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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十日
麥啟德傳道
我和師母在三月廿一日起程回香港探
親渡假。在回香港前幾天，日本東北部發生
大地震，數以萬人在一場地震及海嘯中喪
生。日本整個東北區成為重災區，有多組核
電廠洩漏核幅射，其中一組反應堆發生爆
炸。後來證實核電棒已溶解，核污水已流入
大海，把海水污染。當日本當局公佈這些資
料時，我們已身在香港。
每天新聞的頭條就是報導日本核幅射
的洩漏程度，每次總是說一切在安全的水平
內，對人體的健康沒有傷害。然而，我的心
裡總覺得香港也不安全。果然很快地，香港
天文台已錄得超出正常的核幅射，市面日本
進口的魚類及蔬果已染有幅射物質。
另一個新聞焦點，就是中東及北非多
國的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街頭遊行示威引至
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發生衝突流血事件；先
是突尼西亞、埃及，後蔓延至敘利亞、也門
等國家。利比亞的政治衝突已持續多月，親
政府軍與叛軍彼此攻擊；聯合國加入反利比
亞總統卡特菲，不斷向利比亞首都轟炸，要
求他下台。
加上之前的中國四川地震、海地地
震、紐西蘭地震、土耳其地震 ..... 心中不其
然想起聖經中對末世的預言及預兆。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
地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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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
惑你們。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
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6 你們
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
到。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
饑荒、地震。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馬
太福音 24：3～8）
中東政治不穩定，引至石油價格暴
升，顯示能源危機在即；世界股市大起大
落，經濟不穩定，加上天災，人心惶惶。單
是日本地震，一開始已有人傳出幅射已經污
染食水，一度引起搶購食水及食鹽的浪潮，
因為食鹽被謠傳可以用來防幅射的傷害，以
至食鹽的價格忽然暴升十倍。因此香港人有
「盲搶鹽」（不是盲腸炎）之稱。許多日本
飯店、食館也因為日本的海產及農產品都受
到幅射污染而大受影響，有些還要關門結束
生意。
至於香港人，處於危機中，看來是無
可奈何，因此，馬照跑，飯館照上，茶照
飲。香港的大小食市其實已經大大改善了，
起碼是門面──清潔整齊，服務員服務週
全；就以大家樂、大快活等快餐館為例，他
們所用的客人杯、碗、碟，也是頗上等的。
快餐店一律都不用發泡膠餐具；堂外整潔衛
生，雖然看不到廚房內的衛生程度如何，但
想到香港常常受到致命的細菌傳染的洗禮，
相信公共餐館的老闆們也會打起十二分精
神，為己為人，為大眾，為經濟，一於要把
衛生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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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次回香港之行，主因是探望高
齡父母。母親於較早前在街上被推跌，股骨
折斷，一度不能郁動。在療養院住了一段時
間，其間我在電話中問候她，並為她的傷禱
告。奇妙地，她感到禱告有力量，很快她便
可以出院回家了。在香港這十天，多天與父
母一同飲早茶、吃晚飯，與他們相處片時談
話，教母親奉耶穌的名禱告.....。從父母的
表達中，看到他們十分欣慰。然而，他們還
未能決心，專心信靠耶穌基督。
今次也是適逢父親的生日，我們為他
請了幾圍的親友吃晚飯。當晚，我們有機會
與許久不見的親友會面，有些更是多年沒有
見面的。當都知道我是牧師時，許多人都向
我發出一些問題，這是神給我見證及講福音
的機會。雖然許多人的心已經被世界的偶像
迷惑，他們不容易接受福音，但當晚我竟然
發現一個堂妹已經信主，而且信心堅定！神
讓我看到，神的救恩已經開始臨到家族裡的
另一個家庭！我相信神有恩典，祂必拯救到
底，可能許多人要在危機裡才開始有轉機，
神的恩典便臨到。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神的應許是真確的。
除了每天與親友約見品茗外，我最享
受的是在大清早有機會行水塘晨運，回味久
違了的情操，年青時與同學在水塘的情境，
真是恍如昨日！我也享受吃一個熱騰騰的香
港雞尾包及港式奶茶。
十天很快便過去了，在危情中有享
受，但發覺自己心繫波士頓，家的感覺已不
在香港；雖然我知道，我的永恆家鄉是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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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神仍給我們地上的感受，地上的享
受，為的是要見證主，榮耀神的名。
當我在飛機上時，我便有危機的感
覺，我不大相信飛機的性能，但我可以信靠
我的神，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當飛機降落
波士頓 Logan 機場時，我心裡頓時感到──
回到家了！感謝讚美主！

哈利路亞, 主已復活!
約翰 11:25
黃吳麗施
今年能在我們的新堂址裏舉行受難節
崇拜，是有特別意義.。讚美主 ! 我還記得詩
班在當晚唱的那首詩歌， 「主啊, 教我不要
問為何」。 它是一首非常獨特的詩歌。雖
然音律不是平時常常聽的那種，但我很留意
歌詞的意思， 很多人遭遇患難的時候都常
常問「為何 ?」 我不敢問神「為何 ?」 我只
會單單地順服神，因為知道神是我的創造
者，祂是王中之王，是滿有大能的。
每年復活節都再一次提醒信徒，神如
何的愛我們。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 3:16) 我還記得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電影， 耶穌被迫
害， 拷打， 和欺凌， 很多信徒看完這電影
情緒都很激動， 包括我在內，耶穌願意背
起我們的罪，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被埋
葬，三天後復活， 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
不只在復活節裏記念耶穌，還要每一天都記
念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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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小組同樂日

妹帶領的關顧小組得到亞軍，勝出的小組各
得到獎品一份。大家一齊享受快樂時光，並
且加深彼此認識。

我們第一次召開關顧小組的聚會十分
成功。感謝神藉著 3/22/2011 的同樂日讓我
們彼此關顧與分享。為你們每一個人與各組
長鼓掌；因為當天的出席人數超過 100 人。

神厚厚的賜福與我們；我們親嘗神的
最佳禮物-新堂址；以致我們能在這裡自由
敬拜與禱告神。最重要是神藉著主耶穌基督
賜給我們救恩；使我們能與神和好，得享永
生。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就讓我們藉著
關顧小組一同見證神的大愛。

鄒小榕

由各關顧小組組長統籌的午餐更是各
適其式，我特別讃嘆部份小組美味的食物；
由前菜至甜品。就算有些小組只是簡單的食
物，但各小組間彼此分嚐食物，這展開我們
互相分享與溝通的時候。
當日所唱的詩歌提醒我們被神的愛結
連一起；在主內是一家人。在楊端瑋的鋼琴
與王君樂的結他伴奏下，我們興高采烈地唱
出「在耶穌裏」與「神的愛結合我們成為
一」兩首詩歌。
麥啟德牧師的分享信息喚醒我們的心
靈，叫我們怎樣彼此關顧。他舉出波亞斯如
何關顧路得與耶穌如何關顧撒瑪利亞婦人兩
個例子，讓我們學習四個重點：1)關顧別人
生活需要。 2) 關顧別人靈性需要。 3) 耐心
聆聽別人。 4) 組長分享組員的需要，並為
他們代禱。
當日的遊戲包括小組最高出席人數、
組長以最創意方法介紹各組員與壓軸的考記
憶。每個小組都表現其創意、合作和參與，
大家都樂陶陶，而我感受到各小組眾志成
城。我帶領的關顧小組得到冠軍；吳麗施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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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團契退修會
曾曉薇
感謝神！今年雅各團契退修會於
6/24--25 在本教會舉行，第一次在自己的家
裡開退修會，有一種特別親切，舒適的感
覺，時間雖然短，大家都覺得非常有意義，
渡過了一個美好非凡的週末。
今年退修會的主題是：幸福家庭由你
創！ 由麥牧師主講，麥牧師在講座中介紹
了五種主要愛的語言，夫婦之間有誤會，磨
擦，是因為不認識自己愛的語言，愛情的箱
子裝不滿。麥牧師通過引經，舉例，分享和
測驗練習， 讓大家都找到自己和配偶愛的
語言，相信經過他們的努力，他們愛情的箱
子一定會滿瀉。跟著， 麥牧師又介紹了一
些化解家庭危機的方法。
在 Donna 執事主持的“夫妻的時間走
廊”裏，大家暢所欲言，彼此分享心得，收
益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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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節目也是專為夫婦而設，總共有
六對夫婦參加，無論唱歌，跳舞，拼金句，
答問題，他們都是那麼認真投入，Jennifer
姊妹在唱歌環節中滿有心思地唱了一首“這
一曲送給你”給她的另一伴 Harris 聽，
Harris 驚喜之餘心裏確是甜滋滋的，特別是
唱完之後的深情擁抱，令到在場觀衆都為之
動容。Tony 和 Nancy 更是「唔話得」，他
們以情侶裝出現，Tony 以一首自創的「愛
在一生一世裏」，唱到 Nancy 眼濕濕，平
時給人硬朗印像的 Tony，想不到也有他的
柔情一面，其餘夫婦也唱了一首表達他們心
聲的歌，最後，Babington 和 Donna 這對夫婦
以答問題全對勝出，拿走了最有默契夫婦的
獎品。恭喜晒！實至名歸。
臨走之前，大家為 Priscilla 姊妹切蛋
糕慶祝生日，壽星女開心到不停地擺 Pose，
任影唔嬲。Derek 即時運用愛的語言，給太
太一個深深的吻，他們的愛箱馬上增添不
少。哈利路亞，感謝神！
感謝神賜給雅各團契這個美好的退修
會，願神祝福每一對夫婦，讓他們愛火重
燃，更有力地去事奉神，彰顯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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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退修營
黎家燕
在退修營，有各種我喜歡的不同的活
動和時刻。首先，有我們輪流做的美味食
物。我喜歡這一切，因為飲食和烹飪大概是
我最喜歡的嗜好。其次，我們有很好的老
師：Katelyn 和 Angela。第三，那些遊戲也
很好。加上，我們有很多自由時間自己出去
玩，我真的很喜愛。最後，我們所做的手
藝，也是我喜歡的。

青少年退修營
鄒以諾
我在這退修營有一個很好的經歷。整
個週末裏我們有很多有趣的活動，包括接力
賽，戶外遊戲，操場時間和手藝。我們每一
個都有機會做飯給大家吃，那些食物非常
好。查考聖經十分有趣，短短一個週末我學
到了很多東西。那些睡房算是不錯。在房間
裡找到幾隻昆蟲，除此之外，不太差也不太
好。總括來說，這退修營很好玩，我有興趣
明年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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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退修營
讚美稱頌神
王君樂
我覺得很好玩。這是其中一個最好的
退修營。很自由，給了我們很多相聚閒談的
時間。查考聖經也確實不錯，特別是由約翰
帶領的，我們與他成了很好的朋友。烹飪工
作也很有樂趣。我們猶如一個快樂的大家
庭，因為住處就像一間大房屋。自由時間我
們可以玩很多有趣的遊戲。雖然我輸了仍令
人難以忘記。我喜歡我們在操場上玩耍、打
鞦韆和籃球的那個公園。那籃球場是最好
的，有一個我可以扣籃的籃球圈。我唯一不
喜歡退修營的地方是那些昆蟲。他們令人暴
躁！我也喜歡那裡幾乎沒有任何成年人，特
別是在我們的房間。真自由。

宋友群
神創造天地，
太陽笑面暖洋洋，溫暖了大地。
月亮繁星閃耀在夜空，
春夏秋冬，風雨雷電，四時有序，
山禽走獸在高山原野。
雀鳥在空中飛翔，
魚兒跳躍在水中游，
繁花吐艷，綠樹婆娑。
亞當夏娃延後代。
神創造宇宙萬物，各從其類，
相輔相成，千奇萬妙，壯麗宏偉。
耶和華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我們要稱頌讚美耶和華。
神的恩典比天高，比海深。
衪赦免了我們的罪，
救贖我們脫離死亡，
醫治我們的疾病，
供應我們一切生活所需。
主呵！感謝讚美你，
神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神是至大，至高，至尊，至榮。
凡行在衪光中的，都是有福的，
我們要悔改認罪信靠主。
跟隨主，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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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二季的活動:
o 4/22 – 受難節祟拜
o 4/24 – 復活節主日祟拜
o 5/15 – 喻志強弟兄，何日明姊妹受浸
加入教會
o 5/15 – 青少年為七月「十架行」退修
營舉行糕點義賣。
o 6/24-6/24 雅各團契舉行退修營，主題
為「幸福家庭由你創」。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7/25 – 7/29 教會將首次在自己堂址舉
行假期聖經學校。
o 8/21 教會參予昆士市的中秋節慶祝
會，將有攤位展覽及福音單張派發。
o 9/24 梁俊康弟兄和楊琬婷姊妹將在波
士頓大學教堂內舉行婚禮。
o 聖樂部與詩班，正籌備 10/15 的聖樂
佈道會「耶穌是誰?」弟兄姊妹請代
禱，邀請親友參加，並參予當晚的事
奉。
o 堂務委員會正開始討論下屆委員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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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 募 奉 獻 目 標 為 十 萬
元，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熱心慷慨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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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堅持每天讀經祈
禱，追求靈命成長。
2. 為麥啟德牧師禱告，求主賜他聖靈充
滿，叫他有能力去帶領弟兄姊妹同心
建立教會，廣傳福音。
3. 求主愛激勵弟兄姊妹繼續為建堂奉獻
金錢，按部償還貸款及按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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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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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有需要的肢體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過程，順利
平安。
ii.
陳秋瑾執事在中華頤養院的生
活，恢復健康體力。
iii.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不要惡
化。
iv.
黃慕萍姊妹的足部手術後，早
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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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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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失業/待業的弟兄姊妹代
禱，求主供應生活所需及工作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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