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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你渴望擁有一個怎樣的家呢？ 

 

許多新婚夫婦或剛置業的朋友都會花上許多心思和時間去佈置

家居，務求擁有一個舒適溫暖的天地。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

維繫家居的心思也隨之減退，得過且過。 

 

你渴望擁有一個怎樣的教會呢？ 

 

屬靈生命日益增長，得救靈魂天天增加；弟兄姊妹以愛相連，

互相建立；這是一幅何等完美的圖畫。可是這幅美好的景象需

要眾「家人」合力，用持之以恆的愛心和信心維繫才會出現。 

 

今年的特刊以《愛‧回家》作主題，內裡更特別以家居分佈去

介紹主恩堂眾家人，目的是帶出教會一家的概念。 

 

主恩堂已經十五歲了，即是說我們的家已建立了十五個年頭。

你喜愛這個家嗎？你愛回家嗎？願意我們以神的愛，以弟兄姊

妹的愛引領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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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廚房廚房廚房    

家廚是每個家庭的心臟，它不是餐廳，沒有豐富的大魚大

肉，有的是營養均衡的精美小菜。出色的大廚會因應食客

的需要而烹調，正如牧師們會因應弟兄姊妹的需要而炮製

合適的靈糧。一家大小圍坐吃飯，享受美食，談天說地，

實在寫意。 

「我﹝耶穌﹞就是生命的

糧。」（約翰福音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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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說 12-18 歲的少年是處於一個建立「自我形象或角色混亂」

(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 的時期。若他能保留自我性格， 在不同的環境裡應付不同

的人物，這些經驗便漸漸幫助他建立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反之，便會產生角色混亂。基

督教會本有神的性情和呼召，但因著人的軟弱，有些教會不但未能彰顯神的形象，承擔神

所托負的責任，而且偏離神的道，以致角色混淆，失去應有的形象。主恩堂十五歲了，她

是否已建立了一個健康的教會形象，滿有基督的身量；抑或仍未知道神要我們在摩頓扮演

的角色、還在摸索中？ 

 

當人聽到或見到主恩堂的時候，他們會說我們是一間怎樣的教會？ 是否只能說這是在摩

頓 Eastern 街 Dunkin Donuts 對面一間有頗長日子的教會？沒錯，神憐憫了我們，叫我

們在這十五年有了自己的教堂，但除此以外，我們有沒有得到摩頓社區認同，得到神讚許

的地方？耶路撒冷教會開始了不久便得到神和眾民的喜愛，「眾民」是指各類的人(people 

groups)，所以除了基督徒外，非基督徒也喜愛他們，猶太人、外邦人、好人、壞人、富人、

窮人等都喜愛他們。 他們確實有一個得到社區認同和得到神讚許的形象。原因是 1) 他們

恆心遵守神的道； 2) 信徒間有恆常深入的團契； 3) 他們恆常聚會敬拜神、記念主的恩

典； 4) 恆心的祈禱； 5) 樂意奉獻； 6) 樂意助人； 7) 廣傳福音。結果是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加給他們 (使徒行傳 2:47)。 

 

請留意使徒時代的教會増長， 不是單單因為他們有好的佈道工作，而是教會信主信得真

切，滿有生活見證。眾民由起初的疑慮擔憂，而至喜愛他們，都是因為他們活出在基督裡

的信、望、愛。有人說，光不會說話但能照明 (Light does not speak but shines)；福音

也不是單用口來傳， 而是在社會人群的日常生活中見證出來。環境雖然對他們越來越不

利，但他們仍然堅守真道和堅持去愛，所以初期的教會形象鮮明，成為當代眾民的明燈和

今天我們的好榜樣。 

 

過去十五年主恩堂有沒有讓摩頓眾民感受到神的慈愛？有沒有為眾民帶來盼望？有沒有

成為這個社區的祝福？當我聽到人說我們的教會是在白佔土地時，我感覺難過、惆悵。雖

然帶領美國華人信主不容易，但在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我希望你和我一樣，不能接受這是

個白佔土地的教會，無論環境是順或逆，我們都要堅持以神的愛去幫助眾民，又以神的真

道指引他們生命的路向，更要切實履行以上七項使教會増長的要素， 叫主恩堂在摩頓得神

和眾民的喜愛。願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誠心所願！ 

王恩榮牧師王恩榮牧師王恩榮牧師王恩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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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機會？ 

 

轉眼之間，摩頓主恩堂已成立十五年了，我心充滿了感恩與讚美。想起這事工不是人的能

力所建立的。「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 127 ︰ 1）回想當時剛完了另一間教會的事奉，正在等候神

的呼召，福音異像透過一位牧者說︰「摩頓地區有數千華人居住， 但仍未有華人教會……」

神又透過偶然的機會讓我在波士頓碰到昔日在神學院學長蔡志誠夫婦及他母親徐鼎芬執

事（香港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徐執事又說︰「摩頓地區仍未有華人教會……」在神帶領

及禱告後，開始了查經班，更於 1993 年 6 月 13 日開始第一次崇拜。當時我們借用第一浸

信會小禮堂聚會，很快便坐滿了，只好借大禮堂聚會，待西人聚會完畢我們才開始崇拜。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徐鼎芬執事又幫助我們買下現時的會址，還免租給我們聚會，又因

政府法例要付稅，神又透過何健生牧師介紹我們加入門諾會，在門諾會的支持幫助下，會

務得已大大發展。 可是在 2000 年左右東岸門諾會的宗旨與我們所信的聖經有偏差，董事

會與堂務小組決定離開門諾會，成為一間獨立無宗派的基要信仰華人教會。 

 

教會在神的帶領下，成為摩頓地區唯一一所華人接觸神的地方。 我們曾舉辦不同的過社區

活動，例如：課餘活動班、華語電視台的福音節目。 我們又得到波士頓眾華人教會牧者和

弟兄姊妹的協助常舉辦聯合聚會、佈道會、培靈會，使更多摩頓華人認識真神，信主人數

漸漸增多。 

 

感謝神的帶領，主恩堂成為我們屬靈的家，有很多年輕的弟兄姊妹組織了家庭。 我們從個

人的單位來崇拜，變成現在以家庭單位在大家庭中一齊敬拜，充滿歡樂與歡笑。 現時的主

恩堂在神的引領下，在王恩榮牧師的教導下，弟兄姊妹的靈命根基札實，福音日漸興旺。 

神讓主恩堂在摩頓地區成為華人屬靈的家，不是偶然的安排，也不是偶然的機會，偶然的

相遇，乃有祂美好的計劃，奇妙的安排。這並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建立的。 

 

我算什麼，只是神千千萬萬的僕人中最微小的一位，是「祂從灰塵裡被抬舉的貧寒人，從

糞堆中提拔窮乏人（詩 113 ︰ 7）」之一。在主恩堂的事工中偶然蒙祂揀選，抑或祂早已

計劃好？在亙古的歲月裡祂早已計劃好在 1993 年呼召，使用我這卑微的器皿；祂早已預

備好徐執事、蔡志誠弟兄夫婦， 與及眾弟兄姊妹一同在摩頓建立祂的事工！轉眼之間十五

年的日子過去了！讓我們讚美祂！稱頌祂奇妙的作為！阿們！ 

張保羅牧師張保羅牧師張保羅牧師張保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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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主恩堂的弟兄姊妹知道誰是李偉賜牧師，聽過他的講道，也知道他是張牧師的「老友」。

現在，他和師母不但參加主恩堂的崇拜，更擔任翻譯。除此之外，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認識這位

客席牧師呢？ 

「我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父母是基督徒，爺爺是一位牧師。自幼我就跟隨家人上教會。然而當

時廣州的教育環境奉行無神論，與教會所傳的正好相反。所以，我對神沒有什麼大感覺。」李

牧師稍停再說：「我有一位姊姊在香港定居，她是一位很熱心的基督徒。有一年，她回穗探親，

看見我的情況，不禁挑戰我的屬靈生命。自此，我才重新思想與神的關係。」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的。」（羅馬書 12 ︰ 1） 

就是這一段經文促使李牧師踏上事奉之路。「在大學時期，我返港唸書。在一個夏令會中，聽

到以上的經文，既然聖經說是『理所當然』，不能不做哩！於是我立志把自己奉獻給神。不過，

立志後卻沒有什麼感動去讀神學，只是一直在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事奉。」 

畢業後，李牧師第一份工作就是執起教鞭。一教，便長達十年之久。「最深刻的是在一間沒有

宗教背景的中學任教。當時的校長十分開明，給予我充足的自由進行校園事工，更成立學生團

契。」十年後，他帶著學生參加 FES 的福音營，竟然重遇當年夏令營的講員。「神的安排很奇

妙，那位講員知道我仍然是一位教書先生，忍不住說：『你教了化學也有十年了，究竟你有多

少學生在畢業後仍然研究這一科目呢？』我想想，說：『好像不太多哩！』他說：『那麼你仍

在等什麼？不如到 FES 來工作吧！』他的說話打動了我， 於是我轉到 FES 出任幹事。在 FES

的工作把我訓練成一位「小傳道」一樣，我的教會也使用本地宣教士的名義來支持我。後來，

我舉家移民來美，事奉數年後，由浸聯會按立成為牧師。所以，我走上全職事奉之路很漫長，

並不是有什麼特如其來的大轉變，反而是神慢慢地為我預備這條事奉之路。」 

李牧師在美國事奉多年，直至退休為止。「退休後曾到不同教會聚會，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就

去囉！剛好，當時的主恩堂急需人手擔任崇拜翻譯，敬拜神之餘也找到合適的崗位。」 

由主恩堂開堂至今，李牧師不時前來講道；這 15 年來，他可算是看著我們成長。「教會已有

明顯的進步， 特別是青少年/英文事工已摸清楚發展方向；先由小組建立基礎，日後再開展屬

於他們的崇拜。不過，我們需要更多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幫忙。另一道難題是國語事工。雖然主

恩堂一直以粵語為主，但不時有說國語的弟兄姊妹到來。即時翻譯只能短暫性地舒緩問題，並

不是長遠之計， 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完善處理國語事工。」李牧師稍停再繼續：「此外，教會的

『硬件』配合也不能忽視。例如，現時的主日崇拜有許多精美的投射配合，可惜礙於禮堂的設

備和燈光，未能把投射的效應完全發揮出來，這些都是有待改善的。」 

 

後記：在整理訪問稿期間，不時想起李牧師說：「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會去。」已過退休之年

的牧師仍然有一顆熱熾的心去事奉，不禁使我反省應當如何去事奉神。            

           李偉賜牧師李偉賜牧師李偉賜牧師李偉賜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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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室寢室寢室寢室 

寢室是每人身心靈的休息室。能夠進入寢室的，必定是最親

密的人。團契小組好比寢室一般，小組內的弟兄姊妹就是最

親密的「家人」，能夠互相分享生活的苦與樂、高與低；甚

至於生命中最隱密的，也能夠傾心吐意。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

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

樂。」（林前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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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香港大學陸佑堂已有四十三年，一切寫作技巧和措詞都已淡忘、

承蒙邱嗣偉弟兄邀請，為主恩堂十五週年誌慶特刊而操筆，略寫教會

團契生活－回顧與前瞻，希望這次能拋磚引玉，得到會友的回響與雅

正。 

 

沒有朋友，生活就會像一池死水，毫無生機。而教會的團契生活，就

使我找到生活的意義，不單是精神上有寄託，而且得到良朋知己，共

同分享屬靈的知識，了解彼此的生活點滴，更能互相依傍，向著標杆前進，不再感到孤單，

在漫步人生路上，生活會顯得多采多姿。 

 

其實建立團契的目的︰是聯絡教友感情、表揚基督的博愛救世精神，繼而共同推進會務、廣

傳福音。不過一定要先安內，後攘外。 

 

回想在1993年6月13日前已在星島日報有刊登主恩堂崇拜廣告，但那時我要工作，

過了一星期才第一次隨先夫（馬耀宗）和姑奶（鄭馬潔蓮）到教堂聚會（那時是

在西人教會，未有現址）。新堂建立後，一切上了軌道，95年4月15日便有婦女團

契、徐執事、張師母、蔡太、辛太、徐太、左太和我便輪流帶領，團契有一定模

式︰祈禱、唱詩、靈修、分享知識心得、讀經、奉獻、再祈禱休會、會後茶點招

待。在蔡太、辛太和我任內，團契還印了感恩小册，急救常識小册；更邀請過蔡

少娟醫生和蕭蔭強醫生作醫學講座；又請黎德惠律師主講新移民法對移民福利的

影響，還有范師母為我們加添屬靈知識；華美福利會亞裔反家庭暴力行動組及耆

英會的譚秀婷小姐，都為我們講解各種福利。除此之外，我們有生日會，大家彼

此祝福，又辦紐約一日遊；且曾到過梁太、蔡天虹夫婦府上舉行燒烤會，又到我

家聚餐聯誼，直到2003年因許多會友或回國內、或遷居轉教會，參加人數劇減，

主席變成了無兵司令，婦女團契才無疾而終。 

 

幸好，王恩榮牧師在2006年3月13日至5月1日舉行了組長訓練班。團契生活又再度興起，各

組長同心合力，舉辦多次合組活動，是花了不少心思時間，有目共睹，希望這次四個團契，

能流傳久遠，使更多會友與教會聯繫，做到凡事以聖經為藍本，活出今年教會的主題︰「以

神為首，獻上自己」。節錄一段聖經與各會友共勉─「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約翰一書 4:7-8) 

馬葉月歡馬葉月歡馬葉月歡馬葉月歡    

迦勒團契迦勒團契迦勒團契迦勒團契    



8 

 

不知不覺沙龍團契已成立了兩年，由最初的只有六位姊妹，到現在大慨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參

與，人數都有增長。 

 

在每月一次的相聚中，我們會一起唱詩、代禱、一同看屬靈書籍等。在過去一年，我們已經

完成了《門徒的價值觀》這書，當中提到基督徒的價值觀觀念，對我們的小組都很有提醒。 

面前的日子，我們會利用華克理牧師(Rev. Rick Warren) 的《我究竟為何而活》光碟，一起去

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義。 

 

團契小組的時間實在美好，弟兄姊妹間可以自由的發問和表達自己的意見，若遇到有難題

時，張保羅牧師師母、李偉賜牧師師母、及王楊鸞儀師母都會給我們指引！我也鼓勵弟兄姊

妹參與合適的團契，不單可以對神的話語更認識，也可以有機會參與和分享，我從前對教會

中的弟兄姊妹不熟識，透過參加團契才有機會認識更多！對弟兄姊妹的了解加深，在代禱的

事上也容易得多。盼望現在未有參與團契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參加到合適的團契。 

 

余玉媚余玉媚余玉媚余玉媚((((Hilda)Hilda)Hilda)Hilda)    

沙龍團契沙龍團契沙龍團契沙龍團契    



「你 的 話 是 我 腳 前 的 燈，  

 

組長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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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k
 

補充小姐

Lydia
 

Twins:  

Maple & Winnie 

南京

Lisa 

攝影師

Billy 

瑜
Wesley 

成立日: 2006 年 6 月 23 日 

  

2007 年方向: FEPS  

Fellowship, Evangelism, Prayers, Scriptures  

 

2008 年方向: 

以行動表現基督徒的信心，愛心和關懷 

「我有問題

問」Emmy 

內容重溫: 

 

∗ 
天國八福 

∗ 
性格重整之旅 

∗ 
聖靈果子研讀 

∗ 
雅各書研讀 

新成員: 

 

小華哥 

 

鄢婷 

 

曉薇

(Way) 



 

是 我 路 上 的 光。」(詩 篇 119:105)  

家聚/家聚/家聚/家聚/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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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酒器開酒器開酒器開酒器    

有了開酒器，我們就可以品嘗美酒。但是運用不當的話，木塞會被破壞，木

碎會落進酒裏。我覺得自己就像開酒器一樣，有時侯，不小心會將一件完美

的事情變得有點兒缺陷。      

       林偉俊(Ricky) 

電飯煲電飯煲電飯煲電飯煲    

教會對於我就好似一個電飯煲，而以往初信的是一粒生米，經過長

時間在電飯煲(教會) 裏煲(栽培) ，令到我開始成為一粒有少少

熟，開始有少少耶穌的香氣的香米。    

冼浩雲(Owen) 

計算機計算機計算機計算機    

當了五年教會財政，當中經歷過財政困難，但感謝神，每次在危急時祂都供應我們所需。

讓我學習到要信靠神,，不斷禱告依靠祂。願我們為神的家出一分力，樂意奉獻，不要少看

一分一毫，積少成多， 願我們成為神所喜悅， 持家有道的僕人。   

邱嘉儀(Teresa) 

被子被子被子被子    

每天晚上，我必定蓋著一張柔軟而舒服的被子才進入美夢，沒有它，我渾身感到不舒服，

很冰冷，沒有安全感，怎樣睡也睡不著。教會就像我的被子一樣那麼溫暖，是生活中的一

部份，教會中各弟兄姊妹都能散發出基督的愛、關懷和幫助，與別的不同，自身當中感覺

很舒服、很溫暖、很安心。此外，教會中講道令我對神的認知和旨意更加深，盡量履行，

達至榮耀全能的神和預備進入天國的美意。              

張綺雯(Grace) 

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電腦在現今世代裹是一件不可缺少的電器，它將世界的距離拉近了。

因為透過它可以得到不同的資訊及娛樂， 令我們经常花了很多時間使

用它並與它成為了親密戰友。 但願主恩堂的弟兄姊妹也像使用電腦一

樣，願意花時間去與主親近，不只單單追求屬靈上的知識，更要经常

留意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關心社會及愛護鄰舍，以主耶穌的愛去愛不

同的人，並不斷更新去學習神的話語。           

邱嗣宗(Fi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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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電電水壼水壼水壼水壼    

將自己比喻為一個電水壼是因為當我接觸主那一刻，就像插了電掣，耶穌的話語像電源般令我的

內心感到溫暖，就如水壼裏的水永遠都保持著一個溫度。而每次崇拜和退修營就如將水加熱番滾

一樣，內心總會比平時翻騰和澎湃。但願“電”長久！ 

        麥加欣(Elizabeth) 

電暖爐電暖爐電暖爐電暖爐    

在這個人與人之間變得越來越冷淡、越來越多隔膜、越來越不信任的年代

裡，主恩堂就是當中的一個電暖爐，能讓四周的人得到溫暖。可是電暖爐

的缺點卻是不能讓整個地方及所有的人都得到溫暖。因此，盼望所有主恩

堂的弟兄姊妹都成為一個活的電暖爐，讓主恩堂變成一個可以讓更多地

方、更多人得到溫暖、得到由神而來的愛與溫暖的地方。 

冼沛雲(Ivan) 

盆栽盆栽盆栽盆栽    

在主恩堂十五年，自己就像一盆盆栽，由一粒小小的種子，一步一步地成長。雖然這盆盆栽

的葉子亦有枯乾和被蟲蛀的時候，但經過不斷的修剪和醫治，令這盆盆栽可以生長得更加茁

壯, 而神的話就像肥沃的泥土，不斷供給養分和所需。盼望這盆盆栽可以繼續健康成長，結

出更多果子。                   

邱嗣偉(Patrick) 

攪拌器攪拌器攪拌器攪拌器    

雖然參加主恩堂聚會還未夠兩年，但各弟兄姊妹之間的親密關係讓我找到另一個屬靈的家。從零五年

起，由於各種原因，我曾定期到波士頓人數較多的教會聚會。及至搬來摩頓繼而參加主恩堂聚會後，

才令我有安頓下來的感覺。 

教會就像一個攪拌器，使眾人在基督裡合而為一。不過，把各樣不同的材料磨爛攪碎過程絕不輕鬆。

將截然不同的個性和看法融和，需要很大的推動力。每把新的材料放進去，攪拌時間又長一點，能量

亦要倍增，有時候攪拌器還會發出隆隆的聲響。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靠著耶穌作教會的頭，與聖靈給

弟兄姊妹加添的力量和智慧，主恩堂眾肢體都在主內彼此相愛。求神使我們各弟兄姊妹從主恩堂出

發，把這個家擴展出去。 

何霈琳(Vivian) 

暖火爐暖火爐暖火爐暖火爐    

我覺得 Malden Church 好似家中的壁爐，而我們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就是壁爐中的炭木，當我

們的生命被主耶穌的愛燃點起來時，就像炭木在壁爐內被火燃點來,我們的生命需要彰顯和榮

耀神的大能，好像煙火從煙通中散發出去讓人看見。但願主恩堂能夠在摩頓地區作一個

明亮的燈臺，讓人看見神的榮美。 

                                                                  吳玉蘭(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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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園後園後園後園 

The Yard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提摩太前書 4:12﹞ 

戶外是屬於青少年人的地方，活躍好動，勇於嘗試是他們的

個性；在他們青春飛揚的歲月，闖出一片屬於自已的天地，

留下成長的足跡。 

 
The outdoor is the perfect place for youths to be themselves; 

they are filled with energy and ready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In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they carved out a piece of the 

world as their own, leaving an impression of their growth. 

“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 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in life, in love, in faith and 

in purity.” (1 Timothy 4:12) 



It is exciting to think that the church is celebrating it's 15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It is great to see how 
this church has been blessed so far.  We are excited to see how the Lord will continue to use the church for 
His Glory!! 
 
Wow!  It is hard to know where to begin when it comes to the thought of family and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in Malden.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first time we visited the 
church.  Daniel and I had come back from our overseas missions work and had spent about four months 
in Kansas before arriving in Boston.  To be honest we were feeling lost and lonely and wishing for con-
tact with familiarity... which in this case meant something like "home" a.k.a. Macau.  Someone from our 
mission organization (Eastern Mennonite Missions) had told us about CCCGM and we decided we 
wanted to go right away to visit.  So one Sunday in August we went for a visit.  We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we arrived.  But when we walked in the door, we got such a wonderful wel-
come!!  Smiling faces, warm greetings.  So many people came up and talked to us.  We were surprised to 
even be invited for a luncheon after the service.  Well, to quote a famous movie line, It looked like "the be-
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But it became much more than a friendship.  We did experience 
friendship, but we also were able to give of ourselves and through that we received much much more. 
 
Fast forward to Summer 2006.  We feel the Lord is sending us back to Kansas and now we have to say 
goodbye to all of these wonderful people who have made our time away from our birth family not seem as 
difficult or uncomfortable as we had thought it would be.  In fact they have become our family now.  They 
have given us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well as taught us more and more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walking with the Lord and being a member of the fellowship of believers.  Many of them spok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love to us.  Some of them helped us to laugh and open up.  Others never said a word 
(in English), but they showed us so much grace and joy in their walk with the Lord.  It was all such a 
blessing to us! 
 
Honestly, we still haven't found a church like it.  We feel like that time was almost like those "mountain-
top" experiences that the Lord allows you to experience but you don't get to stay there forever.  It does make 
you appreciate it a lot more when you have to leave it for the next step the Lord has planne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we want to say is "Thank You for being 
a family to us, when we were away from our own 
family!"  We went in to the church that day wanting 
to find a place to serve, and left with many many 
more blessings than we were able to bestow!  May the 
Lord bless each of you richly!  May He continue to 
shine His light through each of you at CCCGM for 
many years to come!!! 
 
With Much Love Now and Always! 
Daniel, Angie, Mia, and Nicholas KrebsDaniel, Angie, Mia, and Nicholas KrebsDaniel, Angie, Mia, and Nicholas KrebsDaniel, Angie, Mia, and Nicholas Kr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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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summer of ’07 I spent two months doing a volunteered internship at the Chinese Church 

of Grace in Malden. I was excited to serve Jesu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I was excited to serve in 

New England, where 5 years ago, I had my first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when I left my home country 

Chile. I did so in order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later assist a Bible College in USA. I never imagine how 

great that summer was going to be. 

 

 I had the amazing opportunity to teach an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 to people at 

the church and also to help out with the youth group. Working with the youth, who are bi-cultural peo-

ple, I got to see the concept of the Kingdom of God as the true place where Christians find their iden-

tity. That is what I believe concerning my own self, being Chilean, but currently living in the USA. I got 

to understand in a bigger dimension that where we are from does not define where we belong to.  

Culture is not our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we live out life, it is just the set of tools that we use to 

express the way we live our life, which should start, be rooted, in the Kingdom of God. Our identity 

should be found in the Kingdom of God. 

 

 During the whole time in Malden I lived with 

a very generous family from the church, the Cheung 

family. They opened the doors of their home for me 

and the other intern (my summer roommate Kourtney) 

and made us two more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My 

favorite time at the house was dinner time. Mr. 

Cheung would cook all kinds of different Chinese 

dishes, they were amazing. The Cheung were very 

good at keeping customs proper of the Chinese cul-

ture, which were reflected in their lifestyle and 

mainly, language, since they spoke Cantonese at the 

house.  

 

I am a mission major and love to find myself in cross-cultural situation. I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con-

cept of developing a inter-cultural identity that would allow me to easily adapt to different cultures. 

However, while living with the Cheung family and interacting with different people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community of Malden, I realize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how much I know about cross-cultural is-

sues, knowledge is not the key to get to people. Those inter-cultural behaviors of mine may be comfort-

able to me but not to those around me. Therefore every time one comes across a new cultur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has to start from zero, and that the only key to reach out 

to people is Jesus.  

 

I feel God taught me humility and love through my friends of Malden. I was extremely blessed. But the 

major blessing was to meet wonderful people who now I considered some of my dearest friends in the 

world. 

 

 Something else that impacted me greatly was how some members of the church, every time they 

would see me, they would greet me and say my name, even though I would not remember theirs. They 

were so hospitable and kind. They showed me in their smiles Jesus’ love.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y 

opened the doors of their church family to me. Once again,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ClaudiaClaudiaClaudiaClaudia        

16 



People
 at CC

CGM w
ere so

 gener
ous an

d lovin
g.  Go

d truly
 bless

ed me
 

throug
h you.

  I felt 
so we

lcome
 by all

 the m
ember

s, eve
n if I c

ouldn'
t spea

k 

with m
any of

 them.
  Their

 smiles
 said it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youth group were 

so fun.  I loved spending time with 

them, hanging out, going downtown, 

reading through the whole Gospel of 

Mark and discussing a variety of topics 

on Christianity, life, and morality. 

I've never been part of leading a youth group, so the experience 

God gave me in doing that was awesome.  I was stretched in 

many ways, including spiritually and emotionally. 

I co
ntin

ue t
o pr

ay f
or a

nd t
han

k G
od f

or m
y tim

e w
ith 

CCC
GM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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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er. 

 I 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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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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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e

s to
 

be s
tron

g an
d fr

uitfu
l the

re, 
like

 it w
as w

hen
 I w

as t
her

e. 

I loved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where everyone came from 

and where God is taking each 

person.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life with me! 

A special note to the Cheung family and Wesley--I will be forever grateful for ALL that 
you gave me and blessed me with!  I miss you all!  God bless you!! 
 

Kour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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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Family…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Family…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Family…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Family…    

We were blessed to hear that you will be celebrating your fifteenth year as a community 

of Christ and truly honored that you thought of us as family to contribute to your cele-

bration. To us you all have become our family within the few months that we were able to 

serve with you in Malden. Thinking back we know that there was never a day that we 

were not greeted by your smiles and willingness to teach us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ves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We were continually blessed by your hospitality and patience as 

you allowed us to grow. Most importantly though we found ourselves being touched by the 

lives of the youth in your church who we came to know and love.  

Stephen— 

Continue strong in your faith!  

Your skills are evident; allow 

yourself to see that you were 

built for leadership! 

Tim—Your kind heart was always something we appreciated. Stay true to yourself! 

Matt — 

Your fun 

personality 

always gave 

us some-

thing to 

smile about.  

We know 

you can 

succeed in 

all you set 

out to do!  

Chloe
 —We are 

blesse
d to s

ee a l
ittle o

f 

you.  
We pra

y tha
t you

 will 
contin

ually 

push 
throu

gh to
 see y

ourse
lf and

 disco
ver 

who y
ou ar

e. 

Colin — Your quietness always intrigued us.  We know 

you have a great mind with much wisdom and insight, 

don’t be afraid to u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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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You are a wonderful person! Follow your 

heart, and enjoy college.  It will be the best years of 

your life! 

You all will continually 

be in our hearts and 

prayers!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become a 

part of your family! 

 

Heather & JoyHeather & JoyHeather & JoyHeather & Joy    

Brandon — We loved your 
willingness to question what 
you heard and passion to learn more!  Never stop questioning! 

Erica 
— Your

 tende
r spir

it is a
 blessi

ng!  

Do no
t ever

 be af
raid t

o be y
oursel

f. 

Choi — We always enjoyed having you 

around!  We hope the best for you in all 

your decisions. 

Tyrone
 —Your m

usical a
bilities 

are obv
ious!  

You ar
e truly

 blessed
 with t

alent! 
Contin

ue 

to use 
it in w

orship 
to God

. 

Que
ntin

 —We 
enjo

yed 

havi
ng y

our 
cont

ribu
tion

 

to o
ur d

iscu
ssion

s in
 you

th 

gro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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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the Church 

 The first time in any new place for a young person is somewhat frightening, and church is no different. 

You don’t know anyone there, follow your parents around like ducklings, and everyone is literally looking down 

at you, asking questions and referring to you in the third person. You look around the room and head over to try 

to a familiar face.  Of course, this is all merely an attempt to resist change, to cling to some modicum of familiar-

ity. Suddenly, your parents tell you to go upstairs to Sunday School along with the other children.  As I went up,  

thoughts were flying around my head. Suddenly, the fear of something new overcomes you. However, my fears 

were unfounded. Sunday school turned out to be a relaxing time full of song and music. There was no hesitation, 

worry, dislike, or animosity.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were friendly, and at no time did they make me feel 

unwelcome. 

 

 Of course,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before I met the people I know now.  So much has changed, and I 

was content. Content because I had a large support group of friends, and a loving family; I no longer started to 

dread change. 

 

 Months and years pass. Our Sunday school teacher tells us that we will be meeting a new Sunday 

School teacher very soon. A man named Daniel from Kansas. And as weeks passed, Daniel emerged, out of the 

blue. A warm and a bright little spot in the church. Always ready with a smile and with a kind and expressive 

face. A daughter with a smile to melt one’s heart. Those were great times. We would sit and talk, never feeling 

rushed, and we would laugh as we recounted our week, as we listened and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and as we 

prayed for the upcoming week. 

 

 Can anyone name all of the people affected by an angel? Daniel was an angel. Both in the church and 

outside of it, he and his family radiated kindness and warmth. But after 3 years, his internship and studies with 

Gordon Cornwell was complete. At long last, Daniel had to leave us and return to Kansas.  The Sunday School 

table after Daniel’s departure was silent the next Sunday.  I did not like this change, and it was rather painful ac-

cepting this change. 

 

  Thankfully, our youth group leader was replaced by more angels. Last year, summer interns spent their 

summers here, teaching and leading the summer youth program. Let us not forget Wesley, who has devoted 

countless hours toward the youth program and to Sunday School. We spent our summer with the interns plan-

ning several events, conducting Bible studies, attending modern church services, and even having barbeques! 

Would the youth program have been so successful without these angels? Probably not.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busy year that I made the decision to become a baptized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Christ. I made this decision after much counseling and prayer (Thank you, Pastor for your patience and time). 

People often ask if, after experiencing a life changing event, whether they regret it or not. I can say, along with 

virtually everyone in this church, that the answer is a resounding NO. Was I changed by my experience, and was 

the change for the better?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a resounding YES.  

 

 So many things change. The young boy who walked up the church steps toward Sunday school on his 

first day in chur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erson I am today. The angels who come and go in our lives: Daniel, 

Angie, Kourtney, Claudia, Joy, Heather and many more, all stay within our hearts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ough it may seem obvious to others, that change is inevitable in our lives. Sometimes our lives 

change to our liking and sometimes not. Yet, though the world may change around us, so many other things 

stay the same. The church is still the bedrock of our community. It still provides an environment of learning, of 

fellowship, and of love. That will never change. 

 

Stephen CheungStephen CheungStephen CheungStephe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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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室遊戲室遊戲室遊戲室 

打開一扇小門，內中充滿各式各樣的玩具，這是屬於孩子們

的天堂。他們在遊戲中體驗、在遊戲中學習、在遊戲中成長。

這一扇門，迎接著無數可愛的孩子；孩子的心也因著愛而被

打開，被建立。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rcus Chiu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Matthew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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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 --- - -

Choi

-- --
 

Vera Choi 

Kevin WuKevin WuKevi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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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臺陽臺陽臺陽臺 

「讓讚美從四處響起，讓音

符在空中飛舞……」  

﹝節錄自《讚美之泉 01 - 讓

讚美飛揚》﹞ 

傳統中國人喜歡把陽臺當作晾曬之處，因為它在外壁突出，

陽光充足。不過，陽臺也有另一作用─它是家與外界溝通的

場所。詩班是向外報佳音，傳喜訊的隊伍。主耶穌降生前，

也有大隊天使向世人報訊。可以想像讚美的聲音由陽臺響

起，上及穹蒼，下達世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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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當來向祂歌當來向祂歌當來向祂歌

唱唱唱唱。」。」。」。」詩篇詩篇詩篇詩篇100100100100︰︰︰︰1111----2222    

加入詩班已經差不多十年，自知不是一個歌喉好的人，不知怎的在

神的帶領下加入了詩班。在這十年事奉中學到的不只是唱歌技巧方

面，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讓我這裡分享一些詩班的點滴。 

過去感謝神的恩典，讓黃阮娟蓮師母帶領詩班，用詩歌讚美神。從

她身上學習到事奉要委身、要投入、要喜樂。她每主日風雨不改的

從Brookline開車到主恩堂，不辭勞苦的帶領詩班練習、指揮獻唱，

讓住在Malden的我，更加不敢怠慢，不敢遲到，不隨便請假。因我知道參加詩班是一種

事奉，不是興趣班，不能隨便缺席，否則會影響整體的士氣，更作了壞見證。這是對神

的一種委身，要盡心盡性地將最好的獻給神。 

詩班獻唱的詩歌往往能打動人心，但詩班員必須要把感情投入於詩歌當中，在面上自然

流露出詩歌的意思，這樣才能讓聽眾有共鳴。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缺少了這些，常常只顧

著把音唱準、把詞唱清楚、而忘記了投入。不過黃師母每次在獻詩前的練習，都會跟我

們思想詩歌內容，讓我們更清楚明白詩歌要表達的是甚麼。每一次的獻詩是向神讚美，

而不是去表演。有時經過多次練習，到獻詩時還會有些出錯，但我學習到不要太介懷，

神不是要我們完美才悅納我們的歌聲，祂是看我們事奉的心，只要我們是虛心學習、尋

求祂的旨意，投入於神的事奉中，用心靈敬拜祂，在每次獻詩時無論唱得如何，最後完

結時心裡都會說︰「哈利路亞，感謝主！」因為我知道神喜悅我們的敬拜和讚美。 

詩班給我一個家的感覺，很溫暖，大家互相問候、交通。詩班成員班大部份都說廣東

話，學習國語時會鬧出很多笑話，感謝主在詩班員中有「國語人」教導我們正確發音。

當中得著很大的喜樂。在過去的日子裡，主恩堂詩班曾經為羅威爾華人聖經教會的詩班

聯合在佈道會中獻詩，又與聖公會波士頓華人教會合作舉辦平安夜聯合詩歌崇拜。雖然

弟兄姊妹來自不同教會，但「四海之內皆兄弟」，大家有著同一個敬拜的心，有著同一

個向人傳福音的目標，同頌主恩，內心的喜樂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 

感謝主為主恩堂預備了黃師母在過去的帶領，雖然很不捨得她離開主恩堂，但感恩的

是，神為她預備在另一個教會的事奉崗位；亦感謝張頌賢弟兄一直為詩班作司琴。神一

直看顧帶領主恩堂，祂聽我們禱告，當黃師母離開後，很快神為我們預備了王恩榮牧師

及陳麗明姊妹帶領詩班。現在我們每星期都有練習，每月獻詩一次，求主為我們預備更

多弟兄姊妹參予詩班的事奉。哈利路亞！感謝、讚美我們的神！ 

邱嘉儀 邱嘉儀 邱嘉儀 邱嘉儀 (Teresa)(Teresa)(Teresa)(T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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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敬拜不一樣的敬拜不一樣的敬拜不一樣的敬拜 

敬拜是為了將人帶到神面前，為了將人的生命更新。 

敬拜小組是用音樂和詩歌達到以上的目的。 

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讓我可以成為帶領敬拜的一員。對於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我

而言，帶領敬拜小組好像有點困難。自問沒有一把動人的聲線、亦沒有任何樂器上的恩

賜，可是神的計劃就是這樣的奇妙，往往將我們放於一個意想不到的崗位，去事奉祂、

敬拜祂、榮耀祂！ 

其實音樂在我心中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

位。在我未還信主前，我和很多年青人

一樣，都喜歡聽流行曲，亦喜歡一邊聽

一邊跟著唱。後來開始參加主恩堂的崇

拜，亦開始接觸基督教的詩歌。那時候

覺得詩歌也蠻好聽，所以亦會跟著音樂

一起唱。初時對詩歌沒有特別的感覺，

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可是慢慢

地，詩歌打動了我，或許應該是神藉著

詩歌感動了我，祂讓我知道詩歌的重要性，祂讓我知道我們要用我們的聲音去歌頌祂。

2006年，神讓我參加了ACM（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一次培靈佈道會的詩班員。那

一次的聚會讓我確立了事奉的方向，就是用音樂去敬拜這位創天造地的主！ 

在建立敬拜小組的初期，面對著不同的困難，如人手、選歌、技巧等，不要說將人帶到

神面前，連詩歌也不知從何入手。感謝神，祂不斷感動不同的弟兄姊妹嘗試敬拜小組的

這份職事；亦在祈禱中，讓我知道如何選歌、如何編排；在技巧方面，每次練習時，司

琴都教導我們如何用聲、如何用聲音去彼此配合等。 

現在自己嘗試著另一個挑戰，就是學習一種樂器 － 結他。當時只是抱著嘗試的心態去玩

玩，可是後來發覺結他的用途可以很廣，可以用於團契小組、主日崇拜、退修營等等。

雖然自己仍然在「初學者」的階段，但感謝神讓主恩堂的敬拜小組可以用不同的樂器、

不同的聲音，與不同的會眾一起去敬拜祂！感謝神讓我在這麼一個意想不同的岡位去事

奉祂、敬拜祂、榮耀祂！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Ivan)(Ivan)(Ivan)(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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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浴室浴室浴室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

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

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 

浴室為家人提供清潔的地方，使污穢的身軀得到洗淨。在這

混濁的世代中，弟兄姊妹真誠的分享就似一股清泉，為我們

帶來鼓舞和反省；使我們困乏的心靈得以洗淨，從而更新變

化。 



28 

 

教會是教會是教會是教會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     

 

感謝全能萬有的天父賜下主恩堂給我們在摩頓地區來作燈臺，由一間幼嫰的教會逐漸成長使

到居住摩頓附近的同胞能夠有地方敬拜和認識主基督。我們的神是豐富的，祂在教會創立一

年後便賜給我們有自己敬拜的堂址，雖然地方不大，卻是神所揀選的佳美之地。一開始，神

為教會預備了頗有恩賜的詩班和司琴、翻譯、社區福利服務等的會友，真稱得上是「麻省雖

小，五臟俱全」。 

 

主恩堂的獻堂紀念崇拜是在1994年11月19日舉行的。那天被邀請的有門諾會的前輩們及許多

嘉賓，我們各人都很興奮，全教會總動員，各盡其職要將最好的榮耀神。我與丈夫及四位弟

兄姊妹在95年復活節一同受浸歸入基督的。95年教會的主題是「更生」，聖經說︰「若有人

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前5︰17)。我是新造的人，

「更生」二字對我是意義重大的。 

 

在主恩堂剛成立那幾年，每年教會所定的主題大都圍繞著一個「家」字。例如︰96年的「教

會是我們的家」、97年的「歸家」、99年的「事奉在主家」等等……藉此勉勵會友以教會為

自己的家一樣去愛護，要關懷和信任，要互相包容和幫助，除了享受在主裡相親相愛的團契

生活外，更要同心協力負起建造教會的責任。 

 

神真是滿有恩典，在祂差派多位牧師的帶領和餵養下，弟兄姊妹們的靈命慢慢紮根成長，大

家學習事奉和帶領幫助所來的會友，彼此分工合作，和睦融洽。若是沒有基督的愛在當中維

繫著，斷難孕育出肢體間這種真摯的情誼來。 

 

今年是主恩堂成立十五週年，我們應該感恩快樂，在這

平安穩妥一無欠缺的日子裡，全賴天父的眷顧祝福。我

們除了要數算主的恩典外，更應謙卑自省，求主赦免我

們的虧欠，切莫驕矜自滿，鬆懈不前。外內要互相激勵

繼續努力建設教會，對外要不怕熬練，裝備自己，實踐

主耶穌所托負的大使命，走向人群將福音的種子撒得更

遠更廣。等待著遇見主再來時的稱讚︰你這又良善又忠

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 

 

同蒙天召的弟兄姊妹們，無論我們在何方，神的眼目永

遠看顧我們；無論我們遇到多大的困難，神永遠用祂大

能的膀臂給我們幫助；無論我們有多大的需要，神的恩

典永遠夠我們用。讓我們用心來敬拜歌頌我們昔在、今

在、永在的至高至聖神，願所有榮耀頌讚都歸給祂！阿

們！ 

                                                        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辛池炳坤        



時間飛快，轉眼主恩堂已踏入十五週年。十五年對於一個人的人生不算是一段短日子，所謂

十年人事幾番新，更何況是十五年？事實上在這十五年裏我所見到主恩堂的轉變真是很大。

感謝神讓我可以在這本十五週年特刊裏分享，當預備這篇分享期間，腦海裏不斷浮現出一段

又一段在這十五年裡所發生的片段，每一件事都點滴在心頭。 

 

主恩堂十五週年對於我自己亦有多重的意義。主恩堂成立於1993年，當年亦是我和家人從香

港移居到美國的第一年。神就像早已為我開路，讓我可以來到主恩堂，認識這位上帝。因剛

巧當時我和家人所暫居的地方，正正是當時主恩堂借堂的西人教會第一浸信會對面。那時只

是抱着好奇心而踏進主恩堂，參加了崇拜，所以自己也可算是主恩堂第一代的「老」會友。

印象最深刻的是雖然當時聚會人數不多(約20人)，但卻可以認識了一班年紀相約的弟兄姊

妹。還有一件事很清楚記得的是張牧師一家的熱情招待，讓我們一家在這陌生的地方亦感到

一份親切感和溫暖感。 

 

意義不只於此，2003年是主恩堂十週年，同樣亦是我

和Emmy結婚的那一年。我們是第一對，亦是目前為

止唯一一對在主恩堂舉行婚禮的夫婦。記得當時差不

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為我們的婚禮奔波勞碌，很多弟

兄姊妹更在婚禮前一晚一直佈置到深夜。意想不到的

是弟兄姊妹把主恩堂佈置得這麼漂亮，他們的辛勞和

那份愛，實在令我和Emmy都十分感動。 

 

主恩堂給我的感覺就像「家」的感覺，而我就是在這

個家長大的。在主恩堂十五年當中，有些片段是印象特別深刻的。記得主恩堂曾經有段時期

出現了經濟困難，甚至出現了赤字，相信當時每位這個「家」的一份子都會感到那份逼切

感。感謝神的看顧，亦感謝弟兄姊妹的同心，各人都盡心盡力幫助教會渡過那段困難的時

間。記得在其中一個主日中，張牧師在講道完畢後，宣佈因教會經濟困難，所以他願意暫停

收取薪金，減少教會負擔，因為他和師母都很愛

這個家。當我聽完後，心裏很受感動，亦感受到

在主恩堂裏，實在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愛這個

家，他們從不計較自己的益處，為著這個家共同

努力。 

 

每次堂慶或一些特別的日子，都會預備些小禮

物，多謝弟兄姊妹過去的努力。但每次預備那份

致謝名單都感到很困難，困難是因為實在感到每

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值得去多謝，實在不知怎去取

29 



捨，因為每一位都是這個家的一份子，每一位都是這麼的重

要。正如聖經上記載，我們各人都是肢體，彼此效力，每個

肢體都是一樣重要，不分大小，不分高低，缺一不可。 

 

十五年間在人事上亦有很大的轉變，回看以往的一些教會大

合照，當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因各種原因而分散到各地。不

過雖然大家身在不同的地方，但又不會感到大家距離會很遙

遠，因為大家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並沒有因為時間和距離

而改變，每次有機會再聚頭，也會因此而有共同話題，更可

以分享不同地方的事奉經歷和見證，籍此彼此鼓勵。 

 

提到人事上的轉變，不得不提我們現任的主任牧師─王恩榮

牧師。感謝神可以帶領王牧師來到主恩堂。記得第一次見到

王牧師，第一個印象是他常掛在面上的親切笑容。在我的靈

命上，張牧師是我的啟蒙老師，王牧師是另一位對我有很大啓發的老師，在靈命和事奉上實

在幫助了我很多。常覺得王牧師是位「周身刀、張張利」的一位牧師，除了牧養的工作，更

負責了培訓、兒童主日學教師訓練、帶領詩班、輔導等等。不但如此，在王牧師面前，自己

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個「忙」字，因為當你看到王牧師的時間表和事奉工作，實在多得驚人。

但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自己說忙，相反每次請

他幫忙，他都一一答應。他那份對主的愛，

對事奉的熱心和喜樂，實在很值得學習。 

 

回顧過去十五年，真的十分感恩，雖然主恩

堂曾遇過一些小風浪，但神是看顧這個家，

使這個家可以安然克服每個風浪。亦盼望這

個家可以繼續健康成長，各人亦愛主更深。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邱嗣偉 (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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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不 覺 間 受 聘 為 教會 幹 事 （ 前 稱 為 「 教會 秘

書」）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在這幾年裡，神的恩

典真的是數之不盡、多而又多，一方面令我生活上

的負擔大大減輕，另一方面又使我能為主恩堂處理

更多的事項。回想後，當年我正式受聘時，剛好是

主恩堂的十週年，那時因只是「初出茅廬」，所以

並沒有以受聘職員的身份投稿，想不到，五年後的

今天，我還有機會為主恩堂的十五週年特刊投稿。 

 

作為主任牧師外唯一的受薪職員，壓力是不能避免

的，可是它也成為一種推動力，令我在工作時更熱衷、更有力。主恩堂看似只是一間小小的

地方教會，可是主恩堂的牧者、弟兄姊妹，卻讓我感到「家」的感覺。雖然在受聘前我只是

一個初信者，對教會的認識和運作也不熟悉，但憑著一顆愛這個家的心便「無遂自薦」，幸

而，藉著神的恩典，五年就這樣過去了。 

 

當越愛這個家時，越發覺這裡有許多瑣碎的事項需要處理，當手頭上的工作一項項增多時，

有一段時間分不清哪些是工作、哪些是事奉，那時候在心裡掙扎了許久。最後感謝牧師及執

事會（前堂務小組）為我定立了工作指引，我才可以安心地為主服事。 

 

另外亦想藉這次機會，多謝一群為教會二樓辦公室翻新的弟兄姊妹：由清理雜物、粉刷牆

壁、重新佈置等，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忙，現在也不能那麼舒適地工作。雖然自己還有很多做

得不完善的地方，但感謝神仍然使用我這般微小的僕人，盼望在以後的日子繼續努力為神的

家作工。 

                                                                                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教會幹事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冼沛雲 ((((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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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兒芷晴終於在2008年3月3日誔生，真的很開心和感謝神。每當看著她那精緻的臉孔，

便想起神創造人的大能。此外，這個小生命的誕生不是自己想要就要，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由懷孕至分娩的過程，我一直感到有神的保守和恩典降臨。特別在分娩的時候，陣痛得難以

忍受，便決定使用無痛分娩。真的感謝神為我安排一位幽默的陪產員，讓我們有講有笑，使

我不再怕，全程更可以笑著忍著痛楚。 

 

突然之間，我痛到自己沒有呼吸都不知道，而且嬰孩的心跳

率降至八十幾度，所有的醫護人員立即趕到，家人更要離開

現場，陪產員再問我：「你真的決定無痛分娩？」若是，這

會更加影響嬰孩的心跳；當時我想，現在子宮口開了六公

分，已經痛到喘不過氣來，加上我又累又餓；若不採用無痛

分娩，很難順利讓女兒出生，而且危險性都比較大。此時，

我真的不知所措，便立刻禱告，將一切交給神。打完止痛針

後，嬰兒的心跳率沒再下降，真的很幸運。在我真的沒有力

氣推出嬰兒時，便心裡說：「靠耶和華的力量，凡事都能作

的。」我便充了電一樣般充滿力量，每當有痛時，便爭取每

個機會推出來。感謝神！一切順利，母女平安！小生命真是

得來不易，亦當中感受母親的偉大，所以我們要珍惜生命，

多靠著神、多禱告、多數算主恩。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 張綺雯((((((((((((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Grace)            

在半年前，我開始參加主恩堂的主日崇拜，查經班，

以及家庭聚會。在這些活動中，我把自己的煩惱、痛

苦擔子放下，讓神為我承擔。同時，我又認識了新朋

友，在精神上得到了支持，現在我感覺輕鬆了很多，

我知道這是神的恩典，是神對我的愛護，感謝神！ 

                                                                                                                                                                                                                                    

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鄺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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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屬靈訓練、各樣事奉、令到靈性慢慢提昇，但是那時每件事情都是靠自己能力去完成，

從來沒有想過與神一同同工，初時還可以，但是後來越來越無力，靈性越來越低落。幸運地

有一位弟兄與我分享祈禱的重要性，更加鼓勵我凡事禱告、凡事謝恩，不住禱告，求神加

力，於是我以後每次事奉都用禱告交託給神，祂不單賜與我力量，更賜與我平安與安慰，就

這樣令我跨過第一次低潮。 

有神的帶領，我終於能夠畢業、找到我的最愛、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在這段風平浪靜的日

子裡，一切都好像十分順利，我漸漸忘記了神，與神的關係亦變得越來越疏離，當然不會有

屬靈的生活、沒有靈修、沒有禱告、沒有事奉，已經有「離家出走」的念頭，與此同時我的

太太有了身孕，本來是值得高與的事，但是因為醫生判錯症的關係，導致她小產。在那一個

月裡，真是發覺自己是那麼的無能為力，神才是主宰一切的。終於，我回來了，回到神的面

前去認罪、去悔改，祂用了一個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令我回轉，之後每件事都由神去作

主、去帶領，因為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這件事是很悲慘，但是現在

回想，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有磨鍊練才有成長，從前的幼苗，已經成長為一棵小樹，終

有一天希望這棵小樹能夠成為一棵榮神益人的大樹。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冼浩雲 ((((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Owen)            

 

 

1995年有一位同學帶我來到主恩堂，不知不覺已

經將近13年。還記得我第一次來主恩堂的活動是

「打邊爐」，那次不單止室內溫暖，還有很多親

切的笑容令到我心也溫暖起來。雖然如此，我都

不是經常回來個「家」，基本上當時我也沒有視

之為我的家，沒有空閒就不會來，有空閒的時候

也考慮來不來。大約一年後，因為父母離異，心

情已經跌到谷低，其後經濟上更加出現問題，那

時就有一班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幫助，令我可以渡

過難關。雖然那時真是十分忙碌，但是不知道為

什麼星期日總是閒著的，難道神在為我開路？要

我回到這個家嗎？漸漸回來這個家的次數越來越

多，初時一個月一兩次，之後兩三次，後來每個

星期日都有回來，當然到了現在不單只星期日會

回來這個家，因為主恩堂有很多精彩的「節目」

呢！ 



真誠的話 真誠的話 真誠的話 真誠的話  

  

感謝全能的天父，創做萬物的主宰，賜下這恩典的聖殿

在摩頓地區，成為區內人民生命的導航者，更讓全體會

友參與一同慶祝聖殿的十五歲生辰；這是神的作為，神

的保守！ 

  

  筆者有能與摩頓主恩堂一同成長，一同渡過十五載的陽

光曬，雨雪打，風霜吹的時光，也一同經歷了大大小小

的起與跌，苦與樂，哭與笑，怒與罵的艱難歲月。最重

要感謝神給筆者有機會在堂務小組（現今的執事會）事

奉，了解到教會在各階段的變化及其要改革的目的。可

惜在以往，未能做到全民咨詢及全民參與，因此落實改

變後便招致些微言及怨言，主要內容是近年在崇拜禮序

上改革的點滴，筆者本著「愛裡沒有懼怕」（約壹4﹕

18）底的原則下才執筆進言，希望能造就人，又能讓參與者明白在改動禮序，不是為了多變

化而改變，而是在改動後要更能造就人。 

  

首先，讓我們看看從「傳統敬拜」的模式走進「現代敬拜」模式的感受。筆者得承認是個在

傳統教會中成長的姊妹，因此偏愛「傳統敬拜」的禮序︰即領會者在靜默後，宣召（以聖經

話語作引導）、唱詩、祈禱、讀經、詩班歌頌、宣道、奉獻等等，直到牧師祝福，唱阿們頌

完畢止，所有流程都得靠領會者帶會眾進入敬拜。有些人覺得這種崇拜好像千遍一律的，頗

為沉悶乏味，因會眾只重視講道信息，忽略了其它崇拜程序內容的重要性，使會眾成為被動

的聽者。（你曾看過有會友經常在崇拜開始後30分鐘，才施施然進入教堂崇拜的嗎？筆者就

遇過這種會友，通常在宣道前就座。）可笑嗎？ 

  

主恩堂近年也採用了「現代敬拜」模式，即是「先讚美，後敬拜」的模式來作崇拜，所以在

禮序上便有所改變。這做法是積極正面的，因為在北美已有很多教會也作出相應的改革。筆

者也曾參加過幾間教會，大都採用「先讚美、後敬拜」的現代崇拜模式。談話後，才曉得有

些更採兩堂制，即早堂用傳統程序，與會者，多是年長或早起的會友；午堂便是較年輕的中

年會友及青年人。他們的領詩小組，衣著劃一整潔，在崇拜前十五分鐘和會眾一同練唱，預

備心靈見主，沒有因改變而出現不協調。 

 

筆者知道，在現代敬拜中，帶領者通常要花上幾個小時一同練習讚美詩，在預備過程中，十

分著重設計詩歌的串連，流程及要說的話，並且強調同心的禱告，隊員間的互相守望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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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可是主恩堂的會眾需要帶領去熟習唱新的詩歌，去一同領略詩歌內的真理，這才能

有共明。要不，領唱者便只能唱獨腳戲。如在崇拜前10-15分鍾來練唱，這樣才更造就信徒生

命。 

 

這裡編幅有限，此時僅以期待的異象與信心，在下一個十五年看教會的改變。願神賜福加

力，帥領著全教會再創新路，成為力量支拄，讓主恩堂精神延續於每一個感受的心靈是朝著

一個正確方向走！  

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蔡許岫霞 

可能是自幼養成獨立的性格的關係，很多事情上都是靠自己，

相信憑自己的努力，甚麼事情都能夠解決。雖然年青時我的姐

姐和弟弟都是基督徒，但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去尋求，相信自己

能改變命運。 

 

居住在摩頓市已經有很多年，而且與主恩堂相距很近，差不多

每天都會經過，但是，我從來沒有踏進教會的念頭。兩年多

前，竟發現自己得了肝癌，而且醫生判斷我只剩幾個月的壽

命。起初不相信這是事實，到後來不知怎樣去面對。一向相信

自己的我，突然失去了信心。就在那時候，神把我帶到來主恩

堂，並認識了王牧師和張牧師。 

 

神透過牧師使我明白到誰才是真正掌權者，就算是醫術最高明

的醫生，也不能控制我生命的長短。當我信靠神的時候，祂就支持我渡過每一天。記得有一

天在教會聽到大家唱《奇異恩典》時，感覺很溫暖和感動，忽然想起這是我多年前所看過的

電影主題曲。當時只覺這首歌很動聽，卻沒有留意歌詞。現在才知道神在當時已對我作出呼

召，但這麼多年來我卻從不回應過，但我想現在也未算是太遲。雖然我的病情不輕，但天父

每天都賜我有出乎意料的力量支持下去，我和太太也在去年受浸歸入基督，透過牧師和弟兄

姊妹對我的關心和支持，使我在困境中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神能延續我的生命，使我可以為祂多作見證，也希望弟兄姊妹在自

己有能力時候，多為主作工，向更多人分享神的這份愛。 

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吳宇榮            

(編按：吳弟兄已於2008年5月8日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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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God have promised, He will provide wherever He sends me, I found a home and a 

family as soon the next day I moved into the Boston area. It provided a peaceful shelter, a 
corner in this world where I was been assembled to set in to adult life.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de in Malden, I was able to get spiritual nurture as 
caring guidance which without i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carry on the intricacy of adult life, 
marriage, my first job, our first property and not as scary as it sounds, the responsibility 
as an adult. 

 

But as I settle to live an apparently joyful living, many issues linger in my mind of where 

is how we stay close to God, and the concept of home church.  

 

My journey with God has been literally a journey of traveling, of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societies, even different moral standards.  Through the eyes of a simple 

minded conservative Asian girl, I have seen many facets of our world, lead by God to stand 

in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still yet far from understanding, how does God show to His 

people, how does God love. 

 

As CCCG enchant me as the Eden Garden to hide from life, I also feel difficult to connect 

this plac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re we are from steps of cloning human but 1.4 
million children die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s when vaccines for those diseases already 
exists for decades; where we burning 2 billion bushes of corns in form of ethanol fuel but 8 
million children die annually of malnutrition; where convicts can sue the government for 

sex change procedures but 1 in 3 women suffers from different natures of abuse and no one 

is accountable.  

 

Satan does also apparently beautiful works, and tempts us to believe in human strength to 
better the world, but is it only a temptation? Or does God expect us to share this as a 

vision and a mission for our days in this world? Is it only in the Church that we meet 

God? Does God only touch us through Christians? What does home churches means in our 

journey with God?                                                                                                                                                                        
                                                                                                                                                                                                                                     

(譯本) 

正如神所應許，無論祂差派我到何處都會為我預備。當我移居到

波士頓第二天，我就找到住所。它為我提供了一個安穩的避難

所、一個角落，使我能安然步入成年人的世界。 

在主恩堂，我得到屬靈的餵養及充滿愛心的引導，沒有了這些，

我就不能踏入錯綜複雜成年人生活，包恬我的工作、婚姻、和我

的家庭。 

雖然我的生活似乎無憂安穩，然而有很多事情令我聯想起如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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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一個親密的關係，及何謂屬靈的家的意義。 

我與神的旅程實在由不同的旅程開始︰去到不同的地方、體驗不同的文化、接觸不同的社

會、甚至乎不同的道德標準。對於一個保守的亞洲女孩子來說，我看到社會多方面都有神的

引領。但我仍不太明白神如何衪的子民顯現，如何愛。 

主恩堂就像伊甸園一樣，是我生活中的隱藏之所，但是我難以把主恩堂連接到我們身處的世

界－現實是：現今階段複製人快將成功，但有1400萬的兒童死於能預防的疾病，而這些疾病

的疫苗已經研製成功數十年；每年我們消耗20億顆玉米來提煉乙醇汽油；而每年卻有800萬

的小朋友死於營養失調；囚犯可以控告政府有關變性的程序，但社會上有三份一的婦女遭受

到不同類型的虐待，而沒有人負上責任。 

撒旦的表揚工作看似美好，牠引誘我們相信以人的力量，可以把世界變得更美好，但這是試

探嗎？抑或神期望我們把這個異象分享給全世界？我們是否只在教會遇見神？神是否只透過

基督徒與我們接觸？究竟屬靈的家對於我們尋求神的旅程中有甚麼意義？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陳虹 ((((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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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觀到參與從參觀到參與從參觀到參與從參觀到參與    

 

兩年前來到主恩堂的時候，只是抱著一個參觀的態度，看看是

否適合在這裡聚會。最初認識的是兩位牧師和師母，感覺他們

很友善和關心別人，但和其他人就不太熟絡，所以常有失落的

感覺和不習慣。可是後來透過團契和詩班，認識了多些弟兄姊

妹，也因為投入一些教會的事奉而與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聯繫，

很快便適應下來。 

 

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樣，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聚會時，總有一

些孤單的感覺，每個人都希望找到一個合適自己的教會，但原

來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不要到處去尋找，而是要去建造，並

且需要弟兄姊妹一同努力建造，就正如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一樣，但幸福是

要自己付出和爭取的。神使我看見不要單單將期望和責任放在牧師執事們身上，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而每個基督徒就像身體的一個部份，並且都能發揮一定的功能。我們今天可有看見

教會的需要呢？哪裡有改善的地方呢？願神激勵每個弟兄姊妹，教導我們怎樣修補教會的不

足，能作更多榮神益人的工作。            

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余振陞(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Ch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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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

的善，何等的美！」 

(詩篇 133:1) 

客廳客廳客廳客廳 

與家人樂聚天倫之地；與知己促膝長談之處，非客廳莫屬。

泡一壺清茶，蝸在沙發，聽一聽他人的故事，體味別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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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認為有相當音樂造詣的人，有一份獨特的氣質。初見陳麗明陳麗明陳麗明陳麗明的時候，就有這份感覺。麗

明在主恩堂聚會已有一年多了，剛加入的她對音樂非常熱心，更立刻參加詩班，用歌聲和音

樂事奉神。 

 

成長於澳門的她，自幼已在教會學校讀書，12歲受浸歸入基督。多年來，她在教會都是擔任

司琴的角色，較少機會唱歌。在訪問過程中，我實在看到麗明對音樂的熱誠，由於現時主恩

堂的音樂事工尚未成熟，尚未有聖樂部支援詩班，麗明很認真地說︰「希望教會能多支持詩

班和音樂事工。我真的喜歡詩班，喜歡唱歌，比彈琴還要喜歡得多呢！」 

 

後記︰ 

在訪問後的一星期，王牧師要到國內

短宣，為詩班練習的責任就落在麗明

的身上。我靜悄悄地站在一旁觀看。

麗明一邊指導年幼的司琴，一邊為詩

班員講解詩歌和歌唱技巧，及應當留

意的事項，她專注的眼神顯露出對音

樂的熱誠。我們的家一直缺乏音樂人

材，她的加入實在是神的安排呢！ 

 

司徒瑞芳司徒瑞芳司徒瑞芳司徒瑞芳（（（（關太關太關太關太）在主恩堂聚會也近四年了，初時也只是

嘗試性質的參加聚會，對牧師的講道還感興趣。雖然不常

有恆切地固定參加聚會，但漸漸和弟兄姊妹有了交流，後

來還被邀請加入詩班。特別在唱詩的時候，神對她有很大

的感動，心底裡慢慢地接受了耶穌成為她的救主，而經過

王牧師多次的講解，終於在2007年4月22日受浸歸入基

督。她說受浸後有一份無形的責任感，希望能為神的事工

上多出一點力。 

 

她說現時很喜歡參與沙龍團契，以及詩班的事奉，也看到

教會的弟兄姊妹願意分擔接待新朋友的關顧，很寶貴她有

這樣的心意，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這樣補足教會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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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認識Winnie(方穎妍方穎妍方穎妍方穎妍))))的時候，她總是靜靜地坐在一角， 

默不作聲。稍為大意一點，也察覺不到她的存在。稍後，有

機會在團契中更深刻地認識她，總是認為她的背後必有一段

深刻的經歷。 

 

兩年前，Winnie隻身來到美國結婚，滿以為婚姻會為她帶

來美滿和安穩的生活。怎料，她卻遇到丈夫的暴力對待。人

在異地，舉目無親，遠在國內的父母雖然心痛萬分，卻是無

能為力。在她最徬徨無助的日子中，神讓她結識了蔡太和

Maple，使她在黑暗的時候，有朋友的幫助和倚靠。當時，

剛剛信主的Maple便把Winnie帶返主恩堂。 

 

在廣州長大的Winnie很少機會接觸福音。僅有的一次，是

與朋友把著開眼界的心態，到當地的教會參觀。可惜，當時

的她完全不明白該牧師所講的是什麼，之後就不了了之。多年後，神卻安排她在異鄉參加了

主恩堂的崇拜。這次，牧師的信息卻一字不漏地刻在她的心板上。在講道中，她明白在困苦

艱辛的日子裡，神依然深愛著她。在訪問中，文靜的Winnie有力地說︰「神的愛使我有力量

克服眼前的困難。在我看來，苦難是一種經歷，一種使我成長的經歷，要不然，我仍是溫室

中的小花，未能面對世俗的風雨。」 

 

在2007年底，Winnie立志受浸歸入基督，成為主恩堂的一份子。在短短的時日裡，她感受到

弟兄姊妹帶來的溫暖。她尤其喜歡團契生活，也喜歡小組在崇拜後的討論。現時的Winnie比

從前更積極地投入教會生活和事奉。她說︰「第一次作主日崇拜的司事，看似很簡單，派派

程序表便可以。參加了事奉人員工作坊後，才發現司事實在有很多事情要兼顧。」她笑著補

充，說︰「很多時候，很想主動與新來賓多點溝通，可惜我完全不懂。最好教會能提供訓

練，使我更懂得如何有技巧地關心身邊的朋友……」 

 

後記︰實在感謝Winnie真誠的分享，她的經歷使我再次省察自己和神的關係。雖然她給人的

感覺總是靜靜的，但她絕不渺小，反之，她的信心和經歷實在大大地感動人心，亦為到我們

的「家」有這一位姊妹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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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經在主恩堂聚會了六年多的王忠孝王忠孝王忠孝王忠孝弟兄和太太（李寶芬李寶芬李寶芬李寶芬姊妹），在1999年從香港移民來到

美國，雖然來美已經有一段日子，但他們還是在適應期間。 

 

王弟兄在香港時是一位的士司機，所以不能參加主日崇

拜，幸好他們的教會有週間崇拜，使他們也能到教會聚

會。現在他的工作時間穩定多了，所以每星期的主日，我

們都能見到他。 

 

而王太的工作也是和香港時一樣，是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她說很喜歡現在參加的沙龍團契，覺得弟兄姊妹之間有很

好的交流，相處得很愉快，透過弟兄姊妹的分享，能夠有

很大的得著。 

 

現在負責教堂部的王弟兄，經常默默地為教會付上很多時

間在維修工程上，他也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在金錢和時間

上，一起負起維修主恩堂的事工。 

 

 

每個星期天都會看見一個開朗活潑的面容，她就是譚姨─譚素桂譚素桂譚素桂譚素桂。因為她的鄉音比較重，所

以很多時候我都未能完全接收她說的是甚麼，但每次總是一些關心和問候的說話。她是在

2001年的時候來到主恩堂，而在2003年受浸。譚姨很愛護弟兄姊妹，每星期天她都會負責清

潔的工作，就算當日不能出席，也會交托別人為她打點，實在很欣賞她對神的那份忠心。問

她對教會前境有甚麼期望，她說希望年青的一輩能和年長的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對長者有更

多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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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主恩堂的 BillyBillyBillyBilly((((何文緯何文緯何文緯何文緯))))仍然是一名大學生。十年來，他和主恩堂一同成長，經歷各種

考驗，時至今日，他已經成為教會執事，對這個「家」亦混雜了百般的感情。 

 

「我從前是一位 follower (跟隨者)」Billy 認真地說「因為自問沒有任何領導才能，只懂跟

從。別人吩咐，我就去做。作了一段很長時間的跟隨者後，察覺教會有許多毛病。首先，是

不夠堅持。每當有新目標時，大家立即一窩蜂地湧去做。可惜，後勁不繼，沒有堅持，遇到

困難，也不會找方法去解決，不了了之就過去。然後，又再發掘另一目標，接著，歷史又重

演……另到作為跟隨者的我無所適從，也跟著放棄。再者，教會有許多因循的習性，傳統是

這樣做，我們就跟著做。可惜果效不大，白白浪費了許多心血和時間。又例如︰弟兄姊妹沒

有深入的溝通，甚至於認識多時的弟兄姊妹亦只限於：『你好嗎？工作忙嗎？天氣真好，哈

哈哈……』人與人之間仍然是隔了一道牆。」 

 

雖然很少見到 Billy 認真地長篇大論，但仍然忍不

住打斷他︰「那麼，你對教會有沒有失望？」 

 

「當然有，當時認為這個家是可有可無，每週返團

契和崇拜只是例行公事，一度覺得十分可悲。」 

 

「你又如何化『可悲』為力量，跳出這個框框？」 

 

「近年來，執事會已改善了不少，運作比以往有方

向。加上，有不少『較新』的弟兄姊妹熱心參與和

事奉。他們的投入程度使我體會到教會生活不再是

我從前所經歷的，亦鼓勵我更積極地投入教會生活。其實，教會的事工仍是一樣，有所轉變

的是個人態度。從前返團契是因為要領聚會；現在返團契領聚會是帶著期待的心。去年，我

首次參與青少年工作。雖然沒有什麼經驗，但是只要肯花時間與他們相處，才可真正了解他

們，建立深刻的關係。要建立這種關係並不能單單於在崇拜見到他們，打一聲招呼就可以達

到。今年，我負責的崇拜部已舉辦了兩次事奉人員工作坊；每主日有事奉人員祈禱會。雖然

出席人數不太多，但他們均抱著積極的心情參與，並提供許多正面的建議。這對我也是一種

鼓勵，更加肯定自己在教會領導的崗位。在剛過去的合團，馬太所領的遊戲十分出色，也看

到她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去預備。她的熱誠使我十分感動，也使我反省自己的事奉心態。」 

 

「早前，我在接送一位姊妹的途中，車子搖擺不定。她說：『你駕駛手排檔已有一年多，為

何依然這麼不濟？』她的評價使我反思自己的屬靈生命和教會生活，成為基督徒十多年，是

否依然這麼不堪？到底我放了多少精神和時間給神？」 

 

後記︰許多人都知 Billy 是教會的「指定攝影師」。他總是在鏡頭背捕捉每一個角度後，要

為他選一張單人照，實在困難。終於在千挑萬選之下，選出這幅配合他現時心情的照片 ── 

“Reach out to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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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恩堂開辦了十五年，第一代的「老」教友實在買少見

少，蕭太((((蕭金美蕭金美蕭金美蕭金美) ) ) ) 就是其中一位。 

 

十五年前，主恩堂剛買下現時的堂址，在某日裝修的時

候，中門大開。剛路過的蕭太因好奇之下入來看看，她

第一位認識的人就是張師母。蕭太得知主恩堂的成立，

就非常興奮地說︰「我下星期會來呢！」自此，蕭太就

成為主恩堂的家人。 

 

蕭太自幼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她的媽媽是一位虔誠的基

督徒。當蕭太年幼時，她的爸爸因工作關係弄傷了腳

部，行動非常不便。當時他們尋遍了多位醫生，也未能

醫治腳患。剛巧，當時有傳教士上門向蕭太媽媽傳福

音。當刻的蕭媽媽接受了主耶穌，更懇切地為丈夫腳傷

祈求。不久，蕭爸爸的腳傷真的痊癒。因此，蕭媽媽的

信心更是堅固，更帶著子女上教會。後來，蕭太更在七

歲時接受了堅振禮歸入基督。 

 

在主恩堂十多年來，蕭太都是默默付出。每主日為弟兄姊妹預備午餐，餐後為大家清理餐

具，收拾剩餘食物。十五年來，風雨不改，她為這個「家」所付出的，不單只是時間和精

神，更是持之以恆的事奉心志！ 

 

後記︰聽畢蕭太的信主經過，真的感到神真是何等的美好。祂不但醫治了蕭爸爸身體上的軟

弱，更藉此拯救他們一家，為他們帶來永生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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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與共的摯友、深深相繫的家人、甜美溫馨的情誼，這些

彌足珍貴的人與事，全是神恩賜的珍寶，我們應當好好地珍

惜他(它)們，收藏在回憶的盒子，不時細味品嚐。 

「一起向藍天歡呼，向白雲招

手，我們要一起笑一起哭，千

萬人中有個人懂我，你有最珍

貴的角落。」﹝節錄自《讚美

之泉 12 - 最珍貴的角落》﹞ 

貯物室貯物室貯物室貯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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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王牧師師母，張牧師師母及各弟兄姊妹平安! 

不經不覺闊別了摩頓主恩堂已有三年了，猶記得初來波士頓

的那年，正是主恩堂的十週年紀念，轉眼間又已過了五個年

頭，深信各人在這段日子裏也經歷了不少，也該趁這個時間

再一次數算主的恩典。 

縱然在主恩堂的日子只有年多，但其實回到香港不時也會想起你們，很是感激張牧師師母的

照顧，弟兄姊妹們對我的關愛，就如待家人一般的溫暖。如今回想起來，神讓我由香港來到

波士頓，認識了你們，一定有祂的心意在當中。 

回到了香港的日子並不是想像中的順利，由找工作到各樣生活的適應都有著挑戰沖擊，不過

就如當初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隻身到美國讀書，到最後認識了你們這班弟兄姊妹一樣，我

相信神的安排及預備，更是相信祂的恩典，我們只需要憑信心踏上這段經歷神之途。 

願意你們能如教會的名字一樣，每天記念主的恩典。                    

霍樂琤霍樂琤霍樂琤霍樂琤((((Viola)    

轉眼間，我們夫婦二人已回港三年了，真是很想念您們！當中經歷

神豐盛的恩典，不知從何說起。我倆很快地在港找到播道會恩福堂

〈屬靈的家〉，接受三福佈道訓練（佈道訓練、街頭佈道實習、家

訪、個人佈道與參與佈道會）。在三福訓練中，最大的得著是經歷

到神話語的能力，「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透過三

福出隊實習，讓我倆有膽量和機會去邀約我們的家人（潔雲的母親

和哥哥、家浩的哥哥和姐姐）認真地聽福音。讚美主！他們都願意

接受這份永生的禮物，只是家浩的姐姐需要多一點時間去考慮，家

浩沒有因此而氣餒，因為我倆只是負責澆灌和禱告，揀選的乃是耶

和華。最值得榮幸和感恩的是可以有機會與神同工、經歷神的帶

領、領人歸主的喜樂。當我想到，能被神使用，並在衪救贖計劃中有份，是多麼的有福！ 

 

祝主恩堂繼續為神建立更多的屬靈果子，共勉之！ 

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那以永遠的愛愛我們的神！ 

    

曾家浩曾家浩曾家浩曾家浩、、、、潔雲潔雲潔雲潔雲、、、、頌謙 頌謙 頌謙 頌謙 ((((Joseph, Fiona &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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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在上帝凡事都能。』。』。』。』

（（（（馬太馬太馬太馬太19:2619:2619:2619:26））））    

 

感謝主，由認識主到被揀選，時間雖然很

快很短很倉卒，但原來耶和華以勒早已有

計劃，這全是神的奇妙作為： 

 

 

2003年  因 Stephen 工作關係，要緊急前往美國(前後決定不足一個月) 

2004年     在主恩堂決志 

2005年     在主恩堂受浸 

2006年    因 Stephen 工作關係，要緊急搬離美國返香港(前後決定不足一個月) 

 

現在        週一至五「忙」於工作；週末「忙」於家庭聚會 

            主日「忙」於教會生活；真正的成為香港「茫」人         

 

得著    － 若然若然若然若然不是處身異地，依我們的性格在香港是絕不可能會信靠主。 

      － 若然若然若然若然不是緊急回港，我便會錯失事奉主的機會(回港後即加入醫院院牧部工

     作)。 

      － 若然若然若然若然不是已信主，我們與親人的關係在聖靈的引領下才得已修補。 

 

因著信實的神，相信主恩堂在過往十五年無私地奉獻、擺上，我們才有機會於堂會裡歸入基

督；感謝恩主讓我們認識一班在彼邦的熱切主內弟兄姊妹，但願主繼續祝福他們並賜福予主

恩堂繼續前行，好讓更多在外的朋友蒙福。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予主耶穌基督！ 

 

陳文妮陳文妮陳文妮陳文妮、、、、何世平何世平何世平何世平(Fion &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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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ill remember the 5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ace Malden in 1998 when I first moved into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All of the sudden, it’s time for their 15th anniversary.  I was baptized at 
Malden Church in the Christmas of 2000.  At Malden church, God 
brought me some lifel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m have been a blessing 
in my life and spiritual journey.  W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some 
very good times when serving people and God and some not so good ones 
that we had grown together.  However, all these times were very valu-
able to my understanding of our heavenly Father.  Over the years, my awareness of spiritual life had a dramatic change and 
the “spiritual roller coaster” began when I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couple years following my baptism.  God let me experience 
the ups and downs.  As I come to know Him better, I realize I can’t count on anything but Him and His grace.  To also realize 
I can’t live by my own without church life and the spiritual support from brothers and sisters because Christians understand 
and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s, the privilege from our God. 
 

I’ve moved to Hong Kong for about two years.  I’ve been attending worship and fellowship at the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where I met a new group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ogether we are learning to live like Christ.  The cell group is called 
FOC (Follower of Christ) or sometimes we interrupt FOC as “Free of Charge” because our salvations were offered for 
free, totally at the expense of Jesus.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the blessings of my life through Malden church, Pastor Cheung and all the beautiful 
angels (brothers and sisters) I’ve met there.  God bless you all. 
 

                                                                    Walter HuiWalter HuiWalter HuiWalter Hui    
(譯本) 

我依然記得摩頓主恩堂五週年慶典的情境，那時是1998年，我剛搬到波士頓，轉眼之間，主

恩堂已經踏入第十五個年頭。在2000年的聖誕節，我在主恩堂受浸，歸入基督。在主恩堂，

神為我預備了一些終身不渝的弟兄姊妹去祝福我的生命及屬靈的旅程。我們一起經歷了許多

甜酸苦辣的事情。甜的有一起事奉神；苦的經歷使我們一起成長，我相信這些珍貴的時刻是

天父賜給我們的。在過去幾年，我的屬靈生命有很大的起落，我的「靈命過山車」始於受浸

之後，當時我停止了返教會數年，然而神讓我經歷許多起跌，使我知道我可以依靠的唯有祂

和祂的恩典。更讓我知道沒有了教會的生活和弟兄姊妹的支持是不能活下去。 

 

兩年前我回到香港定居，之後一直參加香港浸信會的崇拜和團契，在那裡遇到新的弟兄姊

妹，我們一起學習如何活像基督。我們的小組叫做F.O.C. (Follower of Christ)，有時我們

會稱F.O.C.為“Free of Charge”(免費)。因為主耶穌的關係，使我們得到免費的救恩。 

 

最後，我要感謝神透過主恩堂去祝福我的生命，感謝張牧師及所有的弟兄姊妹。願神祝福你

們。 

                     許思洲許思洲許思洲許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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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祂沒有祂沒有祂沒有祂，，，，怎能活下去怎能活下去怎能活下去怎能活下去！！！！    

    

感謝 神保守帶領「摩頓華人基督教會主恩堂」踏入第十五年，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予愛我們的主，愛我們的神。時間飛逝，我

別離了主恩堂，離開了東岸麻省已五年，在西岸三潘市灣區已踏

進第六個年頭。縱使生活上有不少的挑戰與難耐，但 神的恩典

總是豐富和充足的。神讓我在申請美國永久工作簽證和永久居民

身份上經歷祂，四年時間所學習的和忍耐的，現在回想這一切，

總覺對 神的信心與順服落實太少了。2007年8月底，美國政府

簽發了永久居民的身份給我（我已獲得了綠咭）；這全是神聽禱

告及施憐憫．在灣區屋崙市的「屋崙華人基督教會」，一所只有

七十多人崇拜，沒有隸屬任何宗派，但滿有神恩典的教會；祂給予我在這裡從參與事奉中成

長．轉眼間，在這小小屬靈的家已渡過了四個半年頭．神更叫我從去年夏天開始，把屬靈家

裡的事奉，擴展至學習作本地短期宣教的工作；在地上忙碌的工作和教會事奉以外，祂為我

開拓了一條是自己從來沒有想到可以這樣服侍祂的路，在祂福音的國度裡能成為一份子，是

多麼的榮幸；經歷祂和享受祂豐盛的慈愛，實在是難以用筆墨所能形容。沒有祂，我怎能活

下去！沒有經歷祂，如何活得豐盛與精彩！    

文燕珊文燕珊文燕珊文燕珊((((Agnes)    

親愛的主恩堂弟兄姊妹, 

 小小的楊家向大家請安，小天授和小天允都為主恩堂十五周年獻上祝賀。自從離開了

Boston以後，我們一直向西走，在陽光與海灘並全的加州待了快兩年，現在我們又正籌備搬

回香港的大計，大約在六月中我們便會舉家遷回老家，一則能與家人團聚，二則也給與我們

向家人傳福音的機會。 

 孩子的成長速度實在驚人，就短短的兩年，天授巳可稱得上是小童.多說話小做事

“要這個要那個和 no no no…”而天允最近成了光頭妹，不停地“呀呀呀呀”地渴求同其

他人溝通。其實她那燦爛的笑容巳把我醉

倒，什麼也不用說啦! 

 小楊女媽咪就很不捨得加州，因為

她有很多媽媽好友呢!我就很大機會變成

無業游民，今次真可說是完全交托又或是

豁出去。小楊家都感謝神的祝福和大家的

禱告，願主恩堂與大家同在一個又一個的

十五年。 

楊曼舒楊曼舒楊曼舒楊曼舒(By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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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Chun Kit Louie and was baptized at Malden Church of Grace in1999.  My days at Malden Church of 
Grace began when I was invited to NUCCF in 1997.  As a so called Christian since childhood, I have never under-
stood the true meaning of this faith or salvation.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attending church regularly and being a 
good kid would fulfill my duty as a Christian.  One time I was being approached by a Christian at NUCCF to discuss 
what it means to believe in God.   I took it seriously because of his sincerity and frankness.  That was when I really 
started to reflec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because the love and truth of God were finally shown to me for the first 
time.  Later on, I began attending Malden Church of Grace as a result of joining NUCCF. 
 
Time has really flown by very fast; it has almost been 4 years since my wife Maggie and I got married and moved to 
the same church. We’ve missed the time being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Malden Church. 
 
By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expecting our second child Eunice to arrive anytime in May and our first son Caleb is 
almost 20 months old 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for God’s guidance as He is giv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new 
parents.  Please pray for our family. 

Chun LouieChun LouieChun LouieChun Louie    

大家好，我是雷俊杰，1999年於摩頓主恩堂受洗。在1997年，當

時正就讀於東北大學的我，被邀參加校內的華人基督徒團契。由

於自幼已常跟隨祖父母返教會，從小便以基督徒自居；我一直以

為只要經常出席教會活動、做個好孩子，便已履行了基督徒的義

務。卻從未真正明白此信仰及箇中道理。有一次，在團契中被一

位基督徒同學問及何謂真正的信耶穌。由於他率直和誠懇的態度

令我認真地思考這個課題。我開始反思自己與神的關係，得著神

的啟廸，我首次明瞭神的愛和祂的真理。期間幾位來自主恩堂的

同學邀請我到他們的教會，於是我便參加了主恩堂的聚會。 

 

時光飛逝，婚後，我與太太美潔一同轉往她的母會聚會，轉眼已

四年之久。我們都很懷念過往與主恩堂的弟兄姊姊相交的日子。 

 

蒙主賜福，我倆正期待第二個孩子的來臨；太太即將在五月臨盆。而我們的兒子希賢已差不

多二十個月大了。神將養兒育女的重任交付予我們，祈求主恩帶領，教導我們作父母的職

責。祈望大家在禱告中也記念我們。 

 

雷俊杰 雷俊杰 雷俊杰 雷俊杰     



各位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謝神，主恩堂不知不覺渡過了十五個年頭。我叫Barry，是在1998年9月開始參加

主恩堂的聚會，在同年12月受浸歸入基督。 

 

好多時我們和別人閒談裹會問對方的出生和少年長大的地方在那裹，主恩堂對我來說

是便是我在耶穌基督重生和成長的地方。回想起每一幅在主恩堂裹成長的片段的而且確教我

回味無窮。當中有甜的、有酸的、有苦的、有辣的，但每種味道卻被神的恩典厚厚的包圍

著。想起來在主恩堂渡過的日子，就像進到一個小飯堂裏，品嘗神炮製的美味恩典大餐一

樣。事實上，我仍响往以前一起敬拜神然後一起在basement吃飯的那些曰子。 

 

轉眼間離開了主恩堂三年有多，今年正是我在哥頓神學院修讀神學的最後一年。實在

很難想像到神在我身上的作為是那麼奇妙：由香港自少返教會的小子到多倫多成為離棄神的

浪子；再被神帶到波士頓摩頓市被神呼召；到今天快要全職事奉，每一步都不在我意料之

內。讀書向來是我最不感興趣的，但讀神學卻偏偏重於閱讀和寫作，若非靠著那加給力量的

神，我在神學的學習實在是凡事都不能。感謝神，衪的恩典是夠用的。 

 

感謝神，亦賜與我一個好太太和兒子。在過去的日子，神建立我們一家在衪的恩典和

愛中成長。事奉方面，神讓我有機會接觸多方面新嘗試的服侍，有青少年事工、新婚家庭事

工、聯合佈道事工等，讓我更能明白每方面的需要。 

 

再感謝神賜與我主恩堂的弟兄姐妹，謝謝你/妳們過去的支持和代禱。文字不能盡數

對你/妳們的愛和感謝，祈求神親自賜福予你/妳們。    

        林仲民林仲民林仲民林仲民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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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房洗衣房洗衣房洗衣房 

洗衣機─是每個家庭不能缺少的清潔工具，它把骯髒的衣物

清洗得潔白如雪。不過，世上最強力的「清潔工具」必定是

主耶穌。祂把我們裡裡外外一次洗淨，無有瑕疵。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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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走廊走廊走廊 

走廊的作用是把房間連繫，你必須經過它才走到下一房間。

走廊的另一特色是它只有一個方向，你必定要往前走才到

目的地。 正如人生一樣：往前走。昨天的歷史決定了今天

的方向：今天的方向引導了明天的結果。讓我們回望過去、

反省當下、期待明天。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腓立比書 3:13) 



 

 

 

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      

 4 月 1 日 第一次在張牧師家裏舉行查經班，共有五位弟兄姊妹參加 

 6 月 2 日 摩頓華人基督教會主恩堂成立 

 6 月 13 日 第一次主日崇拜在第一浸信會舉行，共 25 人參加 

  

  

1994199419941994 年年年年            

 6 月 蔡徐鼎芬執事購買 50 Eastern Ave. 的空置玻璃廠作為主恩堂會址 

 主恩堂正式加入門諾會 

 9 月 課餘活動班成立 

 9 月 8 日 舉行第一次浸禮，共有六位弟兄姊妹歸入基督 

 9 月 18 日 第一次在新會址舉行崇拜 

11 月 19 日 新堂獻堂典禮，共有 20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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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519951995 年年年年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4 月 16 日 浸禮，共有六位弟兄姊妹受浸 

 4 月 23 日 培靈會講道 

 4 月 婦女團契成立 

 7 月 4 日 教會旅行 

 9 月 由青年及婦女團契合辦中秋節晚會 

10 月 10 日 舉行香港音樂佈道會 

12 月 12 日 聖誕節浸禮 

12 月 24 日 聖誕慶祝活動 

1996199619961996 年年年年    「「「「教會是我們的家教會是我們的家教會是我們的家教會是我們的家」」」」    

 2 月 10-17 日 參加波士頓福音事工 - " One Way" 退修會 

 4 月 17 日 培靈會 

 4 月 27 日 與聖公會的詩班聯合音樂晚會 

 8 月 18 日 參加唐人街中秋節攤位 

 9 月 20 日 中秋節慶祝活動 

10 月 成立就業團契 

12 月 22 日 聖誕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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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    「「「「歸家歸家歸家歸家」」」」    

 3 月 30 日 復活節浸禮 

 4 月 26 日 音樂佈道會之夜 

 8 月 18 日 舉行假期聖經學校 

 8 月 31 日 於 Oceanwood 舉行第一次退修會 

12 月 21 日 聖誕節浸禮 

1998199819981998 年年年年    「「「「進深成長進深成長進深成長進深成長」」」」    

 4 月 復活節浸禮 

 5 月 信望愛團契生活營 

 8 月 中秋節慶祝活動 

 9 月 7 日 教會退修營 

11 月 15 日 教會五週年紀念活動 

12 月 聖誕節浸禮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事奉在主家事奉在主家事奉在主家事奉在主家」」」」    

 1 月 蔡張頌靈姊妹受聘為中文學校主任 

 5 月 2 日 參加摩頓３５０週年花車遊行慶祝活動 

 6 月 20 日 浸禮 

 7 月 信望愛團契退修營 (Alton Bay) 

 8 月 28 日 堂務小組退修會 

 9 月 29 日 「愛在中秋」音樂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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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宣教使命宣教使命宣教使命宣教使命」」」」    

 5 月 6 日 婦女團契舉行紐約遊 

 9 月 提摩太團契成立 

10 月 國語主日學成立 

10 月 14-15 日 培靈會 

11 月 18 日 聯合羅威爾教會為佈道會獻詩 

12 月 17 日 聖誕節浸禮 

12 月 24 日 聖誕節慶祝活動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管家職份管家職份管家職份管家職份」」」」    

 8 月 18 日 參加唐人街中秋節活動 

 9 月 29 日 中秋節義賣籌款及龍蝦晚會 

10 月 7-9 日 教會退修會 

10 月 27-28 日 國際飛行事工舉行生命因你動聽佈道會 

12 月 顏源興弟兄受聘為傳道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合神心意」」」」    

 5 月 「合神心意」退修會 

 5 月 5 日 成立敬拜小組 

 7 月 教會退出門諾會 

10 月 與羅威爾教會合辨舉行「餐福佈道會」 

11 月 浸禮 

12 月 23-24 日 聖誕節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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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合神心意」」」」    

 4 月 浸禮 

 6 月 14 日 教會十週年堂慶活動 

 7 月 Daniel & Angie 成為實習同工 

10 月 10-12 日 第一屆「生命交響曲」退修營 

10 月 31 日 兒童晚會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人人傳道人人傳道人人傳道人人傳道」」」」    

 4 月 11 日 浸禮 

 6 月 「人人傳道」退修會 

 「初信成長八課栽培員」訓練班 

 8 月 8 日 唐人街中秋節興祝活動 

10 月 第二屆「生命交響曲之跳躍的音符」退修營 

10 月 31 日 兒童晚會 

11 月 21 日 感恩節見證佈道會 (葉特生) 

12 月 25 日 聖誕節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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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標竿人生之學傚基督標竿人生之學傚基督標竿人生之學傚基督標竿人生之學傚基督」」」」    

 5 月 「拆毀與建造」退修會 

 8 月 王恩榮牧師上任 

10 月 第三屆「生命交響曲之再闖高峰」退修營 

10 月 31 日 兒童晚會 

12 月 18 日 浸禮 

12 月 聖誕節晚會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    

 3 月 17-18 日 ACM 音樂培靈佈道會 

 4 月 14 日 受難節晚會 

 5 月 團契小組組長訓練 

 5 月 27-29 日 「扣著祢 扣著你」退修會 

 8 月 25-27 日 短宣訓練 

 9 月 全堂旅行 

10 月 7-9 日 第四屆「生命交響曲之預言中的世代」退修營 

12 月 24 日 平安夜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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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札穩根基 由我做起」」」」    

2 月 Youth Retreat 

4 月 受難節晚會 

4 月 22 日 浸禮 

8 月 全堂旅行 

8 月 10-12 日 Wild Camp 

8 月 Breakthrough Concert 

9 月 「靈命 SPQ」退修會 

10 月 6-8 日 第五屆「生命交響曲之探天索地」退修營 

10 月 26 日 The Masquerade 

12 月 2 日 浸禮 

12 月 聖誕節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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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技術支援技術支援技術支援：：：：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五年前，是主恩堂建堂十週年，戰戰兢兢地擔任紀念特刊主編的職

位。終於不負所托，在弟兄姊妹共同努力之下，完成了一本稍為「像樣」

的紀念特刊。 

五年後，神給我另一個考驗 ─ 如何在兩個月之內完成十五週年紀

念特刊！每天看著月曆上的最後限期都心驚膽跳，因為今年的籌備時間

比五年前少了一倍有多。不過，神的供應實在足夠，繼有五年前的原班

人馬之外，更有新血加入；雖然再一次經歷構思、寫稿、追稿、訪問、

校對及排版等繁瑣的工作，但是過程充滿默契之餘也擦出新火花。 

         今次的特刊採用了不太傳統的表達手法，然而內裡卻滿載了弟兄姊

妹對神、對主恩堂的情懷。盼望我們能延續這一份愛神愛人的感情，建

立一個更美好，更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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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astern Ave., Malden, MA 02148 

(781)322-9977 

http://malden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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