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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照：衝破罪網獲自由
年青好賭，兇案疑犯；八年鐵窗生涯，換來永恆自由 。

捲入＿宗命案的漩渦裡。 歹徒＿起被控謀

殺 ， 罪名成立共

判刑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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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菸九閂

年返回澳門。

洪清照意年在澳門長大，升上中

學不久，結識了一群域朋友，便開始

沉迷賭博。由小賭到豪賭，漸漸地就

離開學校。他遙出很多賭徒的心磬 ：

「贏了，不會滿足，繼績更猖狂地賭

下去，直至轎光爲止。輸了，不甘心

一天 ，前店舖夥計聯同兩名匪

棠回店舖作案·當時只有洪清照和

另一位年老合夥人在店內。歹徒得

手後，分別將他倆綁起來。可惜，

由矜年老合夥人婭弱·封口的膠紙

竟使他氣絕身亡，而洪自行鬆綁後

則大呼救命 ， 致電報警。本來整個

事件與他槀無牽迦，但豁浜湝照在

點算財物損失時，在身亡合夥人的

房內發現一筆巨款。在一時貪念下

在監獄中，

他接觸到一些專

做監獄工作的宣
共清照 ;i:-1,)- 作網中人

蜇返濠江

，可謂感觸良

多，因爲昔曰

在這裡踏入罪

網的陷阱。如

今，上帝給予

他改過自新的

機會，他願意

藉名自己過去

的經歷，關心

那些像他從前

， 出盡計謀向親朋戚友借錢也要再搏

下去 。」總之，就是不會死心的。朋

友借光了，他就開始借資利。然而，

哪個賭徒能有回本的一天 ，他跟本連

利息都還不起。在欠亻資累累、走頭無

路之際，還不是年老的雙親捧出老本

爲他還怕。

好賭成性 不能自制

賭博就如菩鎏一樣，洪清照彷彿

不能椏制自己。爲了暫時逃避睹博陋

習，他遠赴巴布亞新畿內亞協助兄長

做生意，希望邛新過正常的生活。末

幾，他更返固濠江迎娶嬌妻赴巴。可

惜，好景不常，靳婚的洪湝照 ． 不幸

，他將款項私下收臧，並托一位朋

友代爲保管。

因貪受疑被控謀殺

後來歹徒終於被警方拘捕，他

們見事敗．索注誣告洪清照是同謀

。警方本來也不相僧，然而在循例

問話之際，那位代管巨款的朋友因

懷疑款項的來塬，於是全數交由警

方處理 。 結果，洪清照與誣告他的

敎土，有楓會聽聞疆音。最初，他

不把這些東西放在心上，直至九零

年，他在獄中患了茁病 。有一晚，

他反省自己的生命充滿罪惡 ， 菸是

祈求上主憐憫他。就在他願意認罪

悔改的同時，心中升起莫名的平安

，先前對患病的灌「白一掃而空，如

同放下心頭大石一樣。

特赦獲釋重返監獄

從那時起，他開始多認識聖縲

的眞理。後來巴布亞靳畿內亞有一

次特赦，洪清照得到提前釋放 。 出

獄後他住在牧師家中，除了得到信

仰上的幫助和鼓勵外，更在他的協

白約翰：童年吸毒的牧師

白約翰l,1t•J溴「'l戒毒工作

白牧師自小接觸需品，小學五年

級時開始吸癖。當時，美圍是一個嬉

皮士的祉會 ， ifd:會風氣很敗環，很多

年靑人都變得頹廢不堪。白牧師的三

伺姐姐也不例外，姐姐的朋友是爭販

，於是家中常臧有很多瓣品，因此白

牧師從小就吸食 。 除了白粉外，可卡

因、大麻、興芾劑、弗得等幾乎全試

過 。

嬗皮這求文理

七十年代 ， 美國加州興起「耶穌

大邏動」，到處都有人傳輻音。那時

白牧師在美圍中部，就在此環境下相

信了耶穌 ，改寫了他的人生 。價主後

他並末加入任何敎會 ，祇在嬉皮土聚

集的公園中聚會，但他有一顆追求顔

理的心 。一年多後，有一個名爲「靑

年挑戰中心」緤常舉辦福音茶座． 他

就在這個中心做義工。白牧師信主後

的改變很大，不但不再吸帯 ， 且熱心

傳禪音 。因他曾有吸爭緤驗．了解吸

他不但成功戒毒， 還拓展溴門的福音戒毒工作 ， 幫助不少戒毒者 。

毒者的情況，所以他專向吸響者和

紅燭區、酒吧裡的人宣搗這芙好的

信息 。 直到一九七七年，他才加入

加州的「加略山堂」 °

十六歲，正是靑少年的黃金時

期，上帶就在此時感動白牧師到中

圉向華人傳輻音。聆是．他不斷為

此事禱告，由菸本身並不認識中圉

，心中盼望裝備好才去中圍 。 剛好

這時敎會開辦短期聖緤課程，白牧

師就珍惜櫬會參加了。其後，他到

新加坡跟＿苹人牧師實習綫個月。

在學院中認識一位有興趣到澳門宣

敎的臨生，他邀瞎白牧師同赴濂江 。

狹窄家居用作戒毒

來到澳門，白牧師積極學習中

文，經過多年的練習，現在他的中

文相當流利呢。白牧師首先在監獄

推開展他的事工，間中在診所裡工

作，漸漸認識了很多吸帶者 。 八三

年開始在家中協助戒菩工作 。 八六

年，香港「幸疆營」 派人來澳門協

助創辦戒爭中心 。 除了白牧師外．

當時還有那位宣敎士緊生，以及從

葡囷來的加文狄牧師 。

開始時，白牧師把自己那臨百

平方呎的家居改作戒毒中心。第二

年已有十f回人在小屋子裡居住 ，地

方不夠用，需要另覓更合適的地方

。幸好香港的「幸禰營」活到澳門

的需要，決定全力開農在澳門的工

作，八八年麐就正式成立了支部，

後來就是演門第＿間疆音戒瓣所

—應許之家。剛好此時加文狄牧

師在路環也找到一所房子 ，政府以

低價租給他們，診是加文狄牧師也

成立了另一所以葡語人士爲對象的

戒響中心一靑年挑戰 。

不久後，白牧師亦在北區成立

一間「展光輻音堂」基暦敎會 。 此

敎會的對象是基層人士，包括曾戒

帯、坐牢的人，白牧師希望爲他們

提供一所文化背景相近的敎會。現

時「晨光禰音堂」已有二十多人聚

會，而成員的背景各有不同，有新

移民、外地勞工，也有文員等。期

望此敎會典如其名，把基督的浜光

照遍全地，令更多人感受到疆音的

甘甜 。

同病相憐擦出愛火

白牧師聆九零年結婚，妻子是

中國人。他倆從相識、相愛以至結

合眞是一段動人的故事 。年靑時，

白牧師胜格內向害羞，且以作好獨

那樣被罪惡綑綁的人。矜是他決定加

入監獄工作，關心獄中的犯人，讓他

們知道同樣可以茁新踏上正途 。

洪清琤以「紉中人與'Zif;掛 」自 畫位形容冇手生 ·

口訪問：王大為、整理：關淑鈴

身不結婚的準備。在澳門聖經學院任

職其間，認識一位女同學． 正欲表逹

愛意之際，該女子坦然告知自己可能

患上腦癤．須往香港接受檢査及治療

。

與此同時·醫生亦懷疑白牧師患

上腸癤，提議他返回美圉作詳細檢査

，滇是同病相憐，勞燕分飛。正欲收

拾行李返美之際，他在學院偶然再次

遇見這位傾慕已久的患病女同學，矜

是把擷櫬會盡訴心中惰·終此就這擦

出愛火 。

其後，白牧師固美圍，其女友則

去了香港。一個月後白牧師速返澳門

，證實身體並沒有問題 。 而女友則留

在香港接受十個月的治療。兩人之間

雖有一水之隔，但愛把雙方的心卻緊

緊連繫，他們通長途電話、寄錄音帶

互相鼓勵支持，彼此的感惰就這樣建

立起來了 。

現在白牧師有一個美滿幸禰的家

，他已有兩個小孩，第三冏孩子也快

將出生了。 他說： 「這一切都是砷奇

妙的安排 ． 美好的恩典」 °

白約翰北怀仝豕褔

口 訪問 ： 王大為、整理：楊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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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廣華
終於抬起頭來做人

羅廣華，九一年加入「應許之家

」 ， 並且成功戒除毒嚮。他十來歲時

已經常逃學，結識了一群戲好琉又好

奇的朋友，診是開始吸帶。吸毒的初

期，不偉不覺羞恥 ， 還覺得很威風 ．

在朋輩中被認同。然而當霉灕漸深時

， 就痛恨被奇網綑綁的苦楚。

爲了吸毒．他不惜犯法的事 ．進

出監牢是常事。聆是，走在街上也不

敢望人，遇到警察又t白被跟蹤 · 更沒

有面目面對親朋戚友。那時，甚至覺

得自己活着不像人，也不配做人，箇

中痛苦雛以言喻。雖然他以

前曾先後到香港和圉內的緊院求

助，也曾菏涪葉物戒菩，但都不成功

。他形容那些藥物都是短暫的抑制，

自己的潛意識還是想吸瓣 ，而且心裡

沒有平安。經過失敗的緹驗，最初他

到「應許之家」也沒有多大的信心，

然而當他看到其中的同工全是以前的

王少£求
幾經掙扎脫離毒網

我叫王少球，在璵門長大。因無

心向學，十匝歲就出社會工作。自從

認識一群黑社會的朋友，就開始變壞

。 十八歲因「撈偏門」（非法勾當）

而得到一些金錢，開始追求物質情慾

的享樂，緹常流連賭場、浴室、夜總

會。後來經朋友介紹認識一位販毒的

朋友，當時爲了錢而加入販毒行列。

後來自己更笞試吸響 ， 漸漸上了縐，

發覺已經太遲了，不能自拔 ； 初時感

覺是享受，後來是痛苦。

雖然曾經嘗試不同方法戒毒 ， 但

都不成功。有一次在中廨坦州戒了毒

，並且結婚生兒育女，以爲有一個家

庭可以令自己持守不再吸奇 ， 但始終

失敗。我曾縲哭過，埋怨上天爲甚麼

讓我接觸N品，令自己＿生這樣悲滲。

我以爲＿生就是這樣渡過，九一

年是我生命的轉捩點。當時開始第一

次接觸疆音戒響，而且還接受了基督

敎價仰。縲過一個多月，自己以爲站

1 lrb許之 'ii 」＂＇」羅廣華

「同道中人」，有的更有黑祗會背景

，但今天他們不但完全康復 ， 而且更

懂得關心其他人，這是難以囧信的。

因爲過去他所認識的吸響者圈子裡，

沒有關心，充滿猜疑，也沒有眞感情。

聆是他的僧心漸漸增強，連最初

不願跟他們一起禱告的態度也沒有了

。奇妙的是他今次戒毒雖然並不輕鬆

，也沒有藥物幫助 ， 但卻有能力克服

·令他深信其他弟兄所信的耶穌是眞

宜的。就這樣 ，他終聆籍着福音戒除

了毒恋，後來更在一次衆會之中 ， 流

淚悔改認罪，讓上帶赦免他過去所犯

的衆罪 ， 將他從霉網中釋放出來，重

新造人 。

O 訪問：王大為 、 整理：關淑鈴

「 耶穌'.f'.'1 」的王:J,·球

立得住 ， 就離開了「家庭」，出來秕

會工作。

但經過幾個月後，終聆不能持守

， 再次吸毒，而且還販起毒來，後被

捕入獄，判十五1固月監禁。幸好被捕

前認識一位牧師，他不斷來監獄探訪

和給我一些禰音小冊子 ，還帶領我父

母妻子僧主。當時我在獄中還有吸毒

， 想擺脫總是有心無力，脛過歳個月

的掙扎，終聆發覺自己其實沒有向胂

認罪悔改，沒有相信並接受主耶穌爲

生命救主，沒有將自己生命的主權交

給上帝掌管。

菸是 ， 我四心向砷藹告 ，過去一

直沒有辦法擱脫的插綁，籍渲禱告的

能力終矜得到釋放，並且獲准假釋，

再次回到「家庭」重薪學習 。

（本文寫淤九四年物，作者琨協

助戒毒..L亻令 。 ）

毒品禍害知多少
甚麼是帶品？簡單來說 ，毒品是

指一切由抽吸丶吞食或注射之後，尋

致生理、心理發生變化 ， 令人產生快

感 ， 同時又使人對它越來越依賴的物

質。所有音品都是有害的，即使偶然

吸食 ， 也會使身心受損。

一般來說 ，響品可分爲「軟性」

和「硬怯」兩種，偉同樣會令人上嚮

。軟性毒品包括興奮劑 ，如安非他明

、可卡因、咖啡因。興奮劑可增加身

體機能活動 ， 服後三十分鐘至一小

時會充滿力足，反應加快，使大腦

過度興窋，引致失眠等 。 上灕後，

輕微的會出現冷汗、暴躁、失眠丶

體重下降等症狀·嚴重的引致心臟

衰竭等嚴重後邋症。

另一類軟性毒品是迷幻萊（如

大廓 ） ，吸食後會產生暫時性興恋

· 情緒不穏定，如活到一些不存在

的東西或做出不正常的動作 。此外

改變生命的一句話
認識一位曾經戒毒的朋友，床

邊掛若一幅題字，上魯：「小心儆

醍，結了瘡疤勿忘痛苦 。 」 的確 ．

成功戒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共

間經歷的挫折 ｀ 掙扎和蕪奈·責非

外人可以明白 · 因此，我們特別走

訪「耶穌家底 」 ·耆試瞭解戒毒踏

上的心踏歷程，尤其是每當再次失

敗時，哪一句話成為他們最大的提

醍和鼓勵呢？

歐陽金培（康復期）： 在毒海

幾綠多番浮沉，主要的原因是對世

界還沒有徹庠死心，仍貪圖物質生

活的享受和虛榮，因爲這些都是以

前生命追求的目標 。雖然理性上依

靠上帶，但實際上的行爲卻未能配

合，如同聖縵雅各告二 ： 21一22所

說：眞正的僧心是與行爲並行。

黃志光（康復期，初次福音戒

毒） ：二十年來，我幾乎全在監獄

度過 。這次出獄 ， 縵友人介紹來疆

音戒毒，雖現在仍耒相僧耶穌，但

目睹以前在獄中所認識的囚友，他

們生命的改變對我來說實在是很大

的騖訝 。

作爲一個十八歲兒子的父親，

我奉勸靑年人干萵不可接觸毒品，

以前我煙、酒不沾唇，只因第一次

試吸而泥足深陷。

構偉達（康復期）：雖然曾接

七個月的疆音戒帯，但由聆缺乏耐

性，耒滿期就離開戒霉中心 ； 再加

上沒有敎會生活，缺乏支援，結果

再次失足。對我最大提醒的同樣是

聖經雅各田二 ： 18-20• 道裡論及

行爲的重要性，尤其是舌頭的控制

，滇是言多必失 。

林偉擢（考驗期）： 自以爲前

三次是禪音戒毒 ， 其宜是依靠意志

力 。而且每次離開戒毒中心，生活

漸趨放縱，也漸與上蒂疏遠，結果

良心愈發廓木，內心也愈感空虛。

現在固想·生命缺乏的就是聖經馬

可禰音十二 ： 30所說 ： ＂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 、盡力 ，愛主你的上

蒂。 ＂ 若愛上帶的心不足，愛世界

的心就冒升 。

黃永讜（實習醴驗）：同樣是

馬可疆音八 ： 36 「人就是賺得全世

，鎮靜劑（如安眠藥、弗得）也是

軟性毒品之一。這瓠物質可減低身

體楓能反應，鎮靜砷脛，但長期服

用亦會上滯，影癌呼吸功能。

而硬性毒品＿般是指鴉片、海

洛英（白粉）丶嗎啡等。在馨學上

它們具有相當有效的止痛作用，也

可用來治療一些精胂、心智異常的

病人 ， 但無論是注射或抽吸這些毒

品均會引致無窮的禍害 。

除了上述的帶品外，原來日常

接觸到的家庭用品，如強力膠、空

氣清新劑、油漆、噴發膠、火水、

改錯液等都有人用來吸食 。 吸入這

些物質後很快產生快感，且有幻覺

出現，縵常吸入道些物質會造成腦

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盆處

呢？」這話對我影饗很深，以前我

追求人生享受，換來的卻是內心的

痛苦。二年前因犯案而被判入輻音

戒毒中心，雖末嘗坐牢滋味 ， 但卻

爲誤入歧途感到惋惜 。

陳韶來（初次福音戒毒·考驗

期）： 由菸在香港監獄曾驟過福音

·深信上帝的存在，有次販毒時碰

了警察，雖然當時霉品不是藏在身

上，但內心因犯罪而感到煩悔，聆

是自動交出毒品就逮 。後來不幸吸

毒，心靈如同「乾旱疲乏無水之地

」，再次想起上帶的慈愛，決心依

靠祂脫離壽禍。

梁兆宏（同工）： 自以爲憑着小

聰明，待人處事往往獨行獨斷，偏

行己意，結果造成人際關係上的緊

張和不協調 。箴言三 ： 5 「你要專心

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是我日常生活最好的明銳 。

壬少球（同工）： 在獄中時，

一位牧師送給我引自聖經詩篇三十

四： 8的話：「你們要嘗嘗主恩的

滋味，須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

人有輻了。」離開妻兒坐牢十個月

，如今戒毒又離家近廿一個月，箇

中痛苦實在雛受。固顧往事，如同

舊約中的百娃·糜次犯罪悖逆，但

上帶仍以恩相待 。

與接受戒毒的弟兄暢談愈雨小

時，深深感受他們的真誠、坦率和

一顆熱切迫求認識真理的心 。 他們

面前都攘放非一本塵經，空白處盡

是讀緤心得，難怪「改變生命的一

句語 」 多來自其中 。 雖然戒毒路上

荊棘滿途，最後借用革命家的名言

，祝顱他們「戒毒尚未成功，弟兄

仍須努力！ 」

戒毒尚未成功．弟兄{:,J!Ji努力！

口 王大為

細胞受傷害、腎袞竭、四肢靡痺等病

症。

原來一般吸毒的人都有特徵，如

眼睛赤紅、雙目無神·常有氣喘、咳

嗽、流昴水、無胃口等症狀，而且身

體抵抗力弱，骨瘦如柴、面色蒼白丶

情緒不穏定 ， 變得暴躁和垂頭垂氣。

雖然染上音嚮並非絕對不可戒除

，但毒品對人的禍害實在很大·除了

身體受損外，毒品還有腐化作用，令

人萎靡 、無精打采、死氣沉沉、漠不

關心，對任何事都失去興趣，甚至無

法自拔，所以不要以自己的身體作賭

注時。因此不染上帶痛的方法舐有一

個，就是：遠離毒品 。

口 穎

樂意支持者 ． 諝面接存款中固銀行戶口: 21-01一I0-010744(聯名VATK.H. )• 然後店存款單寄回 ， 並列明捐獻者姓名、地址及電話 ， 以便有發收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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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家：澳門最早的戒毒服務
服務單憑上帝應許，同工全是義務性質 。

六十年代末期，英圍有-{回大學

剛畢業的二十來歲女孩子，隻身遠道

來到香港，創立了「聖士提反會」＇

目的是傳福音給貧窮人。後來她到破

爛不堪的九龍城寨工作 ， 取了個中圍

名字 潘卓靈，在那裡幫助一些瑟

縮菸黑暗角落的吸奇者。

臣
' ~ 創扭人周昌平（右）攝於潘丰:£(中）烽禮

在潘小姐的帘助下，部份吸毒者

願意接受禰音戒響，並成功戒除毒露

，願意重新造人 ，更以過來人的身

份協助其他人戒毒。當中有位周昌平

先生，發覺澳門吸毒者的需要比香港

更大·遂聆八六至八七年間，來到澳

門成立「應許之家」，成為澳門第一

個福音戒瓣楓構。

根據「應許之家 .J 前同工余朝

弼先生介紹，在開始服務的初期 ，

幸好得到白約翰牧師的大力支持。

早期的工作主要以幫助吸澀者爲主

，現逐漸擴大服務範圍至露宿者 、

單身老人，還有監獄、醫院及弱智

人士等的探訪工作 。最初曾有女性

戒毒的服務，現在若有f固別女性吸

毒者求助 ． 經「應許之家且白女同

工初步接觸後，將轉送香港聖士提

反會做跟進工作 。

「應許之家」顧名思義就是上

蒂應許的意思·意即上蒂已賜下應

許，祇要人願意悔改接受，便能得

着。目前 ， 在其中服務的男女同工

共十多人，除了三位外國人外 ，其

餘均爲本地同工 ，並且過去全是吸

毒者，現在以過來人的身份，幫助

「同是天涯淪落人 .J 0 

以余先生為例 · 九零年加入「

應許之家」接受輻音戒毒，成功後

選擇留下協助其他吸毒者，便聆九

一年尾成爲同工。在「應許之家」

工作·嚴格來說是沒有薪酬的；經

費方面·除了香港母會外，並沒有

本地政府及團體的任何支持 。然而

，他說這是一糠僧心的生活 ， 看似

很貧乏 ， 但卻又毫無缺欠。他的秘

訣是：上帝自有供應。

余朝弼說，澳門吸毒者的圈子

很小，現在所接觸的對象往往是以

前吸毒時所認識的 。由診自己今昔

前後判若兩人，道出個人的縵歷就

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給吸毒者留

下深刻的印象。因爲十（回吸響者中

， 可以說沒有一個滿足自己眼前的

淒涼境況。煅後，他必定鼓勵他們

加入「應許之家」接受禰音戒毒，

以「不靠藥物，單靠耶穌」的方法

來戒除竒嚮。

「息許之冢」成甬

青年挑戰：澳門最大的戒毒中心
澳門總督親臨讚賞，葡國總统授勳嘉許。

汽車從淚門市區出發 · 經過氹仔

， 直驅路環 · 公路旁有-!命不太顯眼

的泥濘車道，車子拐逃迫條崎嶇迂迴

的山路，大約半小時的車程 ，我們來

到仿如世外桃源的 「 恩福山谷」，這

裡就是演l"l規模最大的戒毒村，正式

名稱叫 「 演門'i'1年挑戰中心」 ．

「澳門靑年挑戰中心」位聆路環

島九澳山谷·附近是九澳發電廠 ， 遙

眺對面氹仔島是正在興建中的澳門圍

際襪場。整亻同中心依山面海 ，佔地

7500平方米 ， 每年向澳門政府繳納每

平方米一元的象徵式租金 ． 四至公元

二零四七年（即一九九九年中圉收固

主權後的五十年）。

「澳門靑年挑戰中心」矜一九八

一年創辦，成爲圉際「靑年挑戰協會

」的一份子。該圍際慈善組織聆一九

五八年在美园創立，主要是協助靑少

年罪犯重投T士會，後來服務延麋至世

界各地，尤其在歐洲特別昌盛。

荒山野嶺成為恩福山谷

澳門中心的創辦人加文狄牧師是

葡萄牙首位來澳的基督敎宣敎士，初

期他先探訪監獄囚犯，慰問醫院病人

以及協助肚會疆利中心的貧窮人。後

來 ，加牧師發現許多璵門靑年人染上

毒品 ， 尤其是很多葡語靑年因語言障

礙更顯孤單無助，聆是建立本地戒毒

中心的意念逐漸萌芽。

八七年，加牧師來到路環九澳現

址 ， 當時遁山荒野，還得靠山崖邊的

一條繩索吊下山谷，眞是驚險萬分。

兩年後，在完全缺乏財政經費的支

援下 ， 他和一些向工就在這裡的一

間殘破蓓屋開始疆音戒毒服務，並

將此地命名爲「恩輻山谷」 ， 意指

充滿上帝恩典和頑氣的山谷。

戒霉服務獲社會嘉許

經過多年的跟苦宙鬥，「恩福

山谷」果然成為蒙疆之地，其疆音

戒毒服務更得到澳門政府及社會的

廣泛支持 。政府除了免費爲「 靑年

挑戰中心」開山關路及修建球場外

，目前還資助中心六成的財政開支

。今年初澳督韋奇立及其夫人更先

後到訪「恩疆山谷」，鼱賞基督敎

爲澳門肚會作出軍大的貢獻；最令

人鼓舞的是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四

月訪澳，特別頒贈榮誓勳章予中心

創辦人加文狄牧師·嘉許他在社會

服務方面的成就。

溴督字奇立訪問戒＃中心

現在，「恩禱山谷」『氏有一幃

舊房舍和一個四面通風的簡陋「蘆

堂」 ， 以前道裡舐收容葡語人士 ，

三年前開始中國人的戒毒服務。 目

前這裡共住着近廿位戒爭者。所有

加入中心的戒毒者，都必須接受至

少一年的訓練踝程．其中包括首十

日的「戒響期」， 三個月的「穏定

期」 ， 六個月的「適應期」 ； 九個

月後希望能爲戒響者找尋工作或繼

績留在中心工作。因爲「靑年挑戰

」的目標不僅是協助戒除菩痛·更

重要的是更新生命，使他們成爲堅

強精勇的基督徒 。

即將開設女性戒毒服務

末來一年 ， 「恩疆山谷」將大

興土木·計劃興建一座可提供戒毒

康復服務的平房，另外亦可作諜室

及工場等用途。根跟中心總幹事陳

楚堅先生表示 ·由菸澳門吸菩者漸

趨年靑化，希望日後這裡能發展成爲

一偕向容納陴酮十人的戒毒中心。

雖然，目前「靑年挑戰中心」

舐能提供男性輻音戒毒服務 ， 但女

性的工作亦指日可待。因爲今年初

政府將路環郊野公圍後的一個小村

落（俗稱「白粉村」），免費借用

予中心發展女性戒審服務，這裡共

有五間舊屋·可容納二十人 ·裝修

及添體工作完成後即可開腰服務。

除了路環島的戒奇工作外，中心亦

在市區的祐漢樂富新村樂天樓二樓

，逢星期五晚八時開設「茶座屋」

，方便接觸決心戒毒的人士及其家

人，有意者可致電555333-7115與

陳楚堅先生聯絡 。

亡l 王大為

介紹篇國

「應許之家」的戒毒療程主要分

爲三個階段 ：

第—階段： 此階段爲期約血至六

個月 ， 可稱爲「受保護期」，主要是

幫助吸毒者身體上的康復。雖然他們

可以選擇障時離開．但舐要願意留下

，基本上不得與外間接觸，而家人的

探訪則例外。同時，他們亦以運動和

認識聖縲眞理協助康復 。

第二階段： 障後的因至六個月中

，戒竒者將逕入「第二期」宿舍。此

階段比較自由，亦有放假的楓會 ， 讓

他們逐漸地投入社會 。同時亦讓他們

在「應許之家 _J 中學習事奉及幫助其

他人，同工們亦會幫助他們尋找末來

的方向，讓他們選擇留下來服侍其他

人或協助他們重投社會過新生活。

第三階段： 道階段的戒吝者基本

上已完全康復，並出外找到工作，祇

是由於無家可歸而繼續留下。而「應

許之家」就以中途宿舍的性質幫助他

們，並定期有家庭聚會、圍契或敬拜

等 。 現在的吸毒者都很年靑，有的甚

至祇有十一、二歲，而「應許之家」

中曾被帯品危害的福音戒霉者則綠常

為這群「向道人』和藹 ， 譔曾改變自

己的上蒂亦改變他們。

若要進一步了解「應許之家」的

服務以及禰音戒瓣的情況 ， 可致電

435428應許之家與何超先生査詢 。

口 訪問：王大為、整理：關淑鈴

痕頒 「 功釒k司今汛疝幸」

加文狄牧師
揭閼訢一頁
訪問素未謀面的加文狄牧師 ， 料

不到翌曰他將要接受葡國總統頒贈的

「功績司令級勳章」函是宮出望外 ＇

因爲他是葡萄牙歷史上第一位猥授勳

的基督敎牧師，這對聆具天主敎背景

的葡圉政府來說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

這麼大的榮秦，是期待已久的嗎

? 「數日前我才接到通知」加牧師謙
遙地笑羞說：「其實 ， 我也不知道是

甚麼原因獲授勳，道一切是上帝的工

作，也是同工合作和家人支持的成果

，所以這個章要大家分享 ！ 」授勳當

日 · 適逢加牧師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曰

，可謂工作、家庭兩大皆喜。

每次與加牧師見面， 總是先來個

西歐式的熱1靑擁抱，遹動作對中國人

來說雖不習慣，但感覺卻是挺親切的

， 拉近了人際的距離，也打破世間的
冷漠。訪問時雖聽不髄他的葡語，但

從他眞摯、有力的語調． 可見眼前不

僅是位具魄力和遠見的領袖． 更是一

位溫馨又慈祥的長者！

本期措獻者,(港幣）店志強1000• 扭崇康500 . 關麗媚500. 鑌郭翠貞1000 ; (葡幣）楊秀穎400,謝燕明200,請座190,認培l!I!佈道會4000.差傳睇illDIOOO,沒信中學600' 馮金衡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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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一生

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

白粉，大麻，弗得，可卡因等化學

物，可算是現代文明的諷刺；在人類科

技發達的同時，也帶來肚會重大的禍害

。奇品在人體血脈內産生的生心理作用

，相僭已變成無數人沉淪的陷阱。澳門

近代實業詩人鄭覬應有一首時世吟，反

映中圍在清末民初時鴉片的逍害，願與

讀者儆醒其部份內容：

「鴿片出印及 ，禍人比叻毒 。

厥名阿芙毯，本草曰暑栗。

共性宋.ll.歛，共味苦而郁。

一自併中毒，吾民偏堵愁。

約計將百年， JI台客何嗓磊。

煙弔呼作槍，栽人．乃削竹。

初拭小疾愈，久汲癌已伏。

一鍋可消全，半槁還倚玉。

是來時不忒，所面無此速。

品則售衣抽，壇乃素田屋。

不念;i.11宗遺，註颜妻芋哭。

兌變，｀心肝，復成十面目。
疫...埠骨支，令仗尖既犢。

欲花免不卣t· 身家從此沒。

篙事什磋吒，一生委溝瀆。

苦濤茫魚涯，自潟i~fll伋。」

對診很多受霉癱縞累的朋友，可

嘆一句毒品害人不淺 ；要重新建立自信

，得到別人的尊重，面對現實、晨望將

來，是一件不易的事懦。願以下曲詞能

引發各位感受戒毒者的一點心翌：

「回望成一生，屋遍毚番漬備和恨怨；

無懼世間蒿主浪，扔怕今生陷痢中。

啾望到今潮為 1 心編我自投入網；

人在納中是纏頂，世間息祆宜成幻 。

圄；虫心志我未消麿，何訪成興敗；

主童琭辛.i.•tll它 ， 閶閉丑網非非事；

亟望到一軌，宜...~ 用烙闈是俗網；

猜掾，島兔，，，聞天，紉開衝出不再返。」

筆者感到囚困者的吶喊；不願在

時代壁和察

黑暗內沉睡 ， 令人心哀嘆 ！ 任何人應有

從頭開始的楓會，遣不是社會或世界所

能禁止的，因爲臺傷痛悔的心靈是上夫

憐憫及看顧的 ； 祇要我們肯從迷恫中醒

悟過來，此刻耒晚也。道動心忍性的感

受也曾在孟子告中提及，願以下說話彼

此共勉 ：

「故天將得大任:i!-.ir人也，必先若其心志，

勞共筋骨，俵共惶膚，空乏共身，行拂

亂共所i,,; 所以勁心，忍性，曾 .II.共所不能 。

人{j_過，然拔kt改 。 困成心，衡淤息，而後作 。

徵淤色，敖泠戾，而投令。」（告子X,,'t發章）

我們行事，常常要在自己的心境上

感到困悴不暢，思慮上覺得橫塞不順，

然後才能發宵振作；甚至要在人家面色

上徵驗厭煩不快，繫音上發生怨怒不願

，然後才能醒悟警惕。相僊這是成長的

苦困，也可說是上天給人的鍛錬爲使我

們得盆處。聖縵對人生的愁煩有這樣的

一席話 ： 「砷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紳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J ( 

詩篇51: 17) 。

重靳做人是上天給每個人必然的權

利，人是否願意接受及承擔此白白的恩

惠？相僧就要瑨生命的敎訓 ， 往往要把

學歷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

戳察，慢慢隨涪年事長大，才會感到上

天的奇妙，的確有祂聖之爲聖的道理。

舊約聖經人物嚀西在晚年曾這樣自述 ：

「我們＿生的年曰是七十歲，若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求主指敎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J (詩篇90:10•

12) 。

感恩地，遣智惹的心已在許多重生

了的礦音戒霉者身上體現，他們決心不

再依戀夜闌，要見晨曦暉燦 ， 正如下面

一段聖經話語的m申 ： 「智慈人從生命

的道上升，使他遠離在下的陰間 。 」（

箴言15: 24) 朋友，你願接受重生，體

現智惹的心嗎？

口 屈鑑濠

生活篇卫

問： 究免世上有
沒有鬼魂這

回事? -:¼。果有．

我們應訪；士。何面

對？

笨· 中圍人自古

財鬼，不致到處

流霸滄食。

驅魔之道 卫E鬥
相僧有鬼。棣據

C ' 以來，都相僧宇宙間有鬼

魂這耳事。有關鬼魂的來源及性

質，典籍上的記載 ： 「 鬼之靈者

曰紳也 。」「鬼謂形體 ，神謂糖

靈。」「贅智精氣謂之鬼，聖人

稍氣謂之胂。」「人胂曰胂，天

誹曰胂。」「鬼者糖魂所歸 ， 紳

者引物而出也。」由以上的說法

，中圍先人的鬼神鸛念苓爲籠統

，不分善惡」概括鬼神、鬼魂、

鬼靈、神靈等。其次，對聆鬼胂

的來歷，都認爲多從人而來，因

此〈說文〉對鬼有如此解說 ： 「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

。」又說 ： 「人所歸爲鬼。」

佛教的鼴念

自佛敎傳入之後，鬼之觀念

又受佛敎六道輪迴之說所影響。

六道即夫道、人道丶阿修羅道、

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人死

後根據他生前的業報去輪迴。輪

爲餓鬼道中就成了鬼。作鬼的也

有許多糠，有餓鬼、業障鬼、禪

德鬼（或稱多財鬼），紙有多財

鬼就有少財鬼，（或稱無財鬼即

窮鬼），最可憐又可怕的還有無

祀孤魂鬼。這糠無人祭祀的鬼．

到處作祟，需人施食趟生，否則

永無安寧。

依照輪這之說，不只人死可

變鬼，畜生動物死了也可變鬼 ，

在地獄受苦的亡魂也可變鬼。由

聆這種鬼覯念，中國人對鬼就有

兩種態度：一、敬鬼神而遠之 ，

根本不談也不僧。二丶爲免得罪

鬼砷，遇鬼神而拜之，逢年過節

總是大拜特拜。對聆已死的親人

，也會在寀礴或忌辰設場法事 ，

燒些冥器、冥錢，使親人在陰府

不必淪爲無祀孤魂，且可成爲多

聖經的啓示，鬼是犯罪的天使長

，因爲背叛砷，高抬自己而被逐

，被稱爲「撒旦」（意即敵擋者

） 一般稱「魔鬼」。因爲有天使

隨從罪墮落，這些墮落天使稱爲

「鬼魔」。撒旦和鬼廆從事敵擋

砷和紳的兒女，所用的詭計多端

， 甚至能裝成光明的天使·有時

也會如同咆吼的獅子。一般都是

試探引誘人作各糠犯罪的行爲，

製造一些不法的爭端，今天的世

界充滿戰爭、罪惡、敗域、邪淫

、迷信等，都是魔鬼的作爲。因

爲牠所作的盡都是污穢的事，所

以又稱「污鬼」。牠使人因犯罪

而滅亡，所以稱爲「 掌死權的廩

鬼。」因爲牠是肉眼看不見的惡

靈，暫時居留在空中，牠所作惡

事，盡在幽暗中暹行，有時一股

邪氣令人「毛骨悚然」，聖縲又

稱牠爲「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r

邪靈」、「管轄幽暗世界的」等。

魔鬼爲了彰顯牠的作爲，有

時也會附在敬拜牠的人身上，或

附在一些心靈軟弱人身上｀甚至

動物身上，透過他們行奇事、講

預言等迷惑人。最使人取僧莫如

僞裝古聖人、名人、詛先來顯靈

，藉此使人敬畏膜拜 · 篤僧不疑。

鬼魔亦有所爛

基督徒相僊有虞鬼、鬼 ， 但

牠們不是由人畜輪迴。基督徒相

信神的兒子耶穌降世為要除滅魔

鬼的作爲，並且耶穌輝涪死裡復

活，敗域掌死擢的廆鬼。所以廙

鬼一見主耶穌的名就戰驁。因此

，若有讀者因被鬼囷援或因懼鬼

怕黑，不妨到敎會聽道、借道．

靠着耶穌就能得釋放。

亡］黃 鐘

香池互愛戒毒中心 書籍 ： 我的邊緣歲月

香港互愛中心之前身是一個「靑年

茶座」，倪翰生先生以過來人身份 ，向

吸毒者傳禰音，分享自己的得救見證。

一九七三年，他和美國浸信會宋和樂牧

師一起成立了「互愛團契」·舉行福音

佈道聚會，翌年開始禰音戒澀工作。他

們先後在新界匯及離島開設疆音戒毒村

澳門基督教 機 電話

·庫至八＿年獲政府撥地，八七年改名

爲「浪茄訓練中心」°

踏進九零年代，「互愛」分別在大

嶼山及荃灣設立靑少年的訓練村及中途

宿舍。目前的服務對象從吸澀者·擴農

至酗酒和吸煙人仕、釋囚丶妓女，與問

題靑少年等。靠涪福音的大能，使這些

群體在罪網的捆綁中得到釋放與醫治 ，

繼而達至全人康復。

除了戒菩事之外，「互愛」亦出版

詩歌見證錄音帶，包括「互愛詩歌精選

」、「主的愛」丶「成長的衝激」、 r

愛的使命」，還有＿本「 一旦染上毒蕎

」的見證告籍，這些錄音帶及告豷在本

澳基督敎告局均有代售。

（特稿）

錄音帶 ： 我的後半生

四位在香港赤柱監獄坐牢十

多年的囚犯 ，以 「惡孽半生種丶

獄中蒙恩寵」自稱 ， 並成立「邊

緣組合』灌錄自創胯歌見證帶 ，

每盒特價35元 ，浸僧忠局有售 。

每個戒毒者的背後都有感人

的故事，蕭智剛是其中之一 。 他

十五歲加入黑社會，因英雄感作

崇而誤入歧途。在黑肚會的生涯

中，他不能用浜名宇，也失去自

己，更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吸食白

粉，從此就沉淪在靑淵中。

在一次穢會中，他接受禰音

戒毒。戒除毒震後，他努力進修

，其後成爲幫助邊靑的社工。一

九九二年更當選爲香港十大傑出

靑年。過去他是毒品受害者，今

日他是毒品的剋星。這本告不單

是他個人的傳奇·更是一個生命

的見證。每本16元，趣之都有售

口梁偉明

聯絡人 專營家足生活類圉害、各類索敖植品及．慣咭 專營基督敎書籍、主日學課程及敎材等

趣之都 突瑊出版社拌約經銷站 浸信會書局
戒毒熱線 應許之家 435428 何超 荃宗時間：周一丶六（早1000至午600) 荃羕時間：徐周四（午1:00至7·00)外．

靑年挑戰 555333- 7115 陳楚堅 JI].::.. 至五（早10 Oil至午7Oil) 周日（午2:00至6 00) 周一至六（子ll·OO至午7·00)

耶穌家庭 211374 顧振光
池址：非廉訪馬路101砥A地下 電語 216221 傳真： 216218 地址白馬行41玭 電tf;傳真232476

．憑「時代糧會且證」鵙物可慕僵待，讀來蠱理申請手續· ．憑「時代糧會員磴」鵰物可獲值待·請來蠱理申請手續·

本輯索閌站：兜想學院(303454)• 沒僧霞局(323476)• 埠之都(216221)• 協同醫務所(589000)• 李頌平牙醫(526526) ; 各大基督敎敎會及社會服務中心。本翔印刷500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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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教飪不眞又無理
自稱玭代佛教 世紀一大騙局

三月，日本東京地鐵發生毒氣事件

，導致數千人傷亡，舉世震驚。近月來

，日本警方大舉搜捕涉案的奧姆眞理敎

總部及有關疑犯，而該組織首腦麻原彰

晃亦菸日前落網。據日本傳媒報導 ，滇

理敎涉嫌製造毒氣，且擁有槍械及高科

技武器，又綁架、禁錮信徒，用藥物進

行洗腦等。

奧姆眞理敎自稱爲現代大乘佛敎 ，

名稱與印度敎有關，「奧姆 _J' 乃由

AUM三字組成，意指世界一切皆無常，

生存就是痛苦。因此，僊徒透過瑜珈和

修行來斷除世間的滇腦，以求達到完全

解脫的最高理想境界。他們相信一切現

象皆由人的意識產生，只要改變人的意

識，便能追求人生幸福之道。

爲了專心修行瑜珈，眞理敎要求信

徒離家，進敎團道場居住，正式成爲入

室弟子。據聞完成最後「高扎爾」瑜珈
階段，臻逹完全自由、幸禰丶快樂的大

乘佛陀境界，肩負拯救衆生的「最終解

脫者 _J' 目前只有麻原一人。

信奉佛敎的奧姆顔理敎，其敎主麻

原竟妄稱是基督，又出版三卷 ｛ 基督宣

言 ｝ ；當警方拘捕他時，又聲言「 上帯

會發怒」 ， 滇是令人啼笑皆非，此外，浜

理敎又鞨用新約聖經 （ 啓示錄 ｝ ， 胡作

末日預言，自稱負有拯救人類的使命，

勒令儔衆捐出財産 ， 籌建與世無爭的蓮

花村。

爲甚麼如此張冠李戴的宗敎謬論，

竟有人醉心嚮往？其實 ， 戰後曰本的「新

宗敎」如春筍般興起，例如創價學會丶

世界救世敎等。七十年代以來 ， 這些「

新宗敎」漸老化及分裂，於是「新新宗

敎」趁勢崛起，其中包括奧姆眞理敎。

究其原因，後現代肚會危機湧現，天災

人禍、 生態破壞 、經濟不景使人心充滿

恐懼，聆是籍占卜、邪術及超自然能力

逃避現實。此外，這些宗敎中不乏富理

想、但又在高度競爭肚會中落敗的平凡

靑年人，他們從麻原身上學到一個視力

有障礙的靑年，如何籍超自然能力一躍

成爲滿有魅力的宗敎家，於是設身代入

，趨之若騖。

毒氣慘劇尙耒水落石出，眞理敎事

件亦耒落幕，隨調査＇的發展，人們可能

會逐漸察覺眞理敎皝不眞又無理，是世

紀末又一大騙局 ！
口 王言

時亻弋~;i2 : 正成色情文化

靑少年從閂方面開始努

力 ：

1 操繶意志力一

包括讀田的意志，鍛練

健康的意志·擴闊眼光

和服務肚會的意志。

2培養忍耐力一

培爻忍耐能使靑少年頭

腦清醒，清醒的頭腦有

助矜排列自己生命的傣

先次序 · 這樣心靈才容

易產生抗拒的力量。

3學習幽默感一

正視色情文化
幽默的無可

否認 ， 色

情文化屬

於偏差文

化的一種

，在理性的角度看，一般都同

意應予抗拒。但不幸的是，靑

少年如何在同帘中抗衡波漓澎

湃的色情文化潮流呢？

因此，對靑少年來說「正

視」 一詞有兩個提示 ： 一是 「

看守」，看守着抗拒的店線，

免使自己成了奴隸；二是預備

一些「高手」的策略，我們既

要與沉迷的同輩來往，但又要

有抗拒這行爲的言辭和勇氣 。

靑少年要正颯色清文化眞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筆者期望

言談是

每個人

可以自

創的模

式，餜可建立自己的獨特形象

，又可以和周圍人保持博誼。

當然，幽默的言談來自文化修

瑴。筆者建議靑少年多讀成語

集及詩詞歌賦，還有聖經中的

箴言 。

4 維繫偉康的群醴－＿在

現世祉會中竟有滇誠相交的朋

友？有的 ，是你需要踏出的第一

步 。 眞貢丶誠信的友誼是高尙

的友誼，爲何我們要捨本取末

，追逐那吞噬我們的色情文化

呢？ 口青賢

靈界不再迷惑
對聆天地鬼紳的敬拜，自古已有

。時代的變邀 ，科技的進步並末使迷

僊之風稍減，而且現代的肚會更趨向

聆迷信與不道德，其中傳媒的渲染確

宜要付出不可推諉的査任。電譏、電

影、漫盡等過分吹噓風水、命理、通

靈、特異功能這類的事物 ， 更助長了

人們的好奇及興趣。可是很多人卻不

知道通靈交鬼的危險怯，因接觸靈界

而後患無窮的例子實在糜見不鮮。

面對這個胡言惑衆、滿天砷佛、

眞假離辨的時代，我們應怎樣面對呢

？這確是個不易應付的雞題 。 香港的

一個基督敎固體 「影音使固」爲了抗

衡這股社會迷信之風·製作了一套福

音性幻燈片，名爲「靈界大迷惑」 ．

透過此套製作，希望人們對震界有更

正確的了解，從偶像迷信中回轉。

妙齡女子泰國惹禍失常

幻燈中收集了好些眞實個案 ，都

是尋找靈界事物而惹禍上身的例子。

其中一宗個案的事主是一位二十多歲

的女子，曾到泰圉拜神，誰知返港後

有睡覺時被「鬼壓」的感覺，又時常

覺得有人在耳邊眼她說話。她飽受困

擾，再往泰园拜神，甚至唸心經 ， 找

法師幫助，這些不但沒有解決她的難

題，耳邊的聲音卻越來越清晰。有一

次她乘搭小輪過海時，耳過的聲音叫

她跳船，否則對全船人不利，而她就

在不知不覺間依照笠音的吩咐從船上

跳下海裡……

舞小姐沉迷賭博險喪命

另一宗個案的女事主是一位舞小

姐，由聆好賭，輸的錢比瞬的還多，

所以心情不好。然而她越沉迷賭搏

，欠下的債就越多。 一晚 ，她被人

追債，傳呼穢饗個不停，聆是悲開

右油氣自殺。當打開石油氣後，無

意間打開抽歷，滔見曰前求得的两

支「下下簽」，令她更覺傷感。當

時，好像有聲音叫她把兩支簽燒掉

。慢慢地， 她的手不受控制，擦亮

打火機，石油氣頓時發生爆炸·燒

燬了自己…… 。

認識眙首棄假歸真

她們的經歷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可是她們都幸暹的生存下來，且

在事後能坦然無畏的作出見證，這

是因爲她們巴尋找到天地間獨一的

眞砷。今天，很多人喜歡求紳問卜

，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對末來缺乏

信心 ， 當人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就

總會去找一些保護自己的方法 ， 結

果往往找錯對象，偏離眞理正道，

以致交上邪靈。開始時，那些靈體

可能會給予人—些好處，可是漫慢

的會侵佔人的身體 ， 以致無法擺脫

， 走向滅亡。

所以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心靈，

不要隨便打開讓邪靈進入，形成自

己的心魔。要脫離靈異的遊戲，睜

開眼睛 ， 打開耳朵 ， 免受傳媒的影

響，保持靈魂的清潔 。 然而，最重

要的是認識那勝過所有鬼魔的眞誹

，就是來到人間受苦釘死十架而又

復活的耶穌基督，信靠耶穌內心就

有平安、宮樂，有勇氣面對逆境，

有永生的盼望。

O澄澈

「一名十四歲富家少女

神秘墮棲身亡，遺下一張宇

條透露經常發惡夢·且不斷

遣［靈界事物滋援，要她了斷

生命才能得到解脱 。」

上述靳聞不禁令人想到

現代靑少年受迷信影響的嚴

重性。據九三年香港靑年協

會進行一項電話調査 ， 向五

百多名靑少年詢問有關「靑

少年如何看迷信與命運」 ，

結果發現有八分之一的人曾

參與接觸靈界的活動，如紳

打和請仙等，顯示靑少年對

靈界事物感興趣和受困授，

急切需要適當的正面敎育。

大眾傳媒困擡青少年

鑑矜社會各界向基督敎

人士求問有關靈界因擾的個

案曰盆增多，香港一個基督

敎團體聆去年向全港中小學

及敎會團體，發出一萬份有

關問卷，發現一般靑少年受

靈界事物的固擾，主要是來

自大衆傳媒的信息，他們最

喜歡玩各種問仙遊戲來接觸

靈界。可惜 ， 大部份的家長在面對

子女受到靈界的困擾時，不是措手

無策 ， 就是無法給予適當的幫助。

家庭社會塑造意識

一直熱心協助靑少年擺脫靈幻

困擾的傳敎士張佳音女士，綿結她

十七年來的豐富輔導經驗，得出以

下幾種的成因 ： 首先受家庭傳統家

敎影響，自小浸染在求簽問卜丶唸

咒燒符、趨吉避凶等家敎環境下 ，

弱小的心靈會留下恐懼陰影。

其次是受秕會1忠媒文化的渲染

。 有些傅媒爲刺激觀衆的耳目，以

增加其收譏率或銷呈，不惜各出奇

謀 ·推出古靈精怪的節目或故事。

破
迷
丶

揭
秘
丶

闢
邪

日）下午三時淤白馬行·浸信禮堂

舉行正就靈界困稜的「放迷、揭私、

闃邪」珺座，由香港具「縣廆專家」

之t')t的馬國棶教士主珺，欲請出席麥

加 。

市面上以靈幻為題材的雜誌漫

棗報刊超過二十糠，甚至這類

的電靦節目愈來愈流行，進入

每個家庭，以致歪論怪談成了

普及文化，滲透靑少年的意識

形態中 。

破迷者亦曾迷途

原來張敎士在信奉基督敎

前，曾經有過一段砷怪的經歷

。她說 ：「當年我在美圍留學

，迷上了印度敎，險些走上不

歸路。 」 那時候她追隨一位印

度聖人，開始穿黃紗道袍，掛

佛珠，曰夜唸梵經，打座冥愨

，甚至放棄學業 ，要隨聖人到

印度終身修行。

當時她已經修線到很高境

界，可以靈魂離體，因處飄浮

。 她開始感到自己不受控制 ，

有走火入鷹的跡象，信心開始

動搖 。 這時她遇上一群基督徒

，而她的命運，亦因此改寫。

她說：「他們爲我祈禱，助我

脫離異敎，信奉基督 。 」

本北將淤六月廿五日（星期

口 朱小英

下期預告：父榻心
「暑者父母心」是從事昺療

工作者a!i美譽，下期將專訪本溴

暑務人黃 ， 暸解本地暑疾及有薊

工作 。

八月一日出版

本喊所有文章，歙迎影印傳閲，唯請註明出處；若要轉載文章作商業用途， 需得本赧書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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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葛培理佈道會持矚
1995年3月 18 日（週六）晚上八時， 3月 198 (週日）下午三時， 晚上八時

澳門培正中學舉行，澳門基督教聯會主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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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動員日： 三月十二日於培正摹行

九五年澳門「葛培理全球佈道會

」診三月十二曰之「動員曰」拉開序

為，該曰近百名信徒走上街頭，大量

派發宣傳單張 。 今年葛培理佈道會的

全球衛星轉播，規模遠勝舉世矚目的

奧林匹克暹動會 ； 四曰的佈道會期由

中美洲的波多黎各經衛星向全球逾百

國家播送，澳門則緤香港接收再重播

一點感想

咸
心
因
心
與
回
顧

．委會主席蕭卓芬牧師

澳門敎會回顧佈道會的完成 ， 不但

是囪顧九五年葛培理佈道會，同時也回

顧過去十年默默地為全澳佈道工作付出

辛勞的同工及兄妹們。

執筆時，案頭是一本八六年「全澳

佈道會」紀念刊，當年主辦單位是敎牧

同工會（即「全澳基督敎聯會」前身）

，刊物內仍在演辛勞事奉的同工徐佩瑄

牧師、左偉鴻先生、蔡證光先生及昔年

仍為僧徒的林英傑先生 ， 還有剛離漠的

陳映靈牧師，他們燃點了澳門禰音工作

的火炬 。

十年間本澳共舉辦六次大型佈道會

， 計有八六年「美滿人生那裡尋」 ， 八

八年「全澳佈道會」 ， 九零年「葛培理

佈道會」 ， 九一年及九二年「彩紅佈道

會」，九五年「葛培理佈道會」。除了

以上全澳悅事工外，當然還有各堂會大

大小小的佈道會，使神的名被高舉 ， 信

徒受激勵，疆音陽廣傳。

面對着末來，砷將更多耒得之地

賜給澳門衆敎會 ， 願信徒更加倍努力。

口 蕭卓芬牧師

戴民牧師（出席三場佈道會 ）

我在第一場爲兩位男孩陪談，第二場爲＿

位男孩陪談，他們都是中學生。我覺得驚訝的

是這幾位同學都曾接觸基督敎．以前我以爲被

邀來佈道會的新朋友，應該是末接觸過基督敎

的，但事賓卻不然。這情況使我怎到有人對我

說過的一番話 ： 「澳門人不喜歡去兩個地方，

一是塤場，一是敎堂。」因此，我相價大會刻

意把佈道會場地安排在中學的球場，這個策略

是對的。

岑禹勤先生

我對菸今次佈道會的動員工作感到興奮，

會友參與訢禱丶邀請朋友，雖然佈道會期適逢

考試 ， 但他們仍活躍地參與。在本人的敎會，

會友因苲要邀囍朋友，也激勵了他們分享禪音

的心志。

賓路加牧師（出席三場佈道會 ）

本人覺得道次佈道會已達成了三個目標 ：

1. 聯結敎會一同佈道，我看見不同敎會的

人坐在一起 ， 那是多麼興奮的事。

2. 會友懷羞一份傳面音硒情去逑磾薴 。

3決志及人數增添的數目不止是65人，因

爲他們末來亦會領人歸主。

.
＾
勺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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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人員接受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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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即時陪談

信仰栽培
三場佈道會出席者約2300人，六

晚上1250人，簡直座無虛設，盛況空

前；週曰下午570人 ； 晚上則550人。

決志者共65人 ， 冪道者則40多人。大

會除了設即時陪談，為決志者解決信

仰疑雛外，更開辦連續六星期的「

栽培査經班」，對聖經、上帶、人類

、罪惡、救贖及敎會有瓶略系統性的

認識；此外，亦於耒來一年內免費郵

寄（時代雙月報）予決志及茹道者作

為長遠的栽培跟進。

陪談：真鞏的1111心 、 詳盡的招答 ·

區
, ,.._ t 

l 

，
上

r,
q 

7 

客席講員王樊軒教授

初信重聚
爲了協助初信者更容易投入敎會

生活，大會將矜四月十六曰（遞日）

下午二時菸培正膿堂舉行「初信者重

聚日」 。該聚會由播道會香港短宣隊

統筍·培正高中同學負資音樂及話劇

節目。大部份參予者皆留下繼續出席

稍後舉行的「正覦色情文化」公開講

座 。

中擧生員責特備節目 ·
連續六星期栽培査縛研，出席者平均廿人 ·

钅J]信心聲
自小就在夫主敎學校長大的我，

從沒有怨過會成爲基督徒。一年多前

，由聆瑨見妺妺信主後，人生變得積

極，性格也大大改變 ． 吸引我開始認

識敎會及關矜砷的事情。某天，在路

口的櫚杆掛涪一張「認培理佈道大會

」的橫額，我知道楓會來了，聆是去

了佈道會的首場聚會。

雖然會場裡沒有人認識我，但我

體身其中就像＿家人 ， 他們態度親切

，處處關心別人。工作人員招呼我坐

下不一會兒 · 聚會就開始了。

首先由一群靑年領唱聖胯，那輕

快的旋律、強而有活力的歌磬深深吸

引涪我，最奇妙的是那歌詞就像我的

心翌一樣，每一句都打動涪我。接着

就由衛星轉播佈道會實況，螢幕上播

着一首又一首的音樂片段，由矜沒有

字幕，再加上畫面昏暗，實在有點沉

悶。好不容易等到葛培理出現 ，他強

而有力的磬音訴說着如何僭主就可以

得救 ， 我心裡卻想着 ： 「沒這麼容易

吧？」所以當晚並沒有即場決志。回

家後，每天我都仔細思:fil:涪詩歌的內

容，歌中不是說「平安唯獨主可賞賜

， 依賴基督眞光就可以找得平安 」 嗎

？聆是我致電報名參加査脛班。

査縲班的導師很有系統地編排

好暕程 ， 由｛論聖經）庫至｛論末

世＞ ， 每一次都用簡易輕鬆的手法

表達，使我鎂而不捨地追求，更使

我與胂的關係越覺親密。最令我感

到驚宮的是，其中在｛論罪惡）的

一諫中 ， 砷安排了由美國遠渡而來

的王懋軒敎授擔任嘉賓購員，他生

動而實際的演講 ， 使人聽後不易忘

記，上完這諜我實在得盆不少。後

來我又參加家庭婦女査緑小組，讓

我在査縵中獲得更大的幫助。

不經不覺 ， 査經班已告一段落

了，幸而在詢衆要求下 ， 導師決定

由六月開始逢星期曰下午3 : 00-4

30舉行一個名爲「時代査座」之研

討班 ， 作爲査緄班之延續，這個消

息對矜初僧者眞是個大喜訊呢 ！

亡］ 黃柯芙芝

作者（中）攝於査經班 。

神看顧我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 平時生活比

較沉悶，每天接送孩子上課、買菜、

煮飯算得上是我生活樂趣的一部份。

去年八、九月間 ， 有兩位神職人員上

門宣道，初初還有些抗拒心理，聽了

幾次後，感到可以接受。我就開始每

星期天都帶涪孩子一起去，在敎會聽

聖經、唱聖歌來敬拜砷。同時人也開

朗了許多、並相識多位敎友 ， 大家學

習聖經 ， 交流心得。特別是近期，我

的丈夫身體欠佳 ， 需開刀治療，在我

急得心亂如廓時，承各位敎友幫我祈

禱上帶 ， 使丈夫手術順利，我更感到

主能創造世界 ， 也能看顧祂的人。

仁］ 周梁映雪

好消息 葛培理）L 七重臨
根據可靠消息透露 · 香港華人基

督敎聯會誠邀葛培理於九七年十一月

重臨香港主領佈道會 ， 有關安排正商

討中 。香港主權將矜九七年七月一日

回歸中國，因此若此行成功，將是葛

培理在中國境內或特區政府下 ， 首次

舉行大型佈道會 ， 這是他皐生的願望

，也是具更大意義的盛事。

佈道大會收支報告

港幣收入

培靈會 588.80

美固佈道團 53 • 143 . 66 
奉獻蘆 140. 00

佈道會現場 1•040.50

循道衛理 20 . 00

蕭姊妹 200.00

共收 55• 132. 96 

葡幣收入

培靈會 9 • 631. 40 
奉獻會 2 • 341.30 
晨光疆音堂 870. 00

佈道會現場 7 • 097. 90 
四方疆音會 2• 007.60 
沙梨頭浸信會 1• 000 . 00 
浸信聯會 2• 000. 00

聖道會宏恩堂 100. 00

金巴崙長老會 1• 000 . 00 
下環浸信 1 • 159. 20 
基督徒聚會中心 500.00

僧心堂 529. 40

彩虹佈道 84. 00

志道堂 5,000 .00

培正 300.00

中華傳道會 3 • 061. 80 
循道衛理敎會 117. 90 
活泉堂 1• 200.00

宣道會新橋堂 500. 00

陳弟兄 10 . 00

鄭弟兄 100.00

共收 38 • 610. 50 

港幣支出

郵寄 126. 50

橫額 4•600.00

車費 100. 00

共支 4• 826 . 50 

葡幣支出

影印 894.40

郵寄 206.50

場地 3,300.00

印務 14 ' 250 . 00 
接待 1 ' 171 . 00

雜支 1 , 204.10 
文具 878.80

橫額 406.40

佈國 216. 00

船票 3• 925.00 
電話費 140. 40

場務 929 . 70

拍攝 752.00

禮品 1• 472.00 
影音 17 , 000 . 00 
廣告 5• 715 . 40

初僧造就 1 '099 . 00

程序表 1• 350. 00

會議 220 . 00

共支55 , 1 30.70

司數 ： 黃展鸝

（確實數額以收據爲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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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傳睇真D
由囧問本地襪構聯合主辦澳

門第一屆差傳大會「差傅睇函D

」於五月一曰在二龍喉浸信會順

利舉行。培靈會中約有十位靑年

決志委身差傳工作；另區位幸逑

兒恋得「塡字比賽」百元相劵。

訪路環戒毒村
五月五曰 （週五），數十位敎

會同工訪路環九澳靑年挑戰中心

，獲中心冏心熱情招待，且對戒

毒工作有進一步瞭解。

城市宜教拓展中心
六月一曰（迥臨）晚上八時正

, 「澳門基督敎城市宣敎拓廄中

心」將聆高士德馬路宣道堂舉行

分享會及成立典證。該中心成立

宗旨是探索及使用不同媒介與途

徑 · 推動澳門城市宣敎，加強傳

揚基督的疆音；開設「趣之都」

四局乃其事工之一。

工福購址服務勞工
以關懷勞工爲首要的「工福

」 ，新購建華大度約2000呎地舖

， 現正裝修中，且準備矜暑假舉

辦生活班、興趣班、英文拼音班

及信仰探討班。

聖經學院畢業橙
澳門聖繕學院第十一屆畢業

典禕菸五月廿九曰 （週一）晚上八

時正在志道堂舉行。嗯屆畢業生

包括全時問學制的神學學士陳惠

娟、神學文憑詎佳兒及基督敎事

工文憑謝儘雄 ； 還有敎會音樂事

工證書陳惹君及首屆「城市宣敎

與敎牧職事」文學碩士林圍標、

袁維新、梁炳鈞 。 畢業禋由院董

會主王永信牧師證道 。

星期日時代 「 査」座
本報由六月份開始逢星期日

下午3:00-4 :30菸播道會舉行定期

的輻音-~ 「時代査座」，籍專題

査縲協助對僭仰有興趣者認識眞

理。此乃公開聚會 ， 歡迎隨時加

入 ， 査詢 ： 529548 。

澳門 （ 時代日誌 ） 即將出版
本報將聆今年秋季出版（時

代日誌＞記事簿，其設計類似香

港的基督徒日記簿，內容包括澳

門敎會通訊錄、公共事業電話等

。爲了配合出版計劃 ，本報將舉

行（澳門時代人＞攝影比安，作

品需反映澳門人現代生活及面貌

壓傷蘆葦不折斷
今期本報以「網中人」爲題，邀囍

過來人現身說法，以個人的親身縵歷 ·

見證禰音的大能，將榮耀歸聆上帶。

根據非正式統計 ， 澳門目前以吸毒

者超過一藹人，約佔全澳人口四十分之

一。澳門政府除了設立「禁毒辦公室 .J

，爲吸毒者提供藥物治療及心理輔題外

，並沒有任何戒毒中心或康復宿舍設施

。因此 ， 三間由基督敎團體創辦的疆音

戒毒服務 ， 爲澳門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

。其中不少人靠疆音成功戒善後，仍願

意留在戒毒中心擔任向工或義工，希望

協助其他「網中人 .J 脫離罪的網羅。

在一次集體專訪者，多位戒毒者都

提及目前澳門敎會對戒毒工作的認識和

支持的嚴重缺乏，這對聆他們投入敎會

生活及靈命成長都造成很大的障礙 。 關

菸這一點，我們特訪「耶穌家庭 .J 負査

人顧振光弟兄。

目前最急需的是若麼？

我們急彙的是協助戒毒者靈命成汞

的導杼，由淤戒毒者的背景往往比較祅

濰， 生命較多雜背，面妥·更le-時問的培

育和更多人的閘心。目前，雖有＾位傳

道同工協助查經，但烜期內驟減，我們

面要繕坪者。

導師需要若麼條件？

導杼不幸要曾是過來人，只妾生命

成熟， 蜜命汞

迫， 待人處事

可霏； 晨好具

祚學碁碸 ， 富

輔導知議和經

琭， 有負搪從

事戒毒工作，
顧振光： 「 耶穌家庭」 貝責人

當然柒是傳道人則更佳 。 至淤人教及時

問均不F艮，秉珙亦可，但當要天翔投入

以達立互信閘係 。

需要短宣協助嗎 ？

短．宣的角 色固然重妾，例-io每月通

佶、 探討或家訪，甚至一些專米技伐訓

緣 ( -io ; 電槁技術~ ）郝是短宣可以擔當

的， 但同樣當要天期投身，至少半年或

以上 。

絕情況如何？

近月 由淤人數增多， 財政連．，` 賣出現

赤字。晨近 ，我們主血為教會免济修·琯

、修·lf.房屋，一方面可創球4支轂；，另方

面也讓教會認藏戒毒事::r:.. 0 目前，本地

教會的季馱祜收入約二成，其他六、七

成則來自香港的教會或圍惶 。

爲了報導禱音戒毒工作，今期版面

稍作調動，並大足印製有關專頁供廣泛

派發，請往各索閲站免変取用 。

口縝者

時代講座系列：正視色情文化
不斷增加和滲透的，而靑少年正值追

求知識、美善、群性及德性的時候 ，

色情文化卻妨礙他們健康成長。關博

士建議政府通過立法管制色情物品的

公開售寶；此外，學校、家庭積極提

供性敎育才是滇正的治本方法。本報與YMCA聆培正中學舉辦的

時代講座2 : 「正視色1靑文化」講座

已圓滿結束。參加諮麐者逾百人 ，且

反應熱烈，發言踴躍，其中包括學生

、家長、社工及宗敎界領袖，本澳電

子傳媒及報肚亦派記者採訪 ，掀起社

會人士對靑少年成長的關注。

九歲接屬色情物品

講座先由靑年會公佈最近有關靑

少年接觸色情物品的問卷調査結果，

結果顯示： O在受訪的學生中，有七

成以上男生及五成以上女生曾接觸過

色情物品（漫愆、雜眛、影帶或電影

) 。@第一次接觸色情物品的年齡，

最小的是九歲 ， 平均年齡爲十四歲 。

@向輩與家人對靑少年的影響茜大。

大會請只關啓文博士認爲，色情

或色情文化並非1回人道德選擇的問題

【 時代講座4 】

破迷· 揭秘· 闢邪
祜肴：馬國棟先生

（報界嗌爲「區裊專家」，香港短宣中心副撾幹事）

時間： 1995年6月 25El (El)下午3:00

地點：白馬扞浸信學杖

二龍喉浸信會假期聖經學校

日期7月31 8至8「15日（週一至六） 時1111上午邠寺至中午1211/i

地點高士揉馬路12號二龍喉＆信會對象小二至小六學生

!'1用80元（包括啟行nm> 名顗每班15人（顥滿即止）

報名6月 12日上午1100-1 oo =屈喉＆信會

6/] !4日上午830-12璵正中學

，而是社會楓制的反映。尤其是渲染

色情、暴力的傳媒，深受消費主義的

支配。而所謂消安主義就是以消費者

的享受爲主 ，以最快、最渲接的方式

刺激觀感。出版商不惜以這種最廉價

的手段換取最大的利潤，加上港澳社

會傳統道德約束力面臨崩湞 ， 造成色

情文化嚴重泛濫。

色情物品內容近乎變簸

關博士形容色惰文化就如慢性毒

藥荼毒人心 ， 在不知不覺間受潛移默

化 。 他指出所有色1靑物品的內容都是

對男女性角色的嚴重扭曲 ， 尤其是對

女性尊嚴、價值及主體性的傷害，把

女怯眨爲祇具注吸引力而無思想的活

物。由聆人的官能刺激需不斷提升，

色情物品內容亦越形變態。

最後，他認爲色情文化的響害是

［時代讀産5 】

城市人與精神壓力
沽阅：陸亮先生

（積砷科資深證理員，鏡湖豎院前匿理顧問）

時間： 1995年7月 16 日（日）下午3:00

地JI;: 白馬行浸亻「學杖

播道會快樂園地

日期1月 11-21 8(週一至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內容趣味英語·逍戲、繪畫、手工、故~I 、茶點等

責格商小學生（小1!!1至六） II'用 ：20元（誣面試後方需臟ff)

報名5月29日至6月 24日（顫滿即止）

地點涵嚀閣3C("/f.;/j529510)

勿混淆悝教育與惟行為

同應講員羅志華博士亦指出 ， 在

實行性敎育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

把性敎育混淆性行爲敎育。其實性敎

育可以在不向的生理成長階段進行 ，

例如兒童早期靠父母的榜樣塑造自己

的性別角色，這也是注敎育之一 。

他提及由診靑少年容易受同輩的

影f2I ' 所以學校在扮演性敎育的角色

是最重要的 。 他認爲除了性敎育以外

，應該爲靑少年提供一個正確的性顴

念 ， 有宗敎背景的學校在推行性敎育

時 ， 更可以灌輸一些正確的道德價值

倫理瞑，讓靑少年得到更多的抗衡和

保護。

亡］ 思彥

一個專為信仰追乓渚而設的免奇茶庄

時代 「 查 」 座

由六月份起，逄禮拜日下午3:00--4:30

一同飲名茶 ， 査聖經1

地點：而地｀街涵咩間3C ! 均 529548 

-~ 代il;.&3 : 湖，A文化大迫差

潮流文化大追擊

由本報、 YMCA及趣之都聯

合土辦的「潮流文化大追擊」公

開講座，已聆五月廿五曰在浸愔

敎會頏堂順利舉行 ，出席者近百

人 。香港「突破少年 」總編輯林

植森先生分別以「潮流睇眞D 」

、「潮流包靑天」及「潮流由我

創」分享面對潮流文化的積極態

度。現場錄音帶及錄影帶可向

YMCA或聖繞學院免費借用 。

YI\/CA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提供功課補習、學生輔毋服務、

舉辦各類健康活動。

地夏料fit::.玭．志安大是二椿C左 電玲： 302600 

（華士古公11]針面丶末望U惕釗） 併真: 302814 

暑期英文日營 英文拼音速成班 教牧同工早禱會
日期7月31日至Bfl ll日（連續柑週一至五） 逢國fl六早上830診砷召會（同工輪流主領）

時間下午二時至九時
內容敎授國際音標、拼音方法

資格商中程1l!咸具英語會話能力者
時間6月 17日（六）晚700-8 30 教會聯合祈櫧會

l'1用300元（包晚!ill· 七月前報名只收250元
主祜張月幗小姐（香港中學敎緬） 嚀（苹7一布甑1預店14澶）

報名磊地店街海嚀閶三字檳Cli!播這會
地點梅嚀lll!JC播道會（認9548) 7月困（三障．螂追嶧呾鯽OO

（祖529548成YMC.~慣t302600) 
!till 全免 另佤磾「蠲閭」篷扭旱.t1,moo

敬請政會自行影印本版派予僖徒， 歙迎投積或刊登消息；所有稿件項於出版前一岡月送抵覃緤學院或傳Jt52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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