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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的話:

奉獻多少？

» 陳卓明牧師

會友很多時候會問及有
關奉獻的問題，例如

「我該獻多少？」「是否
該捐十分之一？」「百分率是稅前還
是稅後？」「我在退休基金提錢時，
應否把數額的十分之一捐獻呢？」

由於聖經是我們生活的準則，讓我
們來看看聖經有關奉獻的教導：

• 創世記4章，亞伯在未有任何律
法之先就自由奉獻。相對該隱，
神強調的是亞伯的態度而不是數
額。

• 創世記14章20節阿伯蘭自願把所
得的十分一給了撒冷王麥基洗
德，也是沒有明文規定。

• 根據某些律法（利未記27章30至
32節），神的子民要將農產品和
動物獻上十分之一。這些事得到
利未人的支持，而利未人通常主
領宗教和政治生活。不過，在申
命記12章6至17節，有另外的十
一奉獻用作支持全國的節日以促
進社會和宗教生活。申命記14章
28節，又似乎每隔三年另有一些
對貧窮人的十一獻。此外，還有
一些幫助貧窮人的方法，例如收
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利未
記19章9至10節）。（我們留意
到神特別關心貧窮人）。因此，
如果有人想遵行舊約的所有律
法，他們須奉獻起碼20-23%。那
些不做十一奉獻的人猶如取神之

物（瑪拉基書3章8節）。
• 除規定的奉獻外，也有許多自由

奉獻的機會如給耶和華初熟之物
（民數記18章12節）或出埃及記
25章1至2節中的自由奉獻。自由
奉獻從來都沒有特定的數目。

• 在新約，鮮有提及十一奉獻。馬
太福音23章23節，耶穌斥責法利
賽人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
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反
倒不行。路加福音18章12節，法
利賽人自義說自己凡所得的都捐
上十分之一。耶穌並沒有因此而
稱讚那些人。

• 新約書信最關乎教會，雖然有所
吩咐，卻沒有提及十一奉獻，反
而強調自由奉獻。

那麼，該奉獻幾多？
• 如馬可福音12章41至44節，耶穌

稱讚窮寡婦，數目需為帶來犧
牲。

• 數目也須與神給你的祝福成正
比。歌林多前書16章2節：「每
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
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
時候現湊。」

• 數目須隨本心酌定並捐得樂意。 
歌林多後書8章3節：「我可以證
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
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
。歌林多後書9章7節：「各人要
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
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
所喜愛的。」

假如你仍須指引，我建議將收入十
分之一獻上。這必須為自願的十一奉
獻。有一說十一奉獻有如騎單車的學
習輪，用來幫助起步很好，但希望你

學會了騎單車，就不需要它。當你學
會了神想你學的奉獻的真諦，你會自
然而然的奉獻超過十分一。 

特殊問題： 
•	十一奉獻怎計算，是稅前還是稅

後的十分一呢？
我相信十一奉獻雖是出於自願但
已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我建議著
眼於神怎樣賜福你，包括我們的
資產如日漸升值的住屋。  

•	對教會及外面的事工和慈善團體
該奉獻多少？
聖經教導我們對自己的家有特別
的責任（提摩太前書5章8節和16
節）。我想對自己教會亦然。祝
福你和你一家的本地教會當優先
處理（羅馬書15章27節）。我們
也須支援神所使用的工人使我們
得到屬靈的餵養（歌林多前書9
章9至11節）。雖然有許多事工
值得我們支持，實在，很多對外
間的奉獻都是透過本地教會來
運作（歌林多前書8章）。或許
其中一個建議是先給教會十一奉
獻，然後再額外給其他的事工。  

讓我們跟隨耶穌慷慨的榜樣。祂把
自己給了我們，救恩不收分文、祂供
應我們所需，並把自己獻給我們。.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
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
足。」（林後8章9節）

我僅用母親節或父親節買禮物來打
個比方。父母不會要求子女一定要送
禮物或送禮最少要達某個數。父母只
想要由心出發的愛和感恩的心。我想
天父同樣想這樣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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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家服事感
想
» 提摩太團契 (華埠國語堂)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流浪之家的
服事了，這次的感受與第一次

來的時候完全不同，不同的是那一次
我參加服事就單單為了服事，沒有
想的太多，反正就跟著大家一起去看
看、感受一下。但這次從我們禱告、
籌備然後到真正的服事，我們大家將
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準備，而且我
們還放了人家好幾次的鴿子，好幾次
說好了去又沒去成。現在回想起不是
因為我們禱告的不夠，而是神說「我
凡事有定時」，是的父神他有他的時
間表。為什麼這麼說？就拿我們這次
使用的廚房來說吧，一年前我們還沒
有可以準備150份食物的廚房可以使
用，現在到了我們有廚房可以用的時
候，父神又為我們添加一批生力軍進
我們的小組來一起為主作美工。真的
謝謝天父上帝，願稱頌、讚美、榮耀
歸於祢，阿門！  

參加服事的弟兄姐妹就陸陸續續的
來了，大家就自覺的分工準備東西，
有煮麵的、包蟹角，炸雞肉的，大家
有條不紊的各自忙起來，聽著從喇叭
傳出來的讚美詩歌，每個人的臉都掛

著幸福的笑容。是的，是幸福的笑

容，因我們都是神從萬國萬邦中揀選

出來蒙大恩的子民，如果沒有神的呼

召、沒有他的揀選我們大家不可能會

在一起為主作善工。我們都是來自不

同的地方，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屬於

自己與神的故事，我們也都是神從各

個角落聚集到一起的流浪者，是蒙福

的流浪者。謝謝父神、謝謝主耶穌基

督、謝謝祢讓我們有機會出去分享從

祢那裡得來的愛，經上記著說：「我

們愛那是因為你先愛我們」我更相信

祢愛我們必愛到底。   

差不多忙到了一點半的時候，我們

準備的第一批食物由牧師和幾個弟兄

姐妹送出去了，然後第二、第三批陸

續的也送出去了。我是最後一批才過

去的，我到那裡的時候我不知道有多

少流浪者已經享用過我們的食物了，

但是他們從裡面出來的時候每個人臉

上都掛著滿意的笑容，嘴巴里不停的

念叨著好吃。從表面上看，他們跟

常人沒有分別，有的根本看不出來是

流浪者，穿西裝打領帶有的還一身都

是名牌，但是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因為

家庭或個人的原因，才流落街頭才會

到流浪之家的。想想如果我們沒有教

會（神的家），沒有神的揀選，我們

大家就跟他們一樣，現在還是一個屬

靈的流浪者。想到這裡心裡有種說不

出的感覺，是高興？是感動？還是悲
傷？

想著想著我就來到了地下室。這裡
的空氣十分的悶熱，但是絲毫沒有影
響大家的情緒和行動。看到服事的弟
兄姐妹和流浪者之家的同工們個個臉
上都掛著幸福的笑容，沒有因為空氣
的悶熱和長時間下來的工作而感到疲
乏，反而因為那些流浪者在享用完我
們為他們準備的食物之後他們為了表
達他們的感謝，用餐巾紙做成的感
謝卡，上面全是他們為了表達自己的
感受與感謝的字句，同工們收到他們
的感謝卡就感到更加的興奮更加的賣
力。

我們又服事了一批流浪者，但是時
間慢慢的也接近尾聲了，我們大家就
在感謝聲中、不捨中結束了這次準備
了兩天的服事之行。哦不，是準備了
一年多的服事。中心的負責人還跟我
們說是不是可以考慮我們一年多來幾
次。是否要不要多服事幾次就交給父
神吧，大家也繼續為下次的服事禱告
吧，我想只要父神願意，下一分下
一秒我們這些蒙大恩的流浪者就能馬
上動起來去服事流浪者，去分享神
的愛。再一次感謝讚美我們在天上的
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願
一切的稱頌、讚美、榮耀歸於祢，直
到永永遠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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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資料管理系統

» 賴劉殷樂 (牛頓粵語堂)

相信大家可能曾看過
很多不同的電視節

目、書籍，或在網上觀看
YouTube短片，去認識如何製成一件
產品、如何操控一部機器，或是一件
行李如何由你放在飛機場輸送帶上的
一刻，運送到你的目的地。但是，你
有否想過一間教會如何運作？過去我
常常迴避這個問題，因為用「運作」
一詞去形容教會好像很世俗、不屬
靈、枯燥無味，甚至令人忽視教會事
工的永恆價值。更甚的是，單看「運
作」好像輕視了教會是以人、信徒組
成的群體，忘記了每個人與神之間獨
特的關係。

然而，當我參與更多教會行政方面
的事奉，令我明白到如要忠心管理教
會的事務，就必須考慮教會中的弟
兄姊妹如何合作、各肢體如何互相配
搭。每個禮拜日，有超過一千人參
加我們的崇拜，司庫小組也要數點逾
百多張支票。會眾每星期填寫不同的
表格，或在網上登記參加各類型的課
程、講座，周末又會參加團契。我們
現在有二十位受薪員工，牧養照顧兩
個堂址、七堂崇拜。人與人之間龐大

的信息交流需要周詳和仔細的計劃及
管理。這是我們作為好管家重要的一
環。

所以，波士頓華人佈道會已購入一
個教會資料管理系統，希望能更有效
地管理教會內的資訊。我邀請你想像
以下情景：
1）有幾位新來賓來到教會，我們的

迎新小組到前歡迎他們，給他們
平板電腦填寫個人資料。他們的
資料會自動記錄進資料管理系統
內，系統於是就寄出一封電郵給
跟進小組和牧師，讓他們可以在
同一個星期內接觸新來賓，介紹
教會事工，鼓勵他們參加團契或
其他聚會。

2）恆常參加我們教會聚會的會友，
可以透過電腦或手機，登入個人
資料頁。你可以更新你的聯絡資
料，查閱過往奉獻記錄，又或是
在網上奉獻。你亦可以瀏覽教會
月曆，查看最近的事工動態，報
名參加活動，甚至可以幫你的小
朋友登記報名兒童節目。

3）教牧同工們可以直接收到會眾的
代禱事項。他們亦可以定期收到
關於各崇拜或不同事工的報告，
當中可能包括出席人數或新朋友
的資料，這些能幫助教牧同工更
全面地明白事工的需要，及展望
未來的發展方向。透過管理系統

也 可 以 讓 教 牧 同 工 更 容 易 聯 絡
參加各事工、團契的弟兄姊妹和
朋 友 ， 即 使 如 果 有 任 何 突 發 事
件，也可以迅速地通知所有人。
這一切可以減少同工花在行政的
時間，讓他們可以專心牧養的工
作。

以上只是三個例子，其實這個管理
系統還有更多的功能。希望這些例子
能令你產生興趣，願意去嘗試使用
這個系統。它不但可以好像一本電話
簿、一個電郵群組、一個月曆，更可
以開發新的機會，加強會眾交流，建
立教會群體。

我們現在已完成初步的系統設定，
將過往的資料存入新的系統內。由於
這個管理系統能夠做到的功能相當廣
泛，我們現正嘗試找出最適合我們教
會使用的應用方式。當完成設定系統
後，我們會聯絡教會的領袖們，訓練
大家學習使用這個系統。所有設定將
會分階段完成，但我們希望在不久的
將來可以讓大家在網上登入一個名為
「myBCEC（我的教會）」網頁，瀏
覽閣下的個人資料頁。希望大家試試
看，然後給我們提議，幫助更進一步
改進這個系統。

如 有 任 何 意 見 ， 或 有 興 趣 參 與
這 項 事 奉 ， 請 透 過 電 郵 聯 絡 我 們            
（esupport@bcec.net）。

同工致謝晚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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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希望行
動」來臨波士頓華
人佈道會

» 黃翰欣 (華埠粵語三堂)

世界宣明會在本年二
月通知我們，今年

的「波士頓希望行動」將
會特意為非洲西部的塞拉

利昂（Sierra Leone）裝配伊波拉護理
包。他們在電郵中向我們解釋，由於
當地疫情嚴重，「塞拉利昂的醫院實
在是不勝負荷，以致需要讓感染伊波
拉病毒的患者在毫無補給品和藥物的
情況下出院回家，由家人照顧。」因
此，這些護理包將發揮拯救和保護生
命的作用，並讓那些患者的家庭知道
世界各地的人是關心他們和他們所以
需要的。

幾個星期之後，我們發現宣明會在
波士頓區找不到場地，於是社會責任
部同意商討在波士頓華人佈道會舉辦
「波士頓希望行動」的可行性，地點
為昆士小學的食堂。可惜，我們無法
解決場地設備和時間安排的限制。
所物街120號新大樓是我們下一個考
慮的地方，不過也有很多技術上的問
題。神奇地，神為我們開路，在兩天
之內把很多難題都解決了！

不過要在五週之內預備一切來裝配
一千四百個護理包及籌募＄11,000的
經費是一件殊不簡單的事。而更意想
不到的是在向會眾宣布這個決定的一

個星期之後，尼泊爾發生7.8級大地
震，超過八千人喪生，大概三百五十
萬人需要食物援助。我們雖然不清楚
如何面對同時為這兩個災難作出應變
的挑戰，但社會責任部決定向會眾呼
籲，得到的響應實在是出乎預料！在
短短兩週，我們不但已超越這兩個項
目的籌款目標，而且有很多人在網上
登記參加「波士頓希望行動」，儘管
那個週末有大學畢業禮舉行。我們信
心不夠，神好像就對我們說：「在人
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路加福
音18章27節）

我們最後籌得＄39,295的款項，並
有198位成人和97位小孩登記在5月15
至17日的四個時段出力：星期五晚
上、星期六下午、星期日早上和星
期日下午。參與者都是充滿喜樂和
熱情，把不同醫療補給品（包括有
手套、口罩、防護面罩、肥皂、消炎
藥、漂白劑、口服補液鹽、醫療廢物
袋和保護袍）放進繩索袋裡，同時也
把一些鼓勵的話寫在慰問卡上，卡上
已預先印有經文：「你不要害怕，因
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
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
賽亞書41章10節）。我們一共完成了
1392個護理包，因為補給品有限，當
中有八十個並不是完整裝配好的。感
謝神，即使最初運送物資到教會和之
後運送護理包也是困難重重，問題最
後都能迎刃而解。

我們希望向所有有份鼓勵別人登
記、活動前後運載一部租用的托盤
搬運車、到附近超市尋找一些貨板

箱托盤來替換那些破爛的托盤、星
期六早上預先到會場為每條生產線
添置補給品、用圖畫裝飾各裝運箱
和活動後清理場地的人表示真誠的
致謝。也特別感謝三位宣明會員工
Nicole Ebat、Patty MacDonald和Jeffrey 
Eichenlaub的安排、教會物業管理員
工與擴堂委員會成員的配合、教牧同
工的支持和你們眾人（包括一些主日
學班、團契和小組）的捐助、參與、
鼓勵和代禱。

最後，願我們各人繼續有動力去成
為別人的祝福，服侍他人，向有需要
的人分享主的愛。耶穌說：「你們的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
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
上的父。」（馬太福音5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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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牛頓英文堂：復活節主曰清晨，會眾一起敬拜和食早餐慶祝復活節 (4/5)

4-5) 牛頓粵語堂：牛頓堂以諾團契於復活節主曰崇拜中特別獻詩 (4/5)

神為波士頓華人佈道會所定的計劃是無庸置疑的。雖然我

們入伙不夠兩個月，坐落南端區所勿街120號的新大樓已經

出現熙來攘往的教會生活。 

經過很多會眾的長期辛勞和全教會的恆切禱告，波士頓市

政府在2015年2月25日向我們發出改用土地和佔用許可證，

自此各樣事工和外展活動已在新大樓進行，例如：

• 英文班開始了新學期，當中有五班在新大樓上課，其他

班級則在夏利臣街237和249號的課室繼續。在新大樓的

幾間大房間裡面，天花板已經安裝了新的LED照明，也

有會眾的公司捐贈大型白色書寫板和桌椅。這些房間已

改建成為完全可以運作的課室，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

• 各類領袖會議和事工會議已在新大樓舉行，舒緩了教會

過去開會地方缺少的問題。

• 一對教會新會友結婚，是在新大樓首次舉行的婚禮。

• 一些青少年小組充份利用眾多房間和走廊，在新場地嘗

試玩捉迷藏和其他遊戲，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 華埠國語堂提摩太團契的弟兄姊妹用兩天的時間，為與

教會合作多年的波士頓救援使命團準備食物。他們充份

運用廚房，為超過150位露宿者煮食，在不同崗位切肉、

切菜、煎雞、炒飯，當食物烹調完成之後再運送去使命

團。蘇牧師對這次向露宿者派送食物的反思中，思考耶

穌叫我們在世上作鹽作光的呼召。

這些活動讓我們略窺神是如何使用這棟新大樓。我們相信

教會在未來會繼續類似活動。感謝神對教會供應充足的資

源，並且在過去50年把我們放在華埠，現在又把我們擺放到

南端區。

 

神如何計劃我們邁向未來呢？

擴堂委員會和教會領袖繼續商討120所勿街的裝修計劃，請

祈求神的帶領。在此鼓勵大家投身事奉和參與福音事工，從

中體驗神帶領我們所行的奇妙作為。

如果你的事工希望使用所勿街120號，請直接聯絡黎志揚執

事（anclai@gmail.com）。

擴堂動向— 運用新大樓作鹽作光
» 擴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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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短宣：

將希望帶給絕望的
一群

» 何鍾雅欣  (華埠英文堂) 

是什麼吸引人返教會? 
教會怎樣作基督的

肢體? 
一日下午，幾個男孩發

現有警車開入Arrows聖經學校校園。
一小撮人從警車和貨車下來。於是，
一群學生在那裡圍觀差不多十分鐘，
然後負責的警察用菲律賓話冷靜地解
釋。只見有一名學生從宿舍下來，手
裏拿著一個包袱。原來，他的父母叫
親友把他由學校拉回去。男生兩眶
淚水，向我解釋剛收到奬學金讀大
學，不需要在這裡Grace Community 
Empowerment（GCE）實習一年來等
資助。他一心要預備自己去事奉神，
並相信GCE能提供知識和經驗使他夢
想成真。他很不開心父母逼他回家。

這事正說明我們宣教士Sharon和
Manny Pastre一直在菲律賓做的偉大
工作。Arrows聖經學校校園是GCE名
下許多事工之一，是一個為期十週給
中學畢業生學習聖經和信仰基礎的學
校。今年有七十位學生，多數是由本
地政府推薦他們入學。超過半數的學
生是非基督徒，來自從沒有福音接觸
過的地方。我有幸得到機會於過去一

兩年，有兩星期時間在那裏教他們聖
經價值、門徒訓練及兒童事工。

藉著GCE的事工，許多生命都透過
它得到更新。男孩們來自菲律賓福音
鮮屆之地，叛逆作惡、賭博、酗酒、
甚或吸毒，他們竟然都變成有責任感
的成年人，而且幫助他人改變生命。
他們重新得到人生的目的、技巧、訓
練和事工機會，而最要緊的是─神的
愛。窮人中最窮的人，睡在天橋底、
垃圾堆和城市的墳場中，他們得到肉
身和靈裏的飽足。營養不良的兒童得
到醫治。學前的幼童和成人都透過教
育的機會得以振作。非婚生的兒童，
父母經過GCE的婚禮，得到法定的地
位。有潛質的，得到奬學金在醫學、
牙科、社工、商業及貿易專業上取
得學位。他們畢業後，返回來，到那
些福音未達之地，帶職事奉或成為牧
師。這個機構藉著畜牧培訓，積極的
接觸和發展窮鄉僻壤。

這工作的影響深遠。身為差傳委員
會委員，我很愛跟華人佈道會的宣教
士合作擴張神的國。每次從菲律賓回
來，（這趟是第四次，頭一次自費探
訪，第二年組織醫療宣教隊），我都
從我們的關係中看見影響和果子。
和GCE的職員同工，我個人得到很大
的鼓勵；美麗的菲律賓人擁有喜樂的
靈、積極的態度和慈愛僕人的心。學
生們是多麼的友善、肯學肯成長。每
天放學，雙眼總是充滿神采，然後禮
貌的道別。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
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
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
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
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
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
上。」（約翰壹書三章16至18節）

想透過奉獻參加GCE，請透過電
郵development.gce@gmail.com，連絡    
Pauline Huie。

其中一個營養不良的兒童接受GCE幫忙的時候
只是一個嬰兒。當時她發高燒，但是她的爸爸
沒有金錢買退燒藥，因而導致她後來其中一
隻眼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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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
» 劉穎妍  (華埠英文堂)

我從媽媽身上，學會了很多很多。有些是細微的事情，如怎樣用「媽媽慳水法」洗碗；有些是較大

的事，例如報稅，儘管我不喜歡數學，但是媽咪話我只需要仔細地按照步驟，慢慢一步一步來就可

以了。然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從她身上學會了待人處事的原則：有時後玩，輕鬆一下玩是沒什麼問題

的，但玩之前要負責任，先做好自己應該要做的事。媽 媽亦以身作則教曉了我自己做事和幫人的時候

都應該加倍努力，比別人付出多一點—譬如她會在家工作到深夜幫教會翻譯，又或者抽空在星期六

收拾主日學的用品櫃，希望方便 其他人容易找到需要的物品。

但是，我從媽媽身上學到人生最寶貴的一課就是要愛神，愛神的話語和愛神的子民。

媽媽教懂了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在每件事上，她往往都先為其他人著想。在教會的周

年會議上，因為要動員很多人協助處理登記，她一定先預備好一盒包子和足夠的水，以防萬一有人沒

時間先吃晏。她愛去想我們可以邀請誰來我們家過感恩節或聖誕節，或者在夏天的時候去邀請誰來一

起燒烤派對，盡力去令到弟兄姊妹感受到教會的愛和關懷。 在關懷人的事情上，她真是滿有恩賜。

媽媽對事奉神和教會從不言倦，為主日學全身心地投入，盡心盡力地策劃主日學的課程和功課，孜

孜不倦地去選擇一門小朋友可以理解而又明確傳達福音的課程。媽咪會努力不懈地找尋願意事奉的

人，擔任主日學導師，浸禮及教會通訊的翻譯工作，她竭力去創造機會給不同的人用各種恩賜去榮耀

和事奉神。

但最重要的，媽媽對神有著深深的愛。她和Daddy在我同Claudia還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培養我們對

上帝的愛。當Claudia和我在小學放假的時候，媽媽在上午10時會叫我們聚集在收音機旁面聽聖經導師

Kay Arthur的講道，一起做歸納法查經，學習神的話語。媽媽送給我們的聖誕節禮物通常都是查經的書

籍或日記 。雖然當時我們寧願收到的是電腦遊戲，但現在回想，才知道是多麼寶貴。我們在廚房枱的

中央放了一疊經文卡，我們作為一個家庭會每星期都背誦一張。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家一起讀聖經，

媽媽在我和Claudia面前演繹撒種的比喻這個聖經故事，她如何模仿雀鳥吃落在路旁的種子，仍然歷歷

在目。

當我開始6年級的時候，媽媽教我怎麼讀經靈修。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依靠寫給小朋友的靈修書

藉。她說：「現在，你已經長大了，是時候你學會自己閲讀聖經。」媽媽教我一定要依靠聖經；雖

然牧師會盡力依照神的話語宣道，但是我不可以只依賴牧師的講道，而是需要自己閱讀和了解神的

話語。她教曉了我，在一個基督徒的成長必需要神的話語；我需要將神的話消化吸收，使生命得著餵

養；她教曉了我認識上帝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神的話語。直到這一天，在我生命中每一個艱難的時

期，我都銘記著這個教訓。當我讀聖經的時候，我還是用很久以前她教的讀經方法。媽媽一直都身體

力行—直到她在世上的最後一天 ，她的聖經總是在她的床頭櫃上。我認為媽媽的美在於她對神和對

主的話語的愛 她深深的認識上帝，依照主的教導去活出她的一生。她比任何人都更能夠給我看到怎樣

活出上帝無條件的愛與恩典。

很多人告訴我，我看起來像媽媽。我希望我不僅在外觀上像她，而且在品格，和事奉方面都能夠像

她愛主愛人。媽媽，我愛你。我是多麼的想念你，但我會盡我所能去懷念你和活出你教我的許多經驗

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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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內子說，參與夫婦恩愛

營令我覺得很緊張。我又不

是浪漫和情緒化的人。在婚姻

中，真是所有夫婦都有問題要

去學習和處理嗎 ? 沒有東西是

自己解決不來的，對嗎?

三日兩夜的營會，是根據聖

經的觀點看婚姻。神賜給我們另一半，祂想我們的婚姻美

滿。營會透過科學研究和心理輔導教導有關婚姻的課題，

例如如何聆聽及認同感受，什麼引起衝突等。講員引用

自己的親身經驗生動地講解，且課堂亦非常實際。我們做

了很多鞏固概念的練習和學會了很多技巧。藉著聖靈在我

們當中，今次營會的夫婦坦誠的分享了自己婚姻裏的起與

落，當中有淚水亦即有歡笑；他們的分享很真誠很感動。

夫婦關係可能是人際關係中最漫長最複雜的了。當初，

我們欣賞對方的外貌，也接受對方的短處。但時間久了，

讚賞和饒恕都慢慢磨滅且轉為投訴和傷害對方之言。我們

盼望重拾親密並再次活出起初的甜蜜時刻。夫婦恩愛營正

好就是每對夫婦所需的「持續進修」課程。

除了打理家庭、計劃一家人去旅行、子女教育，你也想

投資在自己的婚姻裏嗎？我們期望每對華人佈道會的夫

婦，不論新婚或空巢，都參加夫婦恩愛營，以至他們可以

經歷我們同樣的祝福。

夫婦恩愛營
» 李紹良夫婦 (牛頓粵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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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二團（粵語大學生）：2015小型冬令會(MiniCamp) (1/30-2/1)

英文青少年冬令會：初中生 (2/27-3/1) 和高中生 (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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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浸禮：中文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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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浸禮：英文部（4/5）

活動預告

6月

7 夏季粵語主日學開學

12    步上光明路課後補習班結束

13 春季社區英文班結束

14    54週年堂慶主日

21  父親節主日

21       嬰孩按手禮 (中文堂)

27-28   粵語聯合退修會

7月

4   國慶日 (7/3教會辦公室放假)

6 2015步上光明路日營開始

13-17      假期聖經學校 (牛頓堂)

18             領袖會議 (中文堂)

8月

9 步上光明路家長晚會

15 秋季社區英文班入學試

17-21      假期聖經學校 (華埠堂)

21-24 英文青少年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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