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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新里程
麥啟德傳道
又是感恩節快將來臨的日子，這個節
日常使我聯想到吃火雞；不是因為火雞有甚
麼特別可口的地方，而是因為親友歡聚、喜
氣洋洋。這是基督徒感恩的日子，數算神的
恩典自然是感恩節的中心。
記得來到教會事奉剛一周年時，教會
同工便提出為我找律師查詢申請綠卡的事
情。經律師初步的咨詢，申請時間仍是太
早，起碼滿兩年工作經驗才可以。教會同工
的行動卻表現出對我這個傳道的重視。這是
神的恩典！
時間飛逝，又到了事奉的第二周年，
教會同工又提起找律師替我辦居留的事情。
這時我開始有些考慮、有憂悶的感覺；一方
面教會工作繁忙，想到從前花了許多時間，
填寫了許多申請移民資料，經過多年，好不
容易才成為加拿大公民，現在又要重複申請
美國移民更加繁複的手續，我何來有時間和
精力去應付呢？另一方面考慮到，美國真的
是我長期的寄居地嗎？然而教會肢體的熱誠
和支持，抹去了一切的疑慮。
經過堂務委員會商議，教會願意為我
支付六千五百元的律師費，作為我申請綠卡
的部份費用；其它遞交申請表的費用則由本
人支付。當堂委會提交會友月會這個案時，
會友一致通過本人申請綠卡這筆律師費。這
是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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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比較和考慮，我們從四個移民律
師顧問中選了其中一個，是經由一位堂委推
薦的。一經商討、簽妥合約，隨即而來的是
填寫個人及家庭成員資料；然後是三個家庭
成員合共近十份的申請表；加上找地方拍照
片、驗身等，忙得不可開交。當所有證件、
文件、申請表填妥預備好，律師看後表示滿
意，便在三月底前替我們遞交移民局了。看
到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合適的律師，我感受
到這是神的恩典！
其實在我忙於填寫申請表的時候，教
會也在會友月會中同時通過，在本年十月十
日的主日按立本人為牧師。投票中有兩票反
對，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完全人，也永不會
完全；若不是神的選召，神的恩典，我決沒
有資格及能力作神的僕人。作教會的牧者，
其實打從第一天便當上了，按立的禮儀只是
教會再一次確認本人從神而來的呼召和職
份。有反對票是要我能更謙卑服事，叫我不
要自滿，以為牧師身份是一個特權。我能夠
被神藉著教會來確認牧養的職份，叫我更慎
重自己的身份。這是神的恩典！
教會同工邀請了六位牧師及本堂三位
執事成立一個按牧團，定下九月十五日為考
問心事之日。我們邀請了紐英倫浸信聯會的
總幹事 Dr. Jim Wideman 作為按牧團主席。
東北浸信聯會的 Rev. Paul Hubley 牧師為
了慎重其事，另外邀請了幾位屬同一聯會的
牧師來參與考問心事，並要求本人預先準備
好個人的得救及蒙召見證、事奉的理念、個
人的信仰宣言等約廿頁紙的文章。因此在考
問心事的前兩週，我需要預備好所要求的文
章，分派給各牧師等團員，讓他們預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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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其中的過程帶來不少的工作壓力，加
上按牧團的通訊往來、邀請卡設計、印刷和
郵寄、按牧禮的程序表設計等等，都由本人
負責，因此是壓力加上壓力。

教會大旅行
黃吳麗施

九月十五日考問心事的日子到了，二
十人先在昆士龍鳳酒樓享受晚宴。吃過晚飯
後，一群人便在教會中心舉行考問心事，另
外的一些弟兄姊妹已經在中心等候了。看到
肢體的出席支持，心受感動。經過近三個小
時的答問，按牧團六位牧師一致通過於十月
十日按立本人為牧師。這是神的恩典！
在這次答問大會中，實在看到及感受
到一班弟兄姊妹的支持和鼓勵，他們不但出
錢、出力、出時間，更願意出言表揚本人的
事奉，顯出他們愛心的實在。這是神的恩
典！
正藉按牧典禮在即，我衷心地感謝
神，也感謝弟兄姊妹在主裡的愛心；我盼望
大家繼續彼此同心、彼此相顧、彼此勉勵，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榮耀主聖名！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
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
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
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
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著運
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 3：1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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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一年一度教會的大旅行有極好
的一天稱讚主! 每個人都非常興奮在六月二
十六日星期六早上去合根頓省公園旅行。
天氣不僅是美麗和陽光充足的，它也吹來一
絲絲的微風。 我們分成幾組車 隊，由每組

的組長帶領下按時到達目的地。感謝我
們滿有愛心的主內弟兄姊妹, Kathy, Irene,
Sam, 及 Adrian 大清早來到合根頓省公園為
我們找個極好的位置給大家聚會。當我們到
達的時候, 他們已經安置好和掛上任何人都
不會錯過的紫色教會旗幟. 。
大家都帶來了美味的食物一起分享。
我們有不同種類的麵條, 凍食, 餃子, 茶葉蛋,
雞, 粥, 水果, 許多西瓜與甜品。我們用三種
不同的語言唱讚美神的詩歌; 有廣東話, 普

通話, 和英語! 由Tony帶領我們玩不同的
集體遊戲。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時光. 孩
子們喜歡在水中玩樂， 享受陽光與海灘,
和用沙堆砌城堡。Timothy做了一個令人
驚嘆沙城堡。請相信我，做沙城堡是一
點也不容易的。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喜歡在
樹蔭下 小睡片刻，或者在公園週圍漫步。
我們當中有些人玩紙牌或享受著彼此的團
契。 最後但是最重要的一環，我們一起慶
祝我們親愛的姐妹Priscilla的生日！ 就像聖
經所說的: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羅馬書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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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聖經學校

靈命進補

黃靜文

麥劉燕琳

轉眼間，我們又一同過了一週愉快的假期聖
經學校！我今年擔任遊戲協助員，並且再一
次覺察到，假期聖經學校是如何的能夠改變
這些孩子的生命。每一年，有新學生來，也
有過往來過的學生，我們都能夠輕鬆有趣地
學習認識基督和一起成長。

常聽見有話說：「你身子咁虛弱，要補
番吓至得啦!」 你有沒有試過食療進補呢？
肉身的生命固然要進補，原來我們屬靈生命
也要進補。每次當我參加退修營就是我靈命
進補的美麗時刻。

我參加這個教堂已多年，每年夏天我
都參與假期聖經學校。當我在小學和中學，
我是其中的一個學生，參加了所有假期聖經
學校提供給我的活動。我有機會結交新朋
友，與工作人員和義務者建立更緊密的聯
繫。我不單止與我周圍的人增長更密切的關
係，與神也一樣。我一直想和神有一個更好
的關係，假期聖經學校幫助我做到這一點。
作為一個假期聖經學校的學生給予我一個有
趣、充滿愛的環境去欣賞神。
雖然我不再是學生了，我仍然參加假
期聖經學校當義工。我覺得很幸運，我可以
看到這些孩子走同我一樣的經歷。我盡我所
能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及理解，在假期
聖經學校，他們可以舒適和盡他們所能認識
神。作為一個遊戲協助員，我喜歡看到他們
下課後鬆弛和一起玩樂。我喜歡與孩子們一
起吃和玩耍，令人驚異的是，一點也不累，
反倒充滿活力！假期聖經學校是一個令孩子
們聚集在一起的偉大計劃，教他們認識基
督，及在夏天開心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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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大會的主題是「主啊，我要跟從
你。」，透過麥傳道傳講四堂連貫信息帶出
“跟從主”的人生命的內涵。神藉聖經經文
的吩咐、教導和警告，使我得著提醒和激
勵。聖靈光照我要向神認罪悔改，神的赦罪
恩典洗滌我，我心靈的担子輕省了。我更在
主前立志：要更認真的順服信靠主，緊緊與
主結連；警醒等候主的再來；竭力領人歸
主。感謝神！我感到心裏的力量被聖靈剛強
起來，神的愛推我再往前邁進。
除了靈命的進補之外，當然少不了為身
體進行各適其式的活動。其中包括有弟兄姊
妹的交誼，讚美操，水上活動：如游泳、划
艇。還有看電影、午睡．．．．等等。眾多
的活動中，我最開心和最享受的就是跟
Jennifer 一起划艇， Jennifer 以純熟的技巧領
導我這個笨手笨腳的初哥在平靜又熱鬧的湖
泊上泛舟，真是樂在其中。
感謝 神讓教會為我們預備這個補品給
我們進補，正如 (羅 12:2) 使我們的心意更
新，能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同時多謝一班辛勞配製這個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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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們。在此，我熱切期待下一次的退修營
早日到來。

代禱事項
教會消息
教會三季的活動:
o 7/26-30/10 – 假期聖經學校。
o 8/6-8/10 – 教會退修會。
o 9/15/10 – 麥傳道按立前問心事。
o 10/2/10 – 雅 各 團 契 追 楓 - 戶 外 賞 楓
葉。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11/7/10 – 堂務委員選舉。
o 12/18/10 – 金門聖誕報佳音。
o 12/19/10 – 聖誕主日崇拜與浸禮。
o 12/24/10 – 聖誕平安夜報佳音。
o 12/25/10 – 聖誕節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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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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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主，麥啟德牧師按立典禮已於十月
十日舉行。求聖靈幫助麥牧師有智慧，
愛心和能力去帶領弟兄姊妹，同心事奉
主。
2. 請記念建堂事工:
i)
求主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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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通過檢查，早日取得新堂址
的入伙紙。
iv)
已訂購的崇拜椅子能如期運到。
v)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繼
續為建堂奉獻金錢及能力。
3. 求主為英語崇拜預備合適講員，幫助青
少年同心敬拜。也記念青年導師施潔
玲，求主賜她愛心，智慧和忍耐去帶領
青年團契，使他們靈命成長。
4.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建立華語的弟
兄姊妹，鼓勵他們恆切參加聚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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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
安，供應他們所需，為主作美好的見
証。
6. 記念教會的讀經運動。求主幫助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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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堅持每日讀經祈禱，保持與主親密的
關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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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周冠寰姊妹跌傷左手，求主醫
治，早日康復。
iii)
林麗儀姊妹及 Lisa He 姊妹將在
十一月份生孩子，求主保守她們
生產順利平安。
iv)
求主記念尚在尋找工作的弟兄姊
妹，並供應他們生活的需用及賜
下合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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