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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得福
麥啟德傳道
引言：做什麼生意或投資是只有賺而不會虧
本的？我相信就是對神的奉獻。你可以說奉
獻是同神做交易，而這個交易是有賺無蝕
的。神本身是一無所缺，正如保羅在使徒行
傳 17：24～25 所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
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
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麼；自己
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既是這
樣，為何我們需要奉獻呢？很明顯地，奉獻
不是為了滿足神自己，而是為了人的需要。
I.

為何要奉獻？
1. 奉獻是神的要求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
耶和華．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
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箴言
3：9－10）。套用現代用語，意思是：
「將你所得到的東西中最好的用來獻給
神，神必供應你的需用，直至滿瀉。」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
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 3：10）
這兩節經文是我在金錢奉獻上一個真實
的經歷。信主後我一直都是以一個單純
的心來作十份一的奉獻，無論入息有多
少，我都先向神作十份之一的奉獻。結
婚後，我們夫婦也同心忠於對神在金錢
上的奉獻。我們開始新家庭時，入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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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但當我們愈樂意奉獻的時候，我們
的收入就愈多。後來我們的入息是起初
工作時的二十倍。十多年前移民到多倫
多，當我們以第一份工資的收入作為
「初熟的土產」獻給神的時候，在往後
的日子，神給我們超過一百倍的賞賜。
十分之一的付出不單是神奉獻的要求，
更是每個神子民當盡的本份。神向我們
每人發出挑戰，祂不是要奪取我們的財
物，而是要加倍賜福我們、並且操練我
們對神的信靠。
2. 主耶穌使我們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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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主耶穌本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擁有
一切永恆的豐盛，卻降生為人，被限制
於時空裡，成為一個窮木匠的兒子，為
的是要把我們從罪惡、死亡裡救贖出
來，使我們與神和好，成為神的兒女，
承受天上永恆的產業。主耶穌代替我們
受刑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卻
從死裡復活，不但證明祂是勝過死亡的
真神，也證明祂的應許是真實的，必會
成就的。今天，我們每一個在主耶穌基
督裡的人，都得著神一切永恆的豐盛。
所以我們一切的豐盛都是從主而來，我
們是不能吝惜的。
3. 信徒要學習彼此看顧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
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
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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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
（林後 8：13～14）
使徒保羅寫這封信的時候，正是哥林多
人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的時候。他們有
足夠的條件去幫助當時經濟有困難的安
堤阿及耶路撒冷的教會。可是，在保羅
寫這封信後不到二十年，一場大地震使
哥林多人成為受捐助的人，證明了保羅
所說的均平原則。所以，弟兄姊妹，當
我們現在有能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便不要推辭，特別是在關心神家裡
的需要。因為你們現在的富裕可以幫補
有需要的人，將來別人也可以幫補你們
的不足。
II.

神喜悅那些人的奉獻？ (林後 9：1～
7)
1. 樂意奉獻的人── 「是出於樂意，
不是出於勉強」。
2. 預備好奉獻的人──「要叫你們照我
的話預備妥當」。
3. 心裡酌定的人──「各人要隨本心所
酌定的」。要預先經過禱告，決定我
們在那方面奉獻，定下一個數目；不
會感到後悔或被迫的。
4. 奉獻目的正確的人──奉獻是愛的表
達，不是對神有感恩的心才奉獻，也
不是懷有任何目的才奉獻。

III.

樂意奉獻帶來的果效 （林後 9：8～
15）

1. 得神更多的恩惠（9：8）
2. 凡事充足、多行善事（9：8、10）
3. 凡事富足、多多施捨（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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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幫助別人的需要（9：12）
5. 能榮耀神（9：13）
6. 能使信徒同心（9：14－15）
總結：
奉獻是聖經的教導，是要學習的，讓我們先
從十一奉獻開始，然後再為差傳，及其他慈
惠的事工需要奉獻。我們需要操練屬天的人
生觀，對差傳的需要、對福音廣傳的需要、
對神國的擴展等，需要產生熱切的情懷。我
們的奉獻不單能滿足別人的需要，我們更是
與神同工。神喜悅的是我們全人的奉獻、甘
心樂意的奉獻、沒有感到後悔的奉獻、使信
徒同心的奉獻、使神得到榮耀的奉獻。神必
豐豐富富的加給我們一切所需的，我們奉獻
給神的，必定可以連本帶利積存到永生。神
注重的是我們奉獻的心，不是奉獻的數目，
所以神要求我們先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然後才獻上金錢。這是神最喜悅的奉獻。
真理應用：
1. 參與教會建堂基金的奉獻
2. 幫助有缺乏的肢體
3. 支持一個宣教／差傳的機構／宣教
士

團年喜迎春
陳依韻
剛進入 2 月份，迎春的氣色就迫人而
來。婦女會在 2 月 9 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團
年喜迎春的活動，當晚不少的家庭帶著精心
製作的團年菜色來到一起彼此分享。望著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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枱豐富的食物和溫馨的團契交通，我們實在
感謝神賜給我們有咁温暖的大家庭，讓我們
能一起地學習神的話語，一起勉勵，一起的
分擔各自的困難。
今年的菜色雖然沒有進行比賽活動，
但一點都沒有減低叫美食所具的特性，那就
是色、香、味、美四個字。值得在此一提的
是由鄒以恩小妹妹製作的〝雪地喜迎春〞的
創意甜品，楊師母的拿手傳統年菜〝恭喜發
財〞，何麗潔精心泡製的〝春意盎然〞，夏
太擺設的〝大展鴻圖〞和美屏精心設計的
〝錦上添花〞。所有的年菜都令人眼前一
亮。
在大家飽嚐美食後，由楊端瑋姊妹主
持的喜迎春活動正式開始。先由兩只醒獅和
扇子公主出場一輪激發戰，由醒獅口吐出一
對對聯寫著〝婦女團契愛心關懷彰顯主
愛〞；〝波浸會友籌劃建堂見証神恩〞。接
著我們進行了猜謎語遊戲，就是將牆上所貼
的謎語和聖經章節及名稱或人物對號，謎語
之巧妙深奧，令大家都嘻哈大笑，直說當晚
謎語夠難度。其後我們分為四組來比賽，看
那一組搶先搜集用虎字的詞語最多，結果由
何麗潔姊妹和美屏姊妹所帶的兩組並列勝出
第一名。當晚活動實在辦得相當成功，大家
可謂盡興而歸。你若今年沒有來，只能說句
〝錯過了〞。但記得明年一定不要再錯過這
麼好的活動啊。

四字︰

虎字語知多少︰
虎虎生威
虎口餘生
虎頭蛇尾
虎虎生風
龍虎武師
談虎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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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馬虎虎
虎躍龍潭
虎嘯生風
虎入羊群
狐假虎威
如虎添翼
虎視眈眈
虎背熊腰
龍精虎猛
龍蟠虎踞
與虎謀皮
龍行虎步
龍爭虎鬥
騎虎難下
生龍活虎
龍潭虎穴
養虎為患
虎穴龍潭
五字︰虎父無犬子
隔山觀虎鬥
六字︰
一山難容二虎
七字︰
虎落平陽被犬欺

受浸見證
林麗儀
在未信主前，我是一個頑固的人，不
喜歡講 “對唔住”。總覺得是別人不對，
自己沒有錯，不懂自我反省。在一九八六年
的夏天，我參加了一個夏令營，我就在那裡
决志信耶穌。當時是由電視藝人喬宏出來宣
道作見證，他的說話真的很動聽，令我確信
世界真有奇蹟，就是這樣，我决定信耶穌。
之後，我開始返教會和主日學。可能
自已對耶穌認識未夠深，當時在教會裡，有
一班年紀跟我相約的小朋友，他們的品行，
令我憎惡，就這樣我便慢慢地離開教會了。
直到幾年前，我跟母親開始返波士頓
華人浸信教會，再次讓我有機會去認識耶
穌。起初是為了母親，我希望她能有心靈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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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所以我們一起返教會聽道。漸漸地，我
喜歡這個教會，令我有平靜的心，去反省自
已的過錯，去學習聖經。我覺得耶穌基督真
的很偉大，祂為世人釘在十字架上，三日後
復活，為的是要用祂的血洗去世人的罪。我
要祂作我生命的救主，我需要祂的保守，帶
領我人生的道路。當我軟弱的時侯，我更需
要祂聽我的禱告，令我心裡得到平安，去面
對問題。我倚靠主，雖然我看不到祂，但從
聖經裏，我感受到祂的大能，相信祂是唯一
的真神。

說來也容易，但也要加上天時地利人
和 ... 天時地利人和即是其他的重要因
素，例如一部好電腦，有時不知為何，
click 滑鼠的時候，總要等一等才會執行
指令，真是一 click 一感恩。

自從信了主，我懂得自我反省，學會
了向別人道歉，做人比前積極，有目標。我
覺得自已最大的改變，在於與丈夫相處。以
前的我非常獨來獨往，很多時候，沒有跟他
商討就自作决定，令他覺得我沒有重視他。
在聖經中，我學懂放下自己，要以丈夫為
首，協助他去做每一件事。雖然不是每一次
都可做到，但我會繼續聽從神的說話去做，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最後，一個十分重要的步驟，就是要
把打好的投射片儲存到一隻俗語叫「手指」
的 USB，有時手指會「滿座」而再容不下
新檔案，能順利完成整個工序，更是一
click 一感恩。

在互聯網上抄章節，也是常要等，由
馬 太 福 音 click 去 羅 馬 書 ， 由 第 三 章
click 去第七章，有時一 click 就到，
有 時 又 要等 好 一陣 才到 ， 又 是一 click
一感恩。

感恩的是神能讓我在這工作上事奉
祂，感恩的是差不多每星期都能如期做好一
套投射片，感恩的是會眾能容易的看到聖經
章節。但願我能學到不止一 click 一感
恩，更能做到每時每刻一步一感恩。

一 Click 一感恩
女青少年退修營
楊端瑋
每星期負責把講道的經文，打成一張
張投射片，會眾可從螢幕上看到，我並不是
逐隻字慢慢打的，因為有互聯網，一切都變
得簡單，網上有整本的和合本聖經，我只須
把所要的章節找到，便可整節的抄出來，再
像剪貼一樣，貼到一張電腦上的投射片上，
就變成會友每週看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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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以恩
施潔蓮主領在新布什爾州北礦圍市女
青少年退修營實在十分有趣。我們有 KC 與
施潔蓮的媽媽 Nina 兩位講員。我們入住的
營地座落於一個森林的中央；靠近在一個湖
的旁邊；更有一條小徑通往一個小沙灘。
KC 談論到以斯帖皇后怎樣英勇地拯救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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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Nina 則談及神的軍裝與神是我們的窰
匠；陶造我們的生命。除了我們有講員，我
們還有遊戲、手工與其他活動。有些遊戲如
持匙平衡小球與製作香口膠雕塑。我們利用
雜誌圖畫、紙盒與膠水做手工。還有其他的
活動如收買佬與電影製作。我們每天都自己
煮食與生火燒起屋內的火爐。這個女青少年
退修營實在充滿樂趣﹗

主復活
宋友群
七日的頭一日，
地大震動，
白衣天使從天降下，
輥開墳墓的石頭，
主耶穌復活了，
婦女們大大的歡喜，
門徒齊到加利利去見主，
向天下萬民傳福音，
直傳到萬邦，
使千秋萬世的罪人都得救，
主耶穌升到天上去，
坐在神的右邊，
為我們祈求，
為我們稱義，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盼望，
主啊！歡呼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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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標記
李國基
朋友的標記是甚麼？是把隱藏的愁苦
告訴你？或是把隱藏的喜樂告訴你？許多人
會把心底的愁苦向人傾訴，但是傾吐心底的
喜樂才是最親密的最高表現。我們是否讓神
向我們吐露祂的喜樂，還是不斷地把自己的
心事向祂傾訴，不容神有機會向我們說話？
初信主的時候，對神有一大堆請求，
還是理直氣壯的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
求」。後來在不同的渠道上，如主日學，查
經，祈禱會，福音網頁，屬靈書籍…….發
現神所希望的，是祂的信徒與祂建立關係，
摸着祂的心意。很多時在思想主耶穌禱告的
觀念(照祢的旨意而行) 。我是否緊緊的遵
守，以致能得神的奧秘？有時祈求得大福，
大經歷或大侍奉；但現在感覺最寶貴的是每
日普遍發生的事，在生活中似乎最微細的
事，因為這些正表示祂與我們奇妙無比的親
密，深知我們生命的細節。
心靈所存的火
不是人意可點燃
靈在吹動又靜止
人心藏在隱秘處
但密室啟示的順服
卻藉暗地的勞苦完成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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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節有感
趙德祥
今年的受苦節，我們詩班準備了好幾
首詩歌在崇拜時獻唱。我對其中的一首有特
別的感受。這就是 "紫色的袍"。它鈎起了我
在舊年受苦節的美好和喜悅的回憶。

信藉着祂恩典，我能更多侍奉祂，特別是與
我家人一起侍奉。

新堂址在改建中
鄒小榕執事

在舊年的受苦節中，我和太太，玉
萍，擔任崇拜領會。我們須要一起排練當晚
的程序。雖然我們對怎樣帶領崇拜有不同的
意見，例如誰在甚麽時候說話，但是我們經
過商討雙方意見後，大家議出了可行的方
案。在這過程中，我心中感到與家人一起侍
奉神的喜樂。我十分享受這種喜樂。
在當年受苦節崇拜之中，詩班小組唱
出"紫色的袍"，我和玉萍都很喜歡。我們不
在那小組中，所以我們沒有獻唱。受苦節之
後，為了自己可在家中唱這首詩歌，玉萍請
司琴姐姐彈出音樂及錄音，然後帶回家學唱
這詩歌。她滿有喜樂地在家中唱起首詩歌
來，又要求我把它錄在 CD 中，好等她在駕
駛汽車時可以欣賞。她又建議我們一起唱，
於是我們一起就唱了這首詩。經過了幾次練
習後，我們把它錄在 CD。當每次我聽到這
首我們一起唱的詩歌的時侯，我就回想到當
日我和玉萍一起唱詩歌頌 主的快樂時光。
我 主不單犧牲了自己來拯救我，祂
也用不同的方式帶給我喜樂，這回是用了榮
耀祂自己名的詩歌。我衷心感謝祂，並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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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建堂巳邁進另一個里程碑。
我們的新堂址正在改建的階段。六月九日昆
士市府發出改建淮許證，我們的承建商吳氏
兄弟建築公司在六月十一日正式展開工程。
我們的新堂址正在改建中，我們期望十月中
能完工。敬請留意在主日崇拜前每週改建狀
況的幻燈片。
因為改建巳展開，我們必須加速進行
建堂籌募運動與五年免息貸款計劃。2010
年 建 堂 籌 募 目 標 是 $200,000 元 。 截 止
6/27/2010，建堂籌募認獻金額為$174,260 元
而教會巳收到$106,612 元。我們五年免息貸
款 計 劃 的 目 標 為 $150,000 元 ， 預 定
8/31/2010 前全數送到教會户口。我們鼓勵
會友借款任何金額給教會，教會由
12/1/2011 開 始 將 以 五 年 分 期 攤 還 。 截 止
6/27/2010，貸款計劃認貸金額為$9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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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42,500 元巳存入教會户口。我們期望認
貸 金額全數能在 8/31/2010 前存入教會户
口。如果你有經濟能力，我鼓勵你參與建堂
籌募運動或五年免息貸款計劃。正如聖經瑪
拉基書 3:10 記截：「萬軍之耶和華說：你
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
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當我們同心合意在主耶穌基督裡，我們巳經
被神祝福。藉著你的參與，我們定能經歷主
內的豐盛。
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完成購買堂址，
我們緊密地與建築師及南岸工程公司合作完
成所有建築圖則，並用作向昆士市府申請改
建淮許證。現時新堂址正在改建中。我目睹
神帶領著我們的路途。我們克服了許多障礙
而我知道前面還有許多困難，但我深信你的
支持與禱告對教會建堂事工十分重要。就讓
我們繼續努力，我們定會看見奇妙的神蹟；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難得的經歷。

教會消息
教會二季的活動:
o 4/2/10 – 受苦節崇拜。
o 4/9-11/10 – 少年退修營。
o 5/1/10 – 婦 女 團 契 舉 行 「 健 康 快 樂
日」並與表者飲茶。
o 5/16/10 – 新堂址動土禮。
o 6/12/10 – 雅各團契 Blue Hill 旅行野
餐。
o 6/26/10 – 教會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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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7/26-30/10 – 假期聖經學校。
o 8/6-8/10 – 教會退修會。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2010 年教會主題是「神話語進深，
禱告心意更」，我們彼此勉勵，一同
長進。
o 2010 年教會全教會讀經運動，目標
是由歷代志下至瑪拉基書讀完舊約聖
經，請堅持每日讀經。
o 2010 年建堂第一期籌款目標是二十
萬元，請弟兄姊妹熱心參與奉獻，建
立神家。

代禱事項
1. 請記念建堂事工:
i)
求主保守建築工人的安全。
ii)
工程順利完成。
2. 記 念 建 堂 籌 款 ， 求 主 激 勵 弟 兄 姊 妹 的
心，甘心樂意奉獻，叫經費不至缺乏。
3. 求主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在讀經上持
久，專心認識神，在屬靈生命上長進。
4. 請為青少年事工禱告。求主使用青年導
師 Katelyn 幫助青少年投入團契生活。也
求主預備英語崇拜的講員，帶領敬拜。
5. 請記念 8/6 – 8/8 教會夏令營，求主祝福
參加者，叫弟兄姊妹立志跟隨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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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見証。
6.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建立說華語的
弟兄姊妹，叫他們熱心敬拜主，不停 止
聚會。
7. 請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ii)
感謝主，徐桂雲姊妹 5/26/10 生
了孩子，母女平安。
iii)
為失業/待業的肢體代禱，求主
供應生活所需，並預備合適工
作。
iv)
為在暑假期間出外探親及旅遊的
家庭，求主賜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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