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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要防備的事
麥啟德牧師

教會通常要防備或避免的事，就是弟
兄姊妹不和，經常有衝突，甚至教會分裂。
但是，我們要清楚一點：我們會有人際關係
上的衝突，沒有任何教會或機構是沒有人事
上的衝突，衝突有時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問
題不是我們會不會面對衝突，而是我們如何
去處理發生的衝突。當主耶穌看到問題時，
祂是面對面地、正面地去處理的。主耶穌在
山上教導門徒有關衝突的問題，無論是別人
得罪我們，或是我們得罪了對方，祂為我們
提供了解決的方案及原則。
馬太福音 5：23～24、18：15～17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太
5：23～24）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
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
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
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
人和稅吏一樣。」（太 18：15～17）
第一，先去到與你發生衝突的那人那
裡，面對面地與他講出二人之間的問題；避
免牽涉第三者或第四者，防止把事件擴大及
惡化。對當事者任何一方來說，傳出來的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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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閒言，或不盡真實的言語，都會使衝突加
深，關係會進一步破壞。
其次，就是當你敬拜神、事奉神的時
候，想起自己有得罪某某人，你要放下你的
事奉、敬拜，快快去到與你有衝突的那人面
前，與他和好。主耶穌清楚指出，和好的人
際關係是十分重要的，沒有敬拜神之先，我
們要先與人和好。假如一個人與弟兄姊妹有
不和，他怎麼可能與神有好的關係？
我們不應該忽視衝突，我們需要建立
一個處理衝突的環境，發生衝突的兩方需要
先面對面去解決彼此的磨擦。只有當「單對
單」的方法沒有成效時，才可以牽涉其他人，
而目的是使有關雙方彼此和好。衝突是不可
避免，但可以適當地處理。我們屬於神的兒
女，應要學習如何去處理衝突。
神必插手處理衝突
教會要知道，我們是活在一個屬靈大
爭戰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之爭，敵對雙方
都要爭奪人的靈魂。聖經給我們一個確據，
這個屬靈的爭戰是真實的，但也是暫時的。
神會在祂所定的歷史時刻，解決這個宇宙性
的衝突。聖經啟示錄描繪了主耶穌──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必最終插手人類的歷史事務。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
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
著公義。12 他的眼睛如火燄，他頭上戴著
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
有人知道。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
名稱為神之道。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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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15 有利
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
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並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酒醡。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
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
席！18 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
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
大小人民的肉。"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
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
他的軍兵爭戰。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
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
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
地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21 其餘的被
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吃飽了
他們的肉。（啟 19：11～21）
在處理衝突中的立場
爭戰或逃避、攻擊或避免都不是處理
衝突的長遠有效方法；我們有不同的個性，
我們有些人比較不願意正視衝突，但我們應
以主耶穌的教導為基礎，有需要時，要挺身
出來，正面地處理彼此間的衝突。不妥善的
處理，便可能產生禍患，正如押沙龍的例子
（撒母耳記下 13：1～15：37）。大衛的兒
子暗嫩暗戀同父異母妹子他瑪，依照友人的
獻計，把他瑪污辱，事後把她拋棄。父親大
衛聽到消息後，只把憤怒懷在心中，沒有立
即正面處理。他瑪的親兄押沙龍懷恨在心，
計劃殺暗嫩，結果成功地殺了暗嫩，之後逃
亡。在將軍約押等人的勸告下，大衛默許押
沙龍回國，但一直不理會他，沒有處理整件
事件.....最後押沙叛亂，大衛等人要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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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經過互相計謀比拼，最後押沙龍
被殺。大衛幾乎國破家亡，先後死了兩個兒
子，使國家陷入內戰，皆因沒有即時處理家
庭衝突，而落入禍患當中。
更好的衝突處理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
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
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以
弗所書 4：1～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
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
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
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馬太福音 5：43～45）
感謝神，祂保守了教會最近的一次危
機，就是有教會以外的人偷進來，要分裂教
會。一個看來是神垂聽了我們禱告而出現的
牧者，為了建立個人的權力及利益，不惜公
然地攻擊教會的牧者、執事及堂委的領導，
更挑剔及攻擊教會定下的會章守則，聲明要
挑起會眾的力量來更改、修改會章。這不是
善意的，而是惡意的。
我為每一位執事、堂委及有屬靈識見
的弟兄姊妹感謝神，因為「那偷進來」的人
一被曝露出來，大家都立即地正面處理，而
且是合宜地處理。我也感謝神，這事件（對
我來說是一個危難中受苦的經歷）只維持了
一個月，雖然好像經過一場火，但教會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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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遭遇禍害的損失。現在，國語崇拜是已
經開展了，若神許可，我們必會繼續這事工。
你們的代禱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為國語群
體牧養的需要代禱；也為我得屬天的能力代
求。若不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甚麼也
不能作。主內同工們，弟兄姊妹們，加油！

受浸見證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是非信徒，你要去教會，以後我們回天家歡
聚一堂，多麼賞心樂事。」這位老大姐的話
深深地打動我。林太又講﹕「你如不想跟我
去教會，也可跟阿鳳一起去聽聽。」所以我
真的與阿鳳來教會，參加聚會，聽麥牧師講
解有關聖經。雖然我記憶衰退，但經麥牧師
的指引及聽容醫生的詳盡講解聖經，又得到
教會的多位弟兄姐妹的支持關心，使我體會
教會是個溫暖的大家庭。我終於信主了，更
於 2012 年 4 月 8 日受浸。這天是我畢生難
忘的日子，更覺自己來遲了。那天只有我與
駱建偉受浸，我自嘲與駱建偉似是兩婆孫，
他年少聰明，我太遲了，無知之失，錯過了
很多歲月。

陳淑儀
信主之前，我是一個不樂觀，凡事往
壞處想的人。有一次女兒頂撞我說﹕「你凡
事都想到壞的，為甚麼﹖」有時女兒和我傾
談，總是事先聲明 ﹕「你如果事事往悲觀
想，就不必多說了。」不知何故，我也認了，
總覺得處處碰到「黑」。(註﹕事事不順利
的意思)
平時與朋友相處倒是和睦，有傾有講。
生活上有政府關顧，可免憂慮。只有女兒總
是說我對事物見解都是歪到一邊，令我難以
置信。

本來信主之前兩膝疼痛，行動諸多不
便。信主後，人也變得樂觀，因為曉得把一
切擔憂交給神安排。在禱告時我祈求天父﹕
「天父啊，希望你醫治我，保佑我的子女健
康，也使我健康快樂，每個主日我定要在教
堂服侍神。」我誠心的禱告蒙神垂聽，很多
次兩膝真的不痛，我可以不用拐杖行走。至
今雖未痊癒，但我滿心相信在主的治療下一
定會康復，只是時間而已。多謝天父，讚美
神，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屬你的，直
到永遠，阿門！

本來我無任何信仰，後來參加幾次老
人中心，我和中心負責人林太傾談，她也說
我不能每事都往壞處想，這正是和我女兒批
評的巧合嗎﹖林太對我說﹕「你應該和我們
去教會聽聽道理。更有一次老大姐說﹕「我
們五個死黨(註﹕好朋友的意思)只有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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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受浸見證
駱建偉

趙汝鴻

在 1999 年我媽媽帶我到波士頓華人
浸信教會，我第一次遇到神和耶穌。我去了
主日學，老師教導我聖經的教訓。我得知救
恩和聖經中的許多比喻。這些故事令我好奇，
每次我聽到新的，便想了解更多關於耶穌的
事情。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
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
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
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
他。」 詩篇九十一篇 14-16 節

當看見人受浸，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是
有原因的，是有意義的。好奇心驅使我問一
個受浸的人這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這是
向教會公開承認已接受基督作個人的救主，
願意一生都追隨祂。

我的信仰其實從小就開始，生於基督
教家庭，很早就跟著父母返教會。我是參與
昆士市的波士頓華人浸信會的。唯是這階段
的我太年幼，並不領會基督的愛，對於在主
日學學到的，我並不認真領受，也不明所以，
我漸漸遠離神，逃避教會。在初中階段，我
父母要我選擇跟他們返教會，或完全不到教
會聚會，我選擇了後者。

得知浸禮的定義後，我開始經常祈禱
和閱讀聖經。當我去「十架行」，一個為青
年人認識基督的通宵活動，我的信心大大增
加。我真正相信神是我們的聖父，祂看著我
們所做的一切。經過這實在的經驗後，我全
心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我隨即告訴老師我
已經準備好受浸。
我受浸後，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我作神眼中喜悅的事，幫助有需要的人。我
銘記祂的話，嘗試向人傳福音。現在我生命
的每一天，神指引我走正路。每當我感到情
緒上苦惱，我便會記得神的愛，給我鼓舞和
重新得力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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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渡過了五年沒有神的生活，
日走下坡，全因我所作的選擇。我的態度和
行為很差勁，經常跟父母吵架，令全家人都
哀哭，而我自己也哭得淚也乾了。因著自己
的胡作非為，我深受創傷，人也變得抑鬱。
後來我明白到是我自己令全家受累，我的父
母走投無路，唯有向外求助。一個晚上，我
大吵一場之後，有人敲門。父母應門，發現
兩個警員在門前，要與我對話，我唯有聽他
們的話。我真怕會被拉進監獄，但他們卻網
開一面，只是警告了事。雖然這次我僥倖逃
過，但心知自己實在需要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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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到了夏天，我的表親建議我參加
在中國城舉行名為「命運工程」的基督教日
營。透過這個營會，我再次被介紹認識神的
話語，以致我努力要學習關於這位名叫耶穌
的偉人。在營中我遇到很多友善的人，他們
很關心我，願意聆聽我的事。多個月來，我
第一次有快樂的感覺。但是營會結束後，我
又要回到家中，我很害怕又要再次經歷從前
的痛苦。因此，我沒有回家，坐在公園內凝
視著天上的雲。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天色
晴朗又溫暖，只有我孤身一人。本來身邊完
全無人，但突然間，一個閃亮奪目的人物出
現在我眼前，是個穿著西裝的亞裔人士。其
實在公園裏面有很多長椅，但他卻偏要坐在
我旁邊。我與他素未謀面，所以開始時有點
害怕。然後他問我﹕「你知不知道基督耶穌
是誰﹖」我說不大清楚。他拿出一本袋裝聖
經，讀了幾段經文給我聽。我們傾談了多個
小時，在分手之前，他為我祈禱，我以後再
也見不到他了。
很多個月過去了，我腦海裏仍然有很
多問題未有答案。但是，很快我便跟我的朋
友參加少年團契，成為小組的成員，開始開
放自己，慢慢地扭轉了自己的生命。然後，
我第一次參加了少年大會，並真正經歷到神
對我的呼召，經歷到前所未有的，在週圍從
未認識過的人對我的愛。在少年夏令會的最
後一晚，我與其中一個牧者交談，告訴他我
如何渡過這夏令會，十分享受這營會。我們
互訴生命的故事，和神如何改變我們。接著
他為我祈禱，我禁不住哭起來，但不是傷心
的淚，而是喜極而泣。我的心完全被主的愛
和恩典覆蓋，意會到一直以來，主耶穌就是
我一生中唯一的需要。我知道自己是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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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主耶穌的拯救。就在這個晚上，我立志
藉著團契事工，和在家中的生活，與出於神
祝福所賜給我的家庭一起追求主耶穌。我想
告訴整個世界，我愛基督耶穌；祂是配得我
獻上我的一切！
我從今以後不再害怕，因為我單單信
靠主耶穌。人世間一切的罪都已放在祂身上，
藉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一切信祂的
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就是我遇見神的
兒子，基督耶穌，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讚
美我主！阿門。

在主日學部事奉神
楊婉婷
從 2012 年開始，我從丈夫梁俊康手
中接過了事奉，成為主日學部的新一屆部長。
我謙卑地接受會友大會的選任，進入教會堂
務委員會，第一次就任堂務委員，服務教會。
有很多東西仍要向諸位有豐富事奉經驗的弟
兄姊妹學習，這點我很清楚，因此我常向神
祈求力量和知識去正確地事奉祂，擴展祂的
工作和傳福音給這個社區。
在三月十一日，我們舉行了第一季的
主日學教職員會議，許多現任和輪值的教師
都出席，目的在找出並了解各班主日學教師
所遇到的難題。這個會議提供了很多資料，
引導我更加明白如何促進主日學的吸引和學
員的參與。無論是課本的內容和上課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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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盡力改善，更有效地推動學習認識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
這個年頭不僅是我第一次擔任主日學
部部長，也是我首任假期聖經學校的校長，
對我來說，在屬靈事奉上是邁進了一大步。
我很想藉此機會去學習並在計劃和推行上，
靠著耶穌基督所賜下的知識提升自己。這是
個很大的挑戰，但我已經作好準備，履行假
聖校長的職責和義務。我祈求主賜我們更多
的學員參加今年的假期聖經學校，讓神幫助
學生和家長在我們教會中找到愛和接納。

2012 青年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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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青年退修會
林恩力
這個春季退修會是個有趣好玩
的經歷。由四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我們去了
麻省北保路的賴斯營舍。在那裏我們彼此合
作，一同學習更加認識神和聖經。由星期五
的黃昏，營會開始到星期日早上結束，全都
是開心玩樂的時光。我們分擔煮食，清潔和
執拾營舍等雜務，又學習了很多神的信息，
在查經的時候，立志要作完全人。此外，我
們也在營中玩遊戲，裝飾花盆和唱歌，每一
個人都找到他們最享受的活動，盡情享受這
個短暫的歡樂時光。春季退修會真的拉近了
我們的距離，我並熱切期望明年的春季營會！

余美意
從四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我們的春季
退修會在賴斯營舍舉行，這已經是我第二次
的參與。今年的主題是增進我們與神的關係，
就像一顆植物，我們的信心開始時像粒種子，
透過栽培，我們信心和與神的聯繫便可以突
飛猛進。我們很高興可以認識到潔玲的朋友
伊他瑪，她帶領女孩子的查經。
除了與神建立緊密的關係之外，我們
的行程還有很多精彩的活動，例如汽球大戰
等等。我很喜歡在第一晚和鄒以心創作出這
個遊戲，還非常享受星期五晚上自選歌曲的
環節。總括來說，我很喜歡這個驚奇，超好
玩，刺激，大開眼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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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等待

主日人數統計

盧宋友群

(每週平均人數)
為甚麼你還在等待﹖
為甚麼你還在徘徊﹖
快！快！“你們要進窄門！”
(馬太福音 7 章 13 節)
不！不！……
在寬門裏，路是大的，看啊！……
那嬌滴滴的美女正向我招手。
一叠叠的鈔票等著我去點算。
金銀珠寶等著我去接收。
高官高位正等著我去接任。
我要在世界樂園，
享盡榮華富貴。
不！不！你錯了。
快從迷途上轉回。
那寬門是通往罪惡的深淵。
是歸向沉淪的無底洞。
是燒著硫磺的火湖。
快快回頭，
“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使徒行傳 2 章 40 節)
求聖靈幫助，
讓聖靈光照我們。
求主拯救，
走進窄門，走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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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92
0
22
130
7
69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崇拜
聯合主日崇拜
兒童崇拜
主日學

五月
77
40
22
94
7
64

財政狀況
四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26,692

16,101

10,591

五月
收入

支出

赤字

15,255

15,882

(628)

六月
收入

支出

盈餘

36,388

32,080

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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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37
22
110
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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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二季的活動:
1. 夏焯材弟兄在四月一日主日崇拜中被按
立為執事。
2. 四月六日受難節崇拜，令人多有反思。
3. 駱建偉弟兄和陳淑儀姊妹四月八日受浸
加入本會。
4. 第一次國語主日崇拜在五月六日舉行。
5. 每年度全教會大旅行在六月三十日舉行。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1. 假期聖經學校將於七月廿三至廿七日舉
行。七月廿九日將有畢業典禮。
2. 教會二十週年將在九月十四日有培靈聚
會，九月十五日福音佈道會，並會在九月十
六日舉行堂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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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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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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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國語事工代禱。求主供應合適國語
牧師/傳道，幫助國語崇拜証道。求主保守
國語會眾
的心，渴慕認識主，彼此關顧，
建立在主裏的愛心和信心，靈命成長。
6. 為教會(9/16)立會廿週年主日崇拜感恩。
特別為 9/14(星期五)晚培靈會，9/15(星期
六)晚佈道會代禱，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合而
為一的心，並能熱心傳揚福音，使更多人得
著救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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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何麗潔姊妹為期三個月(共 12
次)的化療，求主賜她精神體力和信心去面
對。
e. 陳淑儀姊妹的柏金遜症，求主保守症
狀不要惡化。
f. 黃陳惠華姊妹的腰背傷患，求主醫治
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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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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