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訇門浸亻言中學創校至今已達六十載，該校
IA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教會先賢

創校期、二）社會變遷固校期、三）應許之地擴

校期。 50年代，新移民擁入本澳，浸信教會先

賢因應社會需要，創立了澳門浸亻言中學，初辦

時學生共有五百多人。 60年代中後期，澳門社

會動盪，學生銳減，浸亻言中學相繼停辦中學部

及小學部，直至70年代末期，重新招收幼稚園

學生。 80年代中後期，復辦六年制中學。 1992

年度栽培出首屆六年制高中信社畢業生，浸信

中學走過艱辛的年月奠下了鞏固的基石。澳門

回歸後，社會安定繁榮，浸信中學更獲批給黑

沙環臨海地段興建新校舍。新世紀初 黑沙環

校舍落成，由於辦學條件得到改善 ， 校方確立

基督化教育理念為長遠辦校目標，以多元的發

展觀進行教學及課程改革。學校在多方面獲得

發展的同時，亦需要更多的空間發展學生的潛

能 ， 故浸信中學於2012年開始進行擴建，並在

本學年擴建工程竣工。六十年來，教會領袖在

異象中見需要，在缺乏中得供應，在艱辛中享

平安，在機遇中謀發展，每時每刻充滿上帝的

保守 ， 我們走過了不一樣的「恩典歲月」。— 

發展與承傳」為題的基督教教育論壇，並邀得

澳門浸信中學前任校長黃鐘牧師、國際更新教

育學院陳瑞漢博士、澳洲•!Pacific Hills C加stian

School Dr.Stephen Fyson 、香港國際基督教優質
音樂學校陳永生校長及澳門浸信中學李焯堅校

長為是次論壇的講者。講者們分享了他們各自

在澳門、香港及澳；州興辦基督化教育的理念和

實踐經驗．並不約而同地點出「以生命影響生

命的基督教教育」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他們

都期望能夠透過推動基督化教育．向學生傳遞

愛的訊息．並透過基督徒老師的言傳身教．讓

他們感受到愛的教育 藉以培養出更多渴慕真

理、不卑不亢、常存正能量及對社群有責任感

的新一代。李焯堅校長在論壇上分享校方十分

著重學生靈育的成長．希望他們能夠藉著校方

的栽培．活出基督教的價值。過去校方經常舉

辦佈道會、生命成長小組、門徒訓練小組及師

友同行小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靈命成長。

據他表示．浸信中學現有五名校友在香港及澳

門的神學院獻身修讀神學課程．未來將成為基

督教的全職侍奉者 為宣揚基督教獻上己力。

當天出席論壇的人數約二百五十人。

為慶祝澳門浸亻言中學建校六十周年 ． 校方 另一方面· 浸信中學自2008年開始在澳門

以「音韻傳頌信望愛．真理育人六十載」為主 開辦高中音樂職業技術課程 成為全澳第一所

題．於年2月 26 日上午十時假學校信望愛廣場 設有音樂專業技術課程的中學。該課程畢業生

舉行幼稚園新校舍獻校禮暨校慶活動開幕禮 ． 歷年來百分百升大且獲廣州星海音樂學院、香

並邀得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博士主持揭 港演藝學院、台灣藝術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等

幕儀式。該校同時一連兩天舉行了校園開放活 中港台澳資名的音樂學府取錄。校方創辦高中

動 ． 廣邀政府代表、教育界友好及一眾嘉賓出 音樂職業技術課程的原意是為了強化基督化教

席系列歡慶活動 ． 藉此宣揚上帝無限的恩典及 育理念，尊重差異，發展學生潛能，讓學生各

榮耀。校長於獻校禮上表示將不斷努力 凝聚 展所長．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得到

各方力量．共同為學生譜寫更多愛的篇章 ． 以 全人發展。音樂是多元能力的培育．是基督化

曰督的大愛精神_在校慶開放旦見巴J!_一多元教育理念的重要體驗。 2016年 2月 27 日晚
門浸信中學在該校禮堂舉行以 「基督教教育的 卫7弋時--,._該才墓在又：－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慶祝六

十周年校慶紀念音樂會 ． 全校音樂專業課程師

生、舞蹈團師生、中學合唱團和小學合唱團同

台獻技．以音樂和舞蹈來見證基督化多元教育

的辦學取向和成果。音樂會於晚上十時結束．

獲得了不少掌聲．當晚出席紀念音樂會的人數

約七百人。

浸佶中學在這六十年來憑藉基督大愛精

神．培育了許多在海外及澳門社會上為學校發

光發亮的校友包括醫院副院長、大學教授、發

展商、律師、樂師、社工、教師、新聞主播及

演藝專才等。為了報答一直以來支持學校辦學

的各方賢達、歷任校長、主任及老師的努力 ．

浸中於廿八日晚上假旅遊塔三樓宴會廳舉行慶

祝六十周年校慶顰春茗晚宴。席間各屆校友分

別以音樂及影像方式向母校致以衷心的感謝和

祝福．校方亦向畢業五十周年、 二十周年及十

周年的恩社、善社及樂社校友進行加冕儀式．

頒授紀念牌及加晃領巾．象徵著「信、望丶

愛」精神一直伴隨著他們的成長．盼望校友們

都能夠在社會上活出基督的精神．將「不卑不

亢｀常存正能量及對社群有責任感」的信念傳

給身邊每一個人。當晚氣氛溫馨感人 笑聲滿

載整個會場．出席春茗的人數約近六百人。

教育工作是家長、學校和社會人士共同分

擔的社會責任。浸亻言中學十分感謝家長們、社

會各界人士及友校過往對校方的肯定、鞭策丶

指導及支援．並承諾會繼續努力以家校合作精

神辦好基督化教育工作。李校長同時感謝澳門

特區政府、教育發展基金和澳門基金會對學校

在擴校工程資源上的支持．讓學校能更有效地

推行基督化教育理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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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城市文化
分享生命故事 譬綱上鸝雹

「釒Ji~::;斤夢謊；：：謚鬥［「雪二
宣道會駐澳門宣教士．頌愛堂顧問牧師．也是

多個基督教團體的理監事。冼牧師廿年來重視

澳門基督教的文化宣教事工 。（訪： 王大為／

冼 ： 冼錦光）

訪：請閤對文化傳播的看法？

冼：文化傳播最重要的是「承載」與「承傳」

。前者重對象 ． 對象不清晰，傳播的訊息

缺乏承載．就變成「失效」，後者重策

略．策略不連續 傳播的使命缺乏後繼

就變成「失聯」。最近參加一個神學院咨

詢會議的神學教育論點 認為文化傳播也

應具有同樣的四項特徵．即文化傳播的「

教會性、有效性、整合性、時代性 」。事

後 ． 某神學院院長補充 ． 其實最重要的是

「人性」。

闆會酞會鱷ftl鼉巿
訪：如何閾釋基督教的「文化使命」？

冼： 首先，這是我的宗派所強調的 。 早於2007

年，宗派已要求宣教士盡快將本地教會的

牧養工作交給本地人， 宣教士專注發展多

元化的事奉 ， 例如我因此擔任多個福音機
構的董事、顧問，從事文化傳播及研究的

工作 。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匯合、交流的城

市，基督教傳播必須與城市文化相配合

否則就會「失效」。尤冥是澳門基督徒人

數少 公共空間小 影饗力也小 ， 基督教

傳播更要切合社會 深入群眾，承先啟後

鍘客教育
早前有機會到深圳參觀學習 冥中不斷在 創客教育就是強調讓學生動手做，才可培

耳邊響起的名詞「創客」 。 雖然過去曾 養出學生創新 、批判、解決問題及合作溝通等

在一些雜誌文章中認識「創客」 怛今次能親 關鍵的能力。在今次的參觀中 大家都羨慕別

自參訪， 實在開闊了眼界 也有不少的啟發。 人擁有先進的實驗室和設備。這些工具確實有

在世界競爭的舞台上 ， 有創意的人才 能成為 利於開展創客教育 ， 但在我看來 ， 教育思維的

—個國家、地區成敗的關鍵 。 眼見各地積極的 改變，才是真正的核心。難道沒有雷射雕刻

培養創客，真感到我們真的落後於人了！ 機 3D打印機 就不能推動創客教育了嗎？

創客運動就是在推動有創意之餘 也要加

入動手去實踐。澳門現時的教育 ． 普遍側重於

考試．抹殺了學生的創造和思考能力。近年政

府推動的教育改革 也鼓勵學生更多的分享。

今次創客教育．更進—步的推動學生去動手自

造 。 回想過去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大都是從

課室或書本上「背誦」知識 ． 實際動手的機會

少之又少．僙然的實驗課 也是由老師的指示

下完成 實驗結果當然與教科書所載相去不

遠 如遇有差異．亦只懷疑是自己操作過程中

的失誤罷了 l 還記得自己在大學—年級的數字

電路課．課程需要使用電子測量錶去量度不同

元件的電阻、電池的電壓等。我與身邊的同學

拿著測量針 好奇的去測量電插座的電壓．當

把測量針插入電插座時．電子測量錶即時發生

輕微爆炸．結果被導師嚴厲的責備我們怎會連

中學物理課的基本知識都不會 這次經歷真的

好好教訓了我這個書呆子。

地持續轉化城市，這樣的事工才不致於「

失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以

個人的生命故事 ． 展現倍仰的真善美。因

為人是承載信仰的器皿．展現上帝救贖的

生命特質，各人在不同的崗位發揮才幹．

各按其職，透過故事分享信仰 ， 這就是基

督教傳播了。

挖鱷莫饑遁富肩負
訪：貴教會如何推軸文化宣教事工？

冼：回顧我們教會在澳門的發展歷史 強調教

會要把握契機．適合的人，在適合的時

間 做適合的事。教會曾有－段時間，由

外籍宣教士接觸內地大學生，人數達300-

400人，信主的逾百人，接受門訓的也有十

多人，同時更吸引大學教授參加教會。後

來，這些內地大學生回去了 教會聚會也

由薈通話變成廣東話，連聚會點也搬了 ，

會眾結構全面改變。因此，選定文化傳播

的對象是很重要的。

讓噩A才邊學邊儼

訪：對澳門基督教文化傳播有何建議？

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基督教傳播平台，

藉此分享異象、凝聚人才、提供培訓，包

括短期及長期的培訓，文化及神學訓練都

需要，建立平台的好處是可以邊學邊做，

邊做邊改進。 另外 事工的核心領袖很重

要，使命往往是由一個人傳遞至一群人，

由一群人共建傳潘平台· 共享多元資訊 。

在政府政策的鼓勵與支持下 近年有—窩

蜂的年青人去創業 但很快就見到—家又—家

的小店倒閉結業了。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原

來創業的理想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結果經營

—段時間後 ．也只能無奈的結業了 ！如要減少

創業的失敗．其中—樣就是在求學時期．讓學

生多動手．以豐富他們的實踐經驗。

培養學生學會思考．學會分享．學會動手

去實踐 正是創客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們現

時的課程或課室教學上 ． 我們應如何把相關的

元素加進來 值傳我們反思。同樣．我們不能

的來源．「實踐」是創新的可能。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憩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

入丶剖開，連心中的思悆和主意都能辨明。 J

（來 4: 12) 

有位鑽石專家 在荷蘭 ，收買—大批

的鑽石。他的朋友站在他的旁邊，看他選

擇。這位朋友除了鑽石大小不同能爹分辨

之外 ， 完全不知真僞優劣到底在於何處 。

但他看見那位鑽石專家手上戴著—枚鑽石

戒指。鑽石專家選擇鑽石之時，必先看看

指上的鑽石，然後下手選擇。不久，又注

目指上的鑽石，然後再看要選的鑽石 。後

來鑽石專家向他的朋友解釋說 「我手上

的鑽石是最純粹的。若不時常看那最純粹

的 眼睛就很容易失去分辨力。所以我要

—再將我的眼睛轉開 來看這最純梓的

然後選擇才會準確。這個最純粹的鑽石

給我的的眼睛有分辨和決斷的能力。」

信徒必須常常親近主，注視祂 才能

有屬靈的眼光，才能分辨屬靈的事物 。

資料提供：澳門讀經會

7好書推~

；傷
J!!.靈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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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鼴場生蔥

快

欒

人

囯帝憮 荅

商界叫人緊守行規．不要感情用事．但人

只停留在思考．而是要行動 ． 通過實踐才能更 非草木孰能無情？本書主張在商言「傷」．叫

好的探索到創客教育的精神。「想像」是創意 人突破行規．更合人性。鼓勵當人遇到挫折
時 ． 不要裝作強人．而要與同事家人分享，共

同找出對策 。 在職者及準備投身職場的學生閱

老C
讀本書 能助你睿智翻身．活出理想 消解傷

痛．樂在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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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言集（六）

共同承擔的小意外
寶：踏入第五個月 其活動能力已大大提

．翻身已無難度 而—直擔心是把寶

寶放在床上自由活動時會跌落床 ． 故此—直小

心處理· 與寶寶稍有分開的時段也盡快返回 ，

不過事情總是難以預計 昨晚與寶寶—同休息

時他可能因為勤於練習而從床上跌落地 因為

自己太累睡著了．只是聽到寶寶哭聲後才醒來

馬上作出處理． 寶寳只是不停地哭．哭聲也把

太太召回來．除－直安撫寳寶外 ． 亦細心留意

寶寶是否有腫或傷口 ． 最後哭了—段時間．直

至他展現招牌的笑容我們才放下心頭大石 ． 過

程中詢問了家庭醫生．也上網尋找相關話題了

解 ． 至今仍沒有任何不理想的狀況．感謝主！

只是事件中有點自責． 覺得自己可以做傳好

些．或若寶寶因此造成不能逆轉的傷害時真不

知如何是好 幸好過程中太太並沒有指責．而

• 公民門徒

是—心去關注寶寶的各方面．也讓我看到同心

帶來不少的正力量 事後也商討如何避免同類

事清發生 ． 也讓筆者想起早前有一位媽媽因為

女兒有頭泥而被奶奶指責的事件 ． 奶奶認為她

照顧不周 這或許是長輩的偏見或育兒知識的

貧乏．但更重要是其丈夫也認同奶奶的想法．

令太太陷入了被孤立的困局．筆者認為替子女

作出決定必然是父母共同去承擔．若丈夫授權

妻子為子女做決定也該共同進退．以筆者經驗

是若某些事清是雙方均熟悉的可以一同商討 ．

不然基於信任也會給太太作決定．前提是將來

有什麼狀況必須一同承擔 這次寶寶的小意外

也讓筆者及太太有所提醒 ． 相亻言未來仍然會面

對不少的事情及決定．頤主在當中加力及參與

其中 。

謙A

沒有免費的午餐

筆尸二二延｀：二鬪二
假期 ， 教師們都可以離開—下平時繁忙工作

稍事休息 。 當中有不少教師同工會選擇到外地

旅遊 ， 充充電 預備迎接下一階段的工作。到

了三月 ， 似乎又是計劃旅行的時間，身邊不少

朋友開始談論下個假期的目的地 。 不知道從甚

麼時候開始，出外旅遊成為了不少澳門人在假

期中的指定動作 。

筆者在聖誕假期前—次和學生分享的機會

中 ， 也提到了假期和旅行 ， 當中提到芬蘭的聖

誕老人村。 經過電視和不少旅遊書籍的報導，

聖誕老人村在不少人心目中似乎成為了擊誕節

理想的目的地 。 在那一次分享中也提及過中國

的 「聖誕村」 。 不過 這個「擊誕村 」並不是

甚麼旅遊名勝 而是—個生產各種聖誕裝飾的

鄉鎮 而這些聖誕裝飾絶大多數都是外銷到世

界各地的。 英國媒體層經報導過這個地方 ， 我

對報導中幾張相片有很深刻的印象 。 相片的主

角是—位負責把聖誕裝飾染色的工人， 他只配

載上十分簡單的保護裝備一—個口罩 ， 而他

身外露的地方都幾乎染成紅色 。 仔細想一想 ，

我們就是購買這些商品的其中一群 。 有時我們

會對這些商品不以為然， 購買時—般只考慮價

格。不過 低廉的價格背後可能是隱藏著各種

的問題 ， 包括對工人安全的忽視 ，以及各種對

環境造成的傷害 。

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 ，人們開始習慣用消

費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 而很多事清都會被量

化作一個金額 。 當 人們購買—件東西的時候 ，

考慮的因素可能並不是自身的需要，更不是商

品生產背後的過程 ， 而是商品的價格 。 近年來

網絡交易平臺的薈及令購物變得容易 而且商

品種類十分繁多 ， 消費似乎亦鑾得透明了 。 消

費者可在不同網店多作比較 再作決定 。 最近

在一個很普及的購物網站 出現了惡性的競價

現象 ． 商品似乎可以不計成本的賣出去。真的

不禁要問 ， 商品成本可真是那麼低嗎？會否如

「聖誕村」的例子 隱藏著一些生產商以及銷

售商不願告訴你的事情？

除此之外 ． 生活中有不少的用品和食品在

其生產過程中．也有一般生產商不願造訴你的

故事 。 一個保護動物權益的組織．近年揭發了

不少時裝品牌在其產品上使用殘酷對宿動物所

得的材料．亦揭發了不少家禽由出生到被宰前

的－刻．都生活在環境惡劣的農場 。 事件引起

社會一定的回響．或者我們很難接受到 ． 原來

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物品．它的生產過程都為

冥他接造物帶來一定的痛苦。

除了購物之外 其實旅遊都隱藏著一些我

們很容易忽略的問題 。 有否想過 ． 外出旅遊的

每程飛機都排出不少的溫室氣體？外國一個

NGO在其網頁上提供計算器．可計出每個車程

或飛機航程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量。 筆者以來回

香港與倫敦作出計算 ．摶出 3. 6 噸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網站同時提供如果要扭轉全球氣候變

化．每人每年最多只可製造兩噸二氧化碳的參

考數字 。 原來歡樂旅程的背後 ． 亦對大自然造

成的一定的負擔 。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看到 很多事物的成本

比我們想像中的都大 ． 除了金錢所衡量的成本

外 背後還隱藏著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 。 這些

或者是我們甚少去問 ． 或者也願意去認知的。

上帝給了人類管家的職份 ． 亦吩咐人要彼此相

愛 。 所以 ．我們絕對有責任去保護我們身處地

方．阻止欲望和貪婪去破壞大自然以及傷害處

於弱勢的人和其他受造物。 世上並沒有免費午

餐． 如果你享用的午餐是免費的話 ． 可能只是

別人付了你應付的份 ． 或者是賬單還未寄給

你。
Jack 

• 逆轉A生

迷思意義

我］：［二：：；］二龘鬥□` ：：
常 ，那麼就必要想出答案來。

有某著名雜誌曾針對高中到大學的學生進

行生命教育閤卷調查，尋索－下他們這種想

法；結果發現有近半數的高中、大學生不知道

自己做甚麼，有超過四分—的學生有過輕生的

念頭；還有許多學生認為不管做甚麼，都沒

有意義，顯示出年輕人正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航

了。

到底意義是甚麼？意義就發現自己的「存

在價值」；認為某位人士需要自己 ， 重視自

己；認為自己發揮的功能（恩賜）是很重要

對他人有所影響。然而，若掉以輕心 ， 就失落

了這意義 ， 以為沒有人會看重；你因此仍迷思

在這個個人意義的路上 。

函
温馨提示- 意義並不是着意而堆砌。坦誠忠實 甘願犧

牲休閒與享樂．為世上所需而做 ． 這需要是正

事．應該的事、自然是眾人稱許的 ， 這些就是意

義。你想做嗎？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雷向那

應得的人方色行。一箴言三章27 節

t 影耆笹．me 

豊公會澳門豊士提反堂綢撰

很感恩！創世電視的節目已登陸澳視

澳門台，於「創世天使」時段內播放

多元優質心靈節目，滋潤人心！

登入專網獲取更多資訊：

http://www.tme.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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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療事工協會－協安中心誠聘

半職文員： 具高中畢業或以上學歷．懂簿記帳和

財務報告、服務統計報告、一般辦公室行政事

務、外勤；歡迎有志服侍癌症紓緩服務的肢體應

徵。有意者請繕履歷、要求待遇；寄士多紐拜斯

大馬路24-26號冨華閣2樓C産；澳門醫療事工協

會人事小組收或聯絡宋院牧 66667094

澳門基督教錫安堂誠聘

主任牧師l主任傳道： 具有認可神學學士學位或以

上。五年或以上牧會經驗。請繕履歷、近照、得

救及蒙召見證｀待遇要求寄澳門高土德大馬路｀

高士德花園地下J舖執事會收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圍契－原復中心誠聘

舍監（導師）l舍監助理（導師助理）： 負責陪伴戒毒／

戒酒學員過有規葆的院舍生活．和學習聖經真

理．靠著基督信仰．戒除心癮 。 中學程度 ．經驗

不拘．須有穩定的教會生活。需於週六 、 日輪班

工作。每月薪酬加津貼約澳門元$12,500-14,500·

有雙糧、年假 、公積金及醫療福利利等 。

機構將提供各種不同的戒癮課程培訓。

查詢謂致電 2845-5576陳小姐．

請將應徵信及履歷電郵至

treatmentcentre@newlife.org.mo 
並註明「應徵院舍工作」收。

或郵寄至澳門司打口夜呣僥缸瓦巷四號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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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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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明會（澳門分會）誠聘

助理市務服務主任及助理市服主任： 負責處理

捐助服務及舉辦籌款宣傳活動。大學畢業．

具兩年相關工作經驗．良好中英文應對及書

寫能力．有責任感，能獨立處理工作 ．以合

約形式聘用．有意者請電郵履歷至macauhr@

worldvision.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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