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聖經學院人事變動

澳門聖經學院原院長游偉業博士請辭領導及教務

等職務，自2013年11 月 1 日起，由院董會主席楊

懷恩牧師兼代院長，至本學年結束。聘請廖卓堅

牧師為特別助理，至2014年 1月襄助院務。

協安 中 心聘請

項目幹事、社工、護士，有意者請繕履歷寄士

多紐拜斯大馬路24-26號富華閣二樓c座，或電郵

hopephcs _ 2000@yahoo.com.hk ,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

人事小組收。查詢請電2857 8241聯絡宋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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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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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賜電 2830 3454 與劉博

土聯絡

出版：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通訊： 澳門郵箱6611號電郵： mail@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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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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出版費由揚庠麟牧師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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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http://macautim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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