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個故事，是關於父親節的來歷的。美
國華盛頓州的多德夫人的父親威廉·斯馬

特先生，在多德夫人的母親生育第六個孩子因

難而死後，獨自一人承擔起養育六個孩子的重

任，終因多年的過度勞累而去世。—次，多德

夫人參加完教會的母親節感恩禮拜後，特別有

感動，她想念父親，明白父親在養育兒女過程

中所付出的愛和艱辛。於是 ，她將她的感受告

訴給教會的瑞馬士牧師，希望也能有一個特別

的日子，來紀念全天下偉大的父親。她的這一

想法得到了牧師的讚許。後來，世界上的第一

個父親節，於1910年誕生在美國。以後每年6月

的第三個星期日定為「父親節 」 。 在這個特殊

的日子裏，我們可以通過聖經路加福音 15章來

發現天父的愛從不缺席 l

一 、無絛件的愛與接納

路加福音 15章的背景是，税吏和罪人都挨

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

論説，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於是

耶龢就開始講三個比喻：—個是迷失的羊，另

—個是丟失的錢，第三個是流浪的人。前兩個

比喻是調神愛的行動。而浪子的比喻使法利

賽人和文士不悅，在他們看來任何人若對税吏

和罪人懷抱盼望，都是愚不可及的。可是這比

喻閃爍出一道特殊的真理，就是神奇異的愛，

包括世上最絕望的人，都有重新開始的可能。

沒有—個人的處境比浪子更糟糕了，然而他仍

然有洗心革面的機會，他已經走投無路， 一敗

塗地，陷入谷底。沒有一副圖畫比浪子的處境

更淒了，他獨自在遙遠異地，身無分文，舉目

無親，被朋友遺棄，只能與豬為伍，其絕望可

憐，真是無以復加。

連浪子都禱到了一個新的機會，都能面臨

東山再起的轉折點。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否正陷

入這困境？你覺得生活偏離常軌嗎？你是否覺

得罪有應得，再無法重整旗鼓？你是否因所遭

遇的景，或遇到的牽累，或無法克服的罪，而

感到灰心意冷？你是否對自己説努力又有什用

處，何必再嘗試呢？我已經嘗試過千百回了，

都無濟於事，再怎努力也必徒勞無功。我已

經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 而且錯失良機，

現在只能勉為其難。這是你此刻的想法和心情

嗎？你當依靠在兩千年前就發生的事，它今天

仍然有力。即使在最黑暗、最無望的道路上，

也可能有—個轉折點。連税吏和罪人因神的愛

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教會神學家稱這

個比喻為「聖經中一切比喻的明珠與冠冕」、

「福音中的福音」，認為這個比喻最能表達天

父無條件的愛與接納。

二 、無限的安慰與避難所

當浪子要求與父親分家產，收拾一切所

有，往遠方去。在那裏任意放蕩，耗盡資財；

遇上饑荒，淪為豬奴。對我們而言， 做豬奴至

多只是又髒又臭令人厭惡的行業而已，但對於

猶太人郤不是那簡單。原來猶太人不但禁止

吃豬肉，他們甚至不許自己接近豬。猶太法典

他勒目説 ： 願所有養豬的人都被詛咒。簡言

之，當小兒子淪為豬奴時，他已經淪落到完全

被拋棄的境地，身，得不到所需的食物；心，

遠離父家；靈，也不能親近神。在他最絕望的

時刻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夾充饑，是—種極度

饑餓，郤又無法得到舒緩解救的情。但他還有

—絲盼望，那就是他的父親 l 這是他最後，也

是唯一剩下的希望。他醒悟過來，就回轉、回

頭，從原地作一百八十度轉變。

我們經常誤入歧途，筋疲力盡，像浪子—

樣。只有這時，我們才會想到轉向神。這是多

愚昧 I 讓我們現在揭露這種愚行，誠實地面對

它，認清你的景多絕望 I 只有一個力量可以

幫助你 ，那就是神的大能。聖經中的大衛，有

一次處境非常危險，他被困在獅子群中 。在凶

猛的野獸面前，他像個孩子一樣顫抖，他被種

種的問題和困難重壓，在困境中，大衛轉向天

父，他的上帝。他呼求道：「神啊 I 求你憐憫

我，憐憫我 l 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

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難過去。」 （詩57 : 1-2 

）幾年後，大衛成了國王，打敗了所有的敵

人，把一個騷動不安的國家穩定下來，嬴纘了

百姓的尊敬和愛戴。這就是我們天父，他是我

們的保護，我們的高台，是我們的避難所，我

們的藏身處。

三 、無止息的饒惡與款待

浪子比喻中那位父親的愛最偉大之處，不

是表現在態度上，而是在他為浪子所作的事

上。當浪子在深度絕望的景況中，已經自我意

識到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稱為

你的兒子，把我當做雇工吧 l 父親的反應 ：相

距還遠，父親就看見他了，就跑過去迎接他。

怎麼會很遠就看見他呢？這位父親自浪子離家

以來，就—直天天站在門外，對著兒子歸家的

方向翹首遠眺，期待有朝—日能重見愛子的身

影出現。可是令人更加感動的是，不是浪子自

己跑過來，是這位老父迎著浪子跑去抱著他的

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可以説，父親的愛之吻撫

摸著浪子懊悔的心，也饒恕他的過錯更醫治了

浪子的傷痕。

父親還給他預備了特殊的款待：

I) 拿上好的袍子給兒子穿上－「袍子」即表徵神

的拯救與公義 l 「他以拯救衣給我穿上，

以公義袍給我披上。」（賽61 : 10) 

2)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戒指」象徵權柄、榮

耀。恢復兒子新的地位和證明。

3) 把鞋穿在他腳上－「鞋」據猶太的風俗，為奴

的永遠赤著腳走路；既然穿上鞋子，就表獲

得自由，不再作罪的奴僕的 I (約8 : 34) 

4) 吩咐僕人宰肥牛犢－使享受的靈性得到飽滿與

造就! (賽25 : 6) 。

肖雲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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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R 、盅自、特首都貧？

直言；二］二亡二::二二
度》 （簡稱「高官離保法」） ，這個法引起普

籮市民不單是成網上熱話及反對，甚至擺街

站簽名反對，請求現任特首出手取消；這條「

高官離保法」簡直是離譜法，有人借特首做檔

箭牌，肥上瘦下來撈一筆，甚至是立法會議員

有份讚同，並通過一般性法案。如是者被誤為

特首都貪，事實上「現金分享」已經成為每年

的周年慶典金，即係話年年到時到候人人都有

錢派，正如特首喻作派「利市」。去到一個地

步，由於申請社經屋的市民非常多，超額登

記，樓價高企，郁下要過千萬買得一個單位，

有人索性請特首不派現金派樓—層（單位—

個）；可想而知説「高官離補法」，高官貪丶

特首貪，其實市民—樣貪。

近期交通意外非常駭人，沙梨頭14歲女學

生在斑馬線上被輾斃，澳大女生在氹仔宋玉

生博士圓形地被撞至昏迷，甚至有私家車猛撞

拖架，在人車稀少的蓮花海濱大馬路上，近似

自殺式鑲入車底，司機爆頭亡。在在都反映出

本澳駕駛者大都必須重新受訓，新牌駕駛者故

然在繁忙街道上的經驗欠奉，但有經驗者則仍

以舊澳門街的經驗來駕駛；今時今日，車多人

多，非昨日的澳門，由當年小轎車，現大多已

改七人車、中型車，甚至公交和發財車都用上

大型、重型。當然行人也要負責任，隨麵便便

就橫過馬路是非常危險，但若在斑馬線上行也

被撞死，這真可怕。發現全城斑馬線之多也令

駕駛者煩厭，一街凡十字路口都畫上四條，又

不設過路交通燈，以至行人與駕駛者雙方的警

覺性也不高。當局須立刻檢視全城斑馬線和行

人過路燈的設置，是交通事務局的責任？還是

工務局的責任？還是否要死多少人政府才關

注。

談到交通的問題，又要談談公交司機的操

守，開公交車比作個人的私家車，鍾意快下又

鍾意慢下，有司機開70咪以上過橋，有則開20

咪過橋，轉圖形地或大彎位則飛去似的，企

站車廂內的人，就飛仆向左或右，猶似坐過

山車。更有司機帶收音機或CD機，開大聲音

聽，澳門沒有附例管公交司機，聽歌或收音機

會否不專心駕駛？更常見司機如雲遊，乘客按

了鐘又不停站，停站又不開門給乘客落車，開

車又忘記關後門，非常危險，公交司機似乎大

部分都要重新受訓，或交通事務局須派稽查人

員檢控司機，向公交公司重罰，否則沒有果

效。

本澳宜居城市競爭力下滑，由去年 (2013

）第二位暴跌至十強不入，以本澳人口素質、

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居住環境和市政設施這

五個方面評核，如今人口激增至61萬多、全城

沙塵滾滾、樓價高企、通脹駭人、塞車兼人流

管制，有誰願移居？不是為以外僱身份來澳「

打工搵食」，不是經濟發達，那些人士肯來澳

居住？你説如今還是宜居之城嗎？

説到宜居，還有新名詞「置安居」是澳人

澳地的變調或變種，這借勢給了地產商—塊肥

肉，不倫不類的計劃甚至政策，諮詢期短，

慢熱的澳人轉瞬投降給政府。這詞似對市民

有益，實際與社經屋爭地，製造矛盾，把矛頭

歸澳門人承擔，全城根本無土地，又何會「置

安居」？是假象，應酬市民意願，是否中產真

正需求，還是另有乾坤？高官辦事用盡手法，

令市民迷朦，就像「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

心裏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

人。」 （但以理書八25上 ）倘若如是，真塗炭

生靈啊 I

註：印報前，《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

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經5 月 25 日兩萬人示威

後，事件痊迴路轉，特首建議「中止」討論法

案，而民意是要「撤回」，並非「中止」。

范錫強牧師

靈宵噩國贏闥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應當仰望神』

詩四十三5

只有兩個理由，能叫我們憂悶：第

一 ，如果我們還沒有得救，我們就有理由

憂悶；第二， 如果我們已經得救了，而仍

活在罪中，那麼我們也一定會憂悶。除了

這兩種情形以外，我們就沒有理由可以憂

悶。難怪作詩的人説 ：「 我的心哪，你為

何憂悶？ 應當仰望神」（詩四十三5 ) 。 —

個正常的信徒，如果憂悶，是一件可怪的

事，因為—切的事我們都可以借著禱告丶

祈求和感謝來告訴我們的神。我們一切的

需要和試煉，只要相信神的大能和神的

愛，樣樣都可以過去的。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好書帷推穿

圭，，.... , 真
E3 近在網上看過—國產手機發佈會的報

取;!'其中主講者的一句「我不是為輸
贏 ，我就是認真。」迅即在網上熱議。不管他

發佈的手機將來是否能熱買，但他所提出的人

文精神卻也值得思考。

多少時候，我們會把做事情的焦點放在輸

與贏的結果當中。從小朋友玩遊戲中很容易觀

察到，他們很容易把玩遊戲的目的焦點轉為輸

與贏 ，而忽略了玩遊戲的真正目的是享受遊戲

的過程與樂趣。遊戲總會有輸贏，若未能贏就

提不起勁去玩，或認為這遊戲不好玩而放棄。

孩子們成長後，也會因比不過別人，而不肯認

真去學習，認真去做事情。甚至有朋友説，升

職沒機會的，為何要認真及勤勞工作呢？褐過

且過就算了吧 l

在資訊科技界，近年引人注目的成功表表

者，很多都沒有完成大學學位之士 。我不是認

為學歷不重要，而是想強調認真及堅持的態度

比學歷更為重要。學歷或多或少只能説明過去

的一點成就，而做人、做事認真的精神，卻是

影響一生果效的重要態度。曾經也有在網上熱

議的—句話「認真你就輸了」，網上也有不少

認同者。輸代表是失敗或弱者，但是我們就因

為怕輸而不再認真了嗎？在這世代，不知何時

開始，認真居然也成為奢侈品，奢侈得很多人

都不再相信。還常和應著對認真之人的嘲諷。

嘲調認真工作的人員「搏上位」， 是 「 擦老闆

鞋」，是為自己不去認真找個藉口嗎？

台灣王品集團最年輕的億元店長林學儀，

他分享他成長路上，就受到 「 你認真，別人就

把你當真 」 這句話所影響。做事就是要認真，

不能得過且過，才能有機會成功。或許我們受

到周圍很多條件限制，或自認為有很多不幸，

但要扭轉這人生故事的方向，就是需要我們改

變我們的態度。

企業中高層的職位只屬少數，比賽中得獎

的也只有少數。難道就只有這少數人去認真

嗎？短短數十年的人生，我們不能只為取得某

一職級位置，又或只重視比賽中的輸與贏，而

是對自己生命負責。卓越的人生，是每個人都

可以有的，關鍵是我們如何認真的對待自己的

生命，認真的走下去。

有人説「英雄常有，只是為英雄鼓掌的不

常有」。我們應為認真做事的人，更多的鼓

掌，也勉勵自 己學習認真做人。我們未必每人

都能成為英雄，但最少我們也能成為坐在路旁

鼓掌的支持者。

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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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麗文 ／．

昨者：柯樂維

一能富足的36

羣
將在真正量要的事上

找--B'!l泉畏

作者柯樂維以輕快舞步帶讀者一起出發去

尋找豐盛人生的金鑰匙。這不是一本傳授在缺

錢 日子中如何過生活的小書，它是幫助人發現

人生的真正財富，並進而終生追求豐富生命的

導引的作品。書中文章充滿幽默與盼望，是一

本輕鬆愉悅、温馨動人的小品，適合緊張忙

碌、沉重煩惱的現代人在匆忙腳步暫歇時展讀

回味。書中一共提供了三十六則在滾滾紅塵中

尋找快樂幸福的秘訣，每篇的篇幅不長很像極

短篇小小説，只要能找得到五分鐘或十分鐘閒

暇的人都會喜歡它，甚至愛不釋手 、欲罷不能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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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岡摩司書》看敦會的先矢［角色
「高;:尸：二鬪霏~::

而言，能激起廣泛關注的政治事件是絕無僅有

的，只因這次真的碰觸到澳門人的底線，無論

再如何不問世事，澳門人也開始站出來説不。

身為基督徒，自然會留意教會在這些政治或民

生議題上， 究竟採取甚麼立場 7 教會在社會上

扮演了甚麼角色 7 教會需要負起甚麼責任？讓

我們看看《阿摩司書》中阿摩司的先知工作，

思考教會如何擔當先知的角色。

首先，我們需要對舊約先知書有—幅大藍

圖。舊約先知書各有特色，先知們面對的處境

不盡相同，對先知書的信息作統一的歸納比較

困難，楊克勤在《聖經文明導論希伯來與基督

教文化》 中寫到，先知書具有強烈的社會公義

主題，當中所描述的先知相信上帝具有公義的

本質，作為上帝子民需要活出祂的公義； 因為

百姓都是上帝的民，所以不能剝削屋迫他們 ；

宗教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在社會上追求公義

是「認識與服侍上帝的途徑」，而且對待弱

勢群體的態度相當於對待上帝的態度。我們可

能過份強調先知的預言家身份，從而忽視了他

們主要是作為上帝的發言人，上帝會讓先知看

到社會上的不公、祂審判的異象，從而讓先知

傳揚悔改的信息，使以色列得救，否則， 上帝

便要以烈怒親自審判列國。在了解先知書的主

題後，接下來 ， 讓我們留意《阿摩司書》的信

息，聆聽上帝如何看待公義。

阿摩司原是一個牧人，亦是修理桑樹的

人，與現代的園丁不同， 修理桑樹是一門高深

還我童心
成［人在社會打滾一段日子後 ，不自覺變得 過程中便會重燃內心的童心。小孩子易交朋

故和滄桑 ， 漸遺忘了孩童時代的快樂和 友，成人卻諸多顧忌和防衛，還自以為世故。

純真的笑聲。究竟，成人世界裏會否仍有赤子 成人應學效孩子赤子心，對人坦誠，廣結朋友

之心？如何尋找？

父母也童心

「赤子之心 」 —般給人錯覺是幼稚，其實

相反，給人尋回生活的情趣和懂得欣賞世界 。

孩子心就是滿有赤子心，他們善於觀察，敏鋭

力比成人強，他們容易體會世界是多采多姿 ，

察覺身邊事物的改變 ， 譬如別人的衣著、表情

都印在心裏。

成年人慣於墨守成規，小孩子卻喜歡新嘗

試、新食物和玩具。孩子的世界是另一個世

界，父母若要進入他們的世界，跟他們溝通 ，

便也癟 「童心」起來。況且，父母回復赤子之

心更令生活愉快和充滿力量。

的專業技能，亦即現在所謂的專業人士，而且

阿摩司不是一個普通的牧羊人 ，而是管理整個

牧場的場主， 所以他其實家財萬貫。當時北國

繁榮安定，有很多暴發戶，他們只看重金錢利

益，處處剝削平民 I)' 並壓制譴責他們所作所

為的先知。阿摩司看到北國的社會情況後，便

被上帝揀選作為先知。他看到上帝審判北匿的

各種異象：蝗蟲、火燒、戰爭、夏果、地震等勺

，所以他急切的要把異象和侮改的信息告訴北

國人民，阿摩司警戒他們 ，由於其所作所為違

背上帝公義的本質，到處欺壓百姓，社會充滿

不公義，上帝將要在「耶和華的日子」審判以

色列，憐憫和拯救貧窮、孤兒等有需要的人。

阿摩司更提到，造物界都在祂的掌管之內，任

何不公義的匿家都要受祂的審判，身為上帝子

民的以色列，並沒有免死金牌，反而所受的審

判比列國更重，因為知法犯法 ， 罪加一等。他

同時指出當時的君王耶羅波安二世也逃不了審

判，以色列民必然被擄勺，面對當時安定繁榮的

北國，當權者如何容忍得了他？果然，祭司亞

瑪謝警告阿摩司，要求他離開並停止説預言，

因為這裏是「首都」，亞瑪謝選擇把社會問題

避而不宣，並壓逼指出問題的人，但)I頁服上帝

的阿摩司沒有妥協 ，堅持上帝給予他的使命，

成為舊約中一位重要的先知。

另一方面，阿摩司傳遞給我們一個很重要

的信息 ， 就是上帝如何看重社會公義。 至少，

上帝看公義比祭祀更重要 ，如果公義得不到彰

顯 ， 即使獻上祭物、作十一奉獻勺 ，也不會逃過

上帝的審判，任何的嚴肅會、獻祭、敬拜， 上

帝都不會悅納，祂的旨意很清楚，「惟願公平

知己，生命也顯活潑 。

尋找純真的娛樂。成人世界裏，娛樂就是

消費，譬如唱卡拉OK 、搓麻雀等，其實娛樂不

—定大灑金錢，快樂不一定代價高昂。飼養小

動物，建造一個自然閣 ， 觀察小動物生態 ，人

也自得其樂 。

閒來閲讀，放下自我。閲讀富幽默感的小

品文章，有助重温童心的可貴。調適生活和

自我，譬如「放鬆自己」從緊張生活中釋放出

來 ：「 放開心懷 」， 跟人相處時，暫且放下心

頭難處 ：「 放下面具」，放下固囿 自己的形

象。

其實，童心就在心中，只要卸下包圍童心

的外殼，便接觸到自己生命的童心。擁有童心

還我童心 的人常笑容可掏，因為他們找到人生樂趣。最

人愈長愈替自己掛上面具，被生活建築而 後，願不論年齡、人生階段的人，都以童心面
成的硬殼重重包圍 ， 重燃生命之火委實不易， 對生命， 日子便會一天比—天開心，
究竟成年人怎樣固復赤子之心，還我童心？

｀｀其實，童心就在心中，只要卸下包圍童

跟小孩子相遇是一個開始。成人應多參與 心的外殼，便接觸到自己生命的童心。擁有
孩子世界裏的活動 ， 譬如跟孩子一起遊戲 ，不 童心的人常笑容可掏，因為他們找到人生樂

應只為自己計算時間、謀算利益回報，而是放 趣。＂
下所謂尊嚴和身分，放開情懷，完全投入，在

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勺。難度只要

穩定的回教會崇拜，準時作十一奉獻便是虔誠

的基督徒嗎？阿摩司告訴我們，若違背公義 ，

這些上帝都厭惡。這並不是説敬拜生活便變得

次要，董芳苑在《猶太先知群像》提到敬拜生

活並不只是習俗性的禮儀儀式 ， 若你奉行公義

的社會生活，你也是在敬拜上帝，「信仰」與

「生活」 密不可分， 信仰需要以生活來實踐，

生活需要用信仰來承載。

今天，教會是否擔當了先知的角色？我們

相信上帝是公義的，祂憐憫貧苦的人，是真埋

的源頭，基督要求我們作鹽作光，就是要我們

走出教會的四面牆，照亮世間的黑暗。教會會

否像阿摩司一樣，就算有可能得罪當權者，但

為了上帝的公義，勇敢地揭示出社會的黑暗？

在這個層面上，新聞工作者似乎比教會更像先

知。馬丁路德金曾以《阿摩司書》 5 : 24為他的

座佑銘，為黑人爭取權益，實行公民抗命。我

們又能在《阿摩司書》 中得到甚麼借息 7 教會

還要在社會議題上缺席多久？ 其缺席的原因 ，

可能是受了西方在宗教改革時留下的政教分離

概念影響 ， 這是後話，希望下次有機會時再討

論政教分離帶給我們的迷思 。

!)《阿摩司書》 8 :4~6

2) 《阿摩司書》 8 : 1~3, 形容以色列人的結局將近 。

3) 《阿摩司書》 7 : 11 。

4) 《阿摩司書》 4 : 4~ 13 。

5) 《阿摩司書》 5 : 21 ~24 。

林國宏

亥,/._, 

山頂醫院
節期床邊關懷探訪

父親節床邊探訪
日期： 6月 14 日 （六）

時間 ： 下午3時至4時

氹仔精紳病院中秋節活動
日期： 9月 6 日（六）

時間：上午10時至 12時

中秋節床邊探訪
日期： 9月 7 日 （日 ）

時間：下午3時至4時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太25 : 36) 

歡迎各教會支持醫院節期探訪／

活動的服事，向醫院病人、家屬、員工

見證基督大愛的褔音。

主辦機構 ：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院牧服務

報名及查詢 ： 盧勁妍院牧

院牧室電話／傳真： 8390 5017 

院牧室電郵 ：

macau.chaplaincy@yahoo.com.hk 

吳思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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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讀經運動加油站

由香港讀經會主辦，澳門讀經會協辦之13- 14

全情起動讀聖經港澳信徒讀經運動，已開始

差不多半年，為了支持參加之教會及兄姊持

續讀聖經。

澳門讀經會將於7月份舉辦 「 2014讀經運動

加油站」，讓參與讀經運動兄姊能互相認識

及彼此鼓勵，是次活動邀請了香港讀經會讀

經拓展主任伍智聰先生出席分享。

日期： 2014年7月 4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8:00-9:30

地點：澳門浸信教會

查詢：鄒小姐 63558774

基督少年軍第四分隊 有g豸[
招募對象 ： 8至 14歲青少年

日期及時間：由6月 開始， 逢星期六 14 : 1 5至 16 :3 0

（ 常年性活動）

地點 ： YMCA青年社區中心

費用：每季（每三個月 ） 90元、

新隊員基本制服費用 80元

報名日 期 ： 即 日起至5月 18 日 （ 六 ）

報名方式 ：遞交報名表至YMCA青年社區中心或

傳真至 2822 6147 

查詢方式： 致電2830 2600與胡小姐聯絡 或

致電2822 6146與陳先生聯絡

-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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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音樂茶座MusicCafe

0 

繼五月份譜來香港GLP ( 全力 愛） 音樂佈道隊 籍福音戒毒而亻言主得重生基督徒組成，並與義

來到音樂茶座分享音樂及生命見証後， 六月 工樂手配搭 ，樂隊四出分享原創詩歌及見証領

二十一日 晚上八時至十時於晨光福音堂將聯 人歸主 ， 而因過去特殊經歷而取名為No-return

同 S.Y部落舉行互愛之夜， 香港基督教互愛中 Worshiper , 寓意歷經艱辛由出埃及、礦野漂

心為－福音戒毒機構， 多年來幫助不少吸毒人 流、 癟見迦南地 ，不能回頭的意思，音樂茶産

士戒除毒癮、認識信仰， 同時間造就一批又一 當中團隊會分享原創音樂及見証 ， 歡迎各位基

批熱愛音樂， 並願意用音樂去講述自己過去的 督徒朋友帶同新朋友一同前來參與， 如有任何

一群學員，故此互愛樂隊因著這使命而延續他 疑問請聯絡何弟兄 (66631095 ) 或瀏覽澳門基

們的故事，現時成員多為過去畢業之成員 ， 且 督徒音樂人團契Facebook專頁了解詳情

http://www.m-ccc.org 

澳門聖經學院第二十七屆畢業典禮

時間： 6月 29日（星期日）下午四時正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澳門馬大臣街五號A

查詢： (853) 28303534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聘請

全職總幹事助理及部分時間會計助理乙名，應徵

者，必須受洗加入教會，對兒童事工有負擔，並

參與本團的兒童福音事工；並具履歷表和教會推

薦書。有意者請致電： 2835-3263 與署理總幹事

聯絡或電郵致cef.cefmacau@gmail.com

澳門浸信教會聘請全職文員

中學畢業或以上學歷，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操

作，辦事細心，有工作熱誠，具相關工作經

驗者優先。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mbcchurch201 l@gmail.com 

澳門聖經學院誠聘

全職圖書館助理，要求：應徵者需高中畢業或以

上程度 、喜歡閲讀屬靈書籍、懂中英文打字及

。ffice軟件應用（如Word, Excel及 Access等）。有

事奉心志、辦事細心、富責任心、能獨立處事及

善於與人溝通。福利：有薪假期、社保、 醫療保

險津貼及與圖書館職務相關的進修津貼。有意者

請將履歷寄東望洋新街23號美利閣二樓H産或電

郵 info@macaubible.org 澳門聖經學院行政部。如

有任何查詢，請賜電2830 3454 與圖書館主任馬文

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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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通訊： 澳門郵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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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祐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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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出版費由揚澤麟牧師殯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豐銀行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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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雅簾訪郵局信箱6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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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