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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使命、異象、
與目標

說廣東話的移民傳福音，五年前可能神給教
會的異象是向餐飲業人士傳福音…。

麥啟德傳道

今天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神現在給我
們教會是甚麼異象？

教會的使命

「沒有異象（註：或作"默示"），民就放
肆」（箴 29：18），意思是說：沒有神的
啟示，即神的話，人便不受約束，任意而
行。然而主耶穌已經很清楚顯示了神的啟示
──使人作主的門徒、給他們施浸、用主的
話教訓他們。問題是我們如何遵行
這個異象，我們希望教會要成為一間什麼樣
的教會？教會要服事那一個群體？我們教會
有何重要信念？我們教會有何特質？若我們
能夠清楚回答這些問題，便知道教會所得的
異象是什麼。

主耶穌給教會的使命：「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註：或作"給他們施洗，
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教會今年定下的口號是「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這是神給予教會的使命；建立基督的
身體也是使命。使命需要重申，以堅固教會
的本質。教會的本質就是基督的身體，有基
督復活的生命。
教會的異象
異象是神藉超自然的媒介（夢境、超
自然的景象）或先知的傳遞，向人啟示神的
心意。保羅在夜間看見馬其頓的異象（徒
16：9），就立即前往馬其頓，福音便傳到
歐洲的地方了。十多年前因有幾個家庭從神
得來的異象，看到這裡華人靈命的需要，便
在昆西市開展了波士頓浸信教會的事工。這
幾年來，同工看到國語事工的需要，於是便
開展了國語團契。
因此我們看到，主耶穌給教會的使命
是歷久常新的，教會任何事工都是以主的使
命為出發點、為中心、為終點，直到主耶穌
的再來：「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太 28：20）。然而，異象可以是
多而按時改變的──是按著神的心意而改變
的。例如十多年前神給教會的異象可能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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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要服事講國語的群體，我們
需要俱備那些特質或條件？假如我們要青少
年有適切的牧養，我們認為需要一位英文導
師，我們是否願意在緊縮的經濟情況下作出
合神心意的投資？我們不能只知道需要而沒
有負擔或不用信心作出承擔，若只憑現有的
條件來決定滿足那方面的需要，這不是信心
的生活，也不是教會的本質。教會是一個信
心的群體，是一個有機體。
釐定目標
「目標」是將異象具體化。「異象」
是大方向；目標是在一段時限內預期達到的
指標。教會是否釐定了今年或明年必要完成
的任務？教會現時最大的需要、困難、缺
點、危機、優點…是什麼？有沒有一個有效
的工具幫助我們診斷教會的健康情況？
當教會要定立目標時，每個目標是否切合教
會的異象？是否有清晰的時限、進展、檢討
等？例如：讀經運動、背金句、「一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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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堂基金奉獻是否切合教會的異象？是
否有時限？如何衡量進度？
總結：
神給教會的使命就是使人作門徒，建
立信徒－就是基督的身體。我們需要有屬靈
的視覺，看到神擺在教會面前的異象：我們
要服事的群體、教會的方向、目標…等；我
們需要求神賜智慧給我們，用適切的行動來
配合神給教會的異象。

波浸的教牧同工
楊錫光牧師
一九八二年秋，美南浸信會國內傳道
部看到來波士頓的華人日益増多，於是差派
李孟維傳道前來，而瑟布利第一浸信教會
(Sudbury First Baptist Church)開辦華人浸信
教會。田大衛牧師(Rev. David Dean)是我們
的義務牧師，協助一切的會務。與此同時，
陳恆元執事與楊錫光執事共襄會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李孟維傳道被按立
為牧師，教會開始發展，到八五年中，李孟
維牧師到外地開展另一基址，離開我們去了
北卡羅連納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楊錫光執事被按
手成為傳道，田大衛牧師仍是我們的牧師，
一齊推展會務，並於一九八七年遷址到昆士
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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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李偉賜傳道加入教會擔任
部份時間同工。一九九零年楊錫光傳道被按
立為牧師，負責籌備成立教會及向政府註冊
一切事宜。經與母會協商，波士頓華人浸信
教會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正式成立，成為
美南浸信會一個自立的教會。在教會自立同
時，李偉賜傳道被按立為牧師，教會還按立
了袁惠顏、楊寵偉及陳秋瑾為執事。
九二年尾李偉賜牧師離開我們去了中
部發展，再由楊錫光牧師負起牧養教會，直
到他退休。
九五年尾，神又差派陳天祐牧師來牧
養教會，直到二零零二年，他因深造離開。
二零零四年按立鄒小榕及莫玉琼兩位
為執事。二零零五年譚寧國牧師來任主任牧
師，並請陳啟柏傳道為部份時間傳道，專注
國語事工，從此教會大大發展。
二零零八年譚寧國牧師到加拿大牧
養。感謝神！神又帶領麥啟德傳道前來牧
養。

十六週年紀念花絮
小記者
感謝神，本會邀請了美加華人浸聯會會長許
統禮牧師帶領三日的週年紀念活動，就像平
地鳴放三響炮，叫慶典生色，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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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炮︰「如火挑旺」培靈會在「願那靈火
復興我」的激昂歌聲中，揭開了序幕。許牧
師勸勉信徒事奉主要除掉三種態度，第一是
打工仔心態。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是主耶
穌的伙伴。第二是生意佬心態。不要凡事斤
斤計較，神必定回報我們。第三是為人而做
的心態。要認定凡事都是為主而作。許牧師
提醒我們要事奉火熱，必須要擁有三火。就
是靈火、愛火和神話語的火。許牧師說話風
趣幽默，在座笑聲此起彼落，大家聽得津津
有味。
第二炮︰「不要白走一趟」佈道會
隨著會眾同唱「因衪活著」，許師母述說個
人如何經歷神豐富的厚恩，見証了有主同在
的人生就像活在天堂。許牧師引用尼哥底母
夜見主耶穌來問永生的事情，叫大家思想一
個不會後悔，沒有遺憾的人生有可能嗎﹖許
牧師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地上的人生只是
上半場，不要以為今生活得光彩，就是不白
走的人生，因為只是半個人生，不知離世後
要往何處去。惟有認識主耶穌，將來在天家
與主同住，才是完美人生的下半場。不要今
生白走，錯過了永生。
第三炮︰「甜蜜十六」感恩崇拜
許牧師為本會走過十六個年頭，獻上感恩。
特別引用三處新約經文，帶出甜蜜十六的祝
福。第一，是在約翰福音 3:16「神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愛我們，
祂要賜福與我們。第二，是在提摩太後書
3: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告訴我們讀聖經大有好處。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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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要常常喜樂。」喜
樂是基督徒的特色，也是我們領人歸主的最
大吸引力。
最後的壓軸好戲當然是堂慶聚餐了。
筵開十五桌，場面熱鬧，大家開懷暢飲，享
用美食，樂也融融。大會安排了詩歌獻唱，
更有假期聖經學校的小朋友高歌助慶。隨後
放映教會歷年來的人物照片，在一片懷舊感
恩的呼聲中，把氣氛推至高潮。大家在歡笑
及依依不捨下，完滿了週年紀念的落幕。

神愛世人
盧宋友群姊妹
神今在昔在永在，
神創造宇宙萬物，
始祖被魔鬼誘惑，
犯下罪性留人間，
罪惡泛濫流遍地，
神差愛子下凡塵，
耶穌降生伯利恆，
道成肉身返人群，
傳揚真道救世人，
醫治百姓各種病，
顯現神蹟傳四方，
猶大出賣主耶穌，
為救罪人釘十架，
流下寳血洗罪污，
三日復活返天家，
坐神右邊為中保，
救世人脫離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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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類預備永生，
藉衪可回天父家。

雅各團契「生活營」
大力記者
雅各團契的夏令營停辦了兩年，今年的七月
廿五日在新布爾什州柯頓市的基督教會議中
心舉行。過去我們多年來在這營地舉行夏令
營，我們在這裡留下許多美好回憶，更提醒
我們時間的消逝。但神的超奇創造並不改
變，這裡的大自然環境，平波如鏡的湖水，
每一景象都散發魅力。營地也修葺過，四處
滿佈鮮艷美麗的百花。我們實在感謝神的供
應。
我們一行有十三個成人和十三個兒童來到營
地。深信我們每人都從這生活營有所得收
穫。我特別對三個項目有深刻的印象。第
一，弟兄姊妹在天才表現中盡顯神給我們的
恩賜，小朋友的話劇、麥傳道與 Salina 的獻
唱、阿薇與 Kathy 的舞蹈、Tony 的魔術、
李家的話劇、Donna 介紹的金句歌、我們的
青少年與兒童表演的樂器；包括結他、小提
琴、單簧管、雙簧管與鋼琴。因此他們都得
到優異的獎杯。
第二，就是 Donna 帶領的早禱會，她與我們
分享讀經的應有心態，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
和真理。Donna 提醒我們學習聖經的七個態
度︰
1. 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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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受的心
3. 恆心
4. 耐心
5. 謙卑的心態
6. 分別是非的心
7. 信心
第三，就是 Tony 帶領互相認識的座談會，
每個參予者都誠實開放地分享；並接受別人
對自己性格個性的批評。這能幫助了解自己
的長處與短處，當然，我們要克服自己的短
處，而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我想我們每人
都有一份清單要跟進。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建
立在主耶穌基督這磐石上，讓我們努力彼此
相愛。
這次生活營的另一個特式是舉行攝影比賽；
大會鼓勵大家影相留下難忘的時刻。最後，
Jennifer Li 以四個可人笑臉少女的黑白照片
得到冠軍，這是一藝術之作。今年的生活營
給我們留下美好回憶，更烙印在我們的教會
歷史。

假期聖經學校回顧
梁俊康弟兄
我很慶幸在剛過去的夏天能夠參與教
會的假期聖經學校事工。這個事工的成功是
因為主的祝福和所有參與的同工。
首要的，成功是因為我們有主的祝
福。若沒有主的帶領，我們更大的努力也是
徒然。我們必須遵照主的旨意和把我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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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交在祂手中。 這是我信仰的房角石
和我們成功的根基。
我們許多的學生是優秀的。他們是假
期聖經學校的明星，我們的努力是有價值
的。這些學生提醒我們這個事工最重要的目
的，是要把主的教導帶給他們；餵養他們；
讓主的道在他們生命中成長。我們感謝許多
家長在這個巨大的責任上對教會的信賴。
如果不是我們的年輕志願者、老師和
策劃同工的辛勤工作和投入，這個事工是不
可能成就的。他們在整個過程中不遺餘力。
他們的精力和衝勁推動整個事工，讓學生有
更深的體驗。 在教會事奉上，他們顯示出
真正的領導才能和熱誠。
最後，我很興幸有這個參與的機會。
對我們的青年人，我希望鼓勵您們更多事
奉，不要害怕承擔責任，不要害怕犯錯誤。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小家庭，您們是被一群希
望您們成功的人所圍繞!

在事奉中成長
陳依韻姊妹
今年我們教會的主題是「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這主題帶給我們一個異象就是
人人都合力來為神工作。中國有句古語說︰
「國家興旺，匹夫有責」。同樣在神的國裏
我們要想得到興旺，參與事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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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中有些人總擔心自己沒有能力
去事奉，其實很少有人天生會有這樣或那樣
的才幹，很多時候都是從鍛鍊而來的。記得
我剛做司事的時候，負責獻金祈禱，這也讓
我顧慮一個晚上，擔心出現差錯被人取笑。
感謝神賜給我有機會去鍛鍊，加上弟
兄姊妹們的包容，如今讓我能在不同的崗位
上事奉主。正如經上說︰「我靠著那加給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四章十
三節)
事奉並不一定指你必須在教會內擔任
某個職務。其實只要你積極去關心，參與教
會的事工，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事奉，因為
有你的參與，教會才會興旺，多一個人多一
分力。但願我們各人都一起來邀請你的親
戚﹑朋友﹑鄰居參加教會聚會，在事奉中學
習成長。讓未信的人藉此認識這位救世主 –
耶穌。讓迷失的羊群，有機會重新歸回主的
懷抱。

教會消息
教會第三季的活動:
o 7/12/08 – 教會大旅行在堡壘島。
o 7/25/08 至 7/28/08 – 雅各團契生活
營。
o 8/13/08 – 波士頓海港遊船河。
o 8/18/08 至 8/22/08 – 假期聖經學校。
o 9/19/08 –「如火挑旺」培靈會。
o 9/20/08 –「不要白走一趟」佈道會。
o 9/21/08 –「甜蜜十六」週年紀念崇拜
與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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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11/2/08 – 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舉行
2009 堂務委員選舉，請各會友出席
投票。
o 11/15/08 – 上午十時在幼兒室舉行領
袖退修會，請教會領袖們出席。
o 12/21/08 – 下午一時廿五分舉行聖誕
節崇拜與浸禮。
o 12/24/08 – 晚上七時在教會集合出發
聖誕報佳音。請帶電筒。如你想邀請
報佳音隊到你家報佳音，可與李志文
弟兄查詢。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今年教會主題是「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我們彼此勉勵，支持教會目
標。
o 2008 年教會舉行全教會讀經運動，
目標是一年內讀完新約聖經，請堅持
每日讀經。感謝主！過去一季每週參
與讀經運動的人數是 57 人；其中 23
人更在過去十三週堅持每日讀經。
o 2008 年建堂籌募目標，是
$20,000.00，我們舉行「一日一元」
運動，鼓勵每人每日為建堂儲蓄一元
作奉獻，甘心樂意奉獻，為建堂出一
分力。直到目前，第一季與第二季共
籌得建堂奉獻 $9,443.10。這與我們
預期目標仍有距離，各位弟兄姊妹要
繼續努力。

2008 季刊籌委會: 夏焯材,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10/18/2008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 2009 年度新任堂務委員禱告，
求主賜下合一的心，熱心事奉。
2. 請記念 11/15/08(星期六)10 時到正午 12
時的領袖退修會，求主賜下智慧，叫弟
兄姊妹同心商討教會未來五年的計劃。
3. 本會在十二月將有浸禮，求主保守參加
浸禮班的信徒，賜他們信心堅固。
4.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帶領說華語的
朋友參加聚會。也求主堅固國語團契，
叫弟兄姊妹彼此相顧服事。
5. 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ii)
黃周冠寰姊妹關節痛，求主看
顧。
iii)
陳秋瑾執事的腳痛，求主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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