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第四期

神話語進深，禱告心意更

冬季季刊
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

2011 新年立志
麥啟德牧師
新一年已經開始，對許多人來
說，往年發生太多事，也過得太快了。
根 據 美 國 《 大 西 洋 月 刊 》 網 站 12 月 5
日 報道 20 10 年十大國際新聞，包括美國
宣佈正式結束在伊拉克的作戰行動。美
國付出了七年時間、數千億美元、數千
名美軍傷亡以及數萬名伊拉克人喪生的
代價後，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正式結束
在伊拉克的作戰行動。歐巴馬為巴勒斯
坦及以色和和談做出嘗試 ──9 月 1
日，在國務卿希拉利的組織下，以色列
總理本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主席阿巴斯進行了 20 個月來的首次和
談。 其他有南非世界盃；維基揭秘網的
風波；美國施壓要求中國貨幣改革及升
值 ；巴基斯坦洪災 ：大約五分之一的國
土 被洪水 淹沒，2000 萬人流離失所；海
地地震等。其實許多因氣候劇變而造成
的災害沒有計算在內，人類正面臨加劇
的 嚴峻考 驗。
我們常常盼望明天會更好，對我
們基督徒來說，我們十分明白什麼是新
開始：神拯救我們，賜我們有新生命及
新盼望。我們不需要等待一月一日才開
始有新的改變，神給我們的恩典是日日
新的。雖然我們面對敗壞的世界，嚴峻
的考驗，但我們知道靠著神的恩典，我
們 是可以 得勝困難。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2/15/2011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當新一年來臨的時候，我們都會
再次重新組合我們的思想，反省過去的
成功與失敗，計劃一下新一年的人生方
向、目標。作為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我
們都不期然要立志過一個更聖潔，更討
神喜悅的生活。
許多屬靈偉人都有新年立志
偉大的傳道人愛德華茲
（J ona tha n Edw a rds）有一本日記 ，裡
面寫下他七十個立志要作的事情， 我 相
信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倣效他的立志 。
他寫下：「我要立志，無論 我想
要作什麼，不論日子如何，我最大 的 目
的是榮耀神及造就自己，使自己得 到 益
處及快樂。」
另一個傳道人名亨利馬太
（Ma tthe w H e nry）也寫下他的立志 ：
「我在新一年嚴肅地立志， 我要
把自己身、心、靈，全人委身奉獻 給 三
位一體真神、我的造物主、救贖主 、 及
使我成聖的主，不是靠自己軟弱的 力
量，而是倚靠耶穌基督的恩典；靠 著
祂，我可以成就神的旨意。」
你在新一年有什麼立志？立 志減
肥？除去一些壞習慣？更多時間給 家
人？修葺花園的欄杆？
我提議幾方面我們可以在新年立
志的：
1. 每天讚美神
2. 每天有系統地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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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每 天彼此代禱，也為教會禱告
4. 每 月 向 一 位 親 友 傳 福 音 ， 見 證 你
的 信仰
或許有人說，我們剛剛有新堂
址，教會尚有按揭貸款未清還，我們其
中一項立志，應該是在今年內清還所有
按揭貸款。然而，主耶穌曾說：「你的
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
6 ： 21 、 路 12 ： 34 ） ； 當 我 們 處 理 好 自
己對神的心時，其他外在的東西也不成
問 題了。
願意亨利馬太的禱告也成為我們
的 禱告：
主啊，求祢使我在言語及行為上
更合祢的心意；求祢保守我的思想聖
潔，蒙祢所愛，按祢的聖言來生活為
人 。阿們 。

會幕、聖殿、教堂
楊錫光牧師
神拯救以色列人從為奴之地埃及出
來，脫離了難當的重軛之後，神指示摩西建
造會幕。這會幕是神人相會之地(出 33: 711)。會幕是一座表達以色列人對他們的神
獻祭與贖罪的建築物，神的靈是真正的設計
者、建築師。摩西並沒有勉強任何人奉獻建
會幕的基金，各建造的工人都被智慧的靈充
滿，以各人不同的才幹恩賜給來配合，使會
幕能建成。「耶和華怎樣吩咐的，他們就怎
樣作了。摩西看見一切的工都作成了，就給
他們祝福。」(出 39: 43) 「當時雲彩遮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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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出 40:
34)
神揀選大衛的兒子所羅門「一個太平
的人」為神建殿。「你要生一個兒子，他必
作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靜，不被四圍的仇
敵擾亂，他的名要叫所羅門(即太平之意)。
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作我的子；我
要作他的父，他作以色列王，我必堅定他的
國位，直到永遠。」(代上 22: 8-9)
聖殿也是神與人交通之所。神與人交
通是屬靈的事，但也是憑藉有形之所。聖殿
也是神的居所。「我已經建造殿宇作你的居
所，為你永遠的住處。」(王上 8:13) 事實
上，所羅門向以色列人宣稱：「神果真住在
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
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王上
8:27) 所 以 會 幕 與 聖 殿 只 是 預 表 神 與 人 同
在，更只是一個禱告的殿。「惟求 耶和華
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人今日
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王上 8:28) 直到今
天我們也在殿中禱告。
主耶穌降生的時候，具體應驗了神藉
基督與我們同在。故「以馬內利」就是「道
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 1:14) 「豈不知你
們是神 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
(林前 3:16) 今天信徒聚會、崇拜神的地方，
我們稱為「教堂」。
昔日摩西建立好會幕之時，奉獻給
神。「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
充滿了帳幕。 」(出 40:34) 所羅門建殿完畢
之時，「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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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王上 8:10-11)
但願我們的新堂完成奉獻的日子，神的榮耀
也充滿了教堂。 我們要有先決條件「所以
你們當向耶和華我們的神存誠實的心、遵行
他的律例、謹守他的誡命、至終如今日一
樣。」(王上 8:61) 有些人開始的時候十分熱
心，過一段日子便冷卻下來，所以要保持這
熱心至終不變才好。

感謝神，賜我新教會。感謝神，得嘗主恩。
感謝神，過去有Central。感謝神，新家建
成。
感謝神，同心又合意。感謝神，心意更新。
感謝神，預備極豐盛。感謝神，無比恩典。
感謝神，晚晚瞓得覺。感謝神，日日得閒。
感謝神，魔鬼遠離我。感謝神，我有新家。
感謝神，領人到教會。感謝神，時常帶領。
感謝神，賜豐富恩典。感謝神，彼此相愛。

教堂落成了。我們一齊向神敬拜奉
獻，此時神再一次提醒我們，「倘若你們和
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指示你們
的誡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別神。我就必將以
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
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以
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王上
9:6-7) 我們是否有順服神的旨意﹖我們要把
神的榮耀永遠留在這教堂中，我們不能坐著
不作工，倚賴別人的祝福，而忘卻我們在神
面前當盡的本份。藉著我們讓別人明白福
音，得到救恩，因我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
了。

感謝神，賜路旁T站，感謝神，屋頂無漏。
感謝神，賜清早敬拜。感謝神，下午練詩。
感謝神，賜新的教會。感謝神，合一的心。
感謝神，賜我們建堂。感謝神，供應豐富。
感謝神，供給多全備，感謝神，活在主裏。
感謝神，有建堂小組。感謝神，出錢出力。
感謝神，賜我福豐富。感謝神，賜家康樂。
感謝神，賜平安喜樂。感謝神，豐富恩典。
願神大大使用祂賜我們的家。使更多人能認
識這個滿有恩典慈愛的救世主。

快樂日
雅各團契感恩週
雅各團契
十一月二十六日是雅各團契的感恩
週，主題是教會是我家。其中一個節目是將
我們要感謝神的，串成感謝神這首詩歌的歌
詞。我們分成兩組，串成以下的兩首感謝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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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玉瓊執事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
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
者啊，我要歌頌你的名。」﹝詩 9: 1-2 節﹞
十月十日一個完美的日子，一個神賜
恩給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的日子。這是我們
堂慶十八週年暨按立麥啟德牧師典禮的大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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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泛濫在人間。
隨着會眾高唱「讚美耶穌」的洪亮歌
聲中，麥傳道在台上見證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和召命，並立志委身作牧者，一生傳揚主
愛。詩班獻詩「我要順服主」更在整個禮堂
中發出迴響，〝我願順服聽從祢的差遣，我
主！我願前往跟隨祢的帶領，我主！〞和着
每個信徒的心聲。冼志儉牧師引用〝太
28:19-20〞，以「門徒的使命」訓勉會眾，
今日作信徒要面對各樣的挑戰。信徒要從教
會生活開始，要敬拜主，要有親密的團契，
但不要單單停留在教會內。卻要建立好的隊
工，要走出去宣揚主的福音，遵守主的大使
命。
隆重的時刻到了，場面莊嚴肅穆，會
眾屏息靜候。Jim Wideman 牧師深切地為按
牧禮献上禱告。麥傳道屈膝跪在台上，接受
按牧團眾牧師逐一為他按手祝禱，願聖靈的
恩膏豐豐富富厚賜給他。跟着由楊錫光牧師
頒發禮物及證書給麥啟德牧師，並有中央浸
信會馬大衛牧師致祝賀詞，最後會眾站立齊
唱「快樂歌」來同頌主恩。願榮耀歸給我們
天上的父，啊們！

神愛世人
宋友群
滾滾紅塵，
撒旦掌權，
世界充滿邪惡，詭詐，
誘惑，陷阱……
在這彎曲悖謬的時代，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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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
差他的獨生子降生救世人，
童女瑪利亞受聖靈懷孕，
約瑟遵主吩咐迎娶瑪利亞。
博士們看見巨星在東方，
星光熠熠主的榮光照四方，
萬王之王耶穌降生伯利恆，
天大喜訊關乎萬民，
天使天軍同聲贊美高聲唱，
救世主降生救世人，
至高榮耀歸與真神。

建新堂
宋友群
教會是我們的家，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家，
建堂是我們歴年來的心願，
但：難！難！難！
這個小小的教會，
金錢，人力，物力，
往那裡尋。
主內兄弟姊妹齊禱告，
神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馬太 7 章 7
節)，
神的光照亮了我們的心，
〝倚賴神的大能大力作剛强的人〞(以弗所 6
章 10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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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詩篇 60 章 12
節) ，
建堂小組成立了，
神是我們的力量，
他以〝雲柱〞〝火柱〞的光帶領我們前進，
兄弟姊妹節衣縮食奉獻建堂。
靠神的大能大力，
我們的新堂建成了，
神的榮光照耀着新堂，
兄弟姊妹們高聲齊歡唱，
這榮光照耀着四方，
這光吸引着來信主的人，
齊齊來接納神的光。

培靈會感想
曾曉微
神賜給我們教會在 10 月 9 日有一個培
靈會，冼志儉牧師在我們當中作了題為“門
徒的使命”和“門徒的生命”的講座， 使
我受到最大觸動的是，對門徒的生命有了更
進一步的認識。
神給我們教會有許多恩典，現在又有
了新的礼拜堂，祂的目的是要我們行祂的大
使命，去傳揚福音，扩展教會。冼牧師講到
門徒的生命時特别提到神叫我們去跟随祂，
就是要像婴孩一样，願意去學習，彼此事
奉，互相禱告，關心其他人，見証神的愛，
不单止在教會，在家里，在任何時候都有美
好的見証，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人來認識耶
稣，來成為神家里的一份子。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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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讓冼牧師作了這么生動的講
座，讓我們都存感恩的心，回應神的大使
命，一齊去經歷神的真實的同在。

我們的新教會
黎嘉欣
我們在興建中的新教會就好像是我們
新的開始。在過去九年，我是教會的一部
份。我會說當中經歷很多的改變；我們眾人
都漸漸成長成為一個大家庭。我還記得我初
次來到假期聖經學校，我是一個害羞的小女
孩，經常伴著我的姊姊。但我們卻因上學而
要分開，當時我坐近一個陌生的女孩名叫黃
穎兒。我忘記帶鉛筆；她就借給我。這樣就
展開我們兩人的友誼。之後，我的媽媽、姊
姊與我便經常性返到這教會。黃穎兒與我便
成為最好朋友。我最喜愛這教會，是我能活
出自己，而教會每個人都十分友善和親切。
我盼望我們在新堂能繼續一切我們所作的事
工，引領更多的新來賓來分享我們在主裏的
經歷。我盼望除了我們成為一家人之外，神
繼續在我們心中居首位。我們不會忘記在中
央浸信教會美好回憶，我會懷念那些日子。
生命是要冒風險與經歷新事物。我盼望我們
的新教會有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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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會
胡藹怡
因我自嬰孩便在華盛頓街這教會成
長，我的成長與這教會連結一起。當我聽見
我們要搬遷到自己的堂址，實在百感交集，
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想法是我們
可以做以前很多未能做的事情，例如早上崇
拜和希望有更多的活動。但是，我知道自己
將不能返到這教會；我在這裡有很多回憶，
並且我與神關係也在這裡開始。我對新堂址
有點保留，但畢竟正面的多於負面的。有了
自己的地方意味著我們能在早上崇拜；以致
下午能完成功課或與朋友相聚。而且擁有自
己的地方這事實標誌著重大的進步。我感謝
神幫助我們完成遷堂與應允我們的禱告。願
神繼續帶領我們向著正確方面走；並將得救
人數加添給我們的教會。

你怎樣過今年的聖誕節
何麗潔
相信今年的聖誕節是我們教會弟兄姊
妹一個十分難忘的節日。因為我們收到父神
送給我們一份極好的禮物--就是一個近乎全
新，設備完備的會堂。真令我們十分歡喜又
驕傲。
這份意義重大的禮物，讓我們深深體
驗神的大愛。祂真愛我們，很看重這個微不
足道的華人教會，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份禮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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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這個美麗的新堂除了成為我們屬靈的新
家，更引証我們憑信心與神同工的憑據和成
果。
我們教會安排了很多慶祝聖誕節的活
動，12/18 星期六下午我們扶老攜幼到金門
超市，用美妙的聖誕詩歌，向人群報佳音，
派福音單張，獲得很多的掌聲，但願有更多
人認識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12/19 主日，感謝神，我們有三位姊
妹，戴觀鳳，林麗雯及黃恩怡接受浸禮。因
為這次浸禮是第一次由麥牧師，在新堂，用
全新的浸池，大家都有點緊張。浸禮總算順
利進行完畢。當日也有兩位姊妹，徐趙婉容
及毛倩如轉會加入我們教會大家庭，日後參
加各樣的事奉。所有榮耀全歸與天上的父
神。
12/19 下午，傳道部舉辦鄰舍探訪，
誠蒙十多位弟兄姊妹參加支持，帶同禮物，
教會單張，分隊出發，代表教會向鄰居送上
問候和祝福。
12/23 晚上，麥牧師及幾位弟兄姊妹
代表教會參加中央浸信教會的聖誕崇拜，值
此機會向他們送上紀念品及答謝他們多年來
對本會的支持及寬待。我們十分捨不得這班
充滿愛心的主內弟兄姊妹。希望我們留給他
們的也是一個正面的好印象。
12/24 晚上，弟兄姊妹及孩子們，興
高彩烈到多個家庭報佳音，雖然天氣十分寒
冷，但大家都興緻勃勃。正如以往，最後到
楊牧師家中，得到楊師母為大家準備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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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夜〞，大飽口福之餘，平安夜更可以相
聚一堂，實在又難得又開心。
12/25 晚上，我們在教會地庫舉行聚
餐，雖然地方不夠以前青年中心那麼闊大，
但大家可以更親蜜，濟濟一堂，開懷分享，
氣氛十分熱鬧。
當然晚會的高潮在各團契的精彩表演
及禮物大抽獎。大家在一片歡聲中一齊渡過
這個普天同慶的聖誕夜。感謝神，這年的聖
誕節過得真有意思！！

堂慶聚餐
小花
當我正在制作「十八週年堂慶」幾個
大字剪貼的時候，心裏便不其然的想起，字
乃寫得容易，但十八年當中所經過的每一件
事，每一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牧者
的去留，人事的變遷，都相繼成為教會歷史
的一部分。十月十日堂慶晚宴中有嘉賓百多
人，中央浸信會西人堂亦佔一席，由教會的
開心果楊端瑋姊妹及其愛夫鄒小榕執事掌管
台上司儀一職。今年訂購由金門提供的膳
食，豐富可口，亦有餘有剩，人皆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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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開心心的氣氛下完結，感謝神！明年見！

教會消息
教會四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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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10 – 鄰舍探訪。
o 12/24/10 – 聖誕平安夜報佳音。
o 12/25/10 – 聖誕節聚餐。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1/23/11 – 會友年會。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2011 年教會主題是「團契廣且深、
培靈證主恩」，我們彼此勉勵，一同
長進。
o 2011 年建堂奉獻目標是十萬元，請
弟兄姊妹熱心參與奉獻，清還部分按
揭貸款及借款。

由於中西文化共冶一爐，台前台下中
英交替，由新牧者麥啟德牧師和師母的合
唱，小妹曹淑貞也分別以中英唱出詩歌助
興。最後的重份量組合，當然由重身量的
Tony ， David ， Derek 及 Harris 的 「 Big
Four」四人重唱成為壓軸演出。整晚聚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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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教會新堂聚會感謝神。
2. 求主幫助我們與鄰居和睦相處，特別在
泊車位上謙讓不造成阻礙，在社區見証
神。
3. 求主愛激勵弟兄姊妹繼續為建堂奉獻金
錢，按部償還貸款及按竭。
4. 為 2011 年度堂務委員禱告，求主賜下合
一的心，處理教會事務。
5. 為麥啟德牧師禱告，求主賜給他智慧，
愛心和忍耐去牧養弟兄姊妹，同心興旺
福音。
6.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每天讀經祈禱，追求
靈命成長。

7. 請記念國語團契，求主堅固說華語的弟
兄姊妹的信心，學習彼此相顧服侍，建
立信徒相交的生活。
8. 為有需要的肢體代禱︰
i)
陳秋瑾執事跌傷腰骨，求主醫
治，早日康復。
i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過程順利平
安。
iii)
黃周冠寰姊妹關節痛不要惡化。
iv)
為失業/待業的弟兄姊妹，求主
供應生活所需及工作機會。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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