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殂員名校作育英才
潘乃晤牧師蒭為教會應建立重視個人生命的學校 。

囯冨1:~::::盂諡戶
有天主敎、基督敎、政府和民間團體

等所興辦的學校，其中敎會學校對澳

門敎育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究竟基督敎學校有何特色？對漠門作

出姦麼貢獻？耒來的路向如何？因此

，本報專訪澳門其中一間苓督敎學校

—蔡高中學署理校長潘乃昭牧師。

重視寶貴生命

潘牧師認爲基督敎學校不單只是

作育英才，更重要的是讓孩童在成長

過程中·感受到上帶的愛，並體會到

生命的紳聖和寶貴；其次是學習寛恕

之道，以及明白自己的才能和使命。

因此，學校是讓學生書試發掘潛能和

承澹責任的地方。

潘牧師在九零年開始澹任校長之

職，在任期間努力發晨校務，加強管

理，增加設備·提高師資，並在近幾

年進行多方面的新嘗試。鑑診校內不

少學生來自北區較貧困的家庭，因此

校方特別重蔵輔導工作和提供各項

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旨在培養學

生合作和參與的糖砷，學習潔身自

愛和勇於自我挑戰。

蔡高中學本着基督愛人的精神

，自開辦以來， 一直關心被社會遺

忘的群體，包括弱能者、靳移民和

失學靑少年等 ； 致力發擷先知先覺

的作用，竭力使肚會更具人情味。

建立另類名校

潘牧師認爲敎會應該建立另＿

種的「名校」 ， 即看重個人生命的

學校。現今的社會評定＿所學校是

否有名，主要根據其大學入學率。

潘牧師認爲要建立這類名校並不雞

，只要採用金字塔式的敎育制度便

可達致。但他所指的「名校」當然

不是採用這瓠金字塔式的淘汰制，

而是有敎無類，給予學生富安全感

和充満盼望的學習樂圍 ， 幫助那些

沒有學校肯收的學生完成學業。

遣磁勒令退學

當然在現實的生活中這糠「名

校 」 並不容易建立。潘牧師出任校

長因年期間 ， 亦有一些學生因紀律

和成績的緣故中途離校。有一件事

至今仍令他非常逍憾的，就是有一

位從其它敎會學校轉來的中一學生

·別人說他患有自閉症，但資質不

錯，只是不懂得表達自己，不曉得

與同學相處，因而成爲向學恥笑、

辱駡，甚至攻擊的對象 ，由矜老師

無力照顧，以致課堂秩序失控 ； 半

年後，校方迫不得已要求道位同學

離校。校長在接見這位學生的家長

時，她知悉原由後並沒有大吵大鬧

或怨翌載道，反而 「 千多朝萵多闕

」·倒把校長弄得十分不好意思 。

臨別時他送了一個小小的十字架給

這母親，希望上帶的愛能塡補人間

的不幸。

廢除督課制度

潘牧師有感現時澳門的敎育傾

向非人性化，他希望蔡高學校盡快

廢除督諫制度，因爲他覺得學生從

早上八點上學道到下午四點 ， 還要

一小時的督諜 ，這麼長的時間在擠

迫的課室中渡過，只會造成學生增

厭學習·對讀霨提不起興趣。此外

，他認爲留級亦是非人性化的制度

，根本解決不了學生的學習問題．

卻對學生造成挫敗感。

避免互相挖角

他認爲現時漠門敎育最大的問

題是缺乏一套整全的敎育制度，政

府末能發撣更強的領縐角色 ； 學校

之間各自爲政· 老師太容易被「挖

角」 ， 學生容易轉校。他相價任何

一間學校若沒有穩定的敎師隊伍 ·

學生在缺乏安全的環境下生活，會

對成長造成一定的影響。

因此 ·潘牧師盼望學校之間應

避免挖角 · 彼此尊重、合作和團結

。 他更希望基督敎學校在向一僧亻印

下，多些交流，資源上彼此幫助．

並樂意分享敎育心得和體會，完成

上帶所托付管家的使命，幫助渙門

敎育邁向全面化、全人化。

港澳全書蔡高名人
九三年底．在北京 出版的｛港澳

大百科全書）共中蒞列的港溴人．抽

，不少與琭高學校有閘 。 玭凸迷~o

下，，A衛積者 。

蔡高 ： 麼束香山人 ， 伝職東印

友公司印刷雇，與馬禮遜紐·識 。 受

其彰零而~道，後受洗成為中圈 第

一位基湣教徒 。 玭恭而學杖以他的

受洗日為校慶日 ， 以背纪念。拔來

，清廷以別教匪徒之名將共逮捅，

刃淤獄中，以身殉教。

余英德： 溴「1 第一位華人女面

荃。一九念六年與同道在．賈、沙環創

立「志道．受」，不久更開毌第一間

華人幼租囷「志道幼程:Ill 」, 後改

為「恭高纪念學杖」，可訊諒杖的

釗毌人 。

廖棄基： 廣用粵華中學釗坍人

，歴飪杖表 。 後2來因經清困難，該

校.#由天主教恿幼會挨紺 ，她則應

遨名教淤琭高。

謝志偉： 慕而中半第二品皐栄

生 。 求學期間，品荸秉亻憂，是杖中

活躓分子。後留杖美國獲抽或學博

士學位，玭乜香港浸信大學杖天 。

本期主題： 豸攻厝旬
一九九五年十月號第10期

已 言三巴巴了會手」漼J三樓

興學施教

紀念先賢
澳門是葡國的殖民地，而且毗鄰

中國大陸· 自十九世紀初，成爲西方

敎士進入中圍大陸的踏腳石，他們在

澳門等候清朝政府開放大門時，紛紛

在此建立敎會和興辦學校。

基督徒蔡高

第一位踏足澳門的基督敎宣敎士

是英國倫敦敎會的馬禮遜，他在中國

默默耕耘七個年頭後，終聆引領第一

位中國人相信莘督 ，並在澳鬥爲他施

洗，他統是蔡高先生。琨在位聆白馬

行的聖公會蔡高中學 ，就是爲這位最

早信奉基督的先賢而命名。

志道堂創辦

蔡高中學歷史相當悠久 ，迄今七

十六年 ， 原由中華基督敎會志道堂聆

一九一九年創辦，最初只是一所幼稚

園。由聆當時澳門政府和;fcr.會人士對

幼兒敎育認識不多，末加重靦，因此

在興辦時困雛重重，綠費和師資均成

問題，幸得創辦人志道堂執事余美德

醫生以及各同工本着基督糖胂，努力

經營 ， 得以屹立不倒，更引起社會人

士對幼兒敎育的關注。

爲了便利幼稚園學生升學，校方

聆一九三二年增辦小學。二次世界大

戰後成立中學，規模日趨完善。

聖公會接辦

在漫長的歲月中·蔡高中學綫歷

不少風波和起跌 。 在五、六十年代頗

負盛名，當年的中學畢業生有不少考

進香港中文大學。雖然在六十年代中

·澳門時局不穩，人心惶惶 ， 許多學

校停辦，但志道堂仍堅持將蔡高中學

辦下去，並轉交聖公會馬可堂接管。

踏入七十年代，適逢澳門經濟不

景 ， 學生人數不多，政府支援茜少，

經營滲淡。校方有見及此，乃成立兒

童禰利部，到海外籌募經費，讓萃萃

學子得以順利完成學業。這段歷史可

鼓鐔整個澳門肚會有更多人願意幫助

失學孩童和關心敎育問題，亦令蔡高

中學成爲今天澳門頗有筌望的基督敎

學校。

仁］朱小英

下摶預告：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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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教育創新里程
「免舟最有」提醒奇個人：敖育是人的椎利，也是人約義務 。

m :::::1~: 月：：：
敎育帶進嶄新的階段 。 爲了瞭解痍

門敎育的發展歷史，本報專訪中華

敎育會理事長劉羨冰校長。

澳門教育的國顧
澳門敎育的第一個階段是以七

十年代末作分水嶺，這時期前的澳

門敎育多由民間園體承擔 。 抗戰期

是黃金期，辦學團體包括天主敎丶

基督敎及廣州遷澳的著名學府，形

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 但到了六、七

十年代，人口出生減少，形成收生

不足 ， 很多學校因此被淘汰，到七

十年代末受淘汰的學校約有100間

；勉強維持下去的學校，敎員薪金

微薄，有的恭至低於清道夫，更談

不上甚麼職業尊嚴和地位了 。

第二個階段是政府開始對大部

份的學校給予少品津貼，其後津貼

額稍作提高，直到八五年才開始給

予敎員津貼 。 中華敎育會亦聆八五

年引進華南師範大學的課程 ， 迄今

已有三分之二的敎師參與在職進修

，大大提高了敎師的專業地位 。 最

新的第三亻因階段則是今年四施的免

費敎育計劃了 。

澳門教育的衝擊
澳門在抗戰期間，人口的突然

增加及學校的突然邃入，都為澳門

敎育帶來衝擊 。 不過這次衝擊使澳

鬥的辦學質素提高了，也爲澳門敎

育帶來正面的影饗 。 那時期從廣州

遷入的學校，有基督敎背景的包括

： 培正、培道、協和等，其他著名

學校還包括中德、紀中（即孫中山

紀念中學）、廣大等 。

第二個衝擊是六、七十年代，

社會的建築業高潮把很多收生不足

、難以維持的學校給拖跨了 。 幸好

• 當時祛會名人如何贤先生等，傾

力支持不少學校，使其不至倒閉 。

第三個衝擊可算是八十年代外來

人口為澳門帶來的衝擊。自八零年初

大陸新移民不斷湧入．到了八五年學

位已開始呈現不足，失學問題開始出

現。移民潮除了對學位分配構成影響

外，帶來人口質素上的障槀 ： 因為新

移民家庭中的成年人敎育質素普遁偏

低 ， 來澳後降低了澳門原已普及的初

等敎育質素，這對城市發農來說是一

涸倒退 。 另外 ， 由診學位不足，往往

把適學的男章過早地淘汰出校，形成

男女在學中比例不均，擾亂了男女受

敎育的比例，對將來角色配搭上可能

造成潛伏危楓。

邁向教育新紀元
免費敎育實施在即，澳門的敎育

亦開始靳的探索里程，盼望政府及辦

學團體能夠更有效運用敎育資源，更

科學化地編排課程。

儘管祖會人士從不同的角度，對

施行免費敎育存不同的評價 ： 從社會

的平均收入數字霜，免賚敎育應早已

實施，如今的步伐雖免稍逵。另外，

從推行人人機會均等的免賚入學權利

瞑點看，敎師職框末町好，學額末足

等，免費敎育又似乎末趕得上可實施

的時間表 。 無論如何．澳門敎育已踏

出了新的一步，「免費敎育」 一詞也

提醒每－儲人 ： 受敎育是每一個人的

權利，也是人的義務 。

n 蕭卓芬

劉天水 中華教有會理本表、商訓夜中學杖表

-~:: 蠶：七
，談到來北美定启後對子女及

下一代的敎育問題。會中出現

三種不同的鸛點 ，頗有思考價

僱，特此獻給澳門讀者共同分

享。

新
移
民
談
美
國
教
育

樂観者：臨調自我發展
持樂觀肯定美國敎育現狀

的人認爲 ： 美圍敎育思想先進

，尊重人權，強調自我發展，

特別是兒章受到無微不至的關

懷，有「兒章之天堂」的美喻

；敎學環境和設備優良，普及

敎育已縵成爲全民的風尙，成

人學校免費敎育遍及所有社區

，有小孩拖累的女生可以在學

校內托管·職業敎育的設施和

訓練都跟正規學校相似；敎學

方式比較科學，注重學生的操

練和個人興趣活動能力的培養

，中學生自己辦校刊學做記者

的事相當多，有優秀成績學生

還可以參政，了解議員的工作

、政府襪構的運作。

尖子學生在科學研究方面

也受到多方的鼓勵和贊助；美

圍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過

去那糠「求生訓練」的技工培

訓的敎育漸漸被電腦操縱所代替，競

爭的工場不是體力和熟練的技巧而是

智力的較緝，誰能更好地利用信息資

訊誰就有成功的機會。

悲観者：懷疑道德人格
持悲觀反對的觀點者則認爲 ： 美

區敎育先進怯值得懷疑· 同齡小學生

的語文數學測試都比不過曰本和中國

·水平不高完全可以理解。在課堂上

沒有嚴格要求，談笑風生 ，腮後又沒

有菡麼作業，琉的時間比學習時間多

很多，到了高中程度，連因則運算都

不會，還得求助菸計算器；自我爲中

心惡性發農就沒有父母家庭的概念，

送子留洋不認爹娘的現象雖然沒有那

麼嚴重，但是不尊敬父母、不理解、

不體貼家長的情況是普遍存在 。

所謂自我發展的本質就是對自己

有利盆的事情可以不擇手段，小學生

因爲不滿代課老師的嚴格要求就串通

幾位同學，用錢收買同學聯

名誣名老師對她們有非禮行

爲，四年級的小學生會想出

一套完整的計劃去告老師，

向法律訴求這種敎育成果還

算好嗎？如果培接出來的尖

子人材，專門學會這些坑人

的本領，潛能發撣越多社會

就有越多的動亂。

基督徒：重視生命教育
第三穢態度的人是一些

基督徒，他們的觀點是：評

估敎育僳劣要有一個共同認

可的絕對標準，這個永恆的

主題就是基督的生命敎育，

生命重靳造就的敎育。

基督的生命敎育是讓世

人的生活更富有價值，更豐

盛，更有意義。通常的學校

敎育都重親 「 求生訓總」°

當人們追求豐富的物質生活

時刻，享受感官上的強刺激

的引誘，必然會使靑少年走

向吸毒、兇殺等不良的道路

。只有堅持基督眞理的敎育

，主的眞道會啓示世人從罪

惡的綑綁中解脫出來，向新

造的人的目標努力邁進。

美國就是以琫督敎育建

立成富強工業圍的例證 ，信仰上帶

的印記已牢牢刻在人們的心上，美

國人意識到立圍之本受到削弱時，

一個基督敎敎育復興必然會出現，

如果當政者無視敎育問題嚴重注，

將來必然會有惡果到來，我們堅信

主的審判是公義的，榮砷盆人的生

命敎育將長存到永遠。

口夏夢(~國）

作者（右一）攝淤美闕

一：：文亻龘：
意乃在做人的根本上，包

括人生的建立及內心的修

疫。孔子門生曾參這樣說

： 「吾曰三省吾身，爲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他做學問的

功夫就是每天省察自己三件事：第

一，對人對事有沒有盡心竭力？第

二 ， 與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第

三，在實踐知識上有否努力？

曾參著四書中的 （ 大學 ） ，說

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菸至善」。意思是大學所講的

道理，在聆發揚個人光明蕊落的品

德；在診親近人民，使人革靳向上

； 在矜使每個人都達到最完美的境

界。

今天，我們這群曾繞接受敎育

的，是否對爲學的目標有如此深入

的體會呢？在目前敎育制度的撣引

教育如五切磋琢磨
玉不琢，不成囂；人不學，不知禮 。

下 ， 學習多是灌輸書本知識，甚少着

重處世道理。年靑一代多以爲求學只

是踏進『士會前的職業培訓，極少數同

學主動思怎大學生活對全人的造就 ！

當然時代改變，為學而求學的情況已

是很難得的。在現實商業競爭的衝擊

下，同學們亦以千祿爲求學的指標 ，

讀書是爲了飯碗，爲了待遇，亦即是

「錢」途 。

這時代是個實利的工作坊 ：挑選

職位的標準是考試成績的高低，證書

的份足，外表的裝扮，入世的深淺！

懷才不遇是常見之事。生活在此大染

缸中要為自己立方位定航道需要內心

明確的捐引；人要力爭上游，不斷努

力，是很自然的進取表現。值得深思

的是人在追求物質生活提昇的同時，

糖神生命的忽略卻出現了·常言道 ：

「人心淮危，道心惟微，惟稍惟一 ，

允執厥中。」

檢定敎育工作是重要的，因爲祗

會的不斷進步有賴下一代的成長，而

他們的質素就是今天敎育的成果。古

詩中用八個字來形容敎育：「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這是玉石的生產過

程。做玉器的第一步，先用鋸子弄開

石頭叫「切」；找到玉後，用銍子把

石頭鋰去，就是「碑」 · 玉磯出來以

後，再慢慢地把它雕琢成各種不同的

形狀，就是「琢」；然後加上磨光，

使玉發出美麗奪目光彩，

就是「磨」。切丶磋丶琢

、磨譬喻人出生後要接受

敎育，從人生的癌驗中體

會，學問進一步，工夫就

越細；越近完工，學問就

越雛 。

筆者是當今敎育的製品 ， 在生

產的過程中體會到現實敎育在裝備

上的不足，而個人必須自強不息。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蘆。」提醒我們雖有先天的資質，

亦需後天的努力，才能農望彩蚯 。

生命是做學問的最佳課堂，願我們

都能向着標竿繭跑，學習生命之道

。 但我們「不要看自己過菸所當看

的，要照着神所分給各人僭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 」 （羅十==3

下）敎育，治世之本；學問，爲人

之道。朋友，你是樂於施敎 ， 或是

甘聆受敎呢？

口屈鑑濠

訂閲或捐獻支持本報者，臏將款項湞接存入中國銀行21--012-{)00633-1或大亶銀行213-1--00289-0賬戶，支票抬頭寫「溴門基督徒文字協會」，然後寄回存款單，背面註明姓名、電話及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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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沒有充足的使命感，很難長

期堅守崗位 ， 尤其是在昔曰敎師待遇

微薄的時候。筆者過去從事敎育工作

八年．雖然只任敎聆一間學校 ， 但曾

與好些忠菸使命的敎師共事或認識 ，

自己也一向關心靑少年的成長和輔導

， 謹在這裡分享一些敎學與輔導工作

的感受。

一 、 經常聯絡預防危襪

敎師與家長綫常聯繫 ， 可以預防

和化解危穢。此項工作雖然要付出額

外時間，但這是對學生關懷的表示 ．

而且對預防偏差行爲十分重要。平日

的努力，可以及早知道某些學生的不

良行爲 ， 減低出現嚴重洗問題 ， 被動

地事後補救往往是班主任最頭痛的工

作 。如果敎師 （ 尤其是班主任 ） 平時

主動聯絡家長 ， 萬一發生嚴重事故 ，

或者需要紀律處分時，也有利學校與

家庭雙方溝通 ， 按情況提供適切輔尊

。對於敎師本身，多主動了解和關心

學生，使敎學不再限矜亻專授知識，更

能體會敎育工作的多元化 。

二、 團隊精神 減少困雛

敎師之問的四隊糖砷，可以減少

時代嬰历察

校園風波禍及社會
改善人際闕亻系，爭取更多合作， 始終是值得和必須的。

敎學的困雖。或許很離要求所有敎

師採用相同的敎學方法（尤其是在

中學 ） ，但是互相合作的精神和坦

誠溝通，交換敎學心得、學生資料

， 實在可以減少敎學困雛，提高整

體成績。敎職員之間彼此盒重 ， 創

造良好學習氣氛 ， 是提高敎學的重

要西素。據筆者所知， 本澳很多學

校都重視培毀敎師溝通合作 ， 舉辦

各類活動、座談會 、工作會議等。

聯誼活動之中 ， 以旅行和聚餐較爲

普遍 ， 如果能夠善用這些資源，免

流聆表面形式、或者視爲敎師輻利

， 至少可以提供溝通途徑 ， 改善部

份問題。

交換學生資料方面，不宜太多

負面和主觀的意見。嘗試發掘學生

的1晏點，討論他們所面對的固雞和

解決方法，對他們的努力加以肯定

，誤力和鼓勵，會帶來更大的進步

三、互相信任發撣功能

敎師與學校互相信任，才可以

發揮敎育功能。學校的敎育理想 ，

需要敎師合作達成，而敎師的抱負

和個人發農 ， 需要學校提供發揮的

環境，兩者配合

則多方受盆 （包

括學生和社會）

。猜疑共事只會

讓學生在成長過

程中，學會互不

信任的人際關係

，如冏在破碎苾

庭中成長的孩」·

，身心靈俱受影

響。學校敎育的

主要功能之一 ，

是使學生將來在

社會上與人分享

信念、互相合作

加強滑通人人有功
事勞力工作 ， 每日為口奔馳 ， 工作

時間很長 ， ＿方面無暇與子女相處

，另一方面父母的知識水平較低，

對菸管敎子女的方法缺乏認識。孩

子對聆父母的管敎，有時是無所適

從，家中不愉快的感受，很自然會

帶到學校裡，但又不容易向老師傾

訴，縱使老師知道了 ， 家庭的問題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有時對

聆一些性格有缺陷，價值觀念充滿

矛盾的家長，老師便不容易調解。

推行砉及最l · 學生問題更紅雜 1輔導工作更叱重 ， 社工需求更殷切o

m ;::!:: 二::
身心發展也是極其重要的。學生的成

績表現太差 ， 原因可能是來自家庭生

活。也可能是學習環境帶來的固擾 ，

甚至可能是與向輩交往時產生的挫折

。 問題愈多的學生 ， 其原因可能更複

雜 ， 不作耐心探討是不能了解他們的

苦衷 。

老師也有雛唸的緤

本澳敎師缺乏人手早已接攘多年

，每位老師平均負齋的課時少則二十

多節，多則三十多節，每星期只顧上

課、改作業、出試題、改卷等工作．

已使他們疲態盡露 ； 加上每班學生人

數衆多 ， 要求老師對每位同學加以悉

心關懷，的確非常困雞 ， 學生的個別

需要 。 老師更不易了解，學生的苦悶

鬱在心中，影煦學習情緒，老師也有

心無力 。

角色限制妨礙輔導

若要成功地做好心理輔導工作，

平等的關係、開放的態度是必要的條

件 。老師本身的職責之一，是要維持

學校的紀律，每個學生對老師須表示

尊敬，這種師生關係已無法要求學生

向老師開放內心世界。倘若老師還操

有評定成績的生殺大權，學生與敎師

之間便存在「利害關係」，學生槀慮

若果坦白對老師細說端由·會影唧其

本身操行成績。因此，老師的輔尋

工作往往被其角色所限制，效果不

夠徹底。

設立學校肚工，並不是爲了敎

翊，而是爲了輔旉 。註工往往以超

然的身份迦旋於學生與老師之間，

社工紙是學生的朋友 ， 也是老師的

朋友，容易得到兩方面的僧任，在

師生對立的惰況下，祉工角色尤爲

重要 ， 面對老師與學生两者不善之

處，秕工便起了協調作用 。

輔導老師缺專業訓錬

心理輔惡工作講求對內在意識

的探索，就像開採礦產一樣，必須

有科學化的方法，偶有失誤可能對

被輔迅者造成傷害。這些輔迫工作

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學習理論，再透

過實踐來鞏固專業技巧。

本澳很多學校的老師都被要求

擔當起輔導的工作 ， 可見學校方面

用心良苦 。 唯一可惜的是，有些輔

導老師，本身並沒有受過系統的訓

練，有些萃至認爲輔導工作等同軫

訓誡，對學生採用懲罰方式 ， 期望

阻嚇學生不再犯鐠。諸如此類的「

輔導」方法，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只會增加危穢，令事1靑惡化，最終

學生可能就被「踼」出校門。

學生問題因家庭造成

澳鬥大部份的家庭，父母多從

學校肚工可把學校、家庭和學

生三者關係逐步改善 ， 學校社工以

學生爲中心，透過面談諮詢 ， 了解

到學校和家庭對他帶來的挫折 ， 然

後逐步擴晟至家庭的輔導及與校方

的磋商、老師的協調，全面地解決

學生的困雞 。

免賓教育需社工輔導

政府有意推行普及免費敎育 ，

這意味着凡在加入公共學校各學校

詔書的兒意或靑少年，他們均有權

免費讀舌，那麼不管學生表現是好

是墩 ， 所有學校不得隨便開除學生

。到時，學校內學生的問題將更形

複雜、學生的輔導工作更爲吃重、

學校社工的需要更爲殷切。

亡］ 陸偉聰

主題篇囯

， 敎師與學校（指辦學機構及行政人

員） ，兩者都有資任爲了本身和學生

的好處，衷誠合作。

以上三點，所談及的其實不外是

敎師在工作上的人際關係。在繁重的

工作壓力下可以相處愉快， 實在不易

！ 但改善工作的環境和自己的心境，

改善人際關係，爭取更多合作，始終

是值得和必須的。有使命感而且不斷

追求成長、僧仰堅定的敎師（期望基

督徒以此互勉） ， 一定能夠栽培出令

人尊重的學生，自己也受學生奪重 ，

被稱爲「敎師 」， 就當之無隗了。

仁］ 廖卓堅

作者（右一）會任中小學校長 ， 現迫伶祚學 。

叫學生
太沉重了

－悶謚;~~™;:~::
聞。這個串通世界的電腦網絡，把人

們的距離拉得更近，讓訊息交流得更

快，這個網絡簡滇是一個頡級知識寶

庫 。 我並不是向大家介紹這個系統．

只是讓大家明白如今已進入訊息爆炸

的時代。因爲＿天在InterNte上所流

通的訊息 ， 不知要花多少亻固年頭才能

認完一遍呢？

蜀現今港澳的學生，他們每天

都辛勞的面對着不囘的功諜、考試等

壓力。由聆我們的時間及箱力都極有

限，我們若以現時的學習方法，根本

無法與時代並進。

有很多熱心敎學的老師，每天預

備豐富的資料給學生 ， 學生就像一隻

塡鴨，每天就是等着吃 ， 很多時更不

知自己在吃茜麼呢？長期下去 ， 他們

已不懂得自己去尋覓，或許是沒有時

間吧 ！ 在坊間有一句名言 ： 「我們不

單要敎他們吃魚·更重要的要敎他們

去捉魚」。道話雖簡單 ， 但給敎育工

作者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們的敎學方

向應是敎導學生如何去掌撣和學習新

的知識，而不再是把自己積累了十多

年的筆記本＿字不瀬地要求學生硬記

更蒂自己的敎學材料的確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 ， 而且要冒一定的風險。

或許接受靳的事物對一些老師來說是

有困醋，但只要我們肯尋求薪的方法

和資料，定能發現敎學的趣味而且更

能充實自己，與時代並進。

口老

本報索閲站 · 浸僧售局、趣之都、文化廣場、一拼齋 · 培正中學、浸僧中學、 澳門 大學 理上舉院、 協同醫務所，高士德宣道堂、播道會及各基督敎會、機構和服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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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記的心訣。很多年多年靑人平

時惜肉如金，但一有楓會就舉止

失常。觸摸，本是人際交往中健

康的親密表現。當彼此結爲好友

，觸摸表達關懷愛護；對方憂傷

時，拍拍肩頭勝過千言萵諾！凝

望對方充滿柔情的雙眼』斥說彼

此的愛慕，這是浪漫迷人的 。但

若目光不是表達愛意，而只注視

別人身體的尷尬部位，滿足眼睛

的情慾 · 這是傷心醋言的！

駕馭不當易焚身

「情不自禁」提醒我們對情

慾定律的陌生，耒能學會主宰自

己的性衝動，而這股強烈而確實

的力量，倘若駕馭不當，必引來

慾火焚身、自討苦吃的惡果。以

下是一對少年男女在身體接觸緤

歷上的借鏡（（突破）成長系列「

曾經糊塗」）：

突然挑逗感興奮

「半年前我開始和一個女孩

拍拖，常常與她上街或在家中做

功課，跟着擁抱，接吻。當我和

女朋友接吻時·發覺陰莖腦起．

後來女朋友試過用手摸。大約兩

星期前在家中時，她挑逗我。雨

人—起做功閼，她突然接觸我的

性器官，當時我感覺興奮！

年紀太小好害怕

＿垕．期前，我們脫光了衣服

，擁抱在一起。我的下體開始脹

起，覺得很興奮，體內有東西想

射出！我沒有和她性交，但每次

都是她引誘我，到後來我終矜忍

不住了。我今年才十五歲，很雛

控制自己不衝動。我好害怕她有

BB! 我們年紀這麼小，承擔不起
文任呀 ！ ．」

性慾衝動扉抑制

「性衝動」被喻爲風馳電掣的過

山車，帶着一股不能逆轉的力逞

。性慾是天賦的，本身沒有好墩

或對鐠的，問題在矜如何處理。

由聆很多事物會刺激丶挑逗性慾

， 因此有效處理性慾的方法，就

是自主離開外界的引誘，敢菸抗

拒。男孩子容易性衝動，女孩子

便要懂得留意自己的舉動，免挑

動他的性慾。還是避免兩人在僻

靜的地方約會，才不致陷診情慾

礴惑中。

理智自制多運動

男孩子有適當的運動，減少

糯腺過度活躍，散發體內熱能，

避免血液充積性器官而引起的衝

動。要理智自制，還可培養多方

面的生活興趣·擴闊肚會圈子，

透過健康的途貓來處理＇注慾．便

毋須糜抑或放縱了 ！

口盡心

（曾綠蝴塗＞書局有售

還我真情

-=鬥:;:
生時被醫生打底股的時候

；迤：年時哭，是因頑皮被

父母資打時 ；長大後再哭

，是與小情人爭拗時；婚

後有了孩子，第一趟哭，

定是小寶貝生病的時候 ；

孩子漸長 ， 再哭，就因他

不廳話了…..人生不停在

哭，直至老死時，是淌涪

一滴熱淚。

人總沒有喜歡流眼淚

的，除非你是悲劇演員，

否則一定會珍惜你的眼淚

，因爲眼淚本不是爲悲哀

而設，而是爲愛而設立的

。不僧？

出生時被醫生打底股

，你不哭，你的母親就要

哭了；被父母責打的小朋

為你篇祗
為別人而流的眼淚，是不白流的 。

友們，你末哭前，父母的

心早已哭了；小清人爭吵

的時候，兩人家中的枕瞑

都是濕的，因爲他們都在

睡前痛哭；小寶貝生病時

·初爲父母者一邊抱着孩

子哄他別哭，自己卻一味

在哭；……直至生命結束

時，縱然自己不會再哭，

子孫兒女卻跪在床邊痛哭

…… 。 都爲愛的綠故，

因此，如果將眼淚當作悲

哀的煽情．似乎並不完全

，也小活了眼淚 。上帝讓

我們流眼淚，是讓我們多

＿個流露愛的襪會。

爲自己流淚，哭了便

算；爲別人而流的眼淚，

是沒有白流的，因爲對方

會感受到你的愛。

仁］ 知行

啟發思想 發揮潛能
培姜靑任感及正碓的工作態度，發揮個人潛能和碩

導才幹，這是我成為義工後的讒身髏驗及感受。

• =:~~~=~ 二：：三二：:: 
的活動，且使我的人生更具意義的就是義工服務

o 「義工服務」就是撣各瓠由個人或團體在不取

任何物質報酬之情況下，志願貢獻出他們的時間

及精神，爲改進社會而提供的服務。

我是＿個義工，釋參加基督敎靑年會(YM

CA)舉辦的「伴我同行 .J 義工訓練曰營，加入這

行列的。通過各糠遊戲、諝解、寅蹼等方式，從

中我學會與人溝通的技巧 ， 認識自我，從而擴闊

視野 ， 認識許多靳朋友，增廣見聞。

成爲義工後，我們成立了一個華工小組，把

自己學到的知識服務肚會，活動包括探訪丶暑期

活動等。其中印象較深的是探訪弱智兒童中心。

七月二十三曰下午，我們義工小組來到弱智人仕

家長協進會附屬的曙光中心，探訪那裡的小朋友

。雖然他們只屬輕度弱智，從表面看來，他們和

正常的小朋友差不多，但他們在言語的表達及智

力方面，就比平常人稍弱一點，因此特別需要專

人悉心照料。那次適逢他們開生曰會，我們一起

唱歌、遊戲，合照等，大家都在一片歡樂撃中度

過。

據中心負責人說，社會中尙有很多較大或較

嚴重之弱智人仕，因爲他們的家人不爲外人道 ，

將他們獨自留在家中，甚至不怎膿別人知道他們

的存在。所以，中心希望得到秕會各界的支持，

能照顧其他弱智人仕，同時也希望他們的家人能

面對現實，不要歧視弱智人仕，多些關懷及愛心

，使他們過正常生活 。縵過這次探訪活動，使我

們明白肚會上很多問題需要各方面的合作才能解

決的。

透過義工服務，可給予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關

懷及愛心，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稍神·更可以

啓發人生理想及價值觀念，培養査任感及正確的

工作態度，發撣個人潛能和領導才幹，渲就是我

成爲義工後的親身體驗及感怨。同時我也希望更

多年靑人加入義工行列，和我們一起分享快樂及

有意義的人生。

仁］層［兒

璽檀畫畫

@ 必如鷹展翅上膿 。
這圜地開放·歡迎投稿·來穡宜在二千字內，可用筆名蠻表，但須具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廳鑄 · 來穡讀寄：賈伯集提耆街友繹大廑ll-A!鸝昨ff ·



一九九五年十月號 時代曼房察 健康篇囯

－竺亡一，形大勞，則敞 。 」砷與

形之損是心與身之衰也！

此言確實有理：警剔和勸

喻人們不可過度勞累或緊

張，避免傷害身心 ！但是

， 現代敎師經常囷爲精胂

緊張及憂慮·嚴重影嚮敎學效能和個

人安康；而不少敎師因遇上工作的壓

力令身心疲乏，光采盡失，敎學無力

壓力危害健康
不可過度痰勞或緊張，避免偽害身心！

壓力是甚麼

壓力之父漢斯．薛利敎授指出 ：

「壓力是身體對於任何需求的非特定

性反應 。 」然而．糜力可分爲良性和

惡性兩種：良性壓力是指一些挑戰、

鼓勵、進取和期望，可以促進個人成

長和發展 。 惡怯壓力是擯一些挑戰和

不如意事情或突發事故引致身心損耗

。 當然，判定壓力的性質實與個人的

認知、態度、經驗和應對能力有關。

試以「危機 _j 二字爲例，同一件事，

可視爲「危險」，也可視作「機會」

。 由於個人所持態度不向·採納之法

便不一 ，有的消極逃避(Flight)• 有

的積極應戰(Fight) 。

壓力之害處

敎師如果長期面對惡怯麼力，不

斷對抗、不儘應付，如：課室管理、

人際關係 丶 敎學能力、時間掌據和敎

學環境等問題；過多的胂經亢奮及

厘力激素（腎上腺素、甲狀腺素、

血管加壓素等） ， 便會靜消消地影

咆個人情緒·訌蝕健康·引致疾病

滋生。綜合來說·長期壓力的惡果

嚴重地影陘敎師的身心健康，使百

病叢生 ！

壓力之趼究

一九九因年十二月期間，作者

在澳門大學敎育學院進行一次「敎

師的壓力測試」研究 。 研究目的旨

在探討當時在職敎師對颳力的生理

和心理反應 。 研究對象是就讀菸澳

門大學敎育學院在職敎育文憑和學

士學位的女敎師 。 分析該次研究結

果可得下列三個要點：

1在大部份在職敎師中·均沒

有恆常達勳：即是一星期進行三次

或以上，而每次有二十分鐘或以J:.

的帶氧運動 ， 例如：跑步、游泳丶

跳舞、打球等 。 而且以年齡介乎20

-34歲的年靑敎師爲多 。

2 年齡在35-39歲之中年敎師

的壓力平均數最高 ；其次是年靑敎

師(20-24歲） 。

3 敎師對颳力的

主要生、心理反應，

有三糠現象幾乎是完

全相同的：白天我覺

得累 、我很自覺、我

的後頸感到痛楚 。

硏究之反思

由菸被訪者全是澳門大學敎育

學院的在職敎師，因此敎育學院或

許可多關注敎師的颳力情況和身心

狀態，協調上課時間表，配合一些

「健體減縻」諫程和購座，進行更

多之壓力研究；而學校也可考慮給

就詔敎師多一些逕就，如 ： 減輕敎

師的課擔和特別職務；安排每天最

後一節爲空堂，讓受訓敎師早些回

到大學作研讀和討論 。

敎育團體亦可開辦「鏈體減壓

班」、「敎學分享班」和開設電話

熱線；敎育司也啤更多關注敎師壓

力的問題，積極和主動尋找解決方

法；最後敎師應該積極參與減顆活

動，如：暹動、聽音樂、學習肌肉

鬆馳法和善處時間等，並且積極與

朋友溝通 ， 分享快樂、分擔固雞，

注意身心健康 。 要知：

常樂觀，使人心靈舒鵠；

常快樂，使人心盆雀躍；

常知足，使人一生富庶；

常奮鬥 ，使人夢境成浜；

常暹動，使人身心康泰 。

□ 蕢禰誠

澳門教師精神壓力
讓我們計學生誤「愉快地學科 」之餘，也不要忘記針敖師論 「愉快地敖學」°

- ~: 亡霏鬪::
的現象，從而打擊敎師對工作的熱誠

。過去的研究顯示·工作壓力與敎師

轉職、轉工丶曠職或馬虎了事等行爲

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

問卷調査

若要發擷敎師的專業表現·繼而

提升敎育工作的效能，敎師群所面對

的困雛和工作麼力是不能漠飆的。澳

門有關敎師工作颳力的報導一道不多

，本文根鑭近期進行的一項調査 ，淺

談一下敎師工作麼力的類別和來源，

以加深各方面對問題的瞭解。

壓力極大

續被訪的受訓敎師指出，三十項

的工作壓力中共有九項是「頗大」或

「極大」的，表達上述意見的人數佔

總人數三成。從表一中，值得留意的

是 ， 其中三項與學生的問題行爲有關

， 這現象是否意味學生問頲曰趨嚴重

，因而引致敎師工作靨力增加 。 此外

，缺乏同事、校長的支持亦位列高座

力項目組別·顯示校內的團隊精砷有

必要提高；硏究更利用單一問蟈：「

作爲一個敎師，你覺得有多大糜力？

」測試被訪者的工作壓力。結果顯

示超過一半的受訓敎師認爲工作壓

力是頗大或極大的。

表一：頷大或棒大工作屋力妁＇月目

項目 被訪者百分比

上緤節歉太多 54% 

作爲一侗敎師你感覺有多大匿力 53% 

學生不斷行爲不檢 5296 

待遇偏低 44% 

欠缺校長支持 40% 

難控制餜室秩序 40% 

學生缺乏學習動機威興趣 40% 

翼程提綱含榻不清 39% 

同事間缺乏友善氣氛 38% 

厘力來源

要解決壓力問題，必須清楚颳

力的來源。調査結果顯示三十項的

壓力問題，可劃分成七個組別：（

－）不完善的組織制度，例如有問

題的學校組織、缺乏敎學資源等；

（二）支援不足，這方面包括同事或

校長等支持的足夠，以及不友善的

冏事態度；（三）學生行爲的問題，

如粗泰無禮及喧鬧的學生；（四）不

妥善的職業地位，好像不完善的架

構、低微的肚會地位等；（五）有問

題的課程設計，包括不切實際的課

程，和緊迫的敎學時間表等；（六）

過多的工作量，這裡指太多節數，

太多文書工作 ；（七）雞控制的班別

， 例如不認同老師懽威的學生、維

持課室紀律等問題。

改善方法

要減輕敎師的工作縻力，首要

是改善組織和制度，如提供較充裕

的時間表，使敎師們能更加專心備

課及接見學生，及改良學校的組織

架構等。

其次是修改諫程，務求令課程

切合學生及肚會的需要，同時避免

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敎學提綱·增

加敎師在敎學上的困雞。

另外協助敎師們解決諜室秩序

的問題·幫助他們應付問題學生的

騷擾等，亦能減輕他們的工作磨力

。過重的工作壓力是絕不健康的，

讓我們對學生談「愉快地學習」之

餘，也不要忘記對敎師論「愉快地

敎學」°

仁］蔡昌

壓力傭試
－严：蝨~:;元蠶
環境下飼瑴。其中一隻羊的旁邊拴着

一條惡狼，菸是這隻羊整天處聆極度

恐懼的惰緒狀態下，心理磨力十分大
，以致不敢吃東西，很快便消瘦而死

。另一隻羊在正常的狀態下生活，活
得十分健康、強壯 。 由此可見，糯胂

心理狀態對健康十分重要。

以下的一個小測驗，由香港衛生

署中央健康敎育組編寫，可以幫助你

了解自己精神壓力的實際惰況和來源
，同時還有應付的方法，以供參考 。

請細看下列各項問題，除了自行

作答外，最好也隨你的親友塡上他們
覺得你應得的分數，以作比較。這些

問題可以幫助你認識自己精砷颳力的

來源。

誣営 1 間中／不曾

甲緝

1發覺工作太多，應付不來 2 
2沒有時間消遣，老是記掛工作 2 
3時常分秒必爭，恨不得要衝紅燈 2

乙緝

1工作太多，未能每事盡善盡美

2輸了比癢 ， 就感到憤怒

3覺得別人並不欣賞自己的工作

4. 憂慮別人對自己的項法

5憂慮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

丙緝

1常有頭痛／頸痛／背痛／胃痛

2借助煙／酒／零食抑制不安情縫

3要服食安眠菓才能入睡

丁緝

1家人／問友／同事常令你發脾氣

2談話時，常常打斷別人話題
3臨睡思潮起伏·諸多憂慮

嚀
1內疚自己隨意做事

2在閒暇時輕鬆一下亦感自疚

3常覺得自己不應該享樂

［你的分徵」繶分：

22222 

222 

222 

222 

111 

111 

0 
0 
0 

00000 

ooo 

0 
0 
0 

0 
0 
0 

［壓力指徵］
嬌34: 區， 16-'l/: 廎， 11一15: 平均 6一10: 劙佤 ， 0-5: 低 ·

＂匱付方法］
現在諄分析一下你的答案，每一組的問題代

表不同的精神壓力來源，如果其中一組或以上的

分數較高，囍參考其應付方法 。
甲鎰 ： 你對時間鼴念過份重視 ·
建議：退後一步，看清楚問題。好好地計劃

一下較長遠的目標。做事應按步就班，避免在同

＿段時間內做太多事情。儘量分配充足的時間去

做，而且要專心工作，從中獲得樂趣。
乙緝：你過份憂慮成敗得失 。

建議：不要將別人對你的看法及期望看得過

重，應發展自己的潛能，藉以培養僧心，並且多

注意閒暇時的人生享受 。
丙緝和T緝：你要放開懷抱，輕鬆一下 。
建議：坐在直背椅上，作深呼吸，並且將精

砷集中，慢慢吸入與呼出，同時讓自己鬆馳一一

由四肢開始，漸漸伸展至身軀，頸部及腦部一

閉上眼請，將＿切瑣碎事忘記，幻憑恬靜和美暠

的景物或地方，初時每天做五分鐘，以後漸漸延
長時間，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做 。 此外，多聽別

人的意見，不要打斷人家的話題，多讓別人有發

表的機會，仔細的聽，你會漸漸發覺別人的意見

是可貴的。

嘔：你已成為工作或家庭的蚊鷸 。
建議 ： 多點與親友商量，檢討自己對他人的

要求是否過高，將自己某些工作分配給別人，讓

大家一齊合力解決問題 。

口 時代人

本輯所有文．，歙i!I!影印傳Ill• 嚨讀註明出虞；若妻轉戴文章作商稟用途，需得本輯.iii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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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首映 BAND BOY 
靑少年影片「 BAND BOY 」將菸

十月七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在培正中
學禪堂隆重首映，該片長達48分鐘，由

香港福音傳播中心最所製作 。歡迎各敎

會靑少年固契移師培正，並踴躍領人赴

會，免費入場。

該片從感注角度，反映時下一些靑

少年的反叛心態，及內心的需求。究竟

他們之所如此行徑 ， 是出於家庭、出菸

敎育制度，或是社會的責任？我們希望
透過一些人一些事，將禕音帶到他們中

間，叫他們能反省自己的生命和糾正自

己生命取向 ， 亦希望籍此製作射起福音
使者對靑少年人的關注。

眾餐晚會絕對無悔
由YMCA及禰道衛理社區中心聯

合主辦的「我對人生無海」疆音聚餐晚

會，將菸十月廿一日（星期六）晚上假

座新口岸總統酒店一樓舉行，歡迎各僧

徒邀請親友參加。晚會由盧龍光牧師及
香港佳音使團主領，餐劵每人60元 ， 六

時入席 ，請致電302600或370336査詢 。

全澳聯合祈禱會

十月囧曰（星期三）晚8:30於信心堂

十一月三日（星期五）晚8:30於四方會

趣之都遷址擴充

隸屬澳門基督敎城市宣敎拓展中心

的「趣之都」告局，已菸九月逕址至賈

伯樂提督街25號，近培正及培英學校之

間的路段 。該告局矜九月二十五曰中午

舉行感恩奉獻典禧，到賀者數十人 。

九五書展八折十天

每年一度的大型「澳門告農」將菸

十月二十至三十曰在南光展覽廳舉行。

今年，「趣之都」將首次參展 ，展銷基

督敎緝籍及由本報出版的「澳門曰誌」

記事簿，展銷期間所有貨品八折優惠，

襪會難逢，勿失良機 ！

聖誕佈道動員日

「恩臨濠江－聖誕佈道」將聆十

一月十六曰 （星期园）晚八時聆志道堂舉

行佈道策略會及動員曰，請報名參加 。

歡迎借閲差傳影帶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於月前備用澳門

聖經學院開展一個小型差傅影音庫及告

攤，方便澳門敎會及固契免費借用，歡

迎自由奉獻，可交學院代轉。備用守則
或選購聯會差傳書籍事宜，諝庫接與澳

F'J聖經學院聯絡（電話 :303454) 。

有關錄影帶目錄如下 宣敎見證

： 和平之子 ； 世界現況：面前的挑戰，

最後戰線；工場介紹 ： 回敎的大門 ，我

的子民 ， 活水 ， 通道群體；認領群體 ：

盡你一分力，倒數公元二千 ： 印度，倒

數公元二千 ： 墨西哥。

家庭生活講座暨培靈會

由基督敎聯會聆十月十一至十三日

（週三至五）晚上八時在高士德宣道堂舉

行之「蓬萊是我家」生活講座暨培靈會
，免費入場，歡迎赴會 。

時代雙房粗 敎會篇囯

我在神擧篪

事奉前日子

溴「'I聖經犖疣举索典樣（九五年夏）

五年的時光，每天穿梭於初本

丶敎室、會議室、會客廳、辦公室

、院長室；處身各項事工的需要下

，敎導宜講、開會諮商、行政協調

丶財務管理、文牘來往·…. .深感個

人的精力與時間的限制，唯靠「那

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主

是憐恤與能力之源，在多元萬變的

處境裡，必須交托抑望主，不斷鍛

煉盡忠，才能勝任。聖經學院神學教育
除負責學院工作外，亦參與各

瓠澳門敎會及蘆音機構的事工，縵

歷不同的需要和雞處，倘若事奉主

的人不以主爲中心，在不同的動穢

和思愨下，實難爲主有所作爲。至

今個人對澳門福音事工有七重領受

澳門雖是彈丸之地，但對基督

敎而言，卻是一個富歷史價值的重

地。可惜，澳門自一八零七年基督

敎第一位來華宣敎之馬禋遜牧師以

來，一直末有基督敎聖經學院的設

立。一九八二年十月 ，澳門第一所

基督敎聖經學院正式成立，且是一

所不分宗派，持守禰音僊仰的學院

。

成立之初，公推王永信牧師爲

董事會主席，吉兆頎牧師主持院務

。 那時有十六位學生，半數是來自

中國大陸的。學院一切費用都是由

中外僊徒所支持，踝程方面亦是由

中外同工分揠。聖經學院不是一間

只注重知識灌輸的學院，而是注重

全人訓練的學院；學院的目標是「

廣傳禰音，向普世還禰音的債」°

澳鬥聖綫學院開辦至今，已有

十三年的歷史，共有畢業生五十二

人 。 現任院長洪雪良牧師是來自香

港的宣敎士。此外，學院的制度亦

在不斷的改變中 ，八二至八六年，

聖經學院採用的是三年制，琨在卻

有二年制的基礎紳學文憑，四年制

的砷學文憑及神學學士課程 。九二

年秋季開辦了「城市宜敎及敎牧職

事」研究文憑及碩士課程，爲在職

傳道同工提供兼讀課程。雖然學院

的學生背境與敎育程度很參差，年

齡與社會經驗也很不冏，但學院的

宗旨是在學術、靈性、事奉縵驗上

提高學生的質素，使他們作神無隗

的工人。

對菸學院末來的目標及腰望，

是盼望成爲一所培訓工人的學院。

按照聖經原則訓錬學生 ， 無論要在

言敎 、身敎上並重。

第二方面，學院要成爲一個宣

敎基地，無論在學校與實習制度上

，皆注重佈道與栽培。學院也很重

藏大陸的疆音事工與普

世的宣敎工作 。

此外，第三方面，

學院要成爲一個研究進

修的地方，使澳門在職

的傳道人可繼續進修而

無須離開工場，幫助在

職敎牧進修及更新，加

強事奉效果。在信徒培

訓方面，也開設一些證

書課程，使他們在多方

面的學習上受裝備，以

求更投入事奉砷的行列

中。

口構秀穎

：佈道、培訓、植堂、差傳、合一

、靈命更新及爲主受苦。這是每位

信徒都要準備和委身的 。

離「九九」還有四年的日子，

讓澳門敎會在這時代變遷中，緊握

恩主之手，並全力共赴。

亡］ 洪雪良

院亟會成汎

歡迎參加溴門基督教會禮拜日崇拜
.-.~ 

教會名稱 地 址 電話 崇 拜時間 教會名稱 地 址 電能 崇拜時間

上音五旬酢堂 闐揚馬路2-10舅鑼皇大il!Ellf!i下 435563 旱 10"31)娩831) 没信會台山區 台山篷i[花111旉二匿豆竹閻二模A屋 344120 午 3'00

中單得迥會 海地启衍29 只金11M三禮A區 596831 旱 10'00 白鴿巢沒信會 白龘巢稱地十舅畏胃大夏 G屋 5711342 （六）珗830

志道堊 馬大臣衍五翳 羽2243 阜 10'00 思興没信會 黑沙馬路32擠l!I榛花幗大缸廿一糗A、B昆 旱 10'30

悔甬竺 黑沙夏第二街三舅溟利II三檀R 座 437422 晚830 圻楫沒信會 林達巷4-6壁禛睪閭一禮 Ali! 304066 
四方緝音堂 俾囑!lil47A 地下 552154 旱 10·30 鑕愛堂 科士綾馬路 40舅 D氷益大夏一檯A,B屋 343198 旱930/11 00 
平安敎會 黑沙蕢馬路爾方花111第七屋二檳 A匣 595385 早 10·00、晚 8-30 頌望璧 黑沙蜃鑽鼠花噩三檀 C-E座 414041 俛900 
播道會禛音中心 崗地衍 54 羞海矗閭3-C 529548 早 1030、少年 200 摸 l'I 砷 ll 會 蒐望洋衍 15釐 3754n 早 1100,1,8'00(英）

金巴崙及老會 爐石坍庇山邛l!iIO量建昌大匱一檯BCD座 921702 早 1030 榊召會閩再堂 睏籟砷父衍17舅二糧D座 酬 娩900

慍綦會活臬堂 舺l峒衍 12 舅恆富大頂一楨A座 307594 阜 1030 蔔磊砷召會 士多紐拜斯馬路26積富畢1\1二檯 D座

信心堂 芙的路主敎衍31 舅臬亨損一農C巨 302953 早7,00/1030、娩830 嶧徒褻會中心 畏愔馬路 l'l/- 129積金匱禮二檯 A座 309284 阜9,30,晚8,30

信袤會頌息堂 靑洲十二街38擠 4166.10 早 1000 聖馬可堊 白馬行 53擠 3754119 阜 11,00

直敎會機幗堂 俘l啊衍藍lll=lllll謝IIII五檳K 匾 512511 早 1030 屆國迢笙 白鎶巢前地 3754119 阜900(英）

直道＇台山竺 台山深lliil街 178讎富韻村家富毽四座」地下 228019 晚830 堅中笙 黑沙環騎士馬路祐葦大夏二檳A、B屋 511400 午300 
直道會所損竺 1!地利亞衍29舅怡富大質二禮B.C崑 300419 早9:30、既 930 夏這會宏息豊 筷子綦相欒坊大馬恪 58揖盅鎏大Ill一檯F蓖 415223 早 10'30

直道堂 為士篠大馬路98- 100舅 51出1 旱 9:00/11 00娩800 R 光贏音堊 筷子荃多實花鹽金頂讎 10晨AG,AF座 26lll!IO 旱 1030、珗 830

訢楫冝道堊 圻攝大興!li71鼠二櫃 300224 阜 10,30 葦人苔惜會 Ill闕屆路祠梅花慍氛=111 0座地下 435935 娩830 
下環渲 道堂 下環司打E圻成大直 11 舅－禮B座 5!0899 阜 11 ,00 籃道衙理會 筷子甚l!l富大1/i.一糧 A、C篦 370336 阜 10,00

建摹冝道堂 黑沙琨圻塤地llll睪大頁十二座九榎G屋 451319 阜 10:30 路篋會聖緝匡 文第士衍積羣還第二閼M、L座地下 593314 俛8,30

祐禛立薳堂 祐溟旉八衍臬磬花111第一閼三禮0-P室 437161 阜 10:30 榘綦堂 層烷楫衙酌曝：：檯 A蓖 己 娩830 

閥面幺 造 皇 廚扭悌＝衕員利檯 1,積一檳P且 342883 早 1030 頁安敎會 筷子羞多＇匱金寶間四檯A、Bl! 鈴陴 莧8沉l

筷子碁臼道堂 筷子碁宏興大匱一毽F屋 苹 早 10 ,30 溍洲編音堂 佑嫉衙三屄夏蛋大質 E區地下 5呻I 早 1030

氹仔 1i1 音堊 氹仔山治米懾打前地5擠 821218 早 11 '30 穩安豊 醚新村社丹檐30舅地下 341628 早 10'30、俛 8'30

摸鬥没徂會 白馬行41 舅 339641 早 11 ,00 平安篇音堊 提怪馬路 129A舅沿運1111三檁Cli! 茹邸

二農壓沒佰會 冏士篋大馬路 12 舅 569900 早9,30/11 阅（英） 邊界沒佔會 譚蜃正l!i2I 舅摹達大匱二檯

下環§ 屆會 下還街40舅 966660 阜 10:00 ＝一家庭敎會 黑沙珝沂盆花覆第一座五榎F 521372 挽830 

沙只頭沒倡會 沙栗頭海邊衙 169舅S座 315153 旱 10:00 協甚會活道堂 風堂街十壁 '!14Z19 

訂閱或捐獻支持本報者 ， 請將款項直接存入中圍銀行2H) 1 2-{)00633--1或大·銀行213--l-{)0289--0賬戶· 支票抬頭寫 「溴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然後寄回存款單 ， 背面註明姓名 、 電話及地址。



一九九五年十月號

問 ．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從不相

． 僭甚麼是牛鬼蛇神，但奇怪

的是世界愈進步．肚會愈自由，迷

信宗敎的人亦愈多，這糧現象實雞

理解。

無祚掄者

笨· 根據辭海的解釋是：不察事
Cl• 之眞僞．感聆世俗之見而妄

僧之，曰「迷僧」。如拜偶像丶尙

術數是 。

宗教不一定迷信

首先我要澄清一點，一般人總

喜歡將迷僧與宗敎擺在一起，認爲

迷信一定是宗敎；宗敎一定是迷信

。這一點，希望你再深思研究一番

，因爲你也有這一方面的意識。你

的問題中也是這樣認定說： 「 迷信

宗敎的人也愈多」。我要說，宗敎

有很多類別，有所謂低級的、高級

的；原始的，文明的；遺傳的，啓

示的；正派的，邪惡的。若是不加

分辨，籠統瓶括的認定一切宗敎是

迷信，就會産生偏差。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因爲你是

一個無神論者，從不相信茜麼牛鬼

蛇紳。其實，我們有砷論者，也從

不相僭茜麼牛鬼蛇砷。千萬別以爲

有宗敎僧仰的人，所相信的都是牛

鬼蛇神。道樣將是一種褻瀆的観念

不知而信是迷信

講到宗敎信仰，其實是一件很

理性的抉擇 。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

相信茜麼宗敎，都是縵過敎導、影

時代雙方報

破牛鬼蛇神

求人生真諦
不察事之真偽，惑菸世俗之見而妄信 ，迷信也 。

磁，然後作出了決定。若有人決定接

受一個宗敎僧亻印的時候，對那個宗敎

信仰仍然是一無所知 ， 我們可以說

，那個人的僧仰是迷僧；或有人的信

仰是無從知、或不給知，而那個人仍

然信，那麼我們可以斷定那是迷信。

高尚宗教求明理

就拿基督敎來說，我們是鼓勵人

接受基督，但是我們更着重敎導人如

何接受基督·務求接受的人事前對信

的基督有一定程度的明白·完全是一

種理性的抉擇；並且要求僧徒勤讀聖

經，參加聚會，追求眞理 。 越是虔誠

的僭徒越加明白眞理 。在高尙啓示的

宗敎生活裡，只有眞理程度的高低．

而沒有迷僊程度的深淺·更不會宜揚

迷信意識。

光怪陸籬亂胡扯

現在讓我固到你的問題上。你所

指的「迷信」現象 ，大擷是指現今社

會流行的堪輿術數、特異功能，以及

傳媒介紹光怪陸離的奇趣節目。其中

涉及宗敎砷緄的異端邪說 ， 正如你所

說的牛鬼蛇神 。誠如所說 ： 「世界愈

進步，社會愈自由 ， 迷僭宗敎（你所

指的那些牛鬼蛇神）的人也愈多」，

你雞以理解。同樣地，我也感到莫明

其妙，我們正正派派的勸人僧從眞理

，眞不容易 。反而胡說八道 ，扮紳扮

鬼，釋以歛財歛色，大有人僭 。其中

道理何在，理由湛為簡單：

人怯渴求雛壓抑

一、說明人心靈裡有一種渴求，

不是知識提高，社會進步·物質豐富

就可以代替 。 人是一獼很獨特的活物

，他有本性（食色性也）、感情（愛丶

惡） 丶理性（意丶知）、靈~(砷、靈）

。以上血性不可或缺 · 均衡的發農，

就有健康的人生；偏差的發腰，導致

缺陷的人生。人類文明進步，物質豐

富，提高了本性、理住的要求及享受

，相對的使感怯、靈性走入迷途。因

此 ， 選擇了「理性」丶「反理性」的

信仰，是一種心理的逃避和反叛。走

此歧路的人，大多是工作、家庭、綠

濟有壓力或存幻惡的人。

推廣教育百年樹人
教育針i{'-學生人格之模塑， 1思想方式之訓

， 假手敎育以從事傳敎活動的人也越

來越多，如T韙良在同文館、京師大

學堂；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

文會館推展科學敎育 ·林樂知等人在

中區各地推廣靳式大學敎育 ，他們設

立的學校如聖約翰大學、嶺南大學、

東吳大學、金陵大學等，在文、法、

政丶翳、農等方面人才的培育，均有

重大的影響與貢獻。民固成立以後 ．

基督敎雖仍在敎育工作上努力，但其

影響力已不及滿清時代。

練及人生態度的姜成 ， 彩響至為深遠 。

－竺鬥鬪：：：:~: 
育對學生人格之模塑，思怎方式之

訓練及人生態度的毀成·影四至爲

深遠。遠在元朝孟德高維諾在華傳

敎時，即曾從事兒竟敎育工作，以

期後繼有人。明朝時期來華的夫主

敎耶穌會士，多係飽學之士 ，聆是

紛紛以知識傳搐爲手段，以達傅敎

之目的 ， 只是他們尙耒創辦學校從

事正規敎育工作而已。

馬禮遜重視教育

及至基督敎進入中國，馬禮遜

及米憐等先鋒人物對於敎育工作就

非常注意，在他們的推動下 ， 芙華

田院首先奐其基礎聆馬六甲 ， 造就

訓練中國籍基督徒，英華霨院的早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提供補習、輔導服務，舉辦各類健康活動。

地點 ： 得勝街二號志安大廈二樓C座

（ 華古士公國對面丶東望洋斜巷 ）

電話 ： 302600 傳眞： 302914 

期學生如梁發、何福堂、王元深等均

先後成爲中國敎會史上的重要人物 。. 
馬膿遙去世後，他的友好特設馬

禋遜敎育基金會，繼續推廣敎育傳道

工作，中圉第

一位留學生容

閎即曾進入馬 h

膿遜學校研詔

， 並因而獲得

赴美耶魯大學

攻頤法律之檄

會。

基督教

辦學貢獻

及至鴉片

戰後，傳敎士

來華人數日多

時代查座
.' 改逢星期日晚上八時鼴行

請先致電529548査詢

口 林治平

中 11i1傳鈇私塾學生上錁的廿形

沼酐言會「書『后］
營業時間：除周四1:00-7:00外 ，

周一至六11 : 00-7 :00

地址 ： 白馬行41號 電話／傳眞:323476

信仰篇國

科技發連的空虛

二、說明人的無能。雖然科技

發達 ． 知識豐富，但是仍然無法解

決人心中的虛空。在孤獨無助的處

境下 ， 只好訴諸怪區不縲的靈界傳

媒，就墜入紳棍的迷惑。

三、這些籍鬼神迷惑人的紳楳

敎棍，本身也有＿些邪氣、廈力。

是魔鬼的差役 ， 凡心靈脆弱的人，

一旦撞上，就如着廩般相僧追隨，

並不分敎育高低、聰明或愚昧。

妄信無神欠基碉

站在客觀的立場來看，這些相

信怪力邪敎的人是「迷價」，是違

反常理、道理和科學；但反過來說

，好1象你這樣的人，原諒我說，可

能也屬「迷信」一族。你自認是「

無神論者」，一般來說，無砷者與

無神論者是兩糠截然不同的人。前

者是無論理基礎，就是不願意相信

有砷；後者是有一套理論去解釋沒

有砷 ， 煅後得出「無神」的結論，

於是「無砷」就成了他的僧仰。我

不知道你是屬菸那一穰？如果兩者

都不是 ， 那你一定是讀了一點ti.

自以爲是知識分子，自僧心很強．

崇尙科學，不願、也不想去接觸宗

敎，看見了一點宗敎怪現象，就以

所有宗敎爲「迷僭」。並且拾人牙

惹地自爲「無砷論者」。讓我再說

：不察事之眞僞．感聆世俗之見而

妄信，曰「迷價」。親愛的讀者

你是否也屬另一類「迷憎」一族？

口 瀆鑪

二龍喉浸信會

事生~臘豷

本會致法主耶穌綦耆服務社珥妁

精;if• 以見祇祚妁大彙 。規閑汶小學

及叩十學生功錁輔孿服務 ． 以減輕學

生及家＊之屋力。有恵本加考計呤卅

公時間內或學杖放學後．対來義或

致電查均。

球壇及．輯Ill璽宣關放

本會之小型球冷及畜菽閎宜規作

有限及開放 。 借用球場渚計先冇來本

會塋記仗用培地時間及人敦．以便作

出適當之安排 ；書叔閔兗宜刑逢禮幷

二至禮幷六上午九時半至十:::..•t1t外

閉放。歙迎學生及各界人仕免靑借用

球堪或閎梵書義。

招啊幹事

本奮規..~ 幹事一名·性別不拘
, 1;", 重生幷教之綦骨./,l • 中學社及

·4授英文. -i。曾受计學面崍叉恆電

胭中文輸入法更佳。有愈息徵考 ·1!

幷列是屋、地址丶妻求苻遇叉近照．

年二澋浸信會主任收。

地址： 高士鏽大暠踢十＝蕈
電話 ： 569900 

總之都
營業時間 ：周一至六10 : 0o-6:00 ;

周日2:0o-6:00

地址：賈伯樂提督街25號

電話／傳眞 ： 552435 

本鷄收人 （港帶）揀國2500' 恩臬堂彼得111500; (蔔響）李頌平500• 柯英芝200• 揚秀癰JOO' 金巴崙長老會500• 關籙JOO ' 張傑民JOO ' 中續駡這會 、 二沒丶志逍堂薑合1!11契1015• 中葦傳道會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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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人類歷史時刻
祚說：成們要照着成們av形象，拉着成們妁樣式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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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严
宗敎亦是非常敏感的題材。美园導演史高西斯

數年前的｛基督最後的誘惑）引起軒然風波．

受世界各地基督敎徒的指資，電影原著作者更

被激進份子追殺。最近亦有一齣宗敎片｛神父

同志）上映 · 影片反映神職人員對宗敎與權力

雛捨雛分的矛盾關係，及對道德倫理（特別是

同性戀問題）的深思。不能避免地，片中那位

有同性戀傾向的砷父，又引起各地天主敎徒的不

滿 。

電影力量 不容忽視

筆者從來不敢輕繞電影的力足，對宗敎的

威力更是從來不會忽視。人類的行爲由意識控

制，意識的動力來自信念。信念越強，行爲的

影嚮力也越大。域的信念引發墩的行爲 。反之

亦然，宗敎之所以歷久不衰，其主要原因在聆

人類世界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Uncertainty)•

萵事萵物依據矛盾原則互相磨擇成爲動力。沒

有矛盾對立·整個宇宙就不會變化，人類也沒

有感情、沒有慾望、沒有生命。

上述原理在物理現象中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事實上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身處的世界是

被矛盾圍繞着。貧與富、樂與苦、對與錯、眞

與假、善與惡槤種現象，構成我們的現宜世界

• !:::-:~;:~:: 
自在五千平方公尺的天花板上作翬，這

就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芙術天才

米開蘭基羅。他在濕潤的灰泥上 ， 將砷

創世的故事生動地繡班出來．而「創造

亞當 _j 也可說是最爲人熟悉的一1面圭乍。

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生矜一

臨七五年三月六曰，是一備集雕塑家、

蚩家、建築家、詩人菸＿身的天才。特

別在繪霨方面，他對男性驅體有着熱烈

而執着的興趣，似乎要將人的每-fti姿

態動作都不放過。也許因爲他在這方面

之才能太出衆．故此，一五零八年在敎

皇朱力斯二世的強迫下，他在西斯汀聰

拜堂的天花板上，完成了藝術世界裡的

—大奇蹟一—西斯汀禮拜堂上的天花壁

畫。可惜．由聆他對藝術的專注．以及

生活在動盪的肚會裡叮直至他離開人世

的那一天，仍然孤身一人。

「創造亞當」取材聖經·一個對矜

人類歷史十分重要的時刻。當砷用三日

時間創造天地，並創造各糠動恤物後

，砷說：「我們要照渣我們的形像 ．

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 ， 使他們管理海

裡的魚 ， 空中的鳥 ， 地上的牲畜 ， 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世紀1 : 26) • 砷不但要人管理和享

受祂所造的天地 ， 也要籍他們來彰顯

神的榮耀。而作者便將砷造人這重要

時刻繪虫出來。

創造亞當取材聖經

「創造亞當」道幡歪是以亞當的

軀體爲中心。他悠閒地斜靠羞，伸手

去接觸那賜予生命的上帶，而上帶則

主動伸出右手食指，這兩隻手可說是

整備創世紀的象徵。作者繪班出一個

身軀近乎完美的亞當，來表達砷造人

的完美。主中上帶的肯定眼神和手勢

，完全表現了祂無上的智惹和永在 ；

以及祂主動對人施行慈愛的心腸。

仁］ 黎光偉

人們由遠古至現代，被上述糠種問題困擾

不知有多少個也紀 ，宗敎家、思想家、社會學

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政治縵濟學家、科學

家等等 ，無不爲解決此問題費煞思足。宗敎是

科學範疇以外解釋超自然力逕的＿門學問。世

界因爲存在超自然這個「不確定」元素，一些

事情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 ，沒有客觀檁準。

戀棧擢力欺凌無知

宗敎當擁有僧徒後，其敎主若是對權力戀棧的話 ，扭曲了所

謂「絕對邙理」，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欺負無知的人。再嚴重地就

會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集合群衆的力量發動戰爭。執政者可以

理眞氣壯地說因爲他們是異敎徒，是邪魔外道，是我們浜神不保

祐的孤兒。我們要奉眞神的旨意改變他們的信仰 ， 以統一大業。

尊重信仰 實現真理
由十字軍東征及至以巴交惡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宗敎原來是要我們活得幸禱，但爲何又間接造成這麼多人間滲事

。說到庠 ，若我們人人有包容之胸襟，以維護人類幸疆爲己任·

尊重信仰自由，多些同情關壞我們眼見耳聞的可憐人。只要能夠

心安理得 ·老老實實生活下去， 不刻意追求福報 ， 不刻意追求輕

安。道樣，本人深信眞理自然心領砷會。我們追求的東西亦可在

無意間得以實現。

仁］黃5凡一

一::!::::::三鬥；：
一行四人從澳洲北部的開恩玆開始，一頃

遊琉到最南部的荷伯特市。當中最令人戀

戀不捨的是薔斯曼尼亞省，它不及雪梨那

樣充滿朝氣活力，紙有風景名勝，市內亦

有美不勝收的建築物；它也不及墨爾本有

熙來攘往的市集，到處林立的大型商場，

然而塔省卻有一份獨特的謎力，或

許就是那植寧靜古樸的自然美吸引

着我們。

塔斯曼尼亞省是澳洲叢小的＿

個省，位於本土大陸最南面的一個

海島，面積約有68300平方公里。

此次遊歷只到過塔省的省會荷伯特

·荷伯特周圍的幾侗風景區都是觀

光勝地·風景冶人，名勝古迹豐富

。可惜因時間差關係，我們只遊覽

了塔斯曼半島上的亞瑟港臣獄迫跡

及以北歷史名銦Richmond 。

其賈小銦的範圍不是太廣闊，

半天的時間便可遊覽完畢 ，但我認

爲實在值得細細欣賞。 Richmond有

一處景色最爲人稱頌，那是一座建

矜1823年的石橋，它是全澳洲最古

老的橋。竹橋下流水深深，一群群

的鴨子在水中暢遊着 ， 可是只要有

遊人賞試餵食物給牠們，無論是灰

色 ， 黃色的鴨子或是雪白的海鷗，

都會一湧而上 ，走上草地 ， 毫不畏

懼的向那餵食者靠近。

在這個小鎮裡，你可放下生活

重擔，心中愁悶，好好的享受道片

愉快寧靜的氣氛。閉上眼，細心聆

聽，或許你會聽到一群喃喃抱怨的囚犯

的腳步聲，他們正完成一天辛苦的工作

， 在返固牢獄的途上；或許你也會聽到

馬蹄和馬車在街上奔走的隆隆磬；以及

磨坊至呼喚工人把一袋袋沉甸甸的穀物

搬上穀倉的叫喊聲……

亡］ 思恩

. 9褡計劃表

·港溴公眾假期

·港澳客輪航班

．溴門常用電話

． 公共汽車路線

·各類郵件收賓

• 全澳教會襪禱

獨一無二 首創出版

聖誕禮物，餜贈自用；大量購買，特價優待 。

毎本八元·書局有售；書展期間，／＼折十天 。

總經銷 ： 趣之都（電話： 552435) 

本設索閲站 ： 浸僧書局、趣之都、文化廣場、一書齋 ；培正中學、浸信中學、蔡高中學、澳門大學、理工學院、協同謦務所 ；高士德宣道堂、播道會及各基督敎會、機構和服務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