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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主裡拉上了關係
麥啟德傳道
四月是我人生新一頁的開始──離開
了熟識的環境、熟識的人和事物，我和太太
回應神的呼召，來到陌生的波士頓，加入大
波士頓華人浸信會的大家庭。
在未搬來波士頓之前一個星期，已有
一位專業做地產的姊妹替我們找到合適的租
住單位，並安排租務及清潔的事宜；又有一
位姊妹代辦交按金的手續。當我們開車搬來
的那一天，竟然有七個弟兄姊妹到來幫助搬
東西，不到兩個小時便完全搬妥！
記得第一次與教會的弟兄姊妹見面
時，是在雅各團契星期五晚的週會。那天正
值農曆年初二，我奇怪那天尚有團契聚會，
而且更有那麼多人！原來除了原有的團友
外，還有一些長執特別到來與我們會面；雖
然是初次見面，但我們似乎沒有什麼陌生的
感覺，弟兄姊妹的熱誠已打破彼此間的隔
膜。那次見面之後，我和太太發覺弟兄姊妹
的名字竟然很快便印在我們腦海裡；有一次
在夢裡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樣子，我相信
那是神已將我們的關係拉上了。
不覺來了你們當中已經兩個多月了，
與你們一起的事奉是喜樂的，因為你們是十
分尊敬傳道人和牧者，你們對我們的熱情沒
有因時間而退減。看到你們的信心和愛心是
真實的，因此我為你們感謝神。我和太太也
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學習牧養的職份，
但我們清楚知道，不是我們有什麼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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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上帝、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我們便願意承擔使命，全力以赴。
在我事奉的經歷中，我認為教會的合
一是非常的重要；彼此同心事奉，不是為自
己的榮耀，而是為著神的榮耀。因此我們首
先要彼此瞭解，「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
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弗 4:2-3）。神呼召我們一起事奉，
乃是要使福音遍傳，用信心等候主耶穌的再
來。
因此我們事奉需要有目標（異象、負
擔），也要加上行動（撒種、傳福音），並
個人靈命的更新：我是否經歷到神在生命上
的改變？我在事奉上是否有喜樂？我是否因
為有人信主而喜樂？
在事奉目標上，我們可以集中從一個
短期的目標開始，例如每人每年帶領一人信
主、每月至少向一個人傳講一次福音、每人
至少有一個事奉崗位．．．等。
在行動上，例如我計劃邀請一位親友
參加九月二十日晚教會的佈道會、參加個人
佈道、探訪工作．．．等。
更新方面，計劃參加教會的培靈會、
每天抽一段時間靈修、或每星期五次、若干
次靈修、參加星期二晚教會祈禱．．．等。
總結來說，神呼召我們成為教會、基
督的身體，我們各為肢體，彼此是唇齒相
依，各人以恩賜事奉、彼此建立、各盡其
職，叫身體漸漸生長，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我們不但在信仰上合一，也要在行動上
一致，一人領一人信主，找緊機會向人講一
次福音，一日一靈修。願主賜福給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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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神，與主同行
吳京寧弟兄
那是個很普通的星期一，在上班的路
上，我一邊一如既往地籌劃一天及一周的工
作，一邊聽收音機裏的新聞。突然，播音員
說到：「中國四川發生里氏 7.8 級地震！」
從那一刻起，對於這場大災難的報導佔據了
各種媒體的很大篇幅。我和大多數關心的人
一樣，看著遇難人數一天天地攀昇，看著受
難同胞的照片，心中感到無盡的悲傷。
在悲慟之餘，有很多人在問：為什麼
這樣的災難會發生？為什麼有這麼多無辜的
人在頃刻之間喪失生命？現在人類有這麼發
達的科技，這一切的悲劇難道不能避免嗎？
當然，也馬上就有少數幸災樂禍的人出來
說，這是因為人做了壞事，上天降下懲罰。
聖經告訴我們，神創造了山川河流、
宇宙萬物。他給予我們每個人生命，同樣也
可以隨時將它取走。福兮，禍兮，皆為神所
賜，皆為神所計劃。這其中的奧秘深不可
測，神也無需向渺小的人一一解釋。這一切
豈是簡單的“懲罰”二字所能解釋！在《約
伯記》中，對於妄自闡釋神的意圖的世人，
耶和華神從旋風中叱責到：「誰用無知的言
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 我立大地根
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 你若有聰明，只
管說吧！」神又讓約伯及三友觀察日月星
辰、山川河流及鱷魚河馬，讓他們解釋每件
事的規律和奧妙，並詰問約伯：「你豈可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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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我所擬定的？豈可定我有罪，好顯自己為
義嗎？」約伯頓時醒悟，回答到：「我知道
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攔。… …
我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
知道的。… …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
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
懊悔。」
現代人總以為，科技的飛速發展會使
我們很快掌握宇宙、生命及社會發展的終極
真理，實現對自己命運的掌握。於是，在十
九世紀末，有人宣佈，物理學的大廈已基本
建成，剩下的不過是修修補補。可是不過幾
年之後，相對論及量子力學就催生了一番新
的天地。在抗生素、免疫技術發明後，人們
對於很快全面戰勝疾病充滿了信心。可是，
幾十年過去了，層出不窮的新疾病依然困擾
人類，抗生素也漸漸在抗藥性細菌面前失去
威力。人的狂妄無知，一次又一次暴露無
遺。
我們對宇宙萬物的了解，祇不過借神
的恩賜。當神讓我們了解，我們就明白；反
之，我們就仍然陷於迷霧之中。如果時機未
到，神也不會隨便揭示那一個個奧秘。我們
在神面前禱告，讀神的話語，並不是簡單的
求神賜福，而是求神讓我們更好地領受、順
服神的旨意，行神的道。神的恩賜，就如那
路邊的玫瑰，美麗卻又有刺，我們須順服、
欣然領受。在這大災之後，我們更應透過不
斷的禱告，向神求問我們如何為受難者盡自
己的一份力，使神的榮耀、神的拯救在世人
中廣為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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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日做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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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你今日做咗未？不要再推
搪了，不要錯失良機，現在就立刻開始，大
家一起努力，必有意想不到的收成。

莫玉琼執事
請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況，你有一位家
人，每天與你形影不離，保護你，幫助你，
對你關懷備至。你知道他在旁，卻以為是理
所當然，對他視而不見。你無暇與他談話，
對他的聲音更聽而不聞。直到一天，你驀然
地發現對這位家人一無所知，跟他遙不可
及，你有何感想？會否痛失這份珍貴恩情？
親愛的弟兄姊妹啊！這位陌生的家人
會不會就是你的恩主耶穌呢？我們因信主的
救贖而成為神家裏的人，「『我要作你們的
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
的。」(哥林多後書 6:18) 這只是天父與我
們建立生命關係的起點。我們需要每日用時
間去親近神，屬靈生命才能成長。
每日讀經是最好的步驟，叫我們可以
慢慢地，深入地從聖經中認識天父的慈愛﹑
信實﹑公義和大能的作為。「耶穌說：『我
乃稱你們為朋友。』」(約翰福音 15:15) 一
份親密又堅固的關係，不可能是即食麵，一
蹴即至。我們要與主培養深厚的感情，就要
耐心地，每日從聖經中去聆聽主的說話，知
道祂的喜愛憎惡，才不會故意頂撞祂。多明
白主的愛，就樂意與主相交，向祂傾訴，學
習交託每天的大小事情，倚靠主的能力。像
詩歌所描述：「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
窄路同過。」這份生命的關係才會越久越
深，不單經得起人生的風暴，更會果實纍
纍，充滿神豐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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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做咗未？」是廣東話，意思是
「已經做了嗎？」)

讀經有感
黃恩怡姊妹
我是黃恩怡，今年十三年歲。自小我
的父母巳盡力叫我和我的妹妹弟弟勤讀聖
經，我的爸爸堅持以神為首的重要性，我努
力用心每天勤讀聖經。我有時忘記當天讀
經，我便在第二日補讀。我通常喜歡在下午
讀聖經。每次讀完一段聖經後，就在那位置
上劃上一顆星作記號。讀聖經給你很多好
處，因為能幫助你作出正確選擇與明智的決
定。如果你認識神卻無返教會或你沒有每日
讀聖經，就從今天努力加把勁。讀經確能教
你做人，使你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我的感想
黃冠寰姊妹
在年終結賬，最好莫如數算主恩典。
我們不能選擇不被傷害，卻能數算記錄自己
的經歷。單是點算眼淚，我們的心碎完又
碎，這又何苦呢！不如數算恩典，一件快樂
的事，多笑幾回。一件恩惠，多感激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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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受兩方都有好處，試想自己領受多，就
必考慮回饋，渴望為神為人多做點事。感恩
的人有益於社會，因為他會付出，而不是覺
得全世界虧欠他。
一個人要是能凡事謝恩，無論陰晴都
看見陽光，是個樂觀的人，樂觀不但建立人
際關係，亦是對自己身心有益，與悲觀的人
相比，樂觀的人病痛亦較少，即使患病亦較
易復原，這是近年醫學研究上已獲証明。
人也應遵從聖經的教訓，聖經確實是
神的啟示，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
惡報惡，以喜樂的心接待眾人，追求良善，
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
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最後，還望弟兄姊妹一齊共勉，盼望
未信主的人快來信主，信了主的人就有永
生，有盼望，好處無數，心中常常得快樂平
安，健康益處無窮無盡。

傳天國福音
宋友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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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在枝頭歌唱，
小朋友在草地上嬉戲，
一切美好的歡樂人間，
這是神賜給人類幸福的樂園。
***
*** ***
轟！轟！轟！
撒但掌權，
狼煙四起，
烽火連天，
風雲變色，
腥風血雨，
灑遍大地，
哀鴻遍野，
人間地獄。
***
*** ***
起來！
主內兄弟姊妹們，
履行主耶穌基督，
頒佈的大使命 —
傳天國福音，
拯救世界罪人，
把真道直傳到萬邦，
世人都來悔改認罪信靠主，
以耶穌基督為榜樣，
使義果義行遍天下，
穿上神的軍裝戰群魔，
把撒但扔到火湖裏去，
重現神的新天新地。

看啊！
陽光普照著大地，
多麼壯麗的山河，
巍峨山巒起伏，
清瑩瀑布飛流，
和風吹拂著原野，
鮮花燦爛綻放，
蜂蝶飛舞花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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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詩班
李志文弟兄
感謝主，讓我今年再有機會在堂務委
員會內事奉。聖樂部是我今年事奉的崗位。
從小己經很喜歡音樂，除了重金屬音樂之
外；我欣賞任何種類的音樂或歌曲。可笑
的，是我從來看不懂樂譜或彈奏任何一種樂
器。感謝主，賜給我一把「不太吵耳」的聲
音。我經常在車中跟着唱片大聲唱，太太和
兩位女兒不知多少次投訴我在虐待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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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練習。更加要感謝我們的指揮和司琴，他
們每星期都要在家作出額外的準備。希望在
下一次詩班獻詩的時候，大家都能夠多留意
歌中內容，讓主進入你的心靈。也請大家不
要誤會，詩班雖然認真的練習，但我們練詩
的時間也是很輕鬆愉快的，加上我們活潑生
動的指揮，絕對沒有悶場。
在這裏謹代表詩班歡迎每一位有興趣
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參加。

婦女團契「長者同樂日」
黃觀蓉姊妹

當我選擇聖樂部作為我的事奉時，當
中一位姊妹打趣的對我說：「這不是大材小
用嗎？」當時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反而
覺得能與詩班一起歌頌神，是我莫大的褔
氣。也曾聽過一位弟兄說接送會友比詩班練
詩更為重要。但是在我心目中，神的事工每
一樣也是同等的重要。與此同時，我希望藉
着這篇文章讓每一位對詩班有一個更深的認
識。
以詩歌頌讚神從舊約時代已有記載，
大衛王就是其中的表表者。隨着年代的轉
變，教會成立了詩班。詩班除了歌頌神，還
要讓歌詞直達會眾心內，讓每一個人都感受
到主的愛和恩惠，同時也讓會眾進入敬拜的
情緒。要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每一位詩班員
都要認真的練習。
感謝主，浸信會的每一位詩班員都是
很認真的。他們每個星期天都花上四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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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是婦女團契的第二次「長
者同樂日」，當日早上十時，有譚陳麗芬師
母在我們當中，分享題目「與主一同喜
樂」，說神創造我們，是要大家歡喜快樂，
姊妹要對主有信心，有平安，主愛有多深，
神何等偉大，鼓勵我們要靠主常常喜樂，凡
事交託信靠。
在聚會完畢後，準於十二時，各姊妹
們分頭接送各位長者，出發到潮州酒樓品
茗。
到達後，姊妹們與長者分座四張圓
桌，然後隨意點各式美味點心，一同分享各
種美食。
在席間大家談笑甚歡，有些長者暢談
他們的過去，亦有些分享信靠主的經歷，對
我們的敬老行動很感謝，說希望以後都常有
這類活動，我們都回應一定會繼續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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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樂中，大家開懷吃喝，談笑風生，及後
亦有影相留念。盼望明年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及帶同家中小朋友一起到來，叫他們知
道是個很有意義的敬老同樂日。

雅各團契「五卅一記趣」
楊端瑋姊妹
五月卅一星期六，雅各團契燒烤日，
困難重重租藍山，終於借得三號場，
團友滿心極歡喜，豬牛大蝦雞翅膀，
粟米沙律甜西瓜，糖水蕃薯棉花糖，
各式各樣齊備好，祈求天父賜好天，
星期一二三四五，天氣好到不得了，
誰知電台有預測，太陽出到星期五，
週末將會有風雨，團長即當機立斷，
取消當日戶外週，弄得空歡喜一場，
週六天色果然變，南面天陰北面雨，
感謝神 May 有智慧，免得眾人被雨淋，
希望團契再決定，重新安排燒烤週，
大家能夠再一次，藍山旅行齊齊去，
花草樹木太陽下，感受創造神大恩。

教會消息
教會第二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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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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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5/17/08 – 青少年部 Canobie Lake 户外
同樂日。
o 6/07/08 – 主日學老師訓練 – 12-16 歲
青少年特徵。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7/19/08 – 教會大旅行在堡壘島，九時
正在教會集合出發。請鎖定在你的日
曆上。
o 8/11/08 – 免費波士頓海港船河，四十
位名額，先到先得，請從速登記。
o 8/18/08 至 8/22/08 – 假期聖經學校。
今年主題是「兒子世界」，歡迎 5 至
12 歲兒童，報名請向梁俊康弟兄查
詢。
o 9/19/08 至 9/21/08 – 教會成立十六週
年紀念。九月十九日晚上七時三十
分，「如火挑旺」培靈會。九月二十
日晚上七時三十分，「不要白走一
趟」佈道會。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
廿五分主日崇拜，主題「甜蜜十
六」。嘉賓講員是美加華人浸信會聯
會會長與紐約布碌崙華人浸信教會主
任牧師許統禮牧師。九月二十一日晚
上六時正，教會成立十六週年紀念聚
餐在教會青年中心。餐卷十元一張，
一人一票，五歲或以下兒童免費。請
邀請親友參加，慶祝教會成立十六週
年，同頌主恩﹔榮耀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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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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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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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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其
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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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與第二季共
籌得建堂奉獻 $4,839.10。這與我們
預期目標仍有距離，各位弟兄姊妹要
繼續努力。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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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秋瑾執事的關節痛，求主看
顧。

代禱事項:
1. 教會十六週年紀念，請為下列各項聚
會禱告:
i. 9/19/08(星期五)晚上培靈會，求
主復興弟兄姊妹熱心事奉。
ii. 9/20/08(星期六)晚上福音聚會，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
加。並求聖靈預備人心，接受福
音。
iii. 9/21/08(星期日)下午感恩崇拜。
iv. 為講員許統禮牧師禱告，求主賜
下能力，叫他能傳講神的信息，
歸榮耀與神。
2. 為 8/18-8/22 假期聖經學校禱告，求
主幫助負責帶領的弟兄姊妹，並吸引
小孩子到主面前來，認識福音。
3. 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帶領說華語的
朋友參加聚會。也求主建立國語團
契，叫弟兄姊妹學習彼此相顧服事。
4. 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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