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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時節
麥啟德傳道
感恩節是初期移民來到美洲大陸、在極其艱
苦的生活環境下，仍向神獻上感謝的慶祝活
動。時至今日，很多人都忘記了美國人民是
以基督的信仰為基礎來立國的，更稱感恩節
是火雞節，不是基督徒的節日，只是世俗的
節日而矣。許多基督徒也有這個誤解。今天
在感恩節裡，若不是特意記念及數算神的恩
典，那麼感恩節便失去它的意義了！
詩篇 103 篇是詩人稱頌耶和華神的詩，也是
藉著稱頌神表達向神的感恩。它給我們提供
了數算神恩典的原因、內容、及方法，讓我
們學習把此詩篇「私有化」。
詩人如何引發我們稱頌神？
A. 學習向我們自己的心說話──「我的
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
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第一
節）。
我們如何向自己的心說話？當我們情
緒受到困擾時，我們會向自己的心說
話，例如發怒時，我們向自己的心說
話，可以減少內心的怒氣；正如我們
在緊張時向神禱告，不至陷入混亂。
向心說話，客觀來說，是情感的舒
發，是內心的表達，例如對自己說：
不要輕易發怒、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
等。對自己的心所想的問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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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心意。當我人
生進入「下半場」的時候，我問自己
如何活得更有意義；神便呼召我進神
學院接受裝備。當我神學畢業的時
候，我問自己，神會使用我那麼大年
紀的人嗎？神便為我開路，來到波士
頓，一個我從未想到的地方來事奉。
感謝神！
B. 不可忘記神的恩惠──「我的心哪，
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
恩惠！」（第二節）。
我們有時不知道如何感恩。想想過去
神對你的帶領、供應。神為你作了什
麼事情？我們忘記，不是因為我們的
年紀大，記憶力差，乃是我們的心出
了問題！人忘記神可能有不同原因，
例如希西家王，「那時，希西家病得
要死，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應允
他，賜他一個兆頭。希西家卻沒有照
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因他心裡
驕傲，所以忿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耶
路 撒 冷 。 」 （ 歷 代 誌 下 32 ： 24 ～
25）希西家蒙神醫治，沒有按神的恩
典感謝榮耀祂，卻把神忘記了，因為
他心裡驕傲。驕傲的心使人忘記向神
感恩；驕傲攔阻人有感恩的心，我們
往往會以稱讚自己代替了感謝神，也
不會感謝別人。我們傾向於忘記神給
我們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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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數算神的恩典──「他赦免你的一
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
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
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
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3～5
節）
摩西常提及神的子民要向神謝恩，不
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我們如何才可
以不會忘記神的恩惠？方法就是常常
數算神的作為、神的恩典。
1. 神赦免、救贖──大衛犯罪得
罪神，神雖有懲罰，但神有赦
罪的恩典，祂赦免了大衛的過
犯 ， 因 為 大 衛 承 認 自己 的 罪
（參撒下 11、12 章）。我們
從前也是不認識神，犯罪、悖
逆神，神因耶穌基督赦免了我
們的罪，救贖我們，使我們有
重生的生命。信主後，我們也
會有軟弱、會犯罪、虧欠神的
恩典，但神不斷用聖靈督責我
們，帶領我們回轉、認罪、悔
改、歸向祂，以至神可以再次
使用我們。我們要感謝祂。
2. 神醫治、拯救──許多人信主
是因為經歷到神的醫治，但我
們知道，病得醫治不能帶來永
生，我們得救是因信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又
復活了。信主的人若憑信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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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的面前祈求，神必按祂的
旨意來醫治他。希西家向神祈
求，神醫治了他；許多病人來
到耶穌面前求醫治，主都一一
把他們治好了；使徒從主得到
權柄，把一切來求醫治的人都
治好了（徒 5:16）。因此，信
徒可以奉主的名來向神祈求得
醫治，但正如使徒雅各所說：
「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
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
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雅 5：16）。
太太燕琳曾經右眼做了一個大
手術，若不是神憐憫和醫治，
現在恐怕已經盲了；幾年前的
一次車禍，胸骨裂了幾條，由
頭傷到落腳，若不是神保守、
拯救、醫治，恐怕命也不能保
全；去年進醫院做了一個阻塞
血管瘤的手術，成功地把近九
公分的血管瘤的供應阻塞，使
瘤縮小，這也是神的醫治。至
於我長久以來鼻塞，引起頭
痛，常常靠吃藥的問題，現在
已經大大舒緩了，許久也不用
吃藥來幫助暢通呼吸。我們要
為神的醫治來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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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供應、賜力量──中年移民
來北美，找工作維持生計不容
易。然而神從不間斷地提供我
有工作的機會，在生活上不斷
有供應；但問題是──許多時
候不知道珍惜神的供應，以量
入 為 出 的 標 準 來 過 節約 的 生
活，原因是生活豐富慣了。進
入神學院以後，神給我們有機
會來檢討應有的生活模式，讓
我 刻 意 地 改 變 一 些 不好 的 習
慣 ， 學 習 過 簡 單 、 節約 的 生
活。現在作為傳道人，我們的
生活需要更向神負責；然而，
我們感到神的供應仍是那麼豐
豐富富的，是那麼充實的，我
們要獻上感謝。從前總覺身體
精力大不如前，記憶力衰退，
腰酸背痛，奉獻事奉主後，神
賜給我更有力量來作工，記憶
力也比前較勝一籌。感謝讚美
主！盼望你也可以樂意事奉主
而變得「如鷹返老還童」。
我們如何稱謝神？
1. 用 心 、 用 口 稱 頌 神 的 慈 愛 ─ ─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
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
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
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
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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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11～14
節）。神的慈愛不能測度，神不
輕看我們的軟弱，祂保護我們。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
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
吹，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
再認識他。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
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
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就是那
些遵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
遵行的人」（15～18 節）。神是
永恆的，世人的年日如草一樣，
是短暫的；人去後就會被忘記，
很少人能留下長久的形象。感謝
神賜我們永恆的慈愛。
2. 敬畏祂、遵行祂的話──「但耶
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
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
子孫孫，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約，
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17
～ 18 節 ） 。 我 們 要知 道 神 在 這
裡，要在生活上認定神的同在；
在四圍沒有人的時候還能過敬畏
神、及聖潔的生活。這是敬畏神
的人的生活方式。但我們不是用
生活方式換取神的恩典，乃是回
應神的恩典；背後的原因，是要
遵行祂的約，是整個生命的回
應。這是稱謝神最具體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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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怎樣過感恩節？
用心、用口、用我們的生命來回應神
的恩典。

主耶穌，你真是好啊！你在平凡的人身上，
彰顯你不平凡的大能和大愛，我要常常感謝
讚美你。

感謝神的帶領
感謝神
黃觀蓉
莫玉瓊執事
我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在別人眼中看來
是微不足道，但神卻看我為寶貴，神真是好
啊！在過去一年的生活中，我看見了神豐富
的恩典，請聽我一一細訴。
感謝神，晚上雖然經常睡的不好，早上醒來
仍然有精神力氣迎接新的一天。感謝神，讓
我每天有安靜時間去讀經，祈禱，可以更親
近主。感謝神，讓我有親愛的丈夫和女兒相
處融洽。感謝神，讓我可以為家人煮飯燒
菜，照顧他們起居飲食。感謝神，在六月份
兩個女兒分別在大學及高中以高等榮譽畢
業，踏上她們人生的新里程。感謝神，丈夫
有一份固定的工作，雖然壓力很大，但神賜
他能力去承擔。感謝神，賜我教會，讓我享
受甜蜜的團契，可以和弟兄姊妹共樂共哀，
彼此代禱。感謝神，給我有傳福音的喜樂，
可以探訪新朋友，與他們分享主愛。感謝
神，賜我有禱告的權柄，可以學習凡事交託
主，放下我的憂慮愁煩。感謝神，賜我心中
常常充滿主的愛。

教會在今年以來，得到神賜的恩典有
很多。首先在年中，建堂事工巳有好消息，
因巳物色到一個大家覺得適合建立教會的堂
址，亦巳通過兩次聽證會。因神不斷聽我們
的禱告祈求，購堂的進展順利，希望一切得
到神看顧。
另外一群在教會長大的青少年，神一直帶領
著他們信靠及認識到耶穌是救主，所以七位
青少年亦巳在九月份受浸歸主。
我們在數年來一直在尋找青少年導師，現在
得到神的帶領，亦巳找到一位合適的青少年
導師，開始參予主日學、英語崇拜及青少年
團契。
感謝神賜教會各人的信心，凡事都能作，有
永生的盼望，分享神賜的愛，得到從神而來
的平安與喜樂。

主必再來
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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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呵！聽呵！
山搖地動，
天勢震動，
一聲巨响，
熊熊火焰直衝雲霄，
烈火狂奔遍大地，
濃烟滾滾向四方，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彼得後書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3 章 10 節)
翻江倒海，
狂風淒厲，
驚濤駭浪高千丈，
日月無光，
眾星墜落，
惡人哀哭聲聲在切齒，
假先如假基督在瘋狂，
儆醒！儆醒！
準備！準備！
除去纏累我們的罪，
束起我們的腰，
潔淨我們的心，
隨時準備主再來。
看哪！祂駕雲降臨，(啓示錄
眾目要看見祂。1 章 7 節)
看哪！我必快來，(啟示錄
賞罰在我，22 章
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12 節)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馬太福音
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25 章 46 節)
儆醒！時時儆醒！
祈求！常常祈求！
迎接人子再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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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聯歡會
李志文
十二月十九日是教會的聖誕節聯歡
會，感謝主，一些弟兄弟姊妹很早己回來佈
置準備。五時三十分左右，聖誕老人到場，
所有來賓和會友都急不及待的排隊與聖誕老
人拍照留念。晚餐在六時三十分開始，由楊
牧師作謝飯禱告，我們的總務王福興弟兄為
我們預備了豐富的晚餐，更安排了婦女團契
和一班年青人負責分派。當天更是李淑儀姊
妹的生日，甜品有為李姊妹慶祝的疍糕和金
門超市送出的甜橙。
飯後節目正式開始，首先有詩歌，我
們興高彩烈的唱出讚美神的詩歌。跟著是麥
傳道的短講，邀請所有未信主的朋友接受耶
穌基督這份珍貴的禮物。麥傳道講道中的一
句“我的時間不同你們的時間”雖與信息無
關，但真是可圈可點。同樣，神的時間又豈
是人可預計的呢？我們真是要把握時間，裝
備自己去傳揚福音。接着下來是由堂委會主
席致酬謝禮物給牧師與司琴。
精彩的表演節目正式開始，首先有鄒
小榕執事三位女兒和楊端瑋姊妹的樂器演
奏。跟著是王福興弟兄一家表演，王弟兄的
女兒和兒子彈奏結他，王弟兄和曹淑貞姊妹
合唱。接着是青少年團契在施潔蓮姊妹帶領
下表演手襪舞。在他們的合作中打出 JOY
一字。婦女團契接着上台為我們表演讚美
操。表演當中音樂故障，但她們還是跟著自
己的節拍，邊唱邊跳，落力演出。最後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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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團契的話劇，魔鬼大王和鬼仔們開會議，
計劃怎樣阻止世人信耶穌，發人心醒。
隨後是一年一度的抽獎，最後由麥傳
道作結束祈禱。晚會在一片歡樂聲中結束。
感謝主，當天有下雪的警告，但主賜給我們
平安的腳步，雪在半夜才落下。

受浸見證 (一)
鄒以諾
我一生都在教會裏。我從來沒有想到
過，我會在大學前受浸，因為大學後我將是
一個成年人。人們開始告訴我他們如何在我
這歲數時受浸。我對浸禮的觀念和想法改變
了，但仍未足以去做任何事。我覺得神今年
開始跟我說話，當衪藉著講員帶來所有的信
息，告訴我們不必要完美無瑕疵才能受浸。
我思考他們所說的，我覺悟到他們是對的。
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即使每個人愛神也會
有失誤的時候。這令到我決定受浸。另一個
跡象是當我妹妹，以恩，受浸時。當她步入
水中，我感到眼淚滴落在我臉上。我很驚
訝，因為我以前從沒有在人受浸時哭過。這
也使我覺悟到我已經準備好受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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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二)
胡藹怡
在教會環境中長大的我，時常被教導
做正確的事。不可偷盜，愛人如己，等等。
我相信如果你時常聽和時常實習這些事，他
們會成為習慣。因為我自小就被這樣教導，
很自然就會這樣作，也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好
的人。我所有的感謝都歸於神，祂給我的家
人和朋友幫助鋪平了道路，使我成為神的信
徒和追隨者。
神在許多不同的境況下幫助我。當我
年幼時，我重覆發惡夢。後來，有一天在主
日學，我學到神是並永遠與你同在，也會在
你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你。那天晚上，我睡前
向神禱告，祈求祂幫助我不發這些惡夢，也
讓祂知道我是多麼愛祂和為衪而感謝。當我
第二天醒來，我感到非常驚訝！我沒有發惡
夢！在那一刻，我知道神是真實的，祂是那
最有權能者。那天以後，我不斷地向神禱
告，感謝祂和祈求我不再有惡夢，每晚祂都
應允我的禱告。
神不單讓美好的人圍繞著我，幫助我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並在困難環境中拯救
我，祂還改變了我的生命。沒有祂，這 16
年的生活會是不同和更加困難。不知道那條
路是正確的，那條路是錯誤的，徘徊於兩者
之間，迷失和困惑。我一直知道我想永世追
隨基督。受浸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難作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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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我已經覺得和神有一個聯繫。在地上
和在天上，祂永遠是我生命的頭號人物。

受浸見證 (四)
黎嘉欣

受浸見證 (三)
王曉慧
自 1997 年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參加波
士頓華人浸信教會。教會在我家中是居首
的。當我加入教會時，我不明白任何事情，
因為我只得三歲，但當我與教會的成員一起
長大，我開始認識神，祂的創造，和祂的神
蹟。
在教會中我學到很多在我生命上能夠
幫助我的東西。向神禱告幫助我渡過艱難時
刻。每當我需要幫助或只想有對象交談，我
便向神禱告，希望祂給答案。我相信神是我
們的救主因為大多數時候祂都應允我的禱
告，特別是當我需要幫助時。

我自小孩時已認識神。成長過程中我
聽到很多聖經故事，信息，甚至對神的個人
經歷。每星期天我知道我必須去教會，我的
朋友們也是如此。儘管過往我聽說過其他宗
教，我從來沒有懷疑神不存在。說你是一個
基督徒和實際上是一個基督徒是有分別的。
我覺悟到作為一個基督徒並不僅僅意味著經
常返教會，每星期奉獻或只相信耶穌基督。
作為一個基督徒也有責任，如對他人作見
証，傳神的話。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神應該
是首要的。我現在明白這些事情，也願意接
受他們。受浸將使我能夠讓別人也知道。我
非常感謝有神在我的生命中因為世上有許多
不幸的人不知道耶穌和祂為我們所做的一
切。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希望神會使用我接
觸到其他人，因為我覺得耶穌基督是一個每
個人都應該知道的珍貴禮物。

我相信在十二月受浸是一個美好的禮
物給神。這是一個完美的日期因為這是我給
神的禮物，我選擇這日期，因為我的父親也
是在十二月受浸。我知道我已經準備好受
浸，因為我能夠將我生命委託給神，也想永
遠屬於祂。神一直與我同在，是時候確認我
對神的信心了。

2009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3/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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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五)
李國基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好！願平安喜
樂常臨在你們心中。感謝神。聖靈感動為神
作一點兒見證。某一天在閱讀神的話語時，
在詩篇二十七章中的一句經文說『你說：
「你們當尋求我的面」』至今還震動著我的
心。
星期一，太太(Jennifer)收到汽車公司
的邀請卡，請她到車行選車。雖然我知道經
濟狀況是負擔不起的，但也與她同去。到
了，她進入車行，我則留在車上禱告，倚靠
神，遵從祂的旨意來成就事情。正在禱告的
時候，有一件從未出現過的事發生。(請不
要緊張，並不是神蹟。)腦海中不斷湧現無
數的零碎片斷，使我不能集中。便轉去讀聖
經，以望可收攝心神。但情況沒有好轉，又
再找其他的事做，希望能平靜心情。就在不
知不覺間，Jennifer 回來了，說「 走罷，不
買了。」 在那一煞那，我看見神的面了，我
知道那永活神在那裡了。就是照祂的旨意，
不用一言半語來成就對我們有益的事。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其實當天所教的是她全都學過的了，正因為
如此，我就更能體驗神的大能。更能感受到
祂的同在。我確實知道不是因我的教導，而
是聖靈引導令她清楚明白過來！為著他人的
益處，以愛心為出發點，作神為美的事，祂
必成就。
以上是兩則平平無奇的見證，但讓我
領受到神的安排是完美的，甚至於任何與事
情有關的細節上也無微不至，遠超所想所望
的。見證中還有許多神的恩典及旨意在裡
面。為著不太沈悶的原故，就讓親愛的弟兄
姐妹自己尋找吧！
親愛的弟兄姐妹啊！你願意尋求神的
面嗎﹖你願意享受因神而來的喜樂嗎﹖很簡
單，只要將你的心扉打開。我們那位昔在今
在永在，又真又活而又無所不在的神會將衪
祂的應許及那位充滿憐憫慈愛，施救贖的主
耶穌基督就將道路，真理，生命顯現在你眼
前，白白的賜給你們。我的見證是誠實的。
願榮耀歸於神。

又一天，有一位女士上堂學車，因為
後天是路考。為著泊車不熟練的原故，十分
煩躁，感覺事事不順暢。轉移訴說所有教車
老師的不是。又將自己從書上讀來的方法混
合試用，也不能把車泊好。那時因知道她擔
憂的心情，我選擇了溫柔而肯定的語氣，對
她講解泊車的方法。之後，在那次的練習
中，她找到了竅門，是何其美好的事，心情
開始平靜，在剩餘的時間中得能更加熟習。
2009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3/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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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三季的活動:
o 11/1/09 – 2010 堂務委員選舉，請各
會友出席投票。
o 12/19/09 – 金門報佳音。
o 12/20/09 – 聖誕節崇拜。
o 12/24/09 – 聖誕節報佳音。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01/23/10 – 上午九時三十分在青年中
心舉行會友年會。
o 3/20/10 – 傳道部舉行「共創新心」福
音訓練。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2010 年教會主題是「神話語進深，
禱告心意更」，我們彼此勉勵，一同
長進。
o 2010 年教會全教會讀經運動，目標
是由歷代志下至瑪拉基書讀完舊約聖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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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全年
建堂奉獻總數籌得$36,785.13。請各
位弟兄姊妹繼續努力。
o 2010 年建堂第一期籌款目標是二十
萬元，請弟兄姊妹熱心參與奉獻，建
立神家。

2009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3/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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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請記念建堂事工:
i)
求主預備合適的承建商去完成各
項建築工程。
ii)
求主保守建築工人的安全。
iii)
裝修工程需籌募款項二十萬，求
主激勵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奉
獻。
iv)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
起為建堂盡力。
2. 請為在 12/27/09 受浸的弟兄姊妹禱告，
分別有鄒以諾，胡靄怡，黎嘉欣，王曉
慧， 梁光勝， 李國基， 求主保守他們
信心堅固，在屬命上成長。
3. 請紀念教會推行的讀經運動，求主幫助
弟兄姊妹堅持每日讀聖經祈禱，與主建
立親密關係。
4.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建立華語的弟
兄姊妹恆切參加聚會敬拜神。
5. 請為教會支持的宣教士張璞弟兄夫婦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一家四口在成都適應
新環境，供應他們一切所需，為主作美
好的見証。
6. 請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ii)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求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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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v)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顧。
外出探親旅遊的弟兄姊妹，分別
有陳秋瑾執事、區嫦娥姊妹、蔡
麗春姊妹、李坤釗夫婦，求主保
守他們行程平安。
求主記念失業與待業的弟兄姊
妹，求主供應他們生活上的需用
及賜下合適的工作。

2009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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