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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
麥啟德牧師
引言：教會註冊成立已經有十九個年
頭，慶祝週年好像剛過去，跟著是感恩節、
聖誕節，轉眼間，一年已盡，新的一年又開
始了，正是「又一年」！
從日子來看，我們仍是在最年青力壯
的年齡－－十九歲，仍是一個暴風少年，敢
作敢為。人細細，只是用了三幾年時間，儲
蓄了一點點的經費，便出來建立自己的家
園；出了兩成的房價錢，借了八成按揭，便
買下了房子，把其餘的儲蓄，加上再問自己
親人無利息借款，把大部分的錢用在裝修房
子的工程上。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是為神的名、
為神給教會的使命來建堂，不是供自己娛樂
享受。雖然我們有優良、先進的音響、影音
等設施，一切都是用在神的事工上，不是作
私人娛樂之用。我們為這新堂址及所有完善
的設施感謝神。
為過去一年感謝神
（一）新堂新成長－－我們由 2010 年十二
月開始，從中央浸信會搬進現今的堂址已是
踏入第二年，藉得感恩及慶祝的是，有五人
受浸、及兩人轉會加入教會事奉；我們有年
青人信主、有浪子回頭、失迷的回轉；弟兄
姊妹同心地事奉，教會在人數及靈命上都有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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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堂犧牲奉獻的肢體－－特別為弟兄
姊妹犧牲地奉獻感謝神，因為有肢體慷慨及
犧牲的奉獻，教會的新堂址裝修工程所需得
以完成。有些人是又出錢又出力，又沒有怨
言，更沒有後悔。感謝神。
（三）楊牧師的事奉－－教會有得也有失，
這個「失」不是損失、不是遺失、也不是喪
失，而是「不捨得」。大家知道我說的是楊
錫光牧師，他的離去是我們「捨不得」的。
然而，我們為楊牧師感謝神，他一生愛主、
事奉主，直到在世上最後一天，他從來未有
機會正式宣佈完全退休。在主裡，他是有福
的。我們為他感謝神。
（四）執事及堂委的事奉－－我為教會的執
事及堂務委員感謝神，他們忠心的事奉使教
會在崇拜、主日學教導、團契、成人及青少
年、中文及英文等事工，以及教會的行政管
理上，都得以有次序地進行，肢體靈命得以
被建立。感謝神。
（五）為其他肢體的事奉感謝神：每主日崇
拜、主席、詩班員、司事、司琴、接送、清
潔、音響及影音控制、負責程序表內容、兒
童照顧...等大概有三十多位。願神繼續賜
福使用他們。
（六）為建堂小組感謝神（黃永祥、鄒小榕
執事、何麗潔、莫玉瓊執事、李志文、李淑
儀、王福興、及麥牧師）：在建堂整個工程
上，在每一個決定建築內容、聯絡建築商報
價、跟進工程進度...他們盡上最大的努
力，忠心地盡上自己的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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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維修小組（黃永祥、鄒小榕執事、王
福興、夏焯材）：負責工程完成後的堂址維
修工作，例如屋頂防漏工程、外牆防漏、停
車場維修、安裝防盜系統、安裝監察系統、
安裝音響器材系統等。教會防漏工程是急需
進行的項目，自從入伙後，上下兩層新加建
的幾隻門窗，在較大風雨時便漏水。求神為
我們預備合適的承辦商，把問題完善地解
決。
又一年的新展望
我為著牧師職份的事奉感謝神──自
2010 年十月十日被按立成為教會牧師至
今，又是一年多了。身份似乎是從「傳道」
改變為「牧師」，然而在職份及工作上是沒
有改變，或許工作是多了。這是神的呼召，
去回應教會事工的需要。藉得慶祝的是，
2011 年我主持了第一次婚禮，而且是自己
教會的會友！
總而言之，若不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神，我甚麼也不能作。被按立做牧師不是
我要達到的人生目標，保羅所說的目標才是
我人生的目標：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
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2～
14）願意大家彼此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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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新一年，我們整個教會都能在神
國事奉上有突破：
（一）彼此同心、以和為貴──放下自我，
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以愛心彼此相待。
「9 愛，不可虛偽；惡，要厭惡；善，要持
守。10 要以手足之愛彼此相親，用恭敬的
心互相禮讓。11 殷勤不可懶惰，心靈要火
熱，常常服事主；12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
患難中要堅忍，禱告要恆切。13 聖徒有缺
乏的，就要接濟；客旅要熱誠地款待。14
迫害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只可祝福，不
可咒詛。15 要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哀
哭的人一同哀哭。16 要彼此同心，不可心
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不可自以為聰
明。17 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
要努力去作。18 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
所能與人和睦。」（新譯本－羅馬書 12：9
～18）
（二）有虧欠的要悔改──對人沒有愛心要
悔改；不關心人靈魂得救與否要悔改；沒有
嘗試傳福音要悔改；沒有理會神要我們把福
音傳至萬邦的心意，我們要悔改；沒有理會
我們的鄰舍要悔改.....。
「14 你要寫信給在老底嘉教會的使者，
說：那位阿們的，忠信真實的見證人，神創
造萬有的根源，這樣說：15 我知道你的行
為，你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因為你好像溫水，不熱也不冷，所以我
要把你從我口中吐出去。17 你說：我是富
足的，已經發了財，毫無缺乏。卻不知你是
困苦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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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8 我勸你向我買精煉的金子，使你富
足；又買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恥不會顯
露出來；也買眼藥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
看見。19 凡是我所愛的，我就責備管教；
所以你要熱心，也要悔改。」（新譯本－啟
示錄 3：14～19）
阿門！

主耶穌將要再來審判世界。祂是那位「創始
成終」的神，祂是開始，又是終結。祂應許
要將生命泉的活水白白賜給口渴的人喝，祂
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的兒女。
但願這個晚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
能聽見主愛的呼喚，讓福音的種子在心田中
萌芽生長。我的朋友，你知道「耶穌是誰」
嗎﹖
「」詩歌

堂慶音樂佈道會
青少年小組堂慶短片

莫玉琼
十月十五日音樂佈道會「耶穌是
誰」，整晚是由詩班的獻詩配合麥牧師的信
息交織成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
詩班以一首「人人都應該知道」揭開
序幕，然後歌唱「神愛世人」帶領會眾穿越
時空，看見神如何從罪中拯救人。藉著神的
兒子耶穌降世在「卑微馬棚」，宣告「祂」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穌一來」醫治
人的所有病患，鬼附，脫離撒旦的捆綁，使
痛苦變為甘甜。耶穌是好牧人，「祂餵養小
羊」，我們有祂的保護看顧，肩負重擔的人
可以到祂跟前就得享安寧。耶穌更「是為了
我罪」，成為我們的代罪羔羊。祂犧牲在十
架上，彰顯大愛，並且第三天從死裏復活。
因「主活著」，祂伴我們同走生命窄路，我
們能面對明天，不再懼怕。主耶穌是我們永
恆的盼望，「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十
架上救主使我們完全，祂使黑夜轉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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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以恩
今年一班青少年為我們教會的週年紀
念做了一段由兩個假廣告組成的影片。第一
個被稱為「麵包屑和魚」，象徵聖經中有關
耶穌僅用一些麵包和魚餵飽五千人的故事。
我們稱之為「麵包屑和魚」，因為是編織自
一個流行的服裝店。在龍鳳的週年紀念聚餐
中播放影片時，我不認為在場的成年人太理
解它。然而，因為影片搞笑的滑稽動作，有
很多笑聲。我們製作耶穌餵飽五千人的版
本，包括鄒以心扮演一個小女孩給耶穌只有
一條魚和一些麵包屑。王君樂扮演耶穌，舉
起食物和以某種方法做了很多其他魚和令整
個麵包從空中飛過。（其實我們只是從攝影
機背後向他投擲。）
第二個廣告被稱為「萬王之王」，編
織自一個流行的快餐連鎖店漢堡王。漢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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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號是「用你的方式」，但我們做了一個
假的標誌說：「萬王之王。用神的方式」。
許多成年人理解這廣告多過第一個。黃詠怡
扮演一個女孩，吃著雞塊和薯條（桌子由王
君樂扮演）。但黃耀信用一本聖經擊倒她
「桌子上」的食物，並告訴她神會餵養她的
精神飢餓。影片結尾是黃詠怡「咬」一口聖
經，並說「用神的方式！」青少年組製作這
兩個廣告時有無窮的樂趣。

我們整晚談論宣教士試圖向沒有宗教自由的
國家傳播神的話。我們分成不同的小組，為
在不同國家的宣傳教士祈禱。我們這個晚上
以祈禱為結束，跟著便回家去。

聖誕慶祝
陳依韻
今年的聖誕節剛好是星期日，感謝神
在這個主日裡讓我們能共同放下手中繁瑣的
事務，專心來到神的殿中敬拜神，齊來歌頌
同慶主耶穌降生。這天前來參加崇拜的人多
達 120 人，教會大堂內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講壇上漂亮的聖誕樹閃爍著耀眼的燈光，襯
托著大堂走道兩旁豔紅的聖誕花。讓人感到
特別的溫馨。這是奇妙的一天，是神成了肉
身來到世上的大喜日子。

青少年小組
李詠詩
我們參加 Boston Metro 的聚會和我
們平常星期五晚上的聚會非常不同。到達
時，我們步入一個黑暗的大房間。光線的唯
一源頭來自很多的蠟燭和兩部電視機。我們
一組人坐在房間的一角。聚會開始時，有報
導說我們現在是 2024 年。基督教現今是違
法的，如果我們被發現，就會有很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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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教會在昆市龍鳳酒樓筵開 15
席，共有 150 人參加了慶祝活動。大家歡聚
一堂，除了有豐盛的美食和美妙的詩歌，還
有各團契精彩的表演。其中婦女團契姊妹們
的表演更是有聲有色，透過自導自演的話劇
「浪子的故事」，將福音的信息傳給觀眾。
神是信實的，只要世人肯認罪悔改，神必將
恩惠與慈愛加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在表演節目後，緊隨著期
待已久的抽獎遊戲，很多家庭都幸運地得到
由堂委會員愛心奉獻的禮物。大家都興高采
烈盡興而歸。感謝神賜給我們有這美好的一
天。

第4頁

2011 第四期

團契廣且深，培靈證主恩

冬季季刊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

施潔玲家中開聖誕晚會
黃耀信
十二月十七日青少年組去了施潔玲家
中開聖誕晚會。當我們到達，那裡已有美美
輪美奐的、美味可口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食
物擺放著等待我們。有沙拉，火腿，芝士馬
鈴薯，釀貝殼粉，小餅，奶油泡芙，小蛋
糕，餅乾，和蘋果批。飯後，我們分組裝飾
羌味曲奇和麵包。曲奇餅和麵包都佈置得非
常漂亮。當一些人佈置時，其他人就聚在一
起有愉快的時間。每個人裝飾完他們的曲奇
餅後，我們圍在一起玩美國式禮物交換。這
遊戲很好玩，離開時每人都有禮物帶回家。
這聖誕晚會是令人充滿驚喜的，我相信所有
人都期待著明年再來一次。

齊聲歌頌……
救世主降生伯利恆，
“神愛世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約翰福音 3 章 16、17 節)
天兵天使齊聲和唱神采飛揚，
四方長老獻上禮物，
天使牧童同聲讚美主降臨，
萬民歡聲頌讚主權能。

母親的經歷
陳文駒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述說那幾乎奪
去我母親性命的病，以及神的恩典奇蹟地救
了她的事情。

救世主降生
宋友群
艷陽普照穹蒼，
放射萬道光芒，
海上碧波蕩漾，
鮮花燦爛盛放，
蜂蝶翩飛漫舞，
雀鳥跳躍啼唱。

這一切都是從今年三月開始，母親被
一種非常具有傳染性的腹瀉病毒攻擊，不到
十天，將她送到急症室四次。她衰弱到再也
不能回到她的住所。長期療養院是她唯一的
選擇，這是她畏懼和憎惡的。但神改變了她
的心意，她接受了這個事實。神在唐人街一
所最好的療養院供應了一個床位，地方語言
和文化不是一個問題。不可思議的是，我們
能在二十四小時內將她送到那裡，這是聞所
未聞的。我們能打破了所有的規限議定，完
全是神的作為。

風傳喜訊到萬邦，
宇宙大地芸芸眾生齊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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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很高興在那裡生活。但五天後，
她因為呼吸短促再次被送往急症室，她的肺
部有水，甚至可能是心臟問題。在深切治療
部時，由於醫療隊伍的錯誤信息，為她插管
的決定引起了很多混亂。幸運的是，因媽媽
的乾兒子，一個腎臟病科的主管為此事從費
城飛來，給予幫助和意見，我們決定為她插
管。在此期間，媽媽的病情迅速惡化和接近
死亡。這時候，媽媽很冷靜，並且勇敢無懼
地說出，「沒有理由延長生命，我要到我的
天父那裡」 。這番話叫我十分感動。
在她深切治療部內的床邊，我有多次
的禱告。在最危急的時候，我對神許諾，如
果媽媽渡過難關，我將重返我在少年時就已
經離開的教會。
不可思議的是，媽媽能夠在兩天後自
己呼吸，可以為她拔管。整個考驗持續了一
星期，並能夠返回到療養院。她開始告訴那
裡所有人，她的神救了她。我也開始告訴我
所有的朋友，她的恢復是一個絕對的奇蹟。
我遵守我的諾言，在復活節主日去教會，一
直到如今。我回來了，現在這個「迷失的
羊」被尋回。
當我回顧整個經歷，我學會我們的主
是至高的和良善的，他聽我們的禱告。但即
使他選擇不聽，我們相信他仍然是神和按照
他的旨意統治。這經歷也見證了所有痛苦，
悲傷和絕望的背後，我們總是可以找到神關
懷的愛和祝福---隠藏的祝福。

財政狀況
十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26,692

16,101

10,591

十一月
收入

支出

赤字

15,255

15,882

(628)

十二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36,388

32,080

4,308

主日人數統計
(每週平均人數)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崇拜
聯合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主日學

十月
79
20
97
5
60

十一月 十二月
81 90
21 22
120
116
6
6
59
66

教會消息
教會第四季的活動:
1. 10/15/2011 十九週年堂慶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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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6/2011 在龍鳳酒樓教會週年聚餐，
邀請的嘉賓有中央浸信會代表和 Henry Wan
牧師。
3. 十一月份月會選出 2012 年教會堂委會成
員。
4. 12/17/2011 在金門超市向華人社區佈佳
音和派發福音單張。
5. 12/24/2011 平安夜崇拜，我們分享信息
並有不同的家庭和組合唱詩。
6. 12/25/2011 聖誕節崇拜和晚上在龍鳳酒
樓的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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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1. 01/22/2012 舉行年會。
2. 02/04/2012 首次有國語福音培訓班，由
林志隆牧師帶領，粵語翻譯。
3. 03/11/2012 婦女日主日崇拜。
4. 03/04/2011 崇拜後有關顧小組日。

5. 請為國語團契代禱。求神提供資源以保
留林志隆牧師事奉我們的國語組。求國語主
日學、團契和查經的復興，使弟兄姊妹能夠
去愛、關心和互相服侍，並邀請更多說國語
的朋友和親戚來參加團契。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1. 2012 年教會主題是「擴張境界、恩澤萬
邦」，我們彼此勉勵，一同長進。
2. 2012 年建堂籌募奉獻目標為五萬元，求
神感動弟兄姊妹熱心慷慨奉獻。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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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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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有需要的肢體代禱﹕
a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過程，順利平安。
b 陳秋瑾執事在中華頤養院的生活，恢復
健康體力。
c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不要惡化。
d 黃慕萍姊妹的足部手術後，早日康復。
e. 區嫦娥姊妹經常有便秘腹瀉及頭暈，求
主醫治。她在香港有快樂和健康的逗留，並
安全回美國的旅程。
f 區燕萍姊妹的心臟病，求主保守她的情
況穩定。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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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堅持每天讀經祈禱，
追求靈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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