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邇入生如戲。我卻要說：戲加人生。其
'O 實兩者之差異，衹在着力點不同而已。戲

、...~ 

速、劇迷、電視迷之所以追捧電影、話劇、電
視劇．是因為在角色群中能找到自己或熟悉朋
輩之身影，又或是要在劇情故事裡去追蹤似曾

身處其境的時空。 一臺戲是億萬個人生群體的

真情寫照，是他也是你和我的生活縮影 。

「在生命的歷程中，神讓我們在同一時間

裡兼演數個不同的角色 。 我們可能在同一時空

下身兼羞父親（母親）、 兒子（女兒）｀孫子（孫女）

、老師、學生 、僱員或僱主等身份 ，我們在每

個崗位上都稱職嗎？ 那就要看我們投入的程度

了 。 神按照為我們所設計的人生計劃，要我們

演出—臺人生的好戲去給世人和天使觀看，願

我們都能全心全意的全程投入去做好這份特派

的工。

在真實的生活裡 ，我們不可能也會不願意

投身於某種處境或身份中 那麼 ， 我們如何能

深切地去體會那些人生角色的心境與需要呢？當

他們的心靈向我們發出懇求支援的呼聲時 我

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演戲的修養與過程就能實際

地幫助我們深入地去認識並體會那些角色。因

為戲中的我就是他，我能明白瞭解他的心聲

我能如同身受般體會他的需要。這使我們在向

他人實踐愛人如己的誡命時能搔正癢處 落實

到位。
何耀輝

漬訂鬥大學於2013年在廣東省橫琴島建成—個
,~ 沿用澳門法律管轄的全新校園區，佔地約

1.09平方公里 並全面轉型為具住宿式書院制度

的大學。書院與學院制度相輔相成 ， 共同達致

全人教育的目的。

紹邦書院是澳門大學的其中—個住宿式書

院 ， 由「孔憲紹慈善基金」捐贈而命名成立 。

「紹邦」二字 ，乃取 自孔憲紹博士及楊邦鏵伉

儷的名字 ， 有承傳的意義 。

＂社群教育＂是紹邦書院重要的—環，不同年

級、 不同學科的學生同宿共膳，共同學習和生

活，通過多元書院活動和體驗式學習方法 ， 培

何耀輝生於中國肇慶．成文

於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曾服務於國

培幼會及任九龍城浸倍會青年事工幹事。在

就讀於香港培正的中學時代 ， 已醉心於舞臺藝

術· 課後參加培正中學的紅藍劇社演出 ｀ 在劇

社導師關存英老師和鍾景輝顧問的薫陶下· 更

積極投入戲劇活動。日後參加麗的電視(RTV)(

後稱亞洲電視ATV)的節目製作，出任音樂節目

主持人。

一九七三年獲獎學金進美园奧克拉荷馬浸

會大學(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修讀講演

及戲劇(Speech and Drama)· 畢業後 ， 獲頒助教

獎學金於南卡萊連納州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分校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Columbia)泰利

賓納教授(Prof. Teny Barnet)名下進研舞臺設計

(Technical Theatre) 。 曾任西雅圖KRAB廣播電臺

［華人之聲］節目監製和在羅省美加華語KMRB廣

播電臺主持［知心月下逢］清談節目。同時在眾多

不同機構邀請下 於羅省、橙縣及檀香山教授

無數的演藝訓練課程以薪傳舞臺藝術 並編丶

導、演數十場次中外舞臺劇。

養能自我反思 ．具團隊精神和跨文化視野、熱

心助人、 有社會責任． 以及能在二十一世紀充

滿挑戰的環境下成長的學生。

書院院訓和院徽是取自馬太福音 5 章 1 4節

的＂你們是世上的光＂ 。創院院長梁偉賢教授

分享原由 自然現象顬示 ．光出現 黑暗便隱

退，亮光一來．真理就顯現．人就從黑暗和虛

妄中得到釋放．因此得以自由 。 紹邦書院竭力

為同學提供健唐的成長土壤 ． 寄望同學能發揚

「你們是世上的光」的院訓．本著「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精神．將來為社會和國家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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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二二二:r::二市民二二:::: ~:t~~』了三
注重民生經濟優先。政綱四大篇章：宜居、發 是從台灣而來， 但油風波越吹越大 ， 連香港和

展、關愛及善治 。恐防市民大眾一經落實選出

新—屆特首就忘記了他參選的政綱．故此應多

提出和關注是否到任得以承諾落實．若單以「

同心致遠· 共享繁榮」作為口號來發表政綱

是不能解決未來的治理；因此市民大眾應監察

其管治方式．其團隊的組成．更要仔細地留意

是否只重口號．而延續不著上任的允諾．比如

其施政理念「以人為本」、「科學決策 」等．

倘若這理念解決不了住屋、交通、教育、醫

療、最低工資等民生事宜．那麼又只是做「

秀」要成功．要高票被選。

感謝祖國給予澳門機會主辦第八屆亞太經

合組織（即APEC) 旅遊部長會議 ． 並由國務

院副總理汪洋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為區

域旅遊合作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更特別指出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澳門擴大與各地的旅遊交

流和合作。整體以《共創亞太旅遊合作與發展

新未來》為軸線．然而較早前．市民最關心的

還是城市的承載力．堵車與路難行是大眾不想

見的事 事實上遇上大節日與暑假期間．該現

象令市民不悅 連自己居所要前往購物或上班

都被阻礙．實說不上「宜居」（剛與特首政綱

上談冝居有別）。或許有話：中央能讓澳門成

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其中開展的大部分

產業在給予澳門人的橫琴 ． 倘若在橫琴才有休

閒 ．那世界文化遺產則在澳門 ． 屆時真的車水

馬龍 ．增加 「旺盛」 即是增加全城堵車與更

路難行的局面．住在橫琴遊在澳門街．縱使有

輕軌也解決不了澳門街的交通問題；似乎冝居

是在橫琴．而非本澳地 。

澳門知名品牌和食肆都中招，話說是海外流

入． 但民署自成立食安中心．究竟有多少措施

和標準可以保障市民食用？如今又驗不出．更

是要由鄰近地區發現才緊張起來．在論壇上不

少市民要求民署食安中心改變職能．不能只被

動巡查和檢視食肆．必須肩負食品監督工作．

要不斷袖查檢測食品的安全．除食品標纖外

更要驗測來源是否安全給予大眾食用 。 民署只

是開多一部門．增加職員．虛張聲勢．浪費公

帑．又沒有成效．設這中心的目的又是為甚麼

呢？

以行政決定辦事．而非按科學決策的模

式．在澳門經常出現．除指出法院如是．如今

氣象局也如是。剛在上月颱風襲澳．氣象局的

掛風球標準被市民質疑．看氣象圖颱風已入本

澳警界線．但澳卻仍不掛風球．鄰近香港已懸

掛上—小時以上—號風球 ． 而澳卻慢幾拍．到

颱風接近至懸上較高風球時．氣象局仍觀望．

其中香港已懸掛八號風球．澳門仍是考慮中．

其中主因之—是韻頭產業娛樂場職員要按時換

班．必須平穩換班 故此連決定掛較高風球都

要以行政來決定 ． 而非按科學決策．風速嚴重

性不及換班過渡 ． 真是人命不及經濟重要 ． 完

全是「唯物思想」 。 這種決策與思維 實在可

怕 ． 是一種不可告人的決定。政府若視人命價

值如此，這樣決定來辦事，剛與上主看世人的

觀點相反；詩人說．「人算甚麼．你（上主）

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 ．你（ 上主）竟眷顧

他！」（詩篇八4) . 若澳門的經濟價值比人

的l生命高．真可潜更可悲。
范鍚強牧師

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籍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悆 。 J (腓4: 6-7) 

經上說：「應當一無挂慮。」因爲憂

慮不但奪去了喜樂．而且也破壞了你的前

程。曾經有兩個人去照X光．技術人員把名

字弄錯了 ． 有肺病的X光片給了健唐者 ．而

沒有肺病的X光片給了患病者．結果患病者

得了痊愈 而健療者因爲那X光片而憂慮

至病倒！可見「憂慮」對人身心的危害之

大。我們既有父神的引導和照顧．還有什

麼可憂慮的呢？基督徒有不憂慮的權利。

資料提供 ： 澳門讀經會

，好書推空

4U 
新 禍 界

囯 近Apple 公司的新 iphone6 發佈．搶購潮 小就是尋求標準答案的教育模式長大．找到解
耳支 及炒賣潮的報導不斷．其中—篇對Apple 決問題的—個答案．就停止了思考。不願花時
產品設計的靈魂人物Jonathan Ive 的訪問．也吸 間去多想其他的方法．又或是嘗試從不同的角

引我的留意．當中他說「你怎樣看世界．決定 度去看閤題。長久下去 ．我們就很容易失去接

了你是甚麼樣的設計師」．這句話給我很好的 受新事物的胸襟 敢於創新的能力 。

反思與啟發。

身為教育工作者．決定自己的成就 ． 不單

近年懿識了—位攝影愛好者．見面時也常 是看自己的職位．或是要爭取甚麼教學資源．

會談談—些攝影的心得。朋友強調．要拍好的 而是從怎樣的角度去看世界．用甚麼心態去看

照片．都受外在因素 環境、光線及攝影器材 自己的教育工作 。學生的未來 是有著我們不
的影響．同時也受內在因素的影響 就是攝影 知道的無限可能的 我們再用過去的思維方式

者對不同視角的觸覺。不少初學攝影的人．第 去教導他們 不單越來越困難 而且限制了學

—時間就是買台高價的影相機．可惜是三分鐘

熱度過後．這高價的器材就長期置於防潮箱

了．實在浪費。朋友再三強調．對光線的處理

及對景物不同的視角觸覺．才是拍得好相片的 備．要器材．詡為沒有這些就不會成事。焦點

關鍵。這—點· 就是要多作嘗試及練翟．找到 不是在教育改革如何推行及能否幫助學生身

好的視角拍攝．往往可將平淡無奇的景物變得 上 ．而先去思考在我來說可有可無的器材上．

精彩絕倫；—個差的視角．很多時後就浪費了 實在令人失望 。我就惜用了 Jonathan Ive 的說

眼前美好的景物了。掌握好這觸覺 就算手上 話 改成「你怎樣看教育 就決定了你是甚麼

只有—台具攝影功能的手機．也能拍出很不錯 樣的教師」勸勉他．也好好的提醒我自己。

的相片來。

進入職場時間越久．工作建立了習慣．安

逸的環境及舒適圈．往往限制了我們的視界．

常會憑著過去的經驗看事物．解決問題的方式

也用習慣而又安全的方式去思考。或許我們從

人生也如攝影一樣 ， 嘗試多走動一下，從

不同的角度去看景物，立在新視界去看前面的

路，集中力量，迎難而上，把自己的人生高度

再次的提升 。

點燃職場靈火 ， 讓世界動起來

保羅．史蒂文斯 ( Poul Stevens) /臺嘛這/ II 

生們的成長空間。早前 ．也與一些同事談教育

改革 本想挑選一些有能之士參與改革的先
信仰與我們從事的工作（職業）之間有一條大

鋒．可惜．其中一位同事． 一開口就是要設 鴻溝．主要原因是倍徒心中已建立了一種聖潔

的階級系統．宣教士和牧師在最頂端．之後是

「助人行業」（如醫生、社工） 然後是公務員

與零售商．最後是企業人士和金融從業員。信

徒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職業、生意和家庭事務

之中找到永恆又屬靈的意義 ．最終叫上帝停留

在教會與基督教組織內．其他地方就只有今世

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史蒂文斯既做過二十年牧

師．又從事木匠和建築公司的生意．並在維真

神學院任教市場神學 他的召命是要打破這個

由來已久的鬟潔階級系統．讓倍徒可以在工作

老C
和職業裡重尋屬於他們的擊壇。上帝在你的工

作中呼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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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血裏

橄傻f子1啟足十幾年
曰近 ， 以色列又再蠹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區。
取當新聞傳來巴國兒童屍橫遍地的圖片 當
電視播出巴园記者在鏡頭前痛哭的片段，當一

波又—波聲援巴勒斯坦的運動在各地展開 我

想起的卻是二十年前在澳門教會發生的事。

也許不少信徒跟我有同樣經驗．在教會偶

爾就會聽到關於以色列復國的事情，根據牧師

及傳道人所言 ，此乃奇妙神蹟，應驗《聖經》

預言。雖然，我們也偶爾看到以巴衝突的新

聞，但對於當年—個無法掌握複雜的匿際形勢

的中學生而言 ， 這些新聞卻始終沒法掩蓋教會

告訴我的那—套．以色列復國 ． 是偉大之事 ，

是神的心意。

很多年過去了 ， 我雖仍偶爾看到以巴衝突

的新聞，但我並沒有改變對以色列的正面印

象 。 直到後來在英國留學，因為校園有聲援巴

勒斯坦的活動，而英國傳媒對以巴問題的報導

又詳盡 我才猛然醒悟：原來以巴問題是這麼

複雜的 它一方面牽涉以色列人的流亡歷史，

另一方面則關於聯合國在二次大戰後決議讓猶

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國土上建國 ， 還有隨之以來

的一連串軍事衝突及恐怖主義 。 至於在英國，

則無論是學界、社運界或左派傳媒，都以同情

並支持巴勒斯坦的為多。原因之一 是巴勒斯

坦在以色列面前 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我無意在本文論斷以巴衝突誰是誰非 我

想說的是：明 白以巴問題的複雜性後 ， 我非常

震驁 ， 我感覺被教會蒙騙，或者起碼是誤導

了 。 一個涉及複雜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問題，當

年教會長輩竟是簡單地以一句「以色列復园

顒示神的偉大與《擊經》的真確」來總結。而

我 ， 則抱持這種想法，做了十多年傻仔。

我無意責怪當年的牧師與傳道人 · 我深信

他們無心蒙騙或誤導，那時他們大概跟我一

樣 根本對以巴問題不了解。要反思的 其實

是神學院的教育方向 ． 以及教會的言論風氣。

例如 ． 當神學隗教猶太人歷史與現況時．除了

參考《聖經》．究竟有沒有研究近代史？當他

們談以色列復國時．究竟有沒有了解當代政治

局勢？

我更深一層的疑問是．當全世界都在講「

跨學科」的研究與思考．神學院的教育有否結

合人文社會學科的成果？又．當信徒在教會大

放厥詞談以色列復圓時．我們又有沒有存謙卑

之心 多多少少參考一下新聞資料？如果教會

討論事情可以如此封閉．我們要創造多少愚昧

的人？我們又如何跟外界接觸溝通？

更重要的是．以巴問題還牽涉愛與公義的

大議題。當無辜人民身首異處 當幸福家庭妻

離子散 難道我們對苦難與血流成河視而不

見 ． 只管歡慶《聖經》預言應驗？憐憫之心在

哪？對公義的討論在哪？更何況．以色列數十

年前的復國是否應驗《擊經》預言，根本還沒

定論？

最近．香港一群基督徒前往以色列領事

館．支持以园轟炸巴勒斯坦。他們當然可以有

其政治判斷．但他們的聲明竟然包括請巴國組

織哈馬斯成員信主 。拜託．人家不亻言主 ．你就

支持武力對待？瘋了嗎？乾脆格殺勿論好不

好？

以巴問題只是—個例子。我們要思考的

是：教會的環境有時會否無助我們了解這世

界？我們絕不是要被世界牽著走．但如果永遠

只用教會的視角看世界，我們會否變成井底之

蛙．甚至跟愛與公義的教誨背道而馳？

李展鵬

f的了：三一任；~:~~~jjj~ ~! 二［二尸
生命在血裏面＂ ，想把他的血抽出—點， 熱就

會退；不退，再抽；到了最後了，熱退盡了，

血也抽完了，生命也沒有了！

主耶穌的生命 ． 也在祂的血裏。祂流血不

是為＂退熱＂ ． 乃是要把祂的生命給我們 。

聖經有＂重生＂ （第二次生，約三： 3) 

與＂第二次死＇＇ （重死，啟二一： 8) 之道。人

若不＂重生＂ ，就必＂重死＂ 。重生的人，進

神的國；重死的人，就是死後 ， 進入永火。你

若＂生＂兩次．就只死—次（指肉體的死），

若＂生＂一次，就要死兩次 ， 指肉體死後．靈

魂還要滅亡。

主耶穌指示我們怎樣＂重生＂ 。祂引用歷

史上的故事為比喻。昔日以色列人犯罪 ． 神遣

毒蛇咬他們。被咬的人 ， 得到致死的毒 ， 漸漸

發熱而死。但神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雖然

有罪的必要受罰 ， 但祂在忿怒中，沒有忘記施

恩；祂命摩西製－銅蛇，高高掛起，叫以色列

人望這銅蛇 ， 望的人，就得痊癒。

今日主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叫我們這些

被罪壓傷，不久就要滅亡的人，抬頭仰謐主耶

穌．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叫—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約三： 14-

15) 。

得主的生命，是現今的事。你若有主的生

命，不僅將來免滅亡，而且你現今必與主耶穌

的性情有分（彼後一： 4) ' 愛主所愛 ， 憎主所

憎，你的生活必好像主耶穌。

「誰為我預備未來～沙畫系列」

馬：二二二J」家 。~~言［［言
繪畫． 曾從事設計工作和開設畫室，並修讀過

美學 ． 神學和藝術治療等範疇。多年來他透過

不同的藝術表達方式向群眾展視他對生命的想

法 。 2010年起 他專心自學「沙畫」 並開始

用一粒沙 ． 透過工作坊 展覽以及各類型的表

演活動 向大眾傳遞他對生命的熱誠以及對生

活的盼望，同時 他亦渴望用—粧沙 幫助傷

心的人得到醫治和安慰 。 他獨特的展示方式旋

即吸引各大小媒體的注視．並紛紛報導他對沙

畫藝術工作背後的理念 ． 以及他個人成長的堅

毅故事 引起廣泛迴響。

過去兩年 馬仔曾受邀來澳門出席「澳門

藝穗節201 I 」和「澳門藝術節201 2 」的表演嘉

賓。 今次他則以「 藝術傳道人」的角色再次踏

足小城 願意用更多時間和心思與澳門朋友作

全方位的交流 。 除了教授—場工作坊 ． 還會參

與兩場佈道會的演出 以及—場創作人交流會

的分享嘉賓 ． 透過沙畫藝術與音樂表演等的配

搭 讓參與者可以明白和經歷神在每個人生命

裡所預定的計劃。

1 0月 7 日. 11 日和 12 日．我們約定你 ． 一同

為生命歡呼喝采。

有關活動系列的厤－程畑玉 ：

n珊： 10月7 EI <週二 ）
「沙畫工作坊 ～ 與神相遇，與沙共行」

時間：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半

上課地點：播道會成人教育中心

主辦單位 ： 澳門基督教會倍心堂．

播道會成人教育中心

日羆： 10月 11 日（週六）

「沙畫佈道會離為我預傭未來？」

時間：（親子聚會）下午五點半至七點

（福音晚會）晚上八點半至十點半

舉辦地點．澳門培正中學六樓禮堂

主辦單位 ：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澳門基督教釒易安堂

協辦單位 · 大埔浸信會澳門室．高山舍

日羆： 10月 12日（週日） 「基督徒鍘作A交流會」

時間：下午三點至五點

地點：澳門培正中學六樓禮堂

主辦單位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協辦單位 · 高山舍

量

工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 請電6328 0301 聯絡黎傳道或

6663 1 095何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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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聚牧養 · 向外福傳

奮興培靈會

日期: 10月 11 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8時正

地點 聖士提反堂 （氹仔亞威羅街125號金

利達花圜第四座地下）

主題：內聚牧養向外福傳

講員 郭志丕法政牧師（香港聖公會東九

龍教區候任主教）

形式：詩歌、訊息分享 、團契情誼及茶點

交誼。

歡迎各兄姊出席，更歡迎聯絡友堂兄姊一

起參加，激勵奮興 ， 更新靈性生命。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883 6732該堂幹事黎

嘉敏女士聯絡 。

讀經的四重標尺 ：

點、線丶 面 、體

講員．吳榮滁牧師（威敏斯特神學院釋經

學博士· 曾在台灣牧會及任教於新加坡神

學院 ． 現任美國新澤西州美德中華基督教

會牧師）

主辦澳門聖經學院

內容· 幫助信徒學習如何閱讀及明白聖經

日期: 2014年 10月 29 日 （ 星期三 ）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白鴿巢浸信會 （水坑尾街78號中建

商業大廈18樓）

是次講座費用全免 ， 請致電2830 3454報名

留産、以便安排。

詳情亦可瀏覽澳門聖經學院網站： WWW 

macaubible.org 

九月 份音樂茶座已於宣道會新橋堂舉行 ，

當 日 除有該堂會樂隊Grape Band演出外，亦請來

本澳樂隊Bombeiros同場演出 ， 同時請來香港福

音歌手鄧婉玲(Mimi)姊妺分享音樂及生命的見

証，感動在場的參與者 。

十月份音樂茶産已於定於 10月 18 日在晨光

福音堂舉行 除請來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樂隊

Ploria & Friends作開場演出嘉賓，更邀得香港福

音流行音樂先峰陳芳榮博士(Edwin Tanner)及團

隊主領這次音樂茶座，陳氏畢業於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安省神學院、 西澳 5州大學和英國理斯

特大學， 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人及教育工作

者 。 他擅長彈奏多種樂器，先後為百多個音樂

制作擔任幕前及幕後工作，陳芳榮現於香港—

國際學校從事音樂教育 並參與流行音樂的工

作和教會多方面的侍奉 ，他希望透過音樂與各

階層的朋友分享生命的體會。 同時， Edwin亦擬

定於 10月 17 日 晚上八時舉行一場作曲｀填詞工

作坊，詳情稍後於澳門基督徒音樂人團契的FB

專頁內公佈，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關愛同行」 2014步行籌款

日期: 2014年 10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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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姐）

主辦· 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一協安中心

贊助：澳門社會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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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新消息，請瀏覽【澳門基督教資訊網】

http://www.m-ccc.org 

基督教傳教証道會出租

現正籌建的護老院，正等有關圖則審批。在這個

期間，該地段上有二個單位可作短期出租之用 。

每單位面積約2200平方尺，地址在大炮台斜巷

12號。如有意請聯絡吳小姐 (SUZANNA)· 電

言舌 : 28592812/66683249 。

音樂荼座
日 期: 2014年 10月 17 日 （星期五）晚上八時（工作

坊）

地點 澳門晨光福音堂（筷子基和樂坊一街71 號

宏泰工業大廈5樓F座）

查詢: 2826-0990聯絡白牧師

或6663 - 1095聯絡何弟兄

下環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聘請

社工．職責：策劃／推行活動、服務及小組工作／

負責個案工作；條件：具認可之社會工作高等專

科學位或相關學歷1具社會服務經驗優先／積極主

動、具團隊精神。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相關證

明、近照及要求待遇．寄澳門下環街40號地下

（下環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收或電郵至

hwbcenter@gmail.com· 資瞬絕對保密．合則約

見。聯絡電話： 28966502羅小姐。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圍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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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rnac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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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cchurch20 l l@gmail.com 

澳門 「 蒙福旅程」福音事工誠聘

助理幹事（全職／兼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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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遊客傳

福音．以及協助部份辦公室的行政工作。

要求：是基督徒；有事奉心志；積極主動 、富責

任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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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有薪假期、社保、醫療保險津貼、十三

薪；月薪約澳門幣九千元或以上（按學歷及工作

經驗調整面議）。

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聯絡電話及近照電郵至

helenhph4@yahoo.com.hk或將履歷寄至澳門高園

街49-A號雅景閣地下A鋪．如有查詢請致電2835-

7630 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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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閱 ．歡迎贊助

本期出版費 由暢澤麟．牧師抒助

現金可存入澳門大豐銀行21 3-1 -00289-0 或澳門中國銀行

21-012-0006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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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