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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分享
可憐天下父母心
麥啟德牧師

本來今年三月已放完兩個星期的年
假，去了香港一趟，在飛機上「震」了一
輪，心中想著：不要再坐飛機了，真是花錢
買難受！可是當我們聽到兒子有些憂鬱的病
徵，工作也不穩定，我們作父母的，一顆心
已經飛回他身邊了。在經過多方考慮及禱告
後，我們決定在十月中─教會慶祝二十週年
堂慶後，便回香港看望兒子，這是天下父母
心。
原本兒子說會來接機，結果沒有出
現，後來知道是約了朋友，分身不暇。第二
天找他，希望把過期的護照換新的，卻發現
護照搬家時失了，公民證也失了，除了醫療
卡外，所有證件不知去向。於是要去警局報
案，拿了報失文件便去領事館拿表格，一份
申請公民證明，另一份是申請領回護照。
第三天，與大兒子一起填表格，拍護
照照片、公民照片，找擔保人填表。誰不知
所找的會計師已經不能作護照申請的擔保
人，照片也是要第二天才可以取回。忙了一
天，竟然沒有什麼實際的成果。
第四天，早上跟兒子取照片，卻發現
申請公民證明的照片後沒有印上店舖的資
料，因為照片較小，需要另外用人工打印，
第二天才可以取回。沒辦法，沒有照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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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去辦理申請事情。與兒子吃過中午飯，
他回公司上班。又是一天。
第五天，這天是星期六，為了與兒子
有機會獨處、有較好的空間、氣氛及環境，
我們訂了上海三天的機票酒店作自由行。這
也是神感動我的第三個妹妹，送出行程的一
切住宿交通費用。
平常很少在清早起來的兒子，竟然八
點多已經來到機場與我們會合，穿上黑色外
套，精神奕奕，也是挺帥的。這一天可能是
周末，所以機場擠滿了人，排隊買早餐的人
龍也是長長的；但服務員的效率非常高，你
不用等多久，食物便來了。吃飽了上機，誰
不知這麼短程的飛行時間，竟然有一頓午餐
招待！
飛去上海只花兩個多鐘，中午前已抵
達浦東機場。浦東機場有些似香港國際機
埸，我們很快便出了海關，拿著酒店的英語
地址搭的士（計程車）。負責招待旅客上的
士的服務員一看酒店的英文地址（Xizang
Road），便問去那裡。我們便用國語說：西
山路，他也不再問，便讓我們上車。的士司
機一看地址，看不懂，聽也聽不懂，於是打
電話去酒店，聽到司機問酒店的人：喂，你
們的酒店是不是在上海？我們一聽到這樣的
話，心便向下沉，因為他不熟路，而且他一
面在公路開車，一面打電話，車子搖擺不
定。當他打電話問朋友的時候，一個不留
神，車子過了左邊行車線，一輪飛快而來的
車子把的士左邊倒後鏡撞毀，破片沒有撞破
我們坐位的玻璃窗。感謝神的保守，車身沒
有相撞，也沒有造成意外，對方的車子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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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停下來。我們叫司機停在公路旁邊，打完
電話後才繼續開車。我們一路上也不敢與司
機談話，由他引路，我們只有心中禱告，求
神帶領，使我們能平安到達目的地。

的是酒店方面送的時候，第二天我們更放心
地吃了！）。早餐後，我們三人一起讀一段
聖經，一起禱告，一起分享，盼望兒子能得
到勉勵。

車子在公路開了約一個小時，終於進
入一個城市，不久便看到所定的酒店，原來
Xizang Road 不是「西山路」，而是「西藏
路」！這個小意外讓我們知道，到中國旅遊
要用中文，不要單拿英文的地址，更不要以
為自己的國語拼音是正確的。這也看到我們
國內的公共服務員，實在需要有一點英文拼
音的訓練。

中午前去到孫中山的太太、「宋慶齡
夫人故居」紀念館（故居）參觀，算是對前
人的一種景仰及認識。我們進入「故居」
前，需要另外穿上一對膠鞋才可以進內參
觀，以免污染地方。這也提醒我們前來敬拜
神的人，需要穿上聖潔的裝束來敬拜神。
從「故居」出來，前行不遠，見有一間地道
的上海館，便進內飽嚐一餐地道菜。果然價
錢便宜，菜色也不錯，特別是生煎包，結帳
時小費也不收，雙手奉還（當然不是嫌
少）！

在酒店拿了房間後，我們便出發觀
光。上海人口真多，街上滿是行人，乘坐地
下鐵路（地鐵）的人群，猶如人山人海，下
車時，有時更要擠出去；但地鐵的系統相當
不錯，在市區你可以不用坐共車，因為地鐵
的接駁很好，步行一段短路便可到達目的
地。
我們在旅遊景點「舊街」下車，沿途
瀏覽廣場、禮品店街、行人廣場、城隍廟，
吃小籠包、湯包.....古色古香的建築物，
多彩繽紛的夜景，令人留連忘返。這半天步
行的哩數可以抵償在昆士半年的步行哩數。
第二天早上，酒店送了兩個自助早餐，難以
想像的豐富：有日式魚生、壽司，有中式多
種點心、中菜類，也有西式牛肉、火腿扒、
沙拉吧.....中西美點，不能盡數，我們也
只能吃心愛的小部份而已。吃完後，服務生
拿來結賬單，一看之下，竟然六百多塊人民
幣！我們肯定是酒店送的早餐後，心裡還是
十五、十六地把賬單簽了（後來再問清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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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隨即去步行街，一直沿大路步行
去上海灘（外灘）。沿途真是人山人海，我
們在香港看不到的名牌，在上海可以找到。
從前在電視看到的「和平飯店」，現在可以
在它的門口拍拍照了！
外灘擠滿了人，坐「時光隧道」有被
愚弄的感覺，在外灘的對面瀏覽了約兩個小
時便回酒店附近吃一頓港式茶餐廳晚飯。
在上海的第三天，早上起來已是天雨迷霧，
我們回程的班機是在傍晚六時；於是趕快乘
地鐵到上海科學館、上海藝術館，各處拍
照，吃過一頓上海湯麵便回酒店，搭的士回
程了！
今回這個較年青的司機真像賽車能
手，在大雨天下、在公路超速飛馳，在路旁
的警車也沒有干涉他，反而我的心跳跟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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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車速而加速。當我們到達浦東機場時，
竟然可以提早上四時三十分的航班，比原定
的航機早了許多！回想這三天不夠的行程，
真是又刺激、又豐富、又緊湊、又有意義。
回到香港，過兩天便是回程回北美
了！我們當然仍小不免有牽掛的事情，我們
也只有交托在神的手中。至於在溫哥華及回
波士頓那天的遭遇（巨風珊蒂），我們下次
有機會再分享。

二十週年堂慶花絮
曹淑貞
大喜的日子又到了，九月十六日星期
天是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的二十週年堂慶，
我們設宴於昆士巿龍鳳酒家，筵開十三桌，
除了教會的弟兄姊妹之外，還有被邀請的親
朋好友，當然少不了中央浸信教會的一班高
層啦！當晚高興洋溢的氣氛，集於廣東話，
國語，英文三種語言，加上教會的一班少年
人很齊心協力地幫助佈置，繽紛色彩的氫氣
球徐徐地在枱上飄逸，可說是有聲有色，好
不熱鬧！感謝神祝福當日的天氣，風和日
麗，似乎天和地也來沾上這份喜悅，湊湊熱
鬧，真可說是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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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的一首"我們呼求＂開始，揭開了
當天週年晚會的序幕，據資料提供，此曲是
2007 年香港全球禱告日的主題曲，旋律優
美，詩歌中所記載的，可翻閱歷代志下 7：
14 及羅馬書 8：15，你們會有更深體會作
曲者的心意。然後再由小妹 Jennifer 唱出
由李志文(David)弟兄所揀選的 "神啊！袮
在那兒？＂結他伴奏則由我兒王君樂
（ Ryan ）擔任，歌詞內容意境深遠，愈練
習多，投放感情便愈深，眼淚也愈流得釋
放，神的愛和恩典，覆蓋了我們每一位，你
能不對神的祝福心動嗎？最後由人強馬壯的
國語女聲合唱，有 Angelina, 屠牧雲
（Cara), 陳燁琪 (Flora), 麥師母
(Salina)和楊念祖弟兄 (Joe)領唱的＂恩典
之路＂，最後全塲嘉賓齊聲和唱，希望我們
微少的聲音可直達神的面前。
接著是中央浸信教會的牧師，他一如
以往，聲如雄鐘的致賀詞予本堂，也有麥牧
師的短講，之後當然少不了切蛋糕的慶祝儀
式；今年由於是二十週年慶典，所以本堂也
贈送筷子一雙給每一位出席的朋友作為紀念
品，最後出場的就是可口美味的佳餚了，只
見每一枱的朋友都侃侃而談，好不熱鬧，在
麥牧師最後祝福祈禱，整個週年茶聚也隨之
而結束，明年再見。

當晚的司儀，由嶄露頭角的陳文駒弟
兄(George)和徐趙婉蓉姊妹(Angelina)主
持，國粵語雙版本，一唱一和的介紹當晚整
個程序，有條不紊，極有大將之風。節目由
莫玉瓊執事(Donna ）和 鄒小榕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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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培靈會
及佈道會花絮

檢查站分享

莫玉瓊

李鵬程

教會慶祝建堂廿年紀念活動，在九月
十四日晚上舉辦了培靈會，主題是「主啊，
我當作甚麼？」。麥啟德牧師以使徒保羅在
大馬色路上遇見主耶穌的生命改變的經歷，
來勉勵我們信徒同樣要有三方面的學習。

到達檢查站的晚上，我們便與其他在
基督裏的弟兄姊妹在聚會室會合。在這會場
內，我們的座位都是經特別安排，讓同一教
會的參加者不會同枱聚會。這樣我們便有機
會與新朋友會面交談。我們從破冰遊戲開
始，每個人都在提示咭上寫下自己獨特之
處，可以是神秘的天賦又或是以前做過的
事。這些咭被收集後再從新分派給眾人，目
的在找出誰是提示咭的作者。

（一）我們要起來行動，是按著主的旨意。
（二）我們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地帶，要放下
個人偏見，要聽主的吩咐。
（三）我們要出去作工，不躭延，不發白日
夢，要向人作見證，傳福音，告訴人主耶穌
怎樣改變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要把握機會，因為不知明天如
何，也不知自己的生命有幾長，更不嘵得何
時主再來，所以我們要在今天就要去作見
證，不要空手見主面。
接著在九月十五日晚上我們有國語佈
道會，由梁進聲長老主領「理性透視基督
教」。梁長老以風趣幽默的手法，並影音搭
配，清楚帶出基督教信仰是真實的，是與我
們息息相關，是人生的出路和答案。當晚參
加的朋友有七十多位，大家都聽得津津有
味。感謝主，呼召的時候有五位朋友舉手願
意決志信主。聚會後，大家都留步享用豐富
的茶點，繼續交誼，最後在歡樂的氣氛下，
大家才道別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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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活動之後，我們便開始硏討如何
改善青年團，怎樣可以增加趣味，同時又認
識基督。每圍枱都獲派一張大海報，各出奇
謀，集思廣益，務求做得更好。其實所有的
意念都很好，每圍枱都有別出心裁的方法，
增進青年團聚會的趣味。
進入第二天，我們在飯堂吃過早餐之
後，便進入會場聽講道。我認識到神真的能
夠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這轉變可能需要一段
時間，但一定會看得出來。透過禱告和對神
堅定不移的信靠，人的呼求一定會得到回
應。檢查站聚會給我一個奇妙的經歷，除了
學到很多新事物，還認識了很多人，我一定
會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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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語：猜歷史人物

喜主降臨
李國基

盧宋友群
喜訊傳萬邦，
歡樂歌聲揚，
世人喜洋洋，
主降伯利恆，
救世主降生，
萬民歡呼唱，
星光閃亮亮，
博士東方來，
追蹤來敬拜，
寶盒獻禮物，
榮光照牧人，
天兵天使臨，
同聲讚美神，
榮耀歸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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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挖出他的眼睛，我起初真不忍心看，
那樣的空洞，血淋淋和殘酷。
我不願注視那空洞的雙眼，
因為知道他再也看不見。
看見他剃光的頭低下來，
隨著磨石的節奏搖動，
一圈一圈的推磨。
看見那副多餘而沈重的枷鎖，
啃蝕他的血肉之軀，
但更苦的應是內心。
如今失去雙眼也無所謂了，
我就是他的眼睛。
他透過我來看；
他也只能透過我來看，別無選擇。
我常為他流下他自己流不出的眼淚，
懊悔過去的歲月太荒唐。
我學會去愛這個破碎的人，
他終於學會敬畏他的神。
所以我不怕死，樂意最後一次當他的雙眼，
一如往常的牽著他的手，
一步一步帶領他，來到他可以禱告的地方。
主啊！至高無上的主啊！
柱子倒下那一刻，我高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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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人數統計
教會消息
教會第四季的活動:
1. 2013 年堂務委員會會員已於十一月四日
順利選出，已定出各職務的負責人。
2. 各團契分別有其感恩節慶祝活動。
3. 十二月廿二日，我們在金門超市報聖誕
佳音，並派發福音傳單。
4. 十二月廿三日享用了一餐豐富的聖誕聚
餐。
5. 十二月廿四我們外出，把聖誕詩歌及救
恩的信息，帶給不同的家庭。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1. 在二月廿四日北昆市高中的農曆新年攤
位中，我們將有機會向昆市社區宣揚福音。
2. 關顧小組關懷日，將定於三月三日舉
行。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1. 2013 年教會主題是「彰顯主愛，宣揚救
恩」，我們彼此勉勵，一同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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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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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青少年與英語事工、為我們的青少年參
與連串全國性青年會議。求神實現我們開辦
為在職青年、大學生與高中生主日學的夢
想。祈求我們讀大學的男女經常返教會，並
感染年輕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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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新異象及事工方向代禱:「彰
顯主愛，宣揚救恩」，求聖靈引導使肢體認
清神藉教會要展開的工作，賜下合而為一的
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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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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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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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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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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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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求主使用成人英語班，吸引更多人前來
教會認識神。
8. 求神保守將會在二月十三至廿三日參加
短宣的駱建偉弟兄和黃詠怡姊妹，使他們有
平安並有效的見證神的愛和祂的大能。
9. 為有需要的肢體代禱﹕
a. 陳秋瑾執事在中華頤養院的生活，恢
復健康體力。
b.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不要惡化。
c. 陳淑儀姊妹的柏金遜症，求主保守症
狀不要惡化。
d. 黃陳惠華姊妹的腰背傷患，求主醫治
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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