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第一期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春季季刊
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

關顧隨筆
楊錫光牧師
一個理想的教會，成功的教會，不是
從列舉會眾人數，事工項目，奉獻數目等來
衡量，因為在當今人世間根本上找不到所謂
理想教會。只有看不見的教會才完全的；因
此在不完美的世界裡應有更多合神心意的教
會。
我們的教會有「關顧小組」，這「關
顧」實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工。因關顧的
範圍很廣泛，其實差不多凡與弟兄姊妹有關
的都括在內。
一. 靈性方面 : 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靈
修的生活、我們的讀經運動、屬靈的操練、
查經、祈禱…生命成長等等。事奉的心志；
很多事奉崗位等著我們。
二. 生活上的關顧 : 日常生活的需要、家
庭、社交、工作、學業…等等。一般教會信
徒的共同看法是把關顧的事工全放在傳道人
身上。我一向有疑問，是否傳道人或執事的
禱告才有「力」呢？當然神賦予他們職份和
機會，就必須盡心盡力竭力去作，也示意為
信徒作出更多的關顧事奉。
勿忘記我們各人真正的身份是君尊的
祭司(彼前 2:9)，就是每個信徒都是祭司。
因我們是神的子民，在罪中呼召出來。進入
神永恆聖潔的國度。因此，我們自動承担了
一個神聖的任務—一生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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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單倚靠別人的餵養供應、關
顧。也要學習供應別人的需要。彼此服侍；
彼此關顧。
你是否這「君尊的祭司」呢？

我追求平安和得救的故事
楊念祖弟兄
我的名字是楊念祖。到了這個地步，
這個罪惡的世界；只有仰賴神和我主耶穌基
督的智慧和拯救，幫助我持定道德和公義。
我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成長，落在嚴禁
宗教信仰的中國。然而，我還是滿有祝福
的，童年被我父母信主的親友包圍著。一直
以來，我都從這個社交圈子裏感受到濃情﹑
慈愛和珍惜，從而建立了一個信念，相信基
督教是公義的信仰，會為人類帶來和平和快
樂。當中國終於開放文化，我父親恊助重建
當地教會，我也開始追隨父母出席每主日的
崇拜。
青年時代我在相當嚴謹的環境中受
教，務必要達到標準，符合要求。失敗代表
著無價值和一無是處。我必定要努力爭取成
功，才有資格得到獎勵和祝福。這驅使我認
為基督教的信仰必定是最高境界和標準，只
有最德高望重的人士才可以達到。
自從我青年時代跟隨父母移民到美國
之後，我便完全沉醉於片面的成功和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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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念中。全心全意追求學術和職業成就，使
我再不珍惜神，遠離了信基督教的親友。我
自視為不靠別人，只靠自己努力出人頭地的
成功人士。現在回顧過去，才發現全賴神在
各方面的恩典看顧，給我一個平步青雲的人
生。
在踏進成年的初期數年間，我那虛假
的能力和狂妄自大的弱點終於暴露出來。雖
然我從未觸犯過人類所定的行為守則，卻從
未有過基督教義所述的愛心和為別人設想。
那時候，我犯罪一直都是出於自然，只單顧
自己。正因如此，我飽嘗嚴重的家庭問題，
和配偶破裂的關係。我開始失去對生活上很
多重要方面的控制，落人無助，迷惘和失落
的境況中。
在這個艱難的時候，神主動向我顯
現，用不尋常的方法給我翻身的機會。去年
父親的離世，是我和母親的重大損失，卻竟
然成為我意想不到的祝福。我和母親經歷到
教會會眾極大的愛護和支持。他們本是我家
自童年時代已經熟悉的，現在我竟然覺得異
常陌生，為此我深感內咎。唯是，在這過程
中我感受的合一和愛心，實在是神的奇妙恩
典。我的一生就此經歷改革，被重新塑造。
從這時開始，透過學習和資深會友的
協助下，我改變了對基督教真義的看法。這
信仰不是着重完全和資格，而是剛剛相反。
正因為我並非完全，我是罪人，在神的世界
中我軟弱無力。我需要神的智慧和拯救，才
能克服這個罪惡的世界，每天改善自己。為
了我自己，我父親，我的教友，我接受了這
份無條件的愛。我希望轉過頭來能夠凝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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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智慧和勇氣，去向萍水相逢的人提供同
樣的協助。
最後，我想用以下曾經幫助我感受和
掌握救恩真義的詩句作結束:
「神啊，求你賜我平靜去接受我無法
改變的事；
賜我智慧去改變我能力所達的事；
賜我智慧去明辨兩者的分別；
叫我珍惜享受生命的每時每刻；
叫我忍受苦難，視為達至平安的通
道；
叫我學效神的作為，不按自己的意
思，去接受這個不完全的世界；
並全然信靠神，藉着我對祂旨意的順
服，
使我今世有相當的喜樂，在來生永遠
與主同在時，更享極大的福樂。」

戰勝惡魔
盧宋友群姊妹
在這邪惡的世代，
群魔亂舞在人前，
權勢、金錢、利慾、美色、
向你拋媚眼、微笑、招手，
來！來！來 … 我們齊去
世界的樂園。
我的心在跳動，
心猿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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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去！
天啊！怎麼辨？
我心中兩個律在交戰
(羅馬書 7:21-24)
一個說：去！去！—世界樂園，
一個說：不！不！不能去，
這是死蔭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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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在教會的經歷改變了我，我愛一生在這
教會。

乒乓火鍋同樂日
黃麗施姊妹

展開寶書—聖經—
祈禱！祈禱！
求神幫助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
穿上神的全副軍裝，
爭戰！爭戰！爭戰！
撃敗群妖，
脫離魔鬼的網羅，
神給我們力量，
勝利了。

初信班有感
鄒以諾姊妹
初信班為期十三週，是幫助我們建立
與神的關係﹔是充滿趣味因為老師是我的媽
媽。我們巳經學習到有關凡得救確據、蒙應
允禱告、得勝、寛恕、和神的引領。這令我
的生命輕鬆因為我深知我可以凡事倚靠神。
我自出生後便在這教會，在我十二年
的生命裏，每星期日都嚮往返到教會。我過
去的主日學老師教導和幫助我更深認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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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團契主辦的乒乓火鍋同樂日在
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舉行，當我到達青年
中心時，廚房裏已經擠擁著許多我們親愛的
主內姊妹與朋友忙著準備火鍋的食物。多謝
我們的新團長May為我們買火鍋食物。
Harris、Derek 與David弟兄們忙碌地去安裝
karaoke、投影器和其他的音響系統。Tony
負責為兒童的娛樂而安裝電視，一些少年人
和成年人幫忙安裝好乒乓球桌子；為了在比
賽之前的最後一分鐘練習一下，每個人都為
競賽感覺到異常興奮！尤其是一些少年人在
實際的競賽期間，感覺到緊張。
我們預備了四個火鍋爐在四張不同的
桌子上和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例如︰有牛
肉、豬肉、羊肉、三文魚、蝦、雲吞、水
餃，不同種類的菜、河粉、烏冬、麵、米
粉、豆腐、不同的調味汁、鮮菇等等。.我
們的好廚師Polly姊妹為我們做了美味的越南
春卷、酸梅湯、夏姑草和糖水。我們在中午
時份開始，首先，我們為孩子們烹調一些食
物吃，跟著是成年人的火鍋宴開始，食物的
香味佈滿青年中心，每個人都是輕輕鬆鬆和
歡歡喜喜地品嚐著美食，同時享受著美麗的
音樂和歌曲，有些人到其它桌子聊天和吃東
西享受著美好的時光。大約二點鐘，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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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比賽開始。由少年人先比賽，然後到成
年人，他們許多都是好的選手。May為我們
準備了十分有趣味的謎語。John是一位極好
的歌手，大家都有一段美好的時光。稱讚我
們的主賜給我們團契和主內弟兄姊妹!

大團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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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分數 — 楊師母與黃秋瑜姊妹。我們唯
有再來一次評審，於是找了三位男士 (這裏
不便公開所有評判的名字，以免落選者找他
們麻煩)。
最後經「三人幫」選出最受歡迎、最
色香、最有新年意義的菜式，就是黃秋瑜姊
妹的作品 —「新春品嚐梅子鴨，心感主恩
賀豐年」成為冠軍。我們品嚐之後，都讚賞
不絕。八姨！你係得嘅！

何麗潔姊妹
「一年之計在於春」，婦月團契每年
在這中國人舊曆過年佳節時，都會舉行晚
會，大家高高興興聚首一堂。今年二月份的
聚會，適逢年近歲晚，我們便舉辦大團年晚
會，除了團友，更邀請教會弟兄姊妹帶同親
友參加，熱熱鬧鬧，迎接新年來臨！大會要
求大家盡量穿上紅色衣物，並帶一款新年食
品，添加新年節日氣紛。
感謝神，當天晚上雖然寒冷，但是沒
有下雪。大概六時許，大家相繼回到教會青
年中心赴會。各樣不同精心泡製的菜式，展
示在長長的餐桌上，全都是美味的食物，令
人垂涎欲滴。有些忙碌的弟兄姊妹選擇購買
外賣，我們都向親自烹煮的姊妹們致敬！大
家忙著為自己的菜式改一個「賀歲」名稱，
有些名稱跟菜式十分吻合，有些則十分牽強
離題，但我們都十分樂意來一次「自欺欺
人」，務求大家開心，熱鬧一晚。
我們為這些豐富美味佳餚，來一個比
賽。除了要求色香之外 (難知美味與否，因
為評判團可以睇，但不可以食)，賀歲菜名
要合宜恰當。評審團選出兩位姊妹同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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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難忘的項目，就是因跌倒右
手受傷的李珍珠姊妹分享她的感恩見證，數
算父神的恩典，及多謝她丈夫難得的體貼服
侍、家人和教會中弟兄姊妹為她的代禱及慰
問，讓她在這意外中，深深體驗到無限的愛
與關懷，使她可以安然渡過，更覺得自己十
分幸福。
分享見證之後，李姊妹與丈夫及黃慕
玲姊妹，分別合唱，獻上詩歌讚美神，令我
們台下各人都覺得十分感動。
晚會另一個高潮就是由當晚主席楊師
母帶領我們玩遊戲，在埸各人分成四組，比
賽寫四字揮春，內容要求來自聖經的四字句
語，例如「神愛世人」等，,要在限定時間
內，寫得多而準確，一聲開始，大家手忙腳
亂，七嘴八舌，有些人自嘆平日不勤力讀
經，一時口變啞巴，有些人雙語了得，國語
加粵語，亂作一團，只求盡快制作，經過大
家齊心努力，最後選出冠軍隊伍，獎品是
「得個吉」一盒。
幾個小時的甜蜜歡樂交通，時光很快
就很快過去，大家帶着口腹滿足及愉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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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在此謹代表婦女團契姊妹多謝大家賞
面參加，至於今年未能來參加這個超級
AAA 精彩晚會，敬請明年不容錯過，後會
有期！

教會消息
教會第一季的活動:
o 1/19/08 – 雅各團契火鍋乒乓同樂
日。
o 1/26/08 – 會友年會。
o 2/02/08 – 婦女團契農曆新年慶祝晚
會。
o 2/16/08 – 國語團契農曆新年慶祝晚
會。
o 2/23/08 – 教會詩班到 Wollaston 長者
中心獻唱新春福音粵曲，與長者慶賀
農曆新年。
o 3/21/08 – 受難節崇拜。
o 3/23/08 – 復活節崇拜曁楊念祖弟兄受
浸。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4/05/08 - 婦女團契長者同樂日，誠邀
長者茗茶。
o 4/06/08 – 麥啟德傳道就職典禮。
o 5/17/08 – 青少年事工部舉行 Canobie
Lake 户外同樂日。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今年教會主題是「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我們彼此勉勵，支持教會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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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8 年教會舉行全教會讀經運動，
目標是一年內讀完新約聖經，請堅持
每日讀經。感謝主！過去一季每週參
予讀經運動的平均人數是 47 人；其
中 20 人更在過去十三週堅持每日讀
經。
o 2008 年建堂籌募目標，是
$20,000.00，我們舉行「一日一元」
運動，鼓勵每人每日為建堂儲蓄一元
作奉獻，甘心樂意奉獻，為建堂出一
分力。直到目前，第一季共籌得建堂
奉獻 $2,765.10。這與我們逾期目標
仍有距離，各位弟兄姊妹要繼續努
力。

代禱事項:
1. 感謝神帶領麥啟德傳道來本會牧養。
求主幫助麥傳道在簽證申請上順利。
2. 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帶領說華語的
朋友參加聚會，認識福音。也求主堅
固國語團契，叫弟兄姊妹學習彼此服
事，在信心和愛心上長進。
3. 為教會讀經運動禱告，求主幫助弟兄
姊妹堅持每日讀經，渴慕神的話語。
4. 為初信造就班禱告，求主紀念 Ellen
Chow, Flora Hu, Wyman Liu, Gary Lok,
Alison Wong 和 Hillary Wong，求主
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立好根基，穩步成
長。
5. 求主愛激勵弟兄姊妹每星期日參加崇
拜，存敬畏主的心；敬拜稱頌神。
6. 為軟弱的肢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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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黃周冠寰姊妹關節痛，求主看
顧。
陳秋瑾執事及黃秋瑜姊妹回港探
親(3/19 - 4/16)，求主保守他們
旅途平安，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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