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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悅納的敬拜內涵
麥啟德傳道
參考經文：撤母耳記下 6：5
被神悅納的敬拜內涵
撒母耳記下六章記載，大衛王嘗試把
約櫃運回耶路撒冷。大衛已被堅立為以色列
的王，他要尊榮神，要把約櫃搬回自己的住
處，因為約櫃代表有神的同在。從亞比拿達
家把約櫃運回來的路上，有三千名長老、貴
冑及領袖陪同，尚有尾隨的大堆人群。約櫃
被放在一架新車上，由牛隻拖著走。亞比拿
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伴著約櫃前行，
他們對約櫃是最熟識的，因為約櫃在他們家
中已有一段日子。
「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
前，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瑟鼓、鈸、
鑼作樂跳舞」（撒下 6：5），忽然間，牛
失前蹄，烏撒用手扶住約櫃穩定它，神的怒
氣向他發作，就擊殺他，烏撒便死在那裡。
當我們一看到這裡，我們可能感到錯
愕，人民不是極力地慶祝神的約櫃嗎？他們
不是由衷地在神面前敬拜嗎？他們不是屬血
氣地亂舞亂跳地，而是專心地迎接神的約
櫃。究竟發生什麼事？神竟然不喜悅，更攪
出人命！
首先，約櫃不應該用牛車來運送，像
之前非利士人所作的一樣，而應該由利未人
用桿抬著行的。烏撒雖然是一個利未人，但
根據民數記 4：15 所記，他們是不應該摸約
櫃的，因為會令他死亡。大衛後來知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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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因此在歷代志上 15：13 對眾民說：
「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按定例求問耶
和華我們的神，所以祂懲罰（闖殺）我
們」。
神要教導祂的子民，正當的意圖並不
抵消錯誤的行動。我們認為對的崇拜，並不
一定是正確的。神對敬拜讚美也有一定的要
求和方法。
（一）首先，我們的讚美必須透過耶穌基
督，否則我們是與神無份。我們要知
道，我們一切的善行、所有學習的順
服、所有祈禱及詩歌，若不是靠耶穌
基督而呈獻給神，一切都不會蒙神悅
納的。基督帶來福音的祝福，透過基
督的代死，我們能與神和好；神接納
我們為聖潔、無瑕疵的兒女，不再定
我們的罪。我們與神的關係乃建基在
耶穌基督裡，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
祂為我們的罪成為贖罪祭，基督成為
我們的義，滿足了神律法上的要求，
祂是我們的中保，為我們向神祈求。
靠著耶穌基督，我們一切獻給神的都
蒙悅納。因此我們透過基督來到神的
面前敬拜讚美祂，不要怕我們唱歌不
及別人好，或表達不及別人好，神會
悅納我們所獻上的；一切詩歌、讚
美，都成為馨香的祭。
（二）第二，我們要知道讚美是一個祭，是
把有價值的物件呈獻給神。神透過瑪
拉基責備以色列人藐視祂的名，他們
卻說：「我們在何事上藐視祢的名
呢？」第一樣就是將污穢的食物獻在
神的壇上，又將瞎眼的、瘸腿的、有
病的獻為祭（瑪拉基書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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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 Campbell Morgan 提議，雖然
對聖物不敬是指把屬於神的東西用來
褻瀆神，但從瑪拉基書看到，對聖物
不敬也是指給神一些對我們來說是無
用 的 東 西 。 Mathew Henry 進 一 步
說：如果我們無知地敬拜神，不明白
我們所作的，就是把瞎眼的祭牲獻給
神；如果我們輕忽所作的，不加思索
地去作；如果我們是用冷淡、沉悶、
毫無生氣的態度來敬拜，我們是把有
病的獻上。如果我們的敬拜不是出於
心靈、而是心思空白、意念被別的事
物吸引，以至心不在焉地讚美敬拜，
我們是把瘸腿的獻上。這些責備無疑
是非常的重，但是卻提醒我們神當得
的敬畏。我們是否有些時候無意識地
唱詩歌，禱告重覆又重覆，或用冷漠
的心來到神面前？求主光照我們，讓
我們用心靈、情感、意志、誠實、熱
情地向神獻上最好的讚美敬拜。
（三）最後，蒙神悅納的讚美是「嘴唇的果
子」，這是與基督有親密關係，和有
一 顆 熱 切 的 心 的 明 證 。 William
Temple 指出：敬拜是向神獻上我們
的本性、心靈被神的聖潔觸動、心思
被神的真理澆灌、意念被神的榮美所
潔淨、心房被神的愛打開、心志被神
的旨意降服。這些加起來就是敬拜頌
讚。
敬拜的預備及回應
A.

預備敬拜的心──我們儘可能在星期
六晚上早睡，預備自己的心靈來敬拜
神。以免因睡眠不足而身心疲倦，打
瞌睡及不能集中精神來聽道。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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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禮堂內時，便應該安靜，用禱告
的心，先求神赦免有干犯主的地方，
包括一些隱而未現的罪。邀請聖靈的
引導、啟迪。當主席呼召、禱告、讀
經時，我們需要適切地回應，同心、
同聲說阿們。
B.

求聖靈賜給我們有一顆聽道的心──
當我們聽道時，常常要問自己：講道
的經文是什麼？這篇道的要點是什
麼？這篇道如何教導我有關基督及福
音？這篇道有那些應用？神呼召我在
這個星期需要有什麼行動？神是否藉
這篇道責備我或使我知罪？這篇道有
沒有帶給我喜樂和盼望？我對這篇道
或有關經文尚有什麼問題？我是否已
經用一個喜樂的心及無愧的良心接受
了神的話語，抑或在我的生命裡仍被
一些罪或使我分心的事情纏繞住，以
至我不能以喜樂的心來讓神向我說
話？

C.

回應聖靈的感動──若有責備，要認
罪悔改；若有安慰、勸勉，要重新立
志跟隨主；若有什麼激勵，要立即行
道。例如：今天聖靈若責備我常常拖
著疲乏的身體來聚會，以至打瞌睡，
我便立志悔改，實行今個週六晚上早
睡，用禱告倚靠聖靈幫助實行出來；
或立志用心聽道，領受神的話…。
願神幫助我們、更新我們敬拜的意
識、心態、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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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温 馨婦女團契

青少年退修營

黃觀蓉

鄒以恩

「我要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盡
處 …. 」 帶 出 婦 女 團 契 三 月 份 主 題 「 讚 美
操」。大家載歌載舞做體操，不同的詩歌配
合各種動作，做得興致勃勃，汗流浹背。神
真偉大，我們讚美祂，感到身、心、靈的喜
樂。跟著就是一年一度的敬老品茗，大伙兒
往酒樓與長者談笑風生。大吃喜愛的點心，
真是一樂也！

當我聽見英語崇拜會眾舉辦退修營，
我巳雀躍萬分。我預早巳準備好一切；整裝
待發。經過長途車程，我們到達目的地，隨
即探索整個營地。那裡有室內運動場、遊樂
場與我們營房內的大廳供崇拜用途。田米高
牧師非常友善，喜愛與我們一起打籃球，他
更是一個很好的傳福音使者。他提醒我們要
事事順利就必須時常作出正確的決定。另一
樣在營內令人開心的就是自由活動時間；我
們可以到遊樂場、或到室內運動場，那裡有
一個籃球場，而在樓上就有足球遊戲機與乒
乓球設備。有一次，我們由室內運動場，手
持電筒步行回到睡房，四處漆黑一遍，突然
有人驚叫一聲，我們都被嚇怕了。感謝神！
幸好我們無一人在漆黑步行中跌倒。食過午
夜宵夜(杯麵、薯片與朱古力糕點)後，我們
爬上那雙層睡床，只可惜我們要早上七時正
起床。食過早餐後，我們在聚會廳專心聆聽
田牧師的分享。在他的講道與祈禱後，我們
有自由活動時間接著便享用午餐。最後，我
們縱是疲倦但卻愉快地踏上歸途。

四月份我們有「心意小香囊」。感謝
神叫我們得到一位才藝精湛的姊妹，為大家
預備各式各樣的乾花，彩色繽紛的絲帶，細
緻的薄紗，配襯美麗顏色材料，並且悉心教
導我們完成這件香噴噴的精美飾物，讓我們
帶回家中，細心欣賞。
姊妹們在團契中透過每月一次不同主
題的活動，互相交通，彼此學習，又有靈修
分享，使靈命成長，大家享受溫馨甜蜜的時
光，在教會大家庭中，一同親近神。誠意邀
請你來參加婦女團契，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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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退修營(二)
黎家欣
從 4 月 23 日到 4 月 24 日，十四位教
會的青少年在 Grotonwood 退修營地舉行了
青少年退修營。 幸運地，上帝在我們的逗
留期間提供我們了晴朗和溫暖的天氣。 我
們對營地的第一個印象是非常深刻。 我們
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所在地點被許多樹圍攏
與及岩石地面。在我們的宿舍外面是一個很
大和色彩繽紛的操場。 在探索外面以後，
我們進入宿舍作更深探索。宿舍內有幾個房
間，每個房間都有碌架床。 扺達當天稍後
時間，大家一起會集迎見我們的講員， 田
米高牧師。 我們輪流自我介紹讓彼此更多
瞭解。 然後大家分組玩遊戲「家庭仇
隙」。 比賽讓我們提起精神之餘，更教導
我們分工合作。當天我們利用空閒時間去室
內運動場。 籃球場驚奇地鋪了地繵，這是
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事。 它供應了許多運
動器材讓我們消磨了幾個小時。 在晚餐時
間，我們大多數都因運動而相當肚餓。退修
營的食物相當令人滿意。
第二天早晨我們以一頓可口早餐自助
餐作開始。 前半天，田米高牧師為我們帶
來一個關於生還者的信息。 他是一名非常
好而且能令青少年有同感的講員。 他的教
導是非常有啟發性和有用的。 之後，我們
分成小組，每組由一成人帶領討論有關題目
的問題。 之後我們將大部分空閒時間花在
室內運動場上。 在吃完一頓豐富的午餐以
後，大家收拾行裝朝昆西市回程。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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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到 Grotonwood 的經驗是難忘的。青少
年學會許多事，例如彼此依靠和無論有多少
障礙都要繼續行在主的道上。 這兩個題目
稍後是非常有用的。 很肯定主將來會讓我
們遇上一些情況; 讓我們可以使用在退修營
學到的知識來引領他人到主面前。

神的恩典
盧宋友群
主呵！感謝讚美你。
你是﹕
幸福的保障，
快樂的泉源，
永生的盼望。
當我在嬰兒時﹕
雙親把我抱到你的家–教會，
我就在你懷裏安然睡覺。
當我在孩童時﹕
我學著唱聖詩讚美你，
你就把種子播在我的心田上。
當我在青年時﹕
滾滾的歷史洪流，
把熱血青年推向同一目標 – 抗日救
國，
我參加抗日戰爭，
在峰火連天的戰鬥中，
在你翅膀的保護下，
我不至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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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中共反右鬥爭中﹕
陰風陣陣吹遍大地，
大字報席捲全國，
我的丈夫被劃為右派，
強迫下放勞動十八秋，
淒風苦雨、窮困交迫、前路茫茫，
我抬頭望主，主呵，救我，
你的榮光照著我，
「神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46 篇 1 節
你使我能獨力支撐起來，
撫育四個孩子健康成長，
渡過難關。

「齊來愛父」父親節
聚會 6 月 20 早上
何麗潔
今年的父親節你是怎樣過的呢﹖帶老
父去喝茶，食晚飯﹖陪爸爸行公司買禮物送
給他﹖大家可能費盡心思去討父親的開心，
實行做過“孝順仔”！你又怎樣向天上的父親
表示心意呢﹖一班弟兄姊妹熱情地在父親節
前夕，來參加傳道部舉辦的“齊來愛父”，先
向父神致敬，用詩歌禱告去歌頌父神的大
愛。更用行動去表示我們願意被受造就的心
志，專心學習傳福音的技巧。

當我在中共文化大革命爆發中﹕
驚濤駭浪、腥風血雨，
我蒙冤受屈被批鬥，
你的靈在我心，
使我堅強戰勝鬼魔還我清白。

傳道部特別邀請了波士頓佈道團 4 位
成員來提供基本佈道及傳福音訓練。波士頓
佈道團於 2006 年 12 月 9 日成立，是一個跨
宗派的宣教組織。佈道團現時同工都是來自
波士頓區不同教會熱心傳福音的弟兄姊妹負
責。他們願意到本地各教會幫助作福音佈道
訓練。

當我在老年時﹕
驚聞病魔侵襲 – 直腸癌，
我禱告、祈求！
我坦然無懼把生命交給主，
你助我戰勝病魔，回復健康。
主呵，你的恩情長又深。
感謝讚美你。

我們這 4 位年青弟兄姊妹詳細耐心的向
我們講解很多豐富的資料，大概如下︰
— 如何克服傳福音的困難
— 接觸對象方法及注意事項
— 如何轉入福音內容
— 得救見証
— 如何跟進
他們用心地在平時需要接受一週的訓練
課程在 2 小時內把摘要介紹給我們，內容十
分實用及有趣。他們還鼓勵我們要時常練習
才可以把信心加強。我們聽後非常鼓舞，但
願可以在九月份的音樂佈道會前，好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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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勇敢地向人傳福音，邀請親友來參加
音樂佈道會。我們上課完畢後，一同享受美
味的午餐和交通時間！
想真的，這樣去在父神的愛裏和弟兄姊
妹一同渡過父親節，實在太有意義了！下次
再有這種福音訓練聚會，不要錯過呀！大家
為傳福音的使命加油！

教會消息
教會第二季的活動:
o 4/10/09 – 在青年中心舉行受難節崇
拜。
o 4/23/09 至 4/24/09 – 在 Grotonwood 營
地舉行少年退修營。
o 6/06/09 – 主日學部舉行主日學老師訓
練。
o 6/12/09– 雅各團契在大堂舉行「柬埔
寨宣教分享」。
o 06/20/09 – 傳 道 部 在 青 年 中 心 舉 行
「齊來愛父 - 傳福音訓練聚會」。

敬請留意教會下三季的活動:
o 7/4/09 – 教會將往 Hopkinton State
Park 旅行。
o 8/10/09 至 8/14/09 – 假期聖經學校。
o 9/19/09 – 教會音樂佈道會，請邀請慕
道親友出席。
o 9/20/09 – 週年堂慶。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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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今年教會主題是「裝備成精兵，傳揚
主福音」，我們彼此勉勵，支持教會
目標。
o 2009 年教會舉行全教會讀經運動，
目標是一年內讀完舊約聖經創世記至
歷代志上與詩篇，請堅持每日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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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共籌得建堂奉獻 $3,101.78。請
各位弟兄姊妹繼續努力。

代禱事項
1. 教會音樂佈道會於九月十九日(星期六)
晚上舉行，求主為我們預備慕道親友出
席，並為他們接受福音代禱。
2. 為 8/10-8/14 假期聖經學校禱告，求主幫
助負責帶領的弟兄姊妹，並吸引兒童到
主面前來，認識福音。
3. 為教會建堂代禱，求主預備合適堂址，
也求主賜下合一的心，叫弟兄姊妹為建
堂籌備盡力。
4. 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帶領說華語的朋
友參加聚會。也求主建立國語團契，叫
弟兄姊妹學習彼此相顧服事。
5. 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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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求主看
顧。
陳秋瑾執事手術後的康復。
關寶英姊妹手術後的康復。
楊侯秀英姊妹盤骨有裂，求主看
顧，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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