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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管家
麥啟德傳道
大部分的理財顧問都會同意，越長遠的投資
策略愈有更好的回報。基督徒是被神呼召作
最長遠的投資、一個永恆的投資──主耶穌
在馬太福音登山寶訓中講出這個真理：「你
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
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馬太福音 6：33～34）。
今年的金融海嘯造成經濟的災難，國家民生
不穩定，公司、企業收縮或倒閉、或裁員…
國民收入大大減少，銀行存款及幣值不斷下
降，許多人開始足襟見肘，捲起衫袖度日。
這些不穩定的情況很容易使人失去長遠的視
野目標，然而只有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回神國
的事業，我們才能在每天校正生活的方向和
目標。
我們相信神掌管萬有，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
都是神的（詩 50：12），包括金子和銀子
（哈該 2：8）。世界所發生的事情都在神
掌管之中，我們不過是管家，是暫時管理神
給我們的一切東西；無論是錢財、家庭、兒
女、我們的才幹，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是
神所賜予我們的。
神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長遠的視野、一個永恆
的視野，來作為一個管家角色的指引。今天
在耶穌基督救恩裡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
神呼召出來作管家，特別是為神的家，就是
教會，作管家的。本人願意藉幾節經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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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分享聖經所說，作為一個管家需要做或
需要留意的地方。
（一）神的管家需要忠心傳福音──「人應
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
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林前 4：1～2）我鼓勵每一
位弟兄姊妹，今年至少向一位親友講
一次福音，並忠心地、不怕困難地帶
領他決志信主，並引導他成為主的門
徒。
（二）神的管家要忠心教導人──「主說：
"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
他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呢？」（路 12：42）我鼓勵每一位
能參與教導的事奉，例如主日學教師
或助教、團契或小組查經、兒童班導
師、兒童照顧、暑期聖經班等。
（三）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blameless）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
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
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多
1：7）我們要先從心裡順服主的話
語，約束己心，時常反省自己在神面
前是否需要認罪悔改，以至我們的心
思、言語及行為，在人在神面前都可
以無可指責。
（四）神的管家要以恩賜彼此服事──「各
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10）
我們需要謙卑，善用神給我們的恩賜
來彼此服事；不比較高低，得人稱讚
時要歸榮耀予神，給人批評時要存謙
虛溫和的心來接受，要知道判斷人的
是神，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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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的管家要結出屬靈果子──「我並
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
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腓
4：17）這裡的果子包括領人歸主，
使人作主門徒；也包括一切「仁愛、
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加 5：22～23）
最後，我重複引用主耶穌的話：「你們要先
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
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馬太福音 6：33～34）。這些東西就是一
切你所需要的、你所關心的、神認為對你是
最好的。願神的旨意成就在你們每一位的生
命裡。阿門！

故地重遊有感
八姨
靠着父神給我的恩典，我有幸於今年三月份
與瑾姐回到香港，順道回到我多年未返的第
二故鄉和出生地；那是一年皆是夏、一雨便
成秋的馬來西亞沙巴州。
抵步後，哥哥親友們熱情款待不在話下，使
我最感觸的是姪兒們帶我舊地重遊，那兩所
我童年讀書的學校舊址，在我記憶裏都難以
遺忘。那時我是一年級吧，爸媽把我送到一
間天主教的英文女校寄宿，不論甚麼年紀也
擠在一班，有馬來人、華人、西人，用英語
教唸主禱文和聖詩，那時我 ABC 也未曾唸
過，但我記得我也曉得唸主禱文，朗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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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但不知其所以言 (唸口簧) ，每天半山上
的修道院傳來四次鐘聲，不論在校內的任何
地方，就要立刻跪下；用手點十字架唸主禱
文，偶爾也做些手工。回想這一所學校真是
可笑，是絕對的殖民 – 奴役教育方式 (因那
時馬來西亞還是英屬的)， 但有時也用各種
的言語講解聖經，算是上課，但在我幼小的
心靈裏，那不過是在聽故事吧了。
後來父親得知該校情況，就把我們送到一間
英國人辦的基督教英文女校，那是一間比較
正規的學校，也着重聖經課，我從那時開始
接觸神的話語，但幼小反叛的心，似乎還是
當作在聽神話故事而已。
我還到母親的墓地掃墓，見到我最愛慈母的
墓碑，我眼淚直流不止，但我見到墓碑上的
十字架，又想起聖經約翰福音十四章 1-4
節，我才止住了淚水，心裏說「好，安息
吧 ! 將來在天家見面。」
這裏我略說我的經歷，我幼小的時候我父親
因想子女受祖國的文化教育，便帶全家回廣
州。至中日戰爭又舉家返回馬來西亞。一直
至我十多歲的時候，我很任性又鬧着要回港
到我哥哥處。在香港聖保祿讀了差不多一
年，太平洋戰爭便爆發，我與哥哥又返回廣
州，我是在廣州結婚的。及至中共統治，我
卻走不出來，皆因受夫家是國民黨將級高官
影響，但因我年紀輕輕結婚，也沒有出來工
作過，本身清白，成份好，所以沒有被人鬥
過，只是有甚麼鬥爭會便叫我去看，嚇得我
半死。我申請十多次去港也不批，那時心裏
憂愁，兒時凝聚在我心底那些神的故事又重
現，由於苦難，人也成長，父神在我心裏動
工，使我感覺到聖經的話是那麼真實；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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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示、神的義和大愛。我開始跪下來認罪
悔改，求神幫助我脫離困境，八零年九月，
我姐姐申請我來美被批准，時間不夠一年就
蒙神應允，我實在衷心感謝父神。
我在港逗留了三個月。十二月中旬來美，在
夏威夷機場入境，當時在那裡傳來聖誕歌
聲，我聽了就流着感恩的眼淚，因我是在父
神的懷抱，父神對我說：「要勤奮工作，改
變生活，我會給你力量」。我和我兩兒就聽
從神的話開展新生活，而我也在八四年；楊
錫光牧師和我姐夫陳恆元執事籌備成立波浸
並準備搬到 Quincy 時，就在 Newton 教堂受
浸歸主，這是我最大的福氣。現在我每天都
求父神幫助，帶領我一家歸主，慈愛奇妙的
父神有祂時間和計劃，我有信心我家人一定
會與我一同得着這蒙恩得救的福氣。

聖誕節
黎家恩
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的誕生的日子。我感到自
豪因為我的生日是在聖誕節之後。我最喜愛
收禮物，而我知道禮物不是聖誕節的一切。
我愛聖誕派對，與親戚朋友相聚。我認為聖
誕節是全世界一個特別和重要的日子，不是
因為禮物與派對，而是因為救主耶穌基督的
誕生。因為客店沒有地方，祂只能出生在伯
利恆的馬槽裏，約瑟和瑪利亞在旁陪伴。神
差派天使向夜間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報喜，宣
告主耶穌基督的誕生，牧羊人就去敬拜祂。
東方三博士也尋找嬰孩耶穌，他們帶來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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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乳香、沒藥貴重禮物。當希律王聽見嬰
孩耶穌誕生，他就命令士兵去殺祂。但在神
的保護下，約瑟、瑪利亞和耶穌逃至埃及。
希律王死後，他們才返回拿撒勒居住，耶穌
的智慧與身量一同増長，祂更在聖殿中教導
人關於父神的事。我愛耶穌，對耶穌基督充
滿信心。因此，聖誕節不單是禮物與派對，
聖誕節對我意義重大。

聖誕節
黃穎兒
我的家庭慶祝聖誕節是因為這節日紀念耶穌
基督的誕生。我最喜愛就是親戚朋友互相送
禮物，這施贈的傳統是與耶穌基督的誕生有
關。當耶穌誕生的時候，牧羊人看見星，天
使便叫他們跟隨那星找到耶穌誕生的馬槽。
三博士亦跟隨那星找到耶穌，他們奉上黃
金、乳香、沒藥作為禮物，所以我們今日在
聖誕節互送禮物。

聖誕節
王君樂
聖誕節是每年在十二月廿五日慶祝的節日。
這是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人人都透過互送
禮物、教會慶祝活動、和許多佈置慶祝聖誕
節。當中的佈置包括聖誕樹、聖誕燈、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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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聖誕老人。許多小朋友相信聖誕老人、
聖誕之父在聖誕前夕從煙筒下來為小朋友送
上禮物，年長的小朋友當然知道是父母所作
的。我最喜愛聖誕節的是禮物、下雪、派對
和能與家人一同慶祝。我家每年都舉行聖誕
派對。在聖誕派對中或之後，我們會拆朋友
送給我們的禮物。我亦喜愛每年教會的聖誕
聯歡派對，因為我能與我的好友歡聚，一同
享受晚餐並且透過抽獎得到禮物。聖誕節是
一個充滿歡樂的節日，我們能與家人、親戚
和朋友相聚；所以我熱切期待今年有一個最
佳的聖誕節。

救世主降生
盧宋友群姊妹
茫茫夜空閃閃星光，
一顆巨星劃過天際，
放出燦爛萬道光芒，
伯利恆城充滿榮光，
萬王之王降生馬房，
是神愛子耶穌基督，
奉旨降世拯救罪人，
傳天國福音救萬民，
眾博士們來自東方，
追踪巨星特來敬拜，
揭開寳盒獻上禮物，
主的榮光照牧羊人，
天兵天使同聲讚美，
天大喜信關乎萬民，
至高榮耀歸與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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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聚餐晚宴
小花
12 月 20 日星期六 (大雪)
嘩！好精彩的一幕「同心協力齊剷雪」在教
會的停車場內上演，那些大力猛男冒著雪，
手執雪剷此起彼落的，務求剷出多些空間，
好讓弟兄姊妹及朋友們有多些停泊車子的地
方，場面震撼，比起以下演出的項目，毫不
遜色。
今年的聖誕節目，青少年也佔了一席位，有
電吉他及小提琴伴奏和領唱的詩歌，令人一
新耳目，看過他們的演出後，真要讚嘆一句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了。
「愛的禮物」由婦女團契擔綱演出，果然不
同凡响，三份會行會走兼會講嘢的超級巨型
裝漂亮大禮物，亦帶出她們對「愛」的一種
信息，不過，故事之後有一個幕後功臣，就
是梁源清的幫忙，造出如此美觀的大禮物
盒，在台後，見他拿著那個鋒利無比的膠紙
界刀在那三位如花似玉的姊妹面前揮舞著，
替 D 紙盒「補妝」，「喳喳聲」不絕於耳，
聽到心慌慌，不過，還是要多謝他的「大
力」幫忙。
好啦！好啦！輪到「大力鄒」和「大牛」出
場，還有兩位高大威猛的弟兄扮演微小的沙
石，重有隻歌仔配合，幾得意呀！不過竟然
唱歌的掛住睇，唔記得要開口啫，你話精彩
唔精彩呢﹖(咁擦鞋，梗係自己友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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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小朋友演出「機械人」一劇倒有趣，有
咁嘅胆色已值得一讚啦！
李家的「一日一元」建堂劇，果然發人心
醒，振奮士氣，再次提醒眾弟兄姊妹們對教
會的支持，確是人人有責，值得鼓掌。
另有一位少年人即興地彈奏出他的一首樂
曲，也帶來一陣掌聲。
壓軸戲是大抽獎，整個聯歡晚宴在喜樂聲中
進行，亦在歡呼聲中完結，明年見！

我的見證
黃慕萍姊妹
二十年前我在香港生活，每天做兩份工作，
目的是要搵多些錢來維持生活及養自己的母
親，讓她有好的生活。生活在繁華美麗的香
港，面對著種種社會壓力，我生活不容易，
一點也不快樂。
我渴望能找到一種信仰，希望它能幫助我；
打救我，使我從苦難中得救。 我曾經去拜
黃大仙，但求到的是下下簽，我的心灰了。
黃大仙太忙了，他關照不到我。
一九八九年，在神的指引下，將我帶到美國
波士頓安居下來。在我未認識神之前，我一
點也不了解。我間中會追隨我姐夫、姐姐去
崇拜，教會有什麼喜慶活動我也參加。我曾
經懷疑是否有這麼一位真神來打救世人，於
是我問我的親人：「你信了耶穌這麼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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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的有這麼一位真神來救我們﹖」他回
答說：「你信就有。」於是我去神殿崇拜
時，也向神誠心祈禱，希望神賜福給我，但
我的禱告未得應允。
今年四月，我收到波士頓醫院醫生的電話，
告訴我的左中腹有一小包塊，於是我向我的
家庭醫生致電，請他轉送報告去。事後一個
月多，一天我胃痛就去看醫生，她給我照 X
光片發現腫塊，馬上照腹部，CT 報告也說
有腫塊，食物殘渣不能排泄。當時我很害
怕，難道我今後不能吃固體食物﹖到了晚上
我的鋼琴老師何師母打電話來慰問我，叫我
誠心求神救我，你有病神一定會允許救你
的。她也幫我祈禱。第二天早上，護理人員
運用車床送我下樓去照纖維鏡路上，我合著
手誠心地求神來救我，希望我的腸胃沒有問
題，平安無事。耶穌真神真的打救了我，允
許我的祈求。當麻醉藥過後，醫生告知我，
我的胃腸沒有事，患處(包塊)只有水腫，叫
我安心，並可以出院。本來三張照片說我有
腹部腫塊，在我求神後，神就打救了我，我
十分感謝神的救恩。
以前我對事執著，不開心的事就往心裏送，
何苦呢！現在信了神之後，我的心情開朗很
多。每星期參加崇拜之外，還參加團契生
活，更深認識神；認識在耶穌基督的大家庭
裏要相交，互相關心與愛護。我再不是孤獨
一人。神喜歡我們彼此學習和鼓勵；彼此相
愛成一肢體。今後我一定按照神的命令去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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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見證

南地。其中一次的功課是小朋友寫及神怎樣
照顧他們與其家人。
神幫助我的祖父

黃蓮芬姊妹
信主前，我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不快樂
也心中沒有平安。
我十八歲時在台灣讀書，有一位世叔請我返
教會參加青年團契，一直持續了三、四年。
我開始認識基督教，後來決心信耶穌。可惜
信主後家中發生很多事，學校功課又忙，慢
慢地不再參加聚會，不過自己在心中也會常
常祈禱。經過多年後，我在美國居住。1999
年初遇上汽車意外，弄傷了肩膊，心情很難
受，於是再次重返教會。可是又因交通不
便，又再停止聚會。
感謝主，有一次在街上走路，發現波士頓華
人浸信教會原來在我家附近，從此我就在這
裡聚會，慢慢學習聖經、聽道，在家讀聖
經。今年十月參加浸禮班，我願意受浸，見
證主耶穌的救恩，感謝神賜我永生。我願意
聽從主耶穌的教導，學習依靠神，求主賜我
力量去好好過每一日的生活。

主日學有感

李穎珊

幾個月前，我的祖父病重進入醫院。因為化
療，他受到感染。家人都擔心他不能離開醫
院。縱然我的祖父不是基督徒，我們一家開
始向神禱告， 許多朋友也為我的祖父代
禱。楊牧師、麥傳道與 Donna 執事到醫院探
望我的祖父。我感謝每個人的禱告，現在我
的祖父巳返家在康復中。當他不太累的時
候，他便閱讀聖經。
神給我們一切

譚詠欣

神給我們一切所需，例如金錢、居所、家
庭、朋友與衣著。神更創造人；這些人學習
怎樣製造物品供給我們。神照顧並非常愛我
們。我們要作好人；努力做正確的事情。
我的演奏

鄒以心

自前年開始，我努力學習彈奏小提琴。我的
老師告知我會有一次演奏，我便擔心我會彈
錯，我祈求神幫助，使我在演奏當晚一切順
利。
當輪到我的時候，我有點害怕因很多人定睛
望著我，我只輕輕微笑並演奏，我感謝神的
幫助，使我的演奏順利完成。

楊端瑋姊妹
一至三年級的主日學談到神怎樣在埃及照顧
以色列人與摩西怎樣帶領他們出埃及進入迦

2008 季刊籌委會: 夏焯材,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1/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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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四季的活動:
o 11/2/08 – 2009 堂務委員選舉。
o 11/15/08 – 領袖退修會。
o 12/20/08 – 金門超市聖誕報佳音與聖
誕聯歡聚餐。
o 12/24/08 – 昆士市家庭聖誕報佳音。
o 12/28/08 – 聖誕節崇拜與浸禮。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1/10/09 – 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兒童室舉
行關顧小組會議，請組長務必出席。
o 1/17/09 – 上午九時三十分在青年中心
舉行會友年會，敬請所有會友務必出
席。
o 1/30/09 – 雅各團契晚上七時十五分在
幼兒室舉行農曆新年團拜，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
o 2/07/09 – 婦女團契晚上六時三十分在
青年中心舉行農曆新年聯歡會，歡迎
弟兄姊妹參加。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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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其中 24
人更在過去十三週堅持每日讀經。總
結全年，曾參與讀經人數為 72 人；
其中 29 人更達成堅持每日讀經，讀
完新約聖經。
2008 季刊籌委會: 夏焯材, 李淑儀, 黃觀蓉,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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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8 年建堂籌募目標，是$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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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全年，我們共籌得建堂奉獻
$13,209.59。
o 2009 年教會主題是「裝備成精兵，
傳揚主福音」，我們彼此勉勵，支持
教會目標。
o 2009 年建堂籌募目標，是
$13,000.00，我們舉行「一日一元，
全家總動員」運動，鼓勵每家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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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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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9(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
在青年中心舉行年會，求主保守弟兄姊
妹同心商討教會來年事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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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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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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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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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瑾執事的大腿骨折，求主看
顧，早日康復。
劉余麗蓉姊妹有耳鳴，求主醫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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