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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建堂址？
麥啟德傳道
參考經文：約書亞記 4：1～9、19～24
約書亞記三至四章記載了以色列人過
約旦河、進入應許地的神蹟。這兩章經文透
視了兩個重要真理：第一，神會帶領我們行
走一些我們未走過、或沒有想過要走的路，
目的是要彰顯衪的能力和榮耀。以色列人本
來可以從南面進入迦南地，而無需涉水過
河；然而神卻吩咐他們過約旦河。在人來
看，這是不合情理的；但當以色列人信靠順
服神的話，神蹟便出現了。第二，我們必須
把信仰傳給下一代，像約書亞立石為記，讓
後世的人得以認識神的能力和榮耀。
我們教會借用現時的「中央浸信教
會」堂址已經超過 17 年了，對一些會友來
說，這條路或許已經行了十多年了，十分熟
識了，感覺上很舒服，經濟上不用付上什麼
大的承擔，維修工作或管理方面也不用費
心，每個主日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禮堂崇
拜，不需另有所求。因此當我們談到自置教
會堂址的時候，有些覺得現時教會這條路已
經走慣了，為何要走一條未走過的路？又或
者是看到現時教會的經濟狀況，與及國家的
經濟狀況，正是水漲船高，認為沒有可能可
以過河，卻忘記了神要我們信靠衪，走我們
未走過的路。當以色列人憑信心，把腳一踏
入河水的時候，約旦河的水便立時從遠處被
堵塞住了，以色列人可以走乾地，從河東去
到河西，就是神所應許的地方。我相信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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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要帶領我們進入衪應許之地，為要彰顯衪
的能力和榮耀。
感謝神，教會領袖也按著神所賜的異
象，為建立新堂址已經計劃多年。特別是當
兩間教會會友人數增加，而同時需要空間活
動時，建堂址的需要正是如箭在弦。我們需
要踏出信心的一步，讓神成就大事；然而在
地點、設施、發展空間、經濟等上的考慮都
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輕率而行；我們需要求
神凡事引導和供應。
建堂址不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也
不是為了教會的名聲，乃是要經歷和見證神
的榮耀。每一個信徒需要有個人的救恩故
事，我們整個教會也需要有建立堂址的故
事，這也是神救恩作為的故事。你願不願意
經歷神在教會的作為？你是否願意參與建堂
址的計劃？我邀請每一位弟兄姊妹來參與建
立這個屬靈的家，人人有份來建堂，把你願
意的心來獻給神。當我們同心來建造的時
候，我們必會經歷神的能力和榮耀。願神成
就衪在教會的旨意。

難忘的友情
談錫賢
在學校做午餐保姆 6 年，今年是最難
忘的一年。只差一星期便到感恩節，我的同
事突然心臟病離開人世，當校長宣佈死訊
時，那一刻我不可能接受，傷心到身體突然
感到很冰凍，心口感到很痛，這一刻我知道
自己受了很大打擊，晚上無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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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這位同事相處 6 年，她是退休之
後再回來工作的，她是一位白人，雖然大家
的年紀差別很大，但大家性格很相似，很快
我們便成為好朋友了。在學校，無論面對校
長、主任、老師、學生或同部門工作的人，
我都要說英語，但我是香港移民來，不是在
這裏出世的華人，所以我的英語不是很流
利，尤其是某些學生或老師的名字，我不知
怎樣發音才對，幸好我的白人同事，她很有
耐性教導我，問題便得以解決，工作便順利
很多了。
我的同事很熱愛工作及照顧小孩子，
我也被感染了，大家每天勤力工作及分享得
失或喜樂。在寒冷的冬天，我的同事會車我
回家。轉眼間 6 年了，我內心非常感激她。
今天她突然離開我，初時非常難過，但回想
雖然她不在人間，但她的善心常留在我心
中，尤其是她甜美的笑容，每一位同事都稱
讚她。
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在她的安息禮拜
堂，我感受到一份很舒服及平安的感覺，在
這事情後，我更會珍惜家人及朋友，希望其
中未信主的，將來有一天會得著福音，回到
天父身邊。

婦女團契向大家拜年
小記者
二月七日是婦女團契「迎春接福賀新
年之烹飪比賽」的大日子。當晚在青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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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五十多位的弟兄姊妹濟濟一堂，氣氛熱
鬧。放滿三個長桌上的美味賀年佳餚，都是
眾姊妹別出心裁和巧手廚藝變化出來的傑
作。看三位特約評判，神色凝重，態度認
真，一手拿筷，一手拿筆，小心品嘗參選美
食。最後賽果，全場冠軍是由吳麗施姊妹以
「豪門夜宴」一菜奪標。
飯後團契分成兩組，比賽三個環節。
第一回，是用中國毛筆書法比賽「最美」，
才發現有卧虎藏龍，書法功夫底子頗深的高
手。第二回，是抄寫詩篇第 150 篇比賽「最
快」完成，充份發揮團隊的合作精神。第三
回，是每組各派兩位代表在一分鐘時間內，
用筷子夾瓜子比賽「最多」。雙方戰況激烈
，士氣高昂，大家樂在其中。

乒乓火鍋同樂日
小薇
在二月二十八日，
雅各團契又聚會，
一班姐妹真落力，
豬羊牛魚蝦粉菜，
五枱火鍋滾熱辣，
麥傳道短講一停,
一輪衝鋒停下來，
個個聽到入曬迷，
邊玩邊食真開心，
這裡遊戲剛結束，
男子女子少年組，
歡樂時光嫌太短，

青年中心好熱鬧。
乒乓火鍋同樂日。
不到一粒鐘功夫。
五花八門擺上枱。
美食當前難自控。
爭先恐後擦餐飽。
原來David講見証。
跟著開始玩遊戲。
唱歌見証讚美神。
那裡乒乓又開戰。
個個實力大比武。
天下無不散之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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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巳到下五時，
還有一班發燒友，
一直唱到九點多，

只好相約下次見。
卡拉ok唱個不停。
精力充沛羨煞人。

長。如今我們不單成為好朋友，而且更是一
家人。八年前參加假期聖經學校的二年級學
生，如今是連續第二年幼稚園級的助教。我
以前踏足這教會是個陌生人，如今我踏出教
會有教會大家庭圍繞我；更滿有神奇妙大愛
的確據。

教會我家
敬拜神的途徑

黎家欣
我參加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八年之
久。這些日子內很多事情改變包括我自己。
我還記得我第一天踏足這教會，是我二年級
的夏天，我的父母為我報讀假期聖經學校。
我當時是個陌生人；不熟識任何人。那個星
期我認識神的存在。在假期聖經學校過後，
我的媽媽便經常帶我與妹妹返教會。
經過這些年頭，我從教會學會很多東
西。教會改變我，以致能成為今天進步的
我。我學會分善惡和如何去順服，我能運用
神給我的智慧作生命上英明的選擇。主耶穌
基督的愛是最大的榜樣，教導我對人要充滿
忍耐與仁慈。
我不單增加對神的認識，而我視野也
改變了。以往我從未思想過大自然與這世
界。正如我只當花與樹木是植物，但如今我
視他們是神偉大的創造。當機會來臨時，我
再不視之為幸運。反之，那是神對我預定計
劃的一部份。在憂愁的日子，神的愛能提醒
並令我會心微笑。

鄒以諾
我在星期日的薩克斯管(Saxophone)演
奏充滿刺激與歡樂。我把握這次機會為神演
奏。起初我有點緊張，但當我開始演奏後，
我在台上感到十分暢順。我努力練習，因為
我要為神擺上最好的。對我來說，能夠在眾
人面前演奏十分重要，因為我有機會改進自
己，亦能令人歡樂地讚美神。
我認為能為教會演奏和歌唱對青少年
十分重要，這證明你全情投入去敬拜神而且
十分享受。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才能去敬拜
神與鼓勵別人參予，並且也成為我們美好的
經歷。我定會在將來作更多像這般有意義的
事。

八年以來，這教會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在這裡遇上了很多人，並且與他們一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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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一季的活動:
o 1/19/09 – 在青年中心舉行的年會。
o 2/07/09 – 婦女團契在青年中心舉行農
曆新年慶祝晚會。
o 2/14/09 – 傳道部在土庫團契廳舉行
「齊來愛主」傳福音訓練晚會。
o 2/28/09 – 雅各團契青年中心舉行「乒
乓火鍋同樂日」。
o 3/07/09 – 婦女團契在潮州酒家與長者
茗茶同樂日。
o 3/08/09 – 婦女主日崇拜。
敬請留意教會下二季的活動:
o 4/10/09 – 下午七時三十分在青年中心
舉行受難節崇拜，請各弟兄姊妹齊來
參加，紀念主耶穌基督。
o 4/23/09 至 4/24/09 – 少年退修營在
Grotonwood 營地舉行，由 Rev.
Michael Dean 主領，將有 14 位少年
人參加。
o 6/06/09 – 上午十時三十分在幼兒室舉
行主日學老師訓練，歡迎主日學老師
或弟兄姊姊踴躍參加。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今年教會主題是「裝備成精兵，傳揚
主福音」，我們彼此勉勵，支持教會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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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9 年教會舉行全教會讀經運動，
目標是一年內讀完舊約聖經創世記至
歷代志上與詩篇，請堅持每日讀經。
o 2009 年建堂籌募目標，是
$13,000.00，我們舉行「一日一元，
全家總動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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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78。請
各位弟兄姊妹繼續努力。

代禱事項
1. 信仰裁培班將於四月份開始，請為參加
同學代禱，求主開他們的心，叫他們明
白真理，認識主的救恩。
2. 4/10/09(星期五)7:30 p.m. 在青年中心舉
行受難節崇拜，求主預備弟兄姊妹的心
同來敬拜及記念主的捨身大愛。
3.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帶領說華語的
朋友參加聚會。也求主立國語團契，叫
弟兄姊妹學習彼此相顧服事。
4. 今年教會建堂籌募目標是$13,000，求主
激勵每位弟兄姊妹盡上本份，樂意奉
獻。也求主按祂的心意為教會預備合適
的堂址。
5. 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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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陳秋瑾執事骨折未癒，求主保守
第二次手術後，早日康復。
黃慕萍姊妹手術後的休養，求主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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