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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日記 (2012 年 3 月)
麥啟德牧師

我和師母於三月十二日乘坐飛機橫渡
大西洋，橫越整個歐亞大陸，經過十七多個
小時才到達香港國際機場。一切總算順利、
平穩。今次逗留香港的行程也是預算十二
天。
甫出機場禁區，便看到大兒子凱生守
候在門外，最開心的是師母，因為朝思暮想
的兒子今得可見。看到兒子龐大的身材，一
開口便是提醒他要減肥、少吃油炸脂肪食
物、要運動...總之是一見面便是「苦口婆
心」，令人煩厭。
回到父母家已是晚上十時多，父母正
在等候我們來到，過了休息的時間。不一
會，母親便要先回房間休息了。我們的床舖
已由菲庸打點好，第一晚的睡眠對我來說，
是很好的，因為一覺便睡了七個小時。
第二天開始的生活便是上茶樓。與父母相
聚、喝茶、吃點心，是他們的快樂，因為有
兒女相伴是光榮的事。但對我來說，清早吃
點心、喝中茶不是我慣常的生活口味，因
此，我總會找機會先喝杯奶茶或咖啡，吃個
「雞尾」包，才上茶樓。
中午師母約了她妹妹及母親吃午飯，
也是上酒樓。午飯後，師母被介紹到灣仔一
個中醫做針灸治療，期望藉此可以減低高血
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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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回到住處，師母已經昏昏欲睡，
結果晚飯的時間也過了，到晚上九點多才起
來吃一點東西。父親十分有心思，特別吩咐
菲庸買了幾條「游水」魚給我們享用，因為
他以為我們從來沒有「游水」魚吃。
第三天是父親八十歲「大壽」，早茶
是必定出席的。父母的七個兒女，即我們七
兄弟姊妹，自從一九八零年、三十二年來，
第一次重聚，因為彼此分散在北美及香港各
地。父母自是滿懷安慰，我也心有感觸，渴
望父母家、各弟妹家庭可以同得神的救恩。
晚上筵開十二席宴饗親友，親友共聚，驚覺
這個祖系家庭已經生養眾多，多有不認識
的，更不知道如何稱呼的；也驚嘆有好些親
友已離世。可喜的是，有好幾個親友已經認
識並相信耶穌。當大家表明自己是基督徒
時，彼此的關係便變得更為親切。
父母的心開始有轉變了（也不知何時
開始），因為第二天，父親便說要信耶穌，
要返教會。母親關心的是：幾十年來供奉的
偶像及「神位」如何處置？於是我簡單地解
釋什麼是信耶穌，要拜獨一的真神耶穌，不
要拜其它偶像。家中的偶像、「神位」可以
邀請牧師來拿走，但他們一定要同意。我首
先約他們在星期日去就近的香港仔浸信會參
加崇拜。
果然，父母一早便起來，七點左右便
吃過早餐，放棄了那天的早茶時間，七點半
便出門前往教會了。父母行動不方便，不容
易才到教會門口，一進門，才發覺要步行上
三樓聚會。幸好父母並沒有發怨言，不單如
此，在整個崇拜中，父親一聲咳嗽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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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平時特別多痰之人，咳起來也是怕人
的！那個主日是林守光牧師證道，講題是
「同甘共苦的群體」，事後問父母聽了什
麼，當然他們什麼也記不起了！然而，教會
中有幾個信徒認識父親及祖父，因此父親開
始對教會有些熟絡感。
這天那麼早出去參加崇拜，是因為我
們兄妹等一行九人，相約早上十一時半搭船
前往澳門觀光。前往澳門的船公司不再是從
前的兩家，而是有多間船公司，十五分鐘的
班次，可以說港澳兩地是沒有什麼分隔了。
我們入住的是友人提供的「分享時間」渡假
酒店，星際酒店，是澳門氹仔最大的一間酒
店。酒店是一座綜合大樓，內有食物走廊、
購物走廊、電影院等，當然，佔地最大、最
中的是它的賭場，所有建築及活動都是圍繞
著賭場，以賭場為中心。從碼頭開始，客人
可以乘坐免費專車到不同的大酒店及賭場，
車隊都是新而多，又寬敞，又舒適。
我們來澳門觀光的重頭節目是觀賞
「水舞間」的表演，主要是音響、燈光、幾
十人的跳水、越野電單車表演，以一個舞台
劇作為表演的骨幹，最後是「去舊迎新」，
新時代勝過舊時代，時代要改變。這是我個
人的領受。第二天，我們一行人參觀市區、
教堂、大山巴、午餐，之後分隊而回香港。
跟著幾天，我和師母約了一些從澳洲回來度
假、從加拿大回來度假的主內弟兄姊妹共聚
下午茶，師母要避免太多的酒樓食物，以免
血壓受影響。然而，與她自己的兄弟妹及親
友晚飯團聚是免不了。總之，在香港期間的
飲食實在是太豐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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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與親友見面，少不了會與他們談
論信耶穌的事情，許多都是對福音冷淡的。
然而，他們都肯定信耶穌是好的，只是耶穌
恐怕是多神中的一個而已！有一次，我進入
大廈時，看門的守衛竟然問我是否做牧師，
並說信耶穌是好的；我也把握了機會，三幾
分鐘便向他講述福音，只是他說未到時候。
我奇怪：為什麼那麼多人可以有把握控制自
己的「時候」？其實沒有人可以知道自己還
有多少時候，我們只可以說：主若願意，我
們還可以作這樣、做那樣。
十二天很快便過了，有些想去的地方
都沒有去，第二天（3 月 26 日）便要回美
國了。父母在星期六去了教會的一個長者團
契，第二天便不去教會崇拜了，因為覺得辛
苦。盼望他們以後繼續有恆心去尋求認識
神，並克服身體的軟弱。
總結來說，這趟旅程是豐富且蒙福
的，神保守我們有平安、有喜樂、有享受、
更保守師母在整個旅程的心臟情況平穩。感
謝神！「應當一無掛慮.....神所賜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
意念」（腓立比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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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按立執事見證
夏焯材
神的恩典及聖靈印記 :
在執事知會我被提名為其中一位執事
候選人後，我把此事放在祈禱中，尋求神的
旨意。然而心裡常常感到自己靈命不成熟，
恐怕不能擔當執事的職份。
一天晚上，我與祈禱伙伴談到被提名
選立為執事的問題，並分享我的疑慮，他勉
勵我，說 ：”你信主以來，一定有些事情
是印証神在你身上的帶領，例如神應允你的
祈求，實現你希望達到或得到的，有時甚至
超過你所想所求的；又例如你有困難時神帶
領你度過，你便知道神怎樣為你預備，與你
一起走過。這些印証，便是神的保守、帶領
和恩典。”
回心一想，腦海裡浮現許多神賜給我
的恩典、保守和帶領，發覺多不勝數。曾經
有一件事情的發生，是最有可能影響批准我
移民美國。我在香港工作期間，險些被牽涉
入一宗抵觸公司貪污條例的事件，若觸犯貪
污法例，有可能移民不成。感謝神，藉着神
保守的恩典，我未有被牽涉在內。當時我沒
有把這事着眼在神方面看，沒有存感恩的
心，只以為是自己幸運及聰明。現在想起
來，這是神對我的憐憫。
上述這件事發生，正如聖經提摩太前
書六章 8-9 節所說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
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試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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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溺
在敗壞和滅亡中。”
我又想起，因工作時間關係及靈性軟
弱，沒有好好追求屬靈的事，然而神還是看
顧我，並沒有離棄我，這是神對我極大的忍
耐和恩典。
藉着聖靈，神大大改變我陋習:
我的職業是屬藍領工作者，在我的工
作環境中，很多人說污穢不潔的言語。在耳
濡目染之下，自己也沾染了歪風，隨口說污
穢的言語，這事使神的名受蒙羞。後來在主
日學教師教導下，我學習多禱告及多讀聖
經，經歷聖靈在心裡時常的提醒和責備。當
我犯罪時，聖靈便責備；當我要走歪路時，
聖靈便提醒我，引導我走正路。經過一段時
間的禱告及讀經操練，我大大減少了不潔的
言語。有時因工作繁亂，污穢言語衝口而
出，我便即時求神赦免。慢慢地，當不潔言
語正要出口時，便好像有腳掣似的，被煞住
了，聖靈已動了工。藉着聖靈常常的提醒，
我已經不再說污穢的言語了，在工作崗位上
可以榮耀神的名。
在家庭中，我和妻子彼此的性格都有
些剛烈，相處期間有時如俗語說會出現〝火
星撞地球〞。我們雖然有時在言語上有衝
突，但沒有身體上的衝突。心情不好時，我
可獨自出外駕車五至六小時，有時更不知身
在何處；有時或在電影院呆上一两小時，回
到家裡可以两三天不發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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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有言語衝突時，腦海裡便出
現一段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26-27 節 ：
“生氣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免為魔
鬼所乘，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聖經成
為我的提醒，內心即時平靜下來，態度也軟
化下來，把惡念拋諸腦後。想起每次若帶着
怒氣開車，便會有機會發生意外，輕則身體
受傷殘廢，重則可車毀人亡。神聖靈再次改
變我。
四月一日是“愚人節”，但神不是愚
弄我的神，而是愛我的神。我是在一九九一
年，四月一日抵達波士頓，展開人生的第二
頁；廿一年後，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今天
是我再展開人生第三頁。我以謙卑、感恩、
順服的心來接受按立成為執事，我願意一生
事奉滿有恩典及改變我的神，作為回應神的
愛與恩典。願我不足之處，藉各兄弟姊妹為
我禱告來補足，求神加添我力量服事祂，直
至見主面。

農曆新年教會攤位
曾曉薇
感謝神的看顧保守，教會在北昆士高
中舉行的第二十四届農曆新年聯歡會上的攤
位派福音單張的活動能够完滿地完成，靠着
神的恩典以及兄弟姊妹的積極参與和支持，
我們藉着玩遊戲，猜謎語的方式吸引人來到
攤位面前，將預備的五百份教會單張，三百
份福音單張，金句利是封，二百五十支原子
筆，汽球以及姊妹們奉獻的三大袋小禮物都
全部派了出去。
2012 季刊籌委會: 容振權，鄒小榕，楊婉婷，余詠裳，楊念祖
刊於 5/14/2012

在接觸的許多人當中，大部份都不認
識主耶稣，也不知道我們的教會在那裏，看
着許多素不相識的華人拿着我們派發的單
張，我真感到安慰，也更感到傳福音的迫切
需要。我們是因「福音而得救」 的，我們
爲何不轉告他們呢？我們派發福音單張就像
「撒種」一様，神要我們做「撒種」 的預
工，好讓福音種子多撒，就多有發芽生長，
正如保羅說「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没
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参加了這次美好的「撒種」 活動，深深感
受到神的同在，祂的恩典常常超出我們所想
所求，祂賜我們教會攤位的位置就在入口之
處，非常之適合派發單張，又感動許多兄弟
姊妹積極参與事奉，深深體會到我們靠着主
耶稣去傳福音，是得勝有餘的。

婦女團契新春晚會花絮
何麗潔
婦女圑契每年的新春圑拜月會都邀請
全教會的弟兄姊妹參加。今年在二月四日
（立春）晩上舉行。當晩有很多弟兄姊妹賞
面 踴 躍 到 會 。 姊 妹 們 都 很 用 心 去 為 pot
luck 晩 餐 準 備 一 味 好 菜 ， 但 求 與 大 家 分
享。當中有很多位烹飪高手，巧製美味新春
菜式，我們飽嘗她們的好廚藝，大家讚口不
絶。一如往年，我們把自己帶來的美食改個
新春好意頭的菜名。老實講，有些菜名十分
驚人， 像「火紅火綠」， 也好它帶給我們
一些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無問題，最緊要
大家開心好玩。根據過去新春月會慣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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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圑契姊妹大多都會穿上紅色應節衣物，讓
聚會更添新春氣氛。

們就像一家人充份享受在主內的愛和喜樂。
把榮耀頌讃全歸我們的父神！

豐富晚餐之後，聚會主席莫玉瓊執事
為我們預備非常精釆節目：先有齊齊唱福音
賀年粵曲，又好聽又應節，大家十分陶醉，
愈唱愈興奮。
跟著莫執事要我們動動腦根，玩玩猜
謎語。她用小聰明預備一些似易實難的看圖
猜謎，先把我們分成 A、B 兩組，自選隊員
出戰。A 組有個岑才子，中文十分了得，每
每在很短時間就想出答案，令我們對他又愛
又恨！A 組出線得分甚高，佔盡上風。 我
們 B 組無有怕，更加團結，大叫加油！
第二個遊戲是「盡在不言中」，A、B
組要再較高下，選代表出來做動作，謎底是
跟龍字有關的四字成語，隊友從動作去找答
案。似乎 A 組真係比較多醒目仔女，他們再
得分比我們 B 組多一些。無所謂喇！大家玩
得開心就好了。最後， 人人都得獎，每位
都分到一個甜在心頭的紅封包。
不可不提，當晚高潮算是由一
班「老中靑」弟兄姊妹，在一片勁鼓聲響和
歡呼喝釆中上演「雙龍爭珠」來贈興，十分
精釆！你想知道那幾位是「老」舞龍高手，
抱歉在此不便透露，怕有人不認是那位
「老」成員，找我算賬！ 你若真想知道歡
迎來電查詢。
感謝神，除了有很多弟兄姊妹來參
加，一同來分享美味晚餐和歡樂時光，也有
好幾位新朋友參加，但願她們深深感受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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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如得魚
黃吳麗施
讚美主! 感謝主! 神帶領一群熱心的
弟兄姊妹來參加得人如得魚的傳福音講座,
神又預備了林志隆牧師來教導我們怎樣有效
地去傳福音. 林牧師預備了很多很好的資料
教導我們，我只能在此總括一些重點與大家
分享。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步驟:
1. 求聖靈賜傳福音的恩賜
2. 要把握時機傳福音
3. 用正確的方法傳福音
祈禱傳福音的四個簡單步驟:
1. 親切的問安是建立彼此關係的基礎
2. 與未信者閒話家常
3. 關顧未信者的需要
4. 向未信者傳福音
信徒要裝備好，用傳福音的材料:
•
屬靈四定律
•
福音橋
•
其它材料
•
自己的材料
(林志隆牧師喜歡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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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和約翰
福音十章十節: 盜賊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
更豐盛.)
願神讓我們重燃為主得人的愛火! 完
成神給我們的大使命! 阿們.

關顧小組聚會點滴
愛的天使
2012 第一次關顧小組在 3 月 3 日主
日在教會地下會堂擧行。由今年新上任的傳
道部部長高 May，曾曉薇姊妹負責策劃。
May 姐得到關顧小組各組長鼎力支
持，落力邀請組員參加，果然當天出席人數
非常踴躍。最難得 Kathy 那組全組成員到齊
捧場 , 羸得大家給予熱烈掌聲嘉許。
聚會開始，我們先享用午餐，除了教
會提供什菜炒麵，各組自由加料，很多組都
準備十分豐富食物，特別是多種不同的甜
品，歡迎弟兄姊妹食過界。大家一邊品嘗美
食，一邊談笑風生，樂也融融！
午餐後，Salina 師母帶領我們合唱一
首「朋友」，又好聽又有意義的歌詞令大家
深深感受到在主內肢體的真情。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Irene 提議各組長先來交換組員的八卦新
聞，組長們不負衆望，八到七彩，如果楊師
母不八給我們知，很難想像 George 弟兄在
20 多年前已在教會經常擔任事奉，是一個
稱職的主日祟拜主席。George 更在回應時大
講普通話，自誇講得非常標準。希望林牧師
聽了，就不要浪費人才！在快要展開國語事
工上，多多重用 George 弟兄 。我們在這個
八卦環節，聽到各位的近況及趣事，加強大
家互相認識和多關心一些。
Irene 為了多謝勤勞的組長們，走遍
多間一元商店（因要小心不可浪費教會經
費)，找到$2 可買到 12 隻很趣緻的小蜜蜂記
念品送給他們，來表揚他們是勤勞的小蜜
蜂，答謝他們時常要「關顧」我們吧！
Irene 準備一個用聖經內容來作 Bingo
的遊戲, 需要組員合作一齊參與，除了聖經
知識要了得，也要有少許運氣，盡快爭取
Bingo。Donna 執事那一組最快勝出，大家應
該不會感到意外吧！
所謂歡楽時光過得特別快，又到時侯
say good bye ! 聚會在大家依依不捨下結束，
熱切期待參加下一次的關顧小組聚會。
大家務必謹記要彼此相愛，互相關
心，為建立一個合一喜樂屬靈的家，讓神得
榮耀！

跟著自稱「鬼馬歡樂使者」的 Irene
何麗潔姊妹主持玩遊戲。在玩遊戲之前
2012 季刊籌委會: 容振權，鄒小榕，楊婉婷，余詠裳，楊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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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基督青少年大會
鄒以諾
靠近基督是個奇妙的經歷；我們一群
青少年人連續第二年於一月參加這大會。由
大會正式開始，我們就滲透在獨特氣氛當
中，大部份都是基督徒。在三日兩夜之中，
我們能遠離平時每日刻板的活動，集中地親
近神。在這裡，你可以全日黙想與敬拜神；
沒有任何朋友打擾你。(事實上，我們都不
准帶手提電話或任何電子產品。)
我們並不是單單全日在聽講道；這裡
有現場的樂隊獻唱聖詩，讓我們像致身於搖
滾音樂會當中。還有很多有趣並賦有道德教
訓的遊戲。大會內的食物非常美味；我們不
像平日要趕上學，難得有充足時間吃早餐。
由星期五至星期日早上，那份興奮雀躍從未
離開我們，我定牢記這經歷於我生命中，並
熱切期待明年的靠近基督青少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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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84
20
99
7
60

二月
88
20
108
7
76

三月
89
20
113
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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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一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26,692

16,101

10,591

二月
收入

支出

赤字

15,255

15,882

(628)

三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36,388

32,080

4,308

教會消息
教會第一季的活動:
1. 2012 堂務委員會順利地於 11 月份月會選
出。
2. 1/23/2012 我們成功地舉行了第一次中英
雙語的年會。
3. 2/4/2012 林志隆牧師的完整指導課程-有
效傳福音，使我們能得人如得魚。
4. 2/12/2012 教會參與在昆士市高中的農曆
新年慶祝攤位，有效地傳福音給華人居民。
5. 3/4/2012 我們舉行今年第一次關顧小組
同樂日；弟兄姊妹都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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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1. 夏焯材弟兄於 4/1/2012 主日崇拜被按立
為執事。
2. 駱建偉與陳淑儀於 4/8/2012 受浸。
3. 5/1 起，林志隆牧師將成為本會部份時間
國語牧師。
4. 國語崇拜於 5/6 起每主日早上 9:15 舉
行。
5. 6/16/2012 將舉行主日學老師第一部份訓
練，由林志隆牧師主領。
6. 6/30/2012 將於 Natick 市 Cochituate 國家
公園舉行今年教會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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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捐獻以支持林志隆牧師薪酬。求神感動弟
兄姊妹熱心慷慨奉獻。
3. 為國語事工懇切禱告，求神復興國語崇
拜、國語主日學、國語祈禱會、國語團契與
查經班。祈求新崇拜時間順利運作；麥牧師
與林牧師彼此配搭。

代禱事項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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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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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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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麥劉燕琳師母血壓受到控制，回復正
常。
f 為陳黃惠華姐妹(黃永祥弟兄之母親)背
痛祈禱，求神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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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