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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於士多紐拜斯大馬路富華閣二樓D座的禱告中

心。這個住宅單位是用來給一些釋囚、吸毒者

及信徒聚會。後來我們覺得有必要為濫藥者提

供更好的幫助，除了通過聚會還需要一些特別

的課程，幫助他們從毒隱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起初這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海島

市政廳的工程師Antonio Es迢cio以及他們的主席

Coronel Raul Leandro dos Santos告訴我們在路環
島的斜坡有—間被人遺棄的建築物，而地理位

置就在澳門電力公司附近。同年3月，我們沿著

那座山走，找到了他們所指的建築物的頂部，

而它的形狀就是一個十字架的形狀，故我們叫

它做「恩福山谷」°

並在 1987年得到澳門教會及社會關心我們

的人士，把馬路、水、電和殘破舊屋重新建立

起來，我們立志使用這個地方，成為為主發光

的地方。並於 1989年正式投入澳門福音戒毒服

務，中心主要協助志願戒毒者（成年人），藉著信

靠耶穌戒除毒癮，更新生命。鑑於女性吸毒者

不斷增加，中心於 1995年初獲政府當局免費借

用路環石排灣的一個小村落（俗稱「白粉村」

) ，在可容納廿人的五間舊屋發展女性戒毒服

務。隨後，因城市規劃發展的需要並在政府有

關部門支援下，於路環九澳青年挑戰中心現正

興蓮－所名為「希望之家」的女性戒毒院舍，

且於2003年 10月 27 日啓用。並因應社會的急速

轉變，新興毒品所帶來的危害，中心於2008年

10月 27 日正式易名為：澳門「青年挑戰」綜合

培訓中心，專注為濫用藥物的青少年提供戒毒

矯治服務。中心圍繞藝術、文化教育、職業技

能、行為矯治等方面，制定了一年複康重返治

療計劃（六個月的社區隔離治療、四個月的進級

訓練和二個月的重返社會計劃）。

前瞻「澳門青年挑戰中心」面對仍然是有

很多的工作及適應在當中，擔子非常艱辛 。然

而，恩典的上帝，讓我們看到不單是一所嶄新

的院舍， —群20多人的團隊，更重要是看到祂

無限的供應。

2012年初，中心得到澳門文化局的支持，

合作籌備社會企業。中心的學員參加文化局提

供的知識技能培訓（包括文物修復及考古、舞臺

技術、藝術節實習、電影嘗析、雕塑等），並於

街頭或劇場表演及參與拉丁大巡遊的演出外，

也有完課程的學員進入社會企業參加文化特攻

的工作。 2014年，中心再次得到澳門文化局的

支持 ，使原有的藝術課程得以更完善和系統性

外，更注入回歸教育的環節，再配合不同形式

的聖經課程，讓學員得到不單的技能和知識，

更重要是內在生命的更新 。將藝術元素融入福

音戒毒的治療課程中，對中心而言是一個新的

挑戰，更是—個新的里程。

學員感言：

剛開始練習的時亻I奐，覺得很無聊的，我們

完全不瞭解導師想要表達的內容，然後聽說

要在百多人面前表演，心想這回一定給人取笑

了，我初時就是帶著這種心情去排練 。後來聽

說人仔老師過來教我們是沒有收任何籌勞的，

但他一直都是用心的去教我們，無論我們不聽

他的話、跟他作對，他都是很有耐心教導我

們，我真的被他的真誠感動了，從那時起我下

定決心一定要演好這場表演 。表演的那—刻，

聽到很多人對我們的鼓勵、叫我們加油，那－

刻我覺得家人以及身邊的一直都沒有放棄我

們，他們都不會覺得我們是沒用的，如果再給

我一次機會，我—定不會再玩毒品。

記得開始接觸文特攻的時候，都不知道這

是什麼，經過上幾個有關文化特攻的課程才知

道這是很有趣的，而且上文化特攻的課程可以

給我一次重新投入社會的機會。記得以前出來

工作的時候，沒有—份工作是超過—個月的，

主要是我沒有耐性以及用心去工作，但經過這

些課程讓我學習到用心 （ 有耐心、細心以及專

心）去一件事，結果是讓我有很大的滿足感。

一開始我覺戒毒是很悶的，但經過接觸—

連串的文化特攻課程的培訓，發覺原來沒有想

像中那麼死板，反而令我有些成功感。尤其是

經過畫劇（哈姆雷特的抉擇）的演出，令我深

深體會到我不是被放棄的。

「…．．剛開始用自己方法戒毒，返內地住—

段時間，但回澳後不久，又再重吸…．．進入院舍

接受治療後，重新認識自己及對之前的行為感

到悔疚…．．在想前路時，知道中心有文化特攻的

工作機會 ，學員課程結束可參與 ，但條件是住

院一年 ，所以我經過思考、與中心同工商量，

並家人的支持，決定延長半年，期望能得進入

文化特攻工作的機會.... J 

導師感言

藝術是一個無界的探索平台，不同能力和

不同經歷的人可以在沒有預設標準答案的藝

術中體驗、學習、展現和交流。在過去一段時

間的培訓和排練創作中，有機會和青挑的學員

在藝術上同行了—段路。路並不平坦，曾經看

到他們跌倒、復吸，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的

真、 善 、美，在排練的過程和演出的當下，他

們的純真與善良重新被看到，他們脱下面具的

勇氣和重拾夢想的盼望同樣叫人感動。期盼今

後他們能走得更遠，不但自己能走出困局，更

能轉化獨特的經歷，擁抱那＂不完美的禮物＂，祝

福其他不同經歷和不同能力的人，為社會作出

貢獻丨 －－－人仔叔叔《哈姆雷特的抉擇》導演

很高興認識到創意無窮的弟兄們。在《其

實我們》的創作過程中，我們彼此分享成長的

經歷。縱使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不一樣的過去，

但我相信我們都可以把過去的經驗化成正面的

動力，以創建更美好的將來，繼續以生命影響

生命 I --古英元｀』其實我們》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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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雉後覺
新年新氣象，馬上新花款。農暦馬年政
／丶 府首次辨花車遊行，可謂馬上成功，

增加本澳不少生氣，亦是前所未有的好娛樂。

有人話：澳人睇煙花，可以話比鄰近城市得

多，甚至睇到厭了。但花車與表演遊行則令人

目不暇給，且分兩次不同日期不同路線舉行，

可以話得一個字：讚。當然這也要靠娛樂場支

持，可以說他們發財立品，讓本澳市民與遊客

得到另類娛樂，賭城不一定只是賭，也增強了

旅遊城市的樂趣。唯可惜本澳旅遊承載力再被

考驗，最終攻陷新馬路，須採用單向式人潮管

制，措施成效連坊會也讚同；但要小心意外產

生，若群眾稍有驚惶事件，則後果嚴重，由於

路欄互扣，不易拆開，必須在路旁增加管理人

手。經過是次經驗，傳媒與學者都有不同意

見，最終能否日後打造成步行街，仍是最切合

本澳所要推動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倘若

人推人而行，又何休閒之言 ？大部分澳門人根

本在假日不敢到新馬路和議事亭前地一帶。

每逢假日或颱風期間，「打的」困難兼「

被劃」，全城直斥的士司機無良，交通局無

能，明知卻又無法可執？應該嚴正對的土違規

作出懲處，但法例不健全，白白給予害群之馬

的司機濫收車資，與及以釣泥錳式載客。事實

上，每逢節日在各口岸有人兜客叫「白牌」，

遠程平過的土，可見「白牌」也猖狂，政府似

乎視而不見。近期「黃的」更以「六四」簽

約，由百分百純電召 ，變成六成純電召，四成

可街上接客，實際上很多市民致電「黃的」支

持純電召，但仍冇車，支持都唯氣。在市內某

些設有的士站點的，例如祐漢，的士站根本長

期是沒有的士，的士也不停泊等客，可以話，

交通局只做樣比人睇；舊區叫車都冇人理， 一

聽就話冇車。最終還是政府對交通政策失敗，

公交如是、的士如是、「發財車」如是，管不

了，沒有方向。

新春期間再次逼爆關，所謂旅遊分流路線

完全冇效，所給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不

休閒，居澳市民並不因此名譽感到高興，市容

被旅客改變，來澳者以「賭」為最有興趣，

文化遺產的古蹟永遠是歷史，始終花綠綠的

銀紙最吸引，來個刀仔削大樹，話唔定免費來

澳玩，何樂而不為。那些古蹟景點參觀者，在

逼爆關入境遊客中，佔多少呢？政府無能力擴

容，公共設施被霸佔，政府必須深思市民與遊

客間如何取得平衡。

政府再次招聘公務員，其團隊膨脹甚利

害，比前多了三成，與同類城市比較，澳門算

排行首位。為甚麼要那麼多部門，屬下有廳、

處、署等等，實在太臃腫。人多辦事又是否效

率高 7 處事比前精明？這真要政府想一想，快

速增加人手和擴展部門，對於在學的青少年、

大學生，相對機會少了；—位年輕公務員何時

才會退休？從中升遷或新增人才機會少之又少

了。政府何須心急快聘呢？現在還講「人才發

展」、「人才培育」，這樣做，正正是相反的

方向。倘若政府漠視大眾意見，變得擁護政府

的市民也少了。智慧書謂：「帝王榮耀在乎民

多，君王衰敗在乎民少。」 （箴言十四28 ) 當

然招聘擴張人手，不至君王衰敗，只怕患上慢

性病症也不知。後知才後覺呢？

范錫強牧師

~ 
「神既不愛措自己的兒子為我們衆人舍了 ， 豈

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J

羅八：32) 

德明是個吝嗇的小孩，每逢作事，總

要過份計較報酬，才肯去作。 一天晚飯之

後，他暗暗地將一紙條放在母親枕頭底

下，上面寫著：母親欠德明的債：幫母

親帶信——五元，聽從母親的話———

元，作功課——二元，其他——二元，合

計一一拾元。第二天清晨，德明在小餐桌

上，收到 一個小包，打開一看，眉飛色

舞；可是另外還附—張紙條，上面這樣寫

著：德明欠母親的債；細心撫育——免

費，患很重的猩紅熱日夜服事——免費，

八年來每 日三餐－宿——免費，合計—一

免費。德明看了，非常慚愧，就把拾元統

統還在母親手中，流沮說道：「媽媽，我

欠你的，永遠還不清。」神愛我們， 白白

賜恩給我們，不需要我們出什麼代價。「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爲我們衆人舍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麼。」 （羅8:32)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

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

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

買酒和奶。」 （賽55 : 1) 「誰是先給了她，

使他後來償還呢？」 （羅 11 :35) 

找份好工 7好書「推引

每［霍二二二：：:::~:~: 
函，期望找到心儀好工 。有不少人心目中的好

工是入息高、工作穩定、不太辛苦、有發展前

途，甚至可以順利工作至退休。在現今的世

代，是否真的有這些條件的好工呢？若有的

話，又有多少人去競爭這份工作呢？

現在很多家長對孩子成長歷程的期望是，

二歲能入到有名的托兒所，爭取入讀名校的幼

稚園，順利升讀小學及名校的中學，最後能考

上或被保迭進入名牌大學，畢業能找份好工，

結婚生子， 一帆風順的過一輩子 。

我們這一代，幸福地可以享受連續約20年

的校園生活，校園中的學習就是為未來精彩人

生作準備。並不是單單為找一份好工作準備，

工作只是精彩人生的一部分。離開校園後，還

要走漫長的人生路，而且從大學畢業轉入職

場，落差相當大的。在校圜內，應付測驗、考

試，試題仍有很多標準答案可以記，甚至很多

選擇題可以選。考取成續有90分也算不錯了。

若出問題，往往就造成難以補救後果。前面90%

做好的部分，意義就不大了。

我進入職場也有20多年了，回顧過去，我

很感恩，我沒有找到一份前面所述公認的好

工，甚至離我理想的職業有相當大的距離 。大

學畢業前，從沒有想過從事教育工作，在一個

偶然的機會，就進入了學校。我大學中我學的

操控電腦，只要輸入正確的指令，就可得出正

確回應。面對學生就完全不—樣了，他們每—

個都是不一樣，灌輸知識，他們每人接受的程

度不會一樣。每位都各有個性， 一言一行，他

們都會有不同的反應。教學工作的挑戰與難

度，給我的生命增添更多的色彩，更多的樂

趣。

一份好工，不應只求收入及穩定，而是能

否讓自己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每一份工

作，只要用心才能夠找到當中的意義與樂趣。

若能帶著使命感的投入其中，更會看到不—樣

的天空。工作只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如何讓

工作點燃我們精神的入生，這就是—份好工 。

未能答對的部分，用心一點，還可以向導師請 所謂「最深的腳印，印在最泥濘的路上。」—

教，予以改正 。但進入職場後，再沒有那麼多 生走在平坦的路上 ，就難以留下美好的腳綜。
標準答案可循，而且工作90%做好了，其餘10%

`~ LL 

E lizabeth Geo苓
伊利莎伯 4量治 －

丘鏸恩 ；

要全心全意跟從神？總離不開謙卑和順服

的操練吧 I 這些操練多少令人聯想到信徒倒模

過程，對不？然而出色的婦女事工譚員和導師

伊利莎伯· 喬治，在積極研讀神的話和實踐全

心全意跟從神的旅程中，卻深深體會靈命剛柔

老C
並濟的強大力量，也發現培育這靈命的祕訣。

剛柔並濟的靈命是謙卑而剛強、順服而勇往直

前的，能相信並活出神的旨意。這樣的靈命絕

對不是倒模出來的，反而叫每個信徒都與眾不

同，活得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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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珥屆1"J籠 Civil Christian ) 

酗·~宣 , 亶鸝鸝A
~-門近來處於兩種相反的論調之下， 一方
,~ 憂心澳門在經濟發展之下早已面目全

非，澳門已不再是澳門，生活大不如前；另一

方認為這是澳門起飛的年代，遍地黃金，不知

市民為何憂心，早前立會議員梁安琪的｀｀機關

槍論＂ 可見一斑 。 前者多為市民， 後者多以政

府、商人為代表。暫且先把坐標移往新加坡，

在孫耀光所著的《在祂手中》上節錄出以下文

字：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 新加坡在人文地理

及社會情境上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高度工業

化雖然為我們帶來繁榮，郤也帶來足以影響國

人態度行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正如其他許

多國家，這些外來的影響在某＿程度上扭曲了

國人的品格，從而給我們制造了社會問題。＂

這段文字是當時的新加坡交通部長於 1978

年接受採訪時的說辭，那時的新加坡經濟正高
速發展，約7成的國民入住組屋（政府樓），就業

率接近 100 % , 國民對未來充滿希望，政府當局

亦預測在21世紀初新加坡國民便能享受極優質

的生活 。就在這個檔口 ，交通部長的說辭放在

現今澳門社會可能會被指｀｀別有中心＂、｀｀阻

礙發展＂、｀｀破壞和諧隱定＂ 。及後新加坡政

府推出—大膽措施- 在學校推行宗教教育，

原因是政府認為宗教能導人向善 。當然這引起

了各方面的聲音，也需要就課程 、師資等作出

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 。 這裏無意探討該措施的

目的 、 推行過程與成效，因為將會涉及另一個

複雜的問題 。 先將焦點集中在政府當時的反

應，似乎沒有被經濟發展衝昏頭腦，更沒有盲

目地加速發展步伐，而是看出在發展背後出現

的問題，希望能對症下藥。

讓我們看看立志要成為 ＇｀世界旅遊休閒城

市＂的澳門，先不管其現況實是｀｀祖國血拼擠

擁超市＂，賭權開放所帶來的極速經濟增長，

讓澳門成為世界第—賭城，每年派錢派不完，

達到｀｀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境界 。 社會似乎—

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時我們有否勇氣看看 ｀｀

金玉其外＂的內部結構？無論牛頓 、焦耳 、愛

因斯坦都主張得到—樣東西，必定失去某—樣

東西 。十年內澳門變化之大，究竟我們失去了

甚麼？ 可能食物不再便宜好吃 丶樓價不再合

理、交通不再暢順、新馬路不再屬於我們、特

色小店不再營業 ， 更甚的是我們把下一代變成

信用卡 ，提早透支了他們的一切。

繯忘-i ff.)疇認亶薑

雨話聲響起了，囓哪．．．哪嚇 .. I 約兩聲左

卓右牧師或同工接過後就把電話放在講壇

上，崇拜也隨即開始，這幾乎是每個主日的十

點二十九分都會發生的情景（本教會早堂崇拜時

間為十點半），筆者—直有留意但沒有在意，也

可能有些弟兄姊妺想著為什麼總是崇拜前才致

電回教會呢？ 但，這個兩個星期沒有再響了，

昨晚在一個安息禮拜中才知悉因為致電來聽道

的弟兄已返回天家，不禁看到牧師分享時有－

種失落。

筆者認識譚弟兄已超過十年 ， 但近幾年已

沒有在教會見到他的身影 ，他是－個很特別的

人，因為認識弟兄時身體已有殘缺（據家人表示

譚弟兄在7歲那年玩耍時不慎從高處墮下 ， 由

於當時醫學技術欠佳，導致骨枯而終身傷殘）

，但他從沒有讓人感到覺得需要伸出援手，反

而讓人看到他很實幹及熱愛生命，還記得最後

—次與他交談也該是四五年前，他向我了解—

些排版軟件及剪接軟件的資訊（其實也是用於

服侍上），第一個星期忘了把東西給他， 見面

時他再向我禮貌地索取，最後當然我把資料給

他，回想一下 ，就是他那種堅持成就了他的人

生，此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後期已無法工作

甚至長期卧床；對大部份人來說，譚弟兄的—

生，並沒有什麼風光偉蹟，也沒有使人值得驕

傲的成就， 在安息禮拜程序中也沒有述史的環

節，但牧師卻有不一樣的見解，在出席儀式中

有半數是來自兩間教會的弟兄姊妺，可見譚弟

兄在教會中人緣甚佳，而牧師分享中提到譚弟

兄在世人眼中可能只是極普通、也沒有重大成

就的人， 但在神眼中他可能是最優秀的，試想

有些基督徒滿有恩賜、事奉繁多，或許他們想

著用行為表現來賺取獎賞，而他卻是一位身體

殘缺、連呼吸也有困難的人，卻用盡力氣，用

盡各樣方式堅持每周聆聽神的話語，兩者誰會

更被主看重呢？筆者沒有答案，也用不著去尋

求，但事實上現今不少信徒也沒有譚弟兄的那

種堅持，那堅持不是—天或兩個星期，而是數

年的時間，筆者一直遺忘了這位弟兄，昨天在

參與其安息禮拜中才醒覺、才懂得去欣賞他，

今天在靈修中，梁家麟院長從哥林多後書中分

享到：「不要單單看到他的外在際遇和面貌，

卻要看到他的生命本質，就是所流露出基督的

香氣和榮光，並目看到上帝的能力如何在他的

遭遇和事奉裡彰顒出來。」

就是因著譚弟兄的生命本質 ， 而活出了基

督的樣式，更藉著這看似不起眼的弟兄激勵我

們，在此要向譚弟兄的親朋好友說聲，他是我

們、也是教會中的驕傲、我們的榜樣，人生就

好像一首美妙的音樂，作曲者就是上帝，今天

譚弟兄的人生在上帝的設計下劃上了休止符，

令我們看得見、聽得到－首很美 、很值得回味

的樂章，期待天家再遇 I

所以，我絕不相信現在的澳門不存在問

題。曾有本地學者寫文指出，賭權開放第二個

十年應該停—停 、想一想未來澳門何去何從。

觀乎旅遊業議會理事長胡景光仍致力擴大自由

行，—條新馬路吾夠開夠兩條 ；賭場繼續興

建；政府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似乎還未有居安

思危的覺悟 ，亦不存在遠大的第二個十年計

劃。 現在的澳門與上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都處

在發展的高峰（這樣對比可能過於倉卒）， 但兩地

政府具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看著現在的新

加坡，我們能想像仍在自我陶醉的澳門30年後

的模樣嗎？

發展是—個無敵的動詞，代表不能原地踏

步 。 我實在不明白，經濟已經好傳過於瘟狂

的澳門，還發展自由行，還發展賭業幹甚麼？

現在急需思考的似乎是解決發展背後產生的問

題，這種訴求看似變得陳腔濫調，可悲的是政

府曾認真回應過嗎？真的有停一停、想—想

嗎？

特邀作者林國宏

温良的舌是生命樹
一句 簡單的好語或贊共，能發揮遠超我們想像的

力量，甚至有時能救人一命。

位男士灰心喪志的漫步在河邊。事實- 上，他不只是沮喪而已，還打算結束自己的性命 。他感覺自己的人生是如此空洞 、虛

僞、沒有意義 。他認爲他這麼多年來所投注的

工作，根本毫無價值，算不了什麼 。他不禁思

索，這—生到底實現了什麼夢想 l

正當他凝視黑暗的河面，打算投入滾滾浪

潮時， 一個驚喜的聲音打斷他的思緒 。「很抱

歉丨」—個年輕女子說：「我不該打擾你的隱

私，不過請問你是不是安東尼？」他無可不可

的點了頭 。

「希望你不介意我的打擾。我只想告訴

你，你的書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使我燃起對人

生的希望 。 我要謝謝你 。」

「不 l 應該是我要謝謝你才對 l 」話一說

完，他便轉身離開河邊， 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

一句簡單的好話或贊美，能發擷遠超我們

想像的力量， 甚至有時能救人一命 。 聖經箴言

第十五章說到：「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

躪使人心碎。」路加福音第六章也題到：「善

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

裏所存的惡，發出惡來；因爲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 。」

善良的言語不但滋潤人心，也能將人從黑

暗的境遇中拯救出來；善良的言語發自善良的

心。

取材自《小奇跡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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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茶座MusicCafe
晨光福音堂自2013年開始推廣音樂茶座事工，

鼓勵具備音樂恩賜的基督徒能站在台上演出及

分享見証，吸引參加者從聆聽音樂中接觸信

仰 ； 2014年神繼續使用我們，並進一步與一

些基督教團體及教會合作，現時初定每月第三

個星期六晚上八時舉行音樂茶産，現時除邀請

不同教會的敬拜隊及基督徒組合參與外，亦會

定期聯絡香港的福音歌手、樂隊同來參與這事

工 ，同時音樂茶座的舉辦地點除了在晨光福音

堂外，亦會移師到其他教會進行，詳情敬請密

切留意澳門基督徒音樂人團契(Macau Christian 

Musician Fellowship)之專頁。而在三月份的音樂

茶座中除有本澳基督徒組合演出外，亦特邀香

港福音歌手研新來澳，她除了是一位民歌手、

福音歌手、聲樂導師及合唱團指撣外，亦曾參

與港台節目客席主持、灌錄經典詩歌如＜偶然

遇上的驚喜＞等，現任「觸動合唱團」音樂總

監及駐團指揮， 2013年剛擔任音樂劇＜海闊天

空＞的歌唱指導及音樂劇總指揮，青少年愛滋

教育協會「 2010年及2013年年度傑出義工獎」

得主 。音樂茶座當 日 研新除與樂隊演繹多首經

典詩歌外，亦會分享其個人創作，歡迎弟兄姊

妹帶同新朋友前來參與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

電28260990聯絡白牧師或致電66631095聯絡何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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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成人教育中心誠聘

夜間兼職幹事、英文科及理科補習導師

夜間兼職幹事要求及工作內容 ：

1. 大學二年級或以上程度， 具2年以上工作經驗

2. 有責任心、良好溝通能力、靈命成熟及具事

奉心志

3. 熟悉MS OFFICE 、懂網頁更新、電腦排版及

海報製作

4. 工作內容 ： 辦公室行政、宣傳品設計及一般

校務等

5. 晚間上班時間及薪金面議

英文科及理科補習導師要求 ：

1. 大學程度或以上，有2年以上補習社補習經

驗。

2. 靈命成熟及有愛心，具良好的溝通能力。

如英文中學畢業之大學生更佳。

有意者請將履歷及成績單電郵至eaec l@macau. 

ctm.net(應徵者資料絕對保密）

白鴿巢浸信會聘請全職幹事

中學畢業或以上學歷，熟悉Microsoft Office軟件，

中文良好，略懂英文，辦事細心，能獨立處事並能

與人合作，具相關工作經驗或有會計知識優先。

每星期工作五天半，每天早10晚7, 12天年假，病

假，社保，雙糧。月薪約澳門幣九仟或以上（按學

歷及工作經驗調整面議）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聯

絡電話、近照電郵至pkcbapt@yahoo .com.hk , 如有

查詢請致電66690315黎牧師

協安中心聘請
項目幹事丶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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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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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榎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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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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