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了二『［回女「人｀『；言霆：
的妻子，就是他的母親 。」

在舊約時代出現一位最偉大的先知摩西，

聖經說他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輝煌人

物。但我們研讀摩西的歷史背景，卻發現若按

摩西的身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

的先知，因為他出生三個月之後，就被埃及公

主領去作她的兒子，在埃及王宮整整住了四十

年。試問在如此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會成為耶

和華神的先知嗎？

埃及是一個拜多神的國家，迷信偶像，摩

西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又怎麼可能成為—個敬

畏耶和華的先知？

他飽受埃及的教育，吃埃及人的飯，穿埃

及人的衣，受埃及的宗教文化培養，講埃及人

的言語，他的前四十年根本就是埃及王子的人

生，又怎會使他成為希伯來人的先知呢？

他本來是出生在—個不可能使他存活下去

的時代，當時的埃及法老王排斥希伯來人，命

令所有收生婆將出生的希伯來男嬰一律處死，

不是捏死就是拋進尼羅河餵鱷魚。摩西在這樣

的環境下出生，試問怎能得以活命？是因為他

的父母有—顆信心 （ 來——: 23) • 不怕王

命，而將他隱藏了三個月，直至不能再藏了，

就憑信心將他放在河邊聽天由命，剛好那時埃

及公主到河邊洗澡，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嬰孩，

便收了他為兒子。就這樣改變了摩西一生的命

運。

在人看來，摩西轉運了，他這一生可以

盡享榮華富貴，但事實並不是如此。關鍵就是

在於他母親竟然能夠進入王宮去奶養自己的兒

子，因而改變了摩西一生的命運。摩西如果不

進王宮 ，即使他能存活，也不可能成為一位最

偉大的先知。這是神的傑作。最危險的地方，

卻是最安全的地方。法老王要徹底消滅以色列

人，偏偏他的公主女兒卻救了—個以色列男

嬰，這個男嬰就成為埃及人最可怕的敵人。

埃及人造就了摩西，使他在王宮裏飽受

最好的教育，為 日 後作先知之｀｀知識與才能＂

的條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母親奶養他那幾

年的歲月。聖經沒有記載摩西母親如何的教

導，只記載埃及公主說 ： ＂你把這孩子抱去，

為我奶他，我必給你工價。＂婦人就抱孩子去

奶他。母親奶養自己的孩子還有工資可領，世

上就只有摩西母親—人了。及至孩子漸長，婦

人才把孩子帶到公主面前，作她兒子，起名叫

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 （出

二 ： 8- 10) 。

舊約聖經完全沒有記載摩西母親如何去奶

養，在那幾年教導了甚麼；但在新約卻說： `` 

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倍把他

藏了三個月 ，並不怕王命 。 ＂我們只知道摩西

的母親是一位信心的偉人便夠了。

—位信心的母親，教導孩子成為信心的偉

人，相信她—定告訴摩西下列幾件事 ：

1. 你是希伯來人，不是埃及人 。

2. 我們是敬拜耶和華真神的，並不是敬拜埃及
的偶像。

3. 我才是你的親生毋親，埃及公主並不是你的
毋親。

4. 你生長在王宮，是因為埃及王逼迫希伯來
人。

5. 你長大後千萬不可不認自己的同胞和自己所
敬拜的神。

6. 你長大後一定要為自己同胞爭一 口氣 。

7. 你一 生一世要敬拜耶和華真神。

上列幾點聖經並沒有記載，怛根據摩西長

大後所作的事，就可以說明他母親約基別確是

如此教導他，否則，我們就無從解釋摩西為何

拒絕成為埃及人 ，又為何熱愛自己的同胞 （來

——: 24) • 又為何因信不怕王怒而離開埃及

（來一一： 24-27) 。因此，我們敢相信，摩西

之所以成為摩西，就是因他母親對他的教導和

影響，將他塑造成為—位劃時代的巨人，他母

親的光輝完全照耀在摩西身上 。 西諺曰：「—

雙搖動搖籃的手，就是一雙統治园家的手。」

fiiI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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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o賣
「你當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 （箴二三： 23) 

~..i.. E3 

珥丁
段頗為有趣的經文 ． 英文聖經 分．為三十塊錢把主＂賣＂了給官長．結果落

S.V裏的翻譯為 "Buy truth, and do not 得悲慘的下場。

sell it. .. " · 意思就是＂當買真理 不要把它賣出

去． ＂ 。從簡單的經濟學角度上看 ．要完成一宗

交易．必須有買賣雙方．有人肯賣，才有人可

買。如果每—固人都不將真理賣出來．其他人

又如何有真理可買？。

還有一個問題 主耶穌說． ＂我就是道

路，真理＂如此說來， ＂真理＂就像救恩般

是神白白地賜給世人的，人根本不可能買得

到 ， 既不能拿甚麼＂東西＂去換取 ， 又如何＂

當買真理＇？

這不禁令人想起＂珠子的比喻＂ 。 ＂天國

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

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 ．買了這顆珠

子。＂ （太—三 ： 45 -46) 這不是說．人可以

變賣他的—切來換取救恩．而是描述一個愛慕

神的人．會不惜一切的代價．甚至付上他的性

命 ． 去換取神的恩典。歷世歷代有不少為義受

逼迫的信徒．不但喪失了名利．連性命也賠上

了。但主耶穌稱他們為有福的人： ＂因為天國

人有時也會將神的恩典＂出賣＂ 。神賜給

我們聰明才幹，希望我們發揮諸般的恩賜．建

立教會．成就祂的事工。但一些貪愛世界的

人．未肯將神賜給自己的東西獻給神．事奉神

之餘．卻把生命．光陰放在追求物質之上．最

終把神的恩典都用了來事奉瑪門 ．賣給世界。

把神的恩典賣了給自己也不對。神是天地

萬物的主 我們所有的智慧．聰明．才幹．物

質等，是屬於神不屬於自己的。把神所給予的

智慧賣給自己．據為己有．然後倚靠自己的聰

明智慧去行事．最終還是害了自己。以色列王

掃羅 自作聰明．擅自獻祭．結果被神厭棄．

丟了王位，耶羅波安王．擔心百姓上耶路撒冷

敬拜神會令自己王位不保 於是鑄造兩隻金牛

犢代替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沒有倚靠神立他作

王的應許 自以為聰明 ． 反成了愚拙 ． 結果把

全國陷入拜偶像的罪中 ． 甚至令他全家從地上

除滅了。

是他們的。＂這是＂買真理＂的可貴之處。 我們實在要珍惜神的恩典，將它放在神的

事工上，獻給神，那樣就不會把它賣了，更可

雖然我們是白白地領受神的恩典，但這不 換取天國無比的福分呢！

代表我們可以把神的恩典＂出賣＇， 。最著名的

例子就是猶大放棄了主耶穌捒選他做門徒的福 陳梓宜

詧

用甚麼去解決困難
早前澳門出現近年罕見的大停電．可幸的

我身處的地區未有受太大的影響。翌日

與一些受影響學校的同工們談論停電的應變措

施。由於停電時臨近中午放學．只影響—節課

堂的教學 ． —些同工表示 ．沒有電．在日間還

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 ． 但因沒有了電腦．真不

知如何繼續課堂教學了。

是的 現今使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帶來

很大的方便．甚至實現了以往只能幻想的教學

模式。但今次的停電 ． 卻讓我反思我們是否

過於依賴這些資訊科技呢？當用這些工具來教

學作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它已不單是工具 ．

而是成為我們工作的一種依賴。此時· 我想到

10多年前看過的—套電影 －阿波羅13號．故事

是講述 1 970年．美國的第三次派員登月 的計

劃 由於飛船胝達月球之前．氧氣罐爆炸．使

得飛船的動力及氧氣系統都發生故障。飛船上

的船員及地面人員如何設法讓飛船平安回到地

球。故事中其中一幕是講述地面中的一個後備

宇航員．為了設身處地的為太空中的隊友想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把自己鎖在訓練用的模擬船

倉內 用倉內僅有的工具 硏究如何修復動力

系統故障方法。這故事給我不少的提醒 ． 教學

也需要代入學生的處境中去設計．我們自以為

簡單的問題．在未具同樣認知的學生中．未必

是簡單的問題。正如電影中的系統修復．在地

一次同事到友校觀摩教學後 ．與我分享資

訊科技在課堂中應用之便捷．她十分羨慕別人

有這麼先進的資訊科技。我好奇的問．課堂中

有什麼地方值博你羨慕呢？她說是老師問了問

題．同學們通過平板電腦輸入他們的選擇．老

師很容易就統計出選各答案的同學數目。老師

就可以針對同學的選擇而展開討論。這的確很

便捷 但我問她 我們沒有這些設備．試問有

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嗎？她猶豫了－

會．她說可以的 只要學生手提自己學號的紙

卡．老師問問題後．他們把紙卡貼到黑板相應

的選項欄中就可以了。我即時的給她讚賞．這

是多麼簡單而聰明的做法．她的臉上也露出滿

有自信的笑容。

當我們過於依賴某些工具之後· 我們往往

就不再願去多思考 扼殺了我們天賦的創意及

解難能力。如今是大數據年代．我們不缺的是

資訊．但以過去只求答案的學習模式．只要簡

單在網上查找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 我們往往缺

少了找答案過程中的思考訓練。我們未來的－

代 ． 不要只有查答案的能力 而是解決問題的

能力。

放下手上的平板電腦．關掉桌上的電腦 ．

拿起一張白紙 一枝鉛筆．把自己面對的問題

面上可能是很簡單的事，但在太空中就不一樣 寫在紙上 在寫寫畫畫中整理自己的思緒，我

了。另外，如何用最現成，最簡單的工具而完 享受解決問題的思考空間。

成任務．這才是最有創意及最合成本效益的方

法 。

老C

「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裏經過的，

是聖潔的神人」 （王下四9)

書念的婦人向她的丈夫這樣論述先知

以利沙。以利沙日常的生命和心靈，是他

信息的證據。假若基督工人不是這樣．就

不配作工！能為神作最多，最大之工的．

不在我們口上說得如何，乃在我們生命是

如何。從每一間房子出來的時候，我們都

不免留下一些痕迹：神的痕迹· 或自己的

痕迹，或魔鬼的痕迹？有的基督徒留下「

神同在」的痕迹，有的都留下他們自己的

痕迹一自己的才幹、意志和能力。有的，

可惜得很．直留下怪異的、可怕的、紛

擾的痕迹；這些人服事魔鬼，為它播種分

爭、苦毒和讒謗等等。唉！我們萬不可忘

記：無論何往，我們的信息，人們都要我

們的生命去證實回］
玉．，乏 ~:;.;~-::::,,·,,,~\S志．、｀ ·: "" 
'多': ＇，，＾：：鬥羞 i}!:e仝~-::";;. ~: 、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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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人生最大的敵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對

自己的縱容．縱容自己就是毀滅自己 。

那些成功的人．是經常對自己作出反省的．包

括生活和待人處事 永遠自律。控制自己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每一個人心中常時存在

着理智與感情的鬥爭。做喜歡做自己的事．不

顧—切地想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並不真正是

對人生和自由的追求；所做的只是自私自利的

事。

自律本身確是一種智慧．＿位高度自律的

人．可以支配自己的激情、行為與態度；又願

承擔和犧牲．更能求同存異．有多元思考和涵

養。故此，這些人往往是朋友滿天下。

在日常生活中．當時刻提醒自己要自律．

有意識地培養自律精神。常時改善自己不足之

處．糾正自己不良思維與觀點；讓自律成為一

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栽培美好的品德與人

格。

區
已

－
／
／開
严＇

、［一
寶貝提黯

匙語時話

一個人除非是先控制了自己，

否則他將無法控制他人 ， 打倒自己

這位大敵人。自律與聖靈所結的果

子中節制，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你

將怎樣對付自己來練得自律的能

力？

立定心志 ， 恆久靠主 。

＿使徒行傳十一章23 節下

豊公會澳門聖士提反堂綢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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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提及「記憶力」 ．父母自然聯想到孩子

的功課，要求孩子擁有強大的記憶力．考

取優異的成績。然而對於孩子．如何幫助他們

建立良好健全的記憶力才是最要緊。

培養孩子記憶力
小孩子在求學初階．亻更須背誦大量資料．

如背誦乘數表。但五至六歲的孩子，對於倍數

觀念仍未掌握 若將—些超乎孩子理解範圍的

東西．強加於他們 反倒有害。父母應讓孩子

記憶1J
另—方法是替孩子預備—本 日 記薄 鼓勵

他每天寫下簡單的日記，譬如記下一天曾到過

的地方 或是賦予孩子有趣的角色如小記者 ，

給他一部相機，文字相片並用，記下每天的事

物，這樣學習記憶便趣味盎然。

圖像記憶也是—種好方法 譬如毅力的 「

毅」字 對孩子來說是艱澀的字，但父母可透

過想像力，把文字化為圖像 ，幫助孩子習寫。

最後還有借用「五到」的讀書法增強記

憶，就是「耳到」、「 口到」、「眼到」、「

手到」、「心到」，所謂「 耳到」，就是父母

誦讀給孩子聽；「口到」則相反 ， 由孩子誦讀

出來，「眼到」就是不斷重複去看；「手到」

則是抄寫出來，「心到」便須按孩子的精神狀

態，在適當的時間施予指導。

記憶與全A發展
理解數字之間的意義，掌握好概念，背誦乘數

「毅」 字的左邊是由「立」與「豕」（即豬）
記憶力良好的孩子， 一般都善於合群 ， 因

表就事半功倍。
組成，父母可打趣的告訴孩子， 一個有毅力的

人要「站」在「貪睡豬」上面啊。趣味增加 ，
為記憶是—種感情的追溯，而非單純資料的保

存 所以孩子的感清若是豐富 就不單能對過

其實培養孩子記憶力，不用刻意強迫，只
記隱也自然加強。

去舉一反三 而且對人對已都擁有一份感情，

要將須記憶的事物轉化為有趣的過程便可· 以

下是一些可行的方法。

從輕鬆的事情入手

請孩子重述剛才聽過的故事．重溫故事中

有甚麼人物、主人翁是否開心、故事發生甚麼

情節．藉此幫助孩子加深記憶，捕捉重點。

（ 公屆1"J籠 Civil Christian ) 

鼓勵孩子高聲朗讀．譬如唐詩三百首 配

上創意親子遊戲．父母子女交替誦讀或作比

賽．生活化和練習記憶。

動作型記憶法．意思是孩子把不同科目練

習的錯處重抄—遍．讓他們考試前重溫．減少

再犯機會。

身心發展也較整全。

吳思源

沒有離開基督信仰的自省
愛耶穌未必愛敦會？

茁耶穌的
泛

人就必然愛教會嗎？答案好像是理 為了被父權社會長期歧視的女性爭取種種解

所當然．但事實卻是未必。 放。當然．還有反核與環保的抗爭。我認識有

" I've got nothing against God. It is just his fan 

club I can't stand." 這句話在美园廣為流傳，令

不少人深有共鳴。而句中的 fan club· 答案呼之

欲出，指的就是教會。

人不計酬勞為弱者晝夜工作，我見到有人汗流

浹背為公義走上街頭，我聽到有人雄辯滔滔為

各種運動提供思考資源。沒有名沒有利，是什

麼令他們廢寢忘餐？背後如果沒有愛，怎會有

如此具大力量？然後，我又隨即問自己：我參

加過的教會 有沒有讓我見識過如此無私的

愛耶穌不愛教會的原因，自然很多。有人 愛？

不喜歡基督徒總是以為道理在自己這邊，有人

對於教會總是不尊重其他宗教心生反感，有人

覺得基督徒滿口慈愛但講一套做一套 ， 有人不

喜歡教會的聚會模式 。種種原因 ， 在這裡難

以逐一分析。我想分享的，是我的一段親身經

歷。

富年，我在台灣讀新聞傳播，思考受到不

少衝擊。 在報禁黨禁開放之後，九十年代的台

灣步入—個狂飆時代，政局既是風氣雲湧，學

術思想也是百花齊放。當時，我讀的人文社會

學科是百當其衝，不同理論與思潮紛陳碰撞，

刺激非常，至於社會上的紛亂與活力，在校園

裡亦感受得到。而無論是書本上的理論或現實

世界的社會運動 無不彰顯—種執意要改變世

界的努力 而在這些努力的背後，我看到一種

愛 一種宗教情懷。

當年盛行各種關注社會弱勢的運動，例如

為了被漢人長期剝奪的原住民爭取合理待遇，

為了被資本家長期壓榨的勞工爭取應有權益，

另一方面，我又涉獵各種思潮。我驚訝地

發現，那些很可能被教會視為邪魔外道的學說

—例如質疑上帝的存在主義及挑戰—切既有價

值的後現代思潮一原來如此精彩。存在主義之

所以質疑上帝 原來是基於思想家對於生命意

義的終極質問，雖然結論悲觀 但我卻看到－

種為人生探索意義的巨大努力 ，以及背後對人

類的關愛。至於後現代思潮 時而遊戲人間

時而漠視所有現代社會的標準（如秩序規則理

性），正是有破壞冇建設，但就如存在主義，

後現代思想家及藝術家著力探問的，仍然是社

會的面貌、文化的意義，甚至最後仍是要思考

生命的價值 。

當時．我想到我在澳門、加拿大及台灣參

加過的—些教會．包括完全沒有環保意識的教

會、女性只可在婦女節那周的崇拜上台的教

會· 還有幾乎無一例外地多講順服少講思考的

不少教會。相比之下．雖然我認識的原住民運

動沒有把神掛在口邊．我了解的女性主義宣

稱《聖經》有性別歧視．我接觸的後現代思潮

目空一切．但我仍然在那裡找到愛．找到宗教

情懷。因為我深信．就像耶穌短短—生不斷幫

人、醫人、餵人．神的愛是顯現在信徒對於受

苦的人與空虛的靈魂是否著緊．如果夠著緊．

教會應該去追問是什麼制度造成了人的苦．應

該去探索是什麼文化造成了人的空虛 。 而教

會 ． 卻往往是一個不鼓勵反思與發問的地方。

於是．我慢慢離開了教會。也許聽來非常

奇怪．讓我找到信仰價值的地方．竟然不是教

會．而可能是一次反對性暴力的遊行、 —本批

判資本主義的書、 一個孜孜不倦的NGO工作

人員，他們沒有直接提耶穌 但我彷彿經常看

見耶穌。多年之後．我重返教會．但我不忘那

些離開教會的日子給我的啟發．並時常提醒自

己．當年耶穌的講話正是常常挑戰猶太人的既

有想法一真理的基礎．其實是反思。

我不知道我的經歷有多特殊。但可以肯

定，離開教會並不代表離開基督亻言仰。但是 ，

是什麼令信主的人離開？今天的教會，究竟是

信徒的祝福還是絆腳石？那是否世上最能彰顯

神的愛的地方？不想返教會的人，裡面其實又

有多少是渴慕耶穌的人？如果愛裡沒有恐懼，

讓我們都不要害怕去自省。

李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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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讀經培靈會

主題命中註定？

經文：詩篇第133篇

講員· 王大為牧師

地點 澳門神召會 東望洋街15號E友聯大廈地下

（塔石體育館對面）

日期： 6月27 日 （禮拜六）

時間：晚上7:30-9 : 30

主辦．澳門讀經會

查詢： 635 5 -8774 鄒小姐

Email: sumacau@gmail.com 

VBS2015年暑贈聖經班講座

講座內容 合班分班程序講解和示範丶

教導兒童技巧工作坊

日期 : 2015年6月 7 日 （星期 日 ）

時間：下午3:00-5 :30

對象 · 兒童導師

地點．基督教金巴崙畏老會澳門堂

（新口岸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四樓

LMN座）

費用 ： MOP$180 (包括程序手冊）凡符合以下任

何一項優惠價$160

(1)5月 7 日 或之前收到報名表

(2)同一教會參加人數5人或以上

名額： 60人 (30人或以上才開班）

截止報名: 5月 21 日 或額滿即止

查詢 2835 -3263(李美美宣教土）或

瀏覽網站 cef.org ./c_l 5_VBS.html 

為淚門鼓舞2015社區服侍行動人招募
理念： ： 當澳門青少年面對著種種的社會衝擊

和歴力 · 無論是面對著個人的成長困惑 ． 又或 措募對象：任何願意服侍社群 、 祝福澳門的信

者是各樣的色情 、 賭博 、 毒品等問題而想放棄 徒或慕道者

之際， 我們實在是需要建立一個積極、 互勉的

氛圍．以正面能量影響身邊所有人。 我們誓要

發揮青少年已有的火辣辣的『 椒 』 （ 朝）氣 ．

助己助人． 影響校圜 ． 辣著身邊所有人． 一起

學習及實踐農盛生命 。

目的：凝聚澳門信徒及青少年義工 ． 藉著社區

服侍 ． 共同參與．齊作見證．實踐愛的行動 ．

將祝福帶進社區 。

服務簡齲： A清潔隊 B 電單車巡行隊

C服侍攤位組 D佈道禱告組 E保安組

行動日珊：

20 1 5年社區服務日期及時間地點

5月23 日 （六） 三盞燈圓型地

7月 18 日 （六）祐漢公圜

10月24 日 （六）花車巡遊3 :00-8:30pm 新麗華廣場

報名表：請於4月 2 日星期四前傳真至28550732

內容：鼓陣、清潔街道、擦靚商舖門面 、電單 或電郵至lazarus@macau.ctm.net

車祝福隊巡行、創意攤位、舞台表演、 詩歌大

串SING 、禮物大發放 查訶電話 ： 28552435 

主辦：中國佈道會恩慈堂 白鴿巢浸信會 基督徒聚會中心 基督教約書亞堂基督教聖道會宏恩堂

中佈會恩慈院兒童之家協同特殊教育學校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國度事奉中心（澳門） 澳門基督徒

音樂協會澳門蒙福旅程福音促進會

五月份音樂茶座 MusicCafe

繼四月份請來香港創作樂隊OSH及香港首

隊Gospel樂隊Takh - oo精彩演繹他們的作品 ．

為澳門觀眾帶來相當特別的體驗， 五月份音樂

茶座除邀請澳門頌愛堂敬拜隊演出外． 更請來

香港唱作人陳建穎 (Wing Chan) 任嘉賓．她

於西伯之共享詩歌旗下湧泉樂隊担任鋼琴手

擁有多年創作經驗． 也是「主唱樂團 」 其 中

一員。 作品包括「人生功課」、「愛的堡壘 」

、 「 永恆的約定」、 「 與您同路 」 、 「 執手同

遊」等。同時亦曾參與多個音樂會 ／ 音樂劇 ．

如「 Heavenly Voice 」 、 「 我大佬你穌哥 」、「

囍見耶穌」 、 「天使外婆」、「共享詩歌感恩

祭」 、 「給孩子一個家慈善音樂會」等 ． 期待

當日以音樂會知音 、以音樂來祝福澳門 l

日期．五月十六日 （ 星期六）晚上八時

地點：晨光福音堂

地址：筷子基和樂坊—街71 號

宏泰工業大廈5樓F座

查詢： 28260990聯絡白牧師或66631095

聯絡何弟兄

http://www.m-ccc.org 

基督教榮基堂現有意出售

位於東望洋街友聯大廈2樓BC座（面向皇都酒店）

． 建築面積約 1 850呎的堂址（神召會樓上） 。 有意

者請聯絡榮基堂許師母(Suzanna / 28589000)或許

牧師(66683249)

二龍喉浸信會誠聘傳道同工

神學畢業．主力負責發展弟兄事工及家庭事工 ．

並協助差傳事工．認同浸信會亻言仰及細胞小組牧

養理念 。 請繕寫履歷 、 得救見證及蒙召見證 ． 連

同近照及要求待遇 ． 寄澳門高士德馬路十二號 ．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人事小組收 。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圍誠聘全職文員

有事奉心志者 ． 具高中畢業學歷· 熟悉電腦操作

及良好人際關係．並處理銷售和租借教材 、簿記

等辦公室事務．附有簿記知識及相關工作經驗者

優先 。 上述職位之應徵者 ． 必須受洗加入教會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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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理總幹事）

基督教協基會英語文化交流中心

誠聘主內兄姊兼職秘書乙名 ． 負責簿記 、 處理

日常文件及一般翻譯工作 ． 處事細心．需中英

讀寫良好 。 有意請電66829804 or 28837153, Ms. 

Jennifer 

協安中心招聘活動協調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學歷．具獨立處事能力 ． 責任

感 、 良好 人 際溝通能力及團 隊合作精神 。 需

兼助理辦公室事務 ， 懂簿記 、 財務報告 、 需

外勤；協助舉辦中心活動 ， 懂電腦軟件應用

Word 、 Excel 、 Fotoshop等 ． 具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考慮 。 福利 ：有薪假期 、 公積金 、 醫療保險 、 社保

基金 、 勞工保險。 歡迎有志服務癌症病患者的肢

體應徵 ． 有意請繕履歷 、 要求待遇．寄士多紐拜

斯大馬路24-26號富華閣2樓C座 · 澳門醫療事工

協會 人事小組收（合則約見）或聯絡宋姑娘6666

7094 

基督教濠光堂誠聘本地女傳道

需神學畢業．有牧會經驗更佳．與團隊配搭服

事．主要負責家樂軒的學生補習及親職教育（家

長福音工作）等 ． 並協助牧養教會 。 請繕寫履歷 丶

得救見證及蒙召見證 ． 連同近照及要求待遇 ． 寄

氹仔飛能便度街649號A&B華南新邨華富苑地下

Z&U 座濠光堂主任收 。

出版：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通訊 ： 澳門郵箱66 11 號 電郵： mail@macautimes.net 
澳門出版登記頻78號 國際標準羆刊號 ISSN 1726-6246 

義務總編輯 ：王大為 主編l設計 ·黃志鴻

義務發行同工 何禮仙、鄭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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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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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暢庠隘牧師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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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號時代月報收。

本期印刷 5,000份 承印 ：偉圖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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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