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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真的要出世了。每當陣痛一次比一次強

有露面的兒科主診醫生突然間出現。其實

烈時，我便忍不住的流淚！到了九時，母

在正弦留院期間，剛好是週末，只有當值

親才來到，我哭著的對她說：「我很害怕

的醫生為正弦檢查，他只不過是仔細的為

！」到了十時三十五分，正弦終於出世了

正弦檢查一次吧。

，喜悅的眼淚從心底裡及眼裡不斷的流出
來。

我很想在此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這
次初為人母親的經過和心路歷程。在這
一段時間，我實在流了很多很多帶著憂
慮、但滿有感恩的眼淚。
在誕下正弦的前一晚，我們夫婦倆到
戲院觀賞電影―受難曲(The Passion of
theaChrist)。當戲內描述到瑪利亞看見主
耶穌受苦而流淚時，我心裏便想：「那有
一位母親願意看著自己的兒子被欺負，甚
至失去生命呢？」想到這裡，眼淚自然的
流了下來。

不料，在三日後﹝三月四日﹞的下午，當
因為是早產的關係，正弦需要在特別

我和正弦到診所做檢查時，發現正弦的黃

嬰兒房接受觀察。起初醫生說他的小嘴還

膽素好像很高，需要立即到醫院為他驗血

未懂得吸吮、呼吸未夠深，而且又未能自

。最後，驗血報告指出他的黃膽素偏高，

我調節體溫，使初為人母的我有點擔心。

需要立刻留院照燈。當時我的心情很難受

直到當晚，他已經懂得自行吸奶，呼吸也

，擔心正弦的健康及不知道他何時才可出

回復正常，護士並教授我如何餵哺人奶。

院回家！當晚我和炳堅也有留在醫院陪伴

感謝神，正弦很快便適應了。

正弦。每次我看到那小小的身軀躺臥在燈

到了第二日﹝二十八日﹞的早上，正

箱內，我卻又不能幫助他，真的不知如何

弦終於可以和我在一起了。不過，醫生仍

是好，這個晚上實在是無比的漫長……不

需要等所有報告的結果，所以我們還要多

過，神的保守卻在此顯現。到了第二天早

留院兩天才能決定可否出院。記得那天晚

上，護士再為正弦驗血。感謝天父，這次

上，我第一次照顧正弦。他要哭的時候真

的結果顯示他的黃膽素已降回正常的水平

的令我不知所措，眼淚又再流下來了！當

，也代表我們可以一同回家了。回到家裏

時，彷彿四周沒有人能幫助我，心裏知道

，我仍為這件事擔心，事關醫生曾經提及

只有禱告才能從神裏得到力量和平安，於

過黃膽素很有可能再回升。但過了兩天，

是我便開聲與正弦一同祈禱。感謝神，因

護士上門為正弦驗血，不但黃膽素沒有上

為祂應允人的祈求。

升，反而下降了！

基於正弦是早產嬰兒，在離院之前需

在這幾天裡，我們實在經歷了很多很

要做一個有關汽車安全座椅的測試。過程

多，眼見別人只須留院一晚便可抱著孩子
(第四頁續)

中要他坐在汽車安全座椅上一個半小時，
同時間有特別的儀器監察著，看看有沒有

回到家裏，睡至凌晨三時，肚內有一

問題。當我看到他被綁在安全座椅上時，

種奇怪的痛楚，而且一直持續了很久，心

心裏很難過，覺得他感到寂寞、辛苦。心

裏非常害怕，不知道胎兒會否在這個時候

裏想上前去幫助他，但卻不可以，這種矛

才出問題。到了清晨五時許，我真的忍受

盾的心情實在難以形容，我只好躲在病房

不了，便與炳堅一同往醫院去。臨行之前

中飲泣！直到護士通知我，正弦已經通過

，我因過度擔心而哭了，因為當時不清楚

這次的測試，我的心情才能放下來。這次

這痛楚是否所謂的產前陣痛，而且距離預

的測試的結果也代表正弦可以與我一同出

產期足有一個月……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院了。

？

回到家裏，滿以為一切已雨過天晴，

三月一日的清晨，當所有的測試報告
到了醫院，經護士檢查後，便知道正

都表示正弦可以隨時出院的時候，一直沒

• 可愛的正弦剛剛睡醒。
(第四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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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能夠與他們馮氏一家分

獻金。這實在是叫我們一班同

工的努力，新一期的月刋又出

享那喜悅的心情之餘，還能

工深感欣喜的。

版了！內容方面，三月號的愛

夠與他們一同見証神的恩典

浸月刋不單有每月的專欄，更

和保守。

感謝神的供應，感激一班同

特別刋登了馮梁寶怡姊妹初為

除此之外，我還有兩件要

人母的心路歷程。讓我們弟兄

•每一個月，我也是興奮喜樂
地將新鮮出爐的月刋派發到
各人手中

第二，要為著教會網站的正
式啟用而獻上感謝。經過一班
同工在過去多個月來的努力後

朱家欣

感謝的事。首先，要感謝弟

，愛城華人浸信會網站終於落

兄姊妹對月刋工作的支持。

成了：www.ecbchurch.org！

在二月份，我們隨月刋派發

透過網站，我們文字部會更全

了讀者回應表，盼望藉着集

面的與大家分享教會資訊，讓

思廣益而提高月刋的質素。

教會內外朋友更認識愛浸，更

我們在所收回的回應表中，

緊貼教會脈搏，從而更能領會

得到了弟兄姊妹正面的評價

神的心意，更投入參與，叫愛

和提點，還有合共八十元的

浸能達到榮神益人的果效。

採訪: 王慧誼
每個主日早上，當音樂響起，詩班

括靈修和祈禱的時間，從而提升詩班員的 著詩歌大受感動。各位弟兄姊妹，你願意

員一邊唱著詩歌，一邊步入教會正堂的時 屬靈素質。詩班也藉著舉行彼此相交的活 參與詩班的行列，運用你的音樂恩賜，向
候，那代表著崇拜的開始。

動，以增加詩班員之間的認識，並鼓勵他 神獻上盡善盡美的頌讚嗎？

古今以來，詩歌在敬拜中佔有非常重 們互相關懷，互相支持，從而建立一個有
要的地位。每一首詩歌反映出三一真神的 愛並合一的事奉團隊。
尊貴偉大之外，亦表達了詩人對上主的敬

詩班也透過退修會及特別的音樂訓練

拜與讚美。而會眾在台下，看到台上的詩 讓詩班員在技巧和心志方面也得着更著餵
班獻唱時，實際對他們有多少認識呢？今 養。在每年的詩班退修會中，詩班員學習
期就讓我們去了解一下詩班的運作啦！

到何謂音樂祭司的職份，並包括崇拜和聖

在每個主日，詩班藉著音樂帶領會眾 樂的資料等等……當然，退修會也是一個
敬拜主，並代表會眾向神獻上讚美詩。其 好好的機會去重整個人的內心，與神親近
實，詩班每次所獻的詩歌，早在三個月之 。而由二零零二年開始，詩班每年也邀請
前已被選定。另外，詩班員每逢星期六的 客席指揮前來賜教，藉一個多星期的特別

• 二千零三年聖誕節特別詩班

下午也會花上兩個小時或以上去練習及綵 音樂訓練去提升個人的歌唱技巧及增加對
排。在他們當中，有詩班員是被邀請的、 詩歌的認識和興趣。去年的特別音樂訓練
而有些是被聖靈感動而加入的，不過，每 更邀請到另外八間華人教會的詩班一同來
位詩班員也需通過試音和面談的過程才會 學習，有主內相交的時間，更藉著聖樂讚
被取錄，以確保他們在歌唱能力和事奉心 美會一同去讚美天父。
志方面的成熟度。

在訪問中，有詩班員提到非常享受詩

除了基本的音樂訓練之外，詩班也十 班的生活，因為他們在詩班事奉中經歷到
分着重詩班員的靈命栽培以及團隊合一的 與神同在的喜悅；也有會眾很開心能夠在
精神。因此，在每次詩班的練習中，也包 每個主日中能聽到不同類型的詩歌，並因 • 每位詩班員也盡心盡意地為獻詩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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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日昇，或許你會對這個名
或許大家都想知道他是怎樣成為買
Don
字感到陌生，但相信當讀畢這篇訪問後 平貨的高手呢？當日，因為他買了一台

，你會很有興趣跟他交個朋友。其實早 電腦，並後來發現那台電腦的售價比市

召會內決志信主，並受浸加入教會。不 ，他立志要好好利用這台電腦，瀏覽網

在二零零一年，蔡日昇已在愛城華人神 價高了很多，令他深深不忿。自此以後

戰績，他總會眉飛色舞的告訴你他搜羅

為了他的習慣。每次談及任何買平貨的

過，基於該教會的青年團契以英語為主 頁做價格調查，搜羅各樣贈卷，現金回

參加了愛浸
Venus

，使蔡弟兄感到溝通上難免有些隔膜。 贈等……所以每天上網去搜羅平貨也成

另外又因得知其家姐

的延愛團青年團契

，而延愛團則以中文為主要語言，所以 了甚麼精品，又節省了多少等等。不過

動。亦因為解決了語言之間的障礙，令 面上沒有甚麼關係，而買平貨看來也只

在家姐的邀請下便開始參與延愛團的活 他一再強調：﹁雖然買平貨和事奉在表

蔡弟兄在聖經的理解和弟兄姊妹的相處 是個人的嗜好。不過，我其實也可透過

三年開始參加主日學、崇拜及其他教會 可以令教會受惠，使教會節省開支，將

都有很大幫助。也因如此，他在二零零 買平貨的專長，去幫助身邊的人，甚至

的活動，令他更快的溶入愛浸的大家庭 所省下來的應用在其他有需要的事工上

的笑容和熱心的事奉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大談節儉秘笈啦！

買平貨高手與他的家姐 Venus
。是否
採訪：楊傲軒
很似樣呢？

當中。他強調愛浸弟兄姊妹親切、溫暖 。﹂所以大家也不妨認識一下蔡日昇，

，並決定以愛浸成為他屬靈的家。

讀到這裏，大家可能疑惑，他究

竟有甚麼過人之處，會使你們有興趣跟

他做朋友呢？不說不知，他原來是一個

買平貨的高手，最佳的戰績是不用付出

可以透過現金回贈，贈卷等達至利上加

一分一毫便購得所需要的貨品之外，還

利。當然這亦不是經常發生的事。談到

專利，但今次訪問的主角，他的職業雖

買平貨，我們大多會聯想到這是女仕的

不是採購部經理，但也確是買平貨的表

表者。

採訪：霍穎儀
最凍不過零下十多度；但愛民頓冷得多，

要，因為別人信任我們才將辛苦賺來的錢

友，都對大學HUB入面的一間唐餐食店－好 常常零下三十幾四十度，我初時來還不知

交給我們管理。」這份工亦改變了他害羞

筆者身邊有很多在亞省大學就讀的朋
好又愛又恨，估不到今次的專訪人物－司

Plug-in﹝為汽車接上電源，使引擎在低溫 的性格，「因為要接觸客人嘛，另外我覺

徒達年﹝DannyaSzeto﹞早年在好好也曾留 下仍能起動。﹞為何物！溫莎那兒不會凍

得做崇拜主席亦令我大膽些。」原來他在

下不少足印。「我在亞省大學讀書時住過H 到要用Plug-in。」他還表示現在的愛城比 愛浸已有一段日子，最近才交表申請轉會
UB，常常會光顧好好，乾炒牛河是我常點

較溫暖了，現在的冬天跟那時相比算是小

呢！身為會友的你會否出席月會為司徒達

的菜之一。」至今好好仍是HUB唯一一間

巫見大巫。

年的轉會決定投下神聖的一票？

唐餐食店，但店主卻早已易手；司徒達年

愛民頓不只是他學有所成的地方，亦

亦由當年的學生哥變成兩位兒女的父親。

是他與妻子邂逅、共諧連理的地方。「我

一九七七年，他從香港隻身來到加拿

大學時的室友很熱愛音樂，在香港曾參加

大安大略省的溫莎升讀中學。因為初來報

歌唱比賽並入圍，當我和太太訂婚時更為

到，人生路不熟，在同學的邀請下便參加

我們獻唱呢！」在事業方面，他覺得神的

教會的聚會，並於一九七八年八月於溫莎

安排好奇妙，「我年輕時工作不懂得愛惜

華人浸信會受浸。不要以為司徒達年在加

身體，以致背脊有傷患，不能長時間站立

拿大的學業路途一帆風順，他曾在安省的

，但神現在安排我在倫敦理財任職財務顧

大學轉了很多次系都不得要領，最後因著

問，可以開車週圍去，時間安排又可以靈

一位香港同學的協助，成功申請入讀亞省

活些。」

大學。「我當時高興極了，立即由溫莎開

除此之外，因著工作需要，他要不斷

車到愛民頓，連續三日三夜只睡了八小時

進修去應付考試，「年青時對讀書沒甚興

。」由香港到溫莎，再由溫莎到愛民頓，

趣，但神現在卻放我在一個需要不斷學習

他的適應能力實在不錯，「在溫莎好暖，

的崗位上，知識和操守在這行業真的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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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司徒達年很喜歡唱歌，最愛是粵
曲和廣東流行曲。

(續第一頁)
炳
• 堅抱着 正弦，面上露出幸
福的微笑 。

們的照顧、支持和鼓勵，要獨自的面對
必會更加艱難。當然，我們夫婦二人也
從他們身上學到怎樣為人父母。到最後
，我和炳堅盼望這從神賜予的產業―正
弦(英文名Brasen意思就是神賜予的產
業)，能走在父神為他所安排的正路上
，奏出人生動聽的弦樂！

• Brasen正在曬太陽。
回家，心裏很不是味兒。現在回想起來，
若不是有這段經歷，我、炳堅、與及正弦
也不能感受到神對每件事的看顧，祂的恩
典實在是好得無比，是你與我所不能想像
的。
天父更藉著我和炳堅的父母去感受
到祂的厚愛。在這一段時間，若沒有他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香港中文譯名”受難曲”)

二月二十二日，岑國華姊妹連同三位弟兄

新一季的課程已於三月七日開始上課，歡

五十張特價戲票片刻己經售罄，難得

姊妹(合共兩男兩女)從卡城遠附到本會參

迎大家參加，共同在真理上尋求更多，打

的好戲，相信大家亦樂意購全票到戲

加國語崇拜，午餐後更有座談會與會眾分

好信仰的根基。課程資料已刋登於教會網站

院欣賞吧!

享主恩。

(www.ecbchurch.org)

真道浸信會岑國華傳遞神的訊息

主日學新一季課程

受苦節崇拜
教會將於四月九日(星期五)舉行受苦節崇
拜，藉著讀經，禱告和詩歌一同紀念為我
們受苦的主。

康師傅主理點心製作示範
三月十日愛群動力舍舉辦，超過八十
位朋友參加，擠得廚房水洩不通。想

• 岑國華姊妹(中)與同行的三位弟兄姊
妹。下圖為陳牧師為崇拜後聚餐祈禱

了解愛群動力舍的活動詳情可與周華
慧芬聯絡，或留意每週“家事分享”

復活節浸禮

採訪：

藉著浸禮來見證主，是何等的美事！凡有

陳鄧少冰

志參加四月十一日的浸禮，請盡快與張國
權弟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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