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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奉獻、與敬拜
麥啟德牧師
聖經內有一些經文是許多人不會用心
看的，特別是舊約有關祭祀禮儀的經文，我
們通常都避而不見。週二晚的查經聚會，我
們仍在查考出埃及記。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造會幕作聖所，及聖所內的用
品、陳設等，作為日後神與人相會，指示人
的地點。又吩咐摩西膏亞倫及他的兒子作神
的祭司，代表以色列人，成為神與人的溝通
橋樑，又為他們作大祭司及其他祭司的衣
服。內容重複及冗長，驟眼看來，令人有不
宜久留的感覺。然而，當我們願意用心來研
讀及默想時，這些古老的經文仍帶給我們一
些生命的反省。
出埃及記記述，作祭司是榮耀的職
份，是神所揀選、呼召，是神所賜福的，是
神分別為聖，有尊榮和賞賜，有聖靈的同
在，也是一個全人的奉獻，是一個活祭。今
天，所有被耶穌拯救的、作耶穌基督門徒的
人，都同有一個身份：「惟有你們是被揀選
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當我細心思考一個祭司的生活是應當
如何時，我便肅然起敬，再一次思想我的生
活為人是否合乎祭司的身份。其實保羅在羅
馬書所講的，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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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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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羅馬書 12：1～2）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內的弟兄
姊妹，我要你們作的，就是求神幫助你，把
你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你的睡眠、飲食、
學業、工作、娛樂、散步等等，一切放在神
面前，當作一個祭獻給神。擁抱神為你所作
的，就是你為神作最好的，這是基督徒生
活。
不要那麼容易、不加思索地溶入你的
文化，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上。你要從內
而外地被更新改變。你要隨時看到神對你的
要求，要快快地作出回應。世界的文化時常
要把你拖進它的愚昧無知，使你不能成長。
神要把你生命中最好的發揮出來，使你有美
好的成長。神不是要我們把往事拋諸腦後、
叫我們忘記它。而是神可以使用我們現有一
切的材料，重新安排；在神手中，一切都可
以變成新。
羅馬書 12 章 1 節用的兩個字：「身
體」，即「生命」及「活祭」，即有生命的
祭。保羅指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個不斷獻
給神的活祭。這兩個字都有嶄新的意義。
「生命」－－贖罪祭已不管用，神要求你的
生命歸屬於祂；牛、羊、鳥等祭物已不被接
納，神接納的是你的生命。生命包括全人、
感覺、行動、思想、頭腦、神經、肌肉、潛
意識、天性、概念等，你整個的生命奉獻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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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祭牲流出的血使人印象
深刻，但被殺的動物以後再沒有用，只可
吃，是短暫的生命。然而我們獻上的是活
祭，血仍在血管內繼續孕育生命。因此，新
的生命產生另一個生命，是生命的延續。如
此全人奉獻是蒙神悅納。
基督徒每天把生命當作一個活祭獻給
神，這個行動是一種「事奉」，也是敬拜的
生活，我們的敬拜事奉也是指每天的生活。
我們的敬拜地點通常是在聖殿及祭壇那裡，
祭司帶領會眾參與。敬拜把我們的焦點放在
神，包含我們與神的互動關係。保羅的「敬
拜」是指全人的奉獻、指活的祭。
這裡的基本的困難是：我們把敬拜限
於聖殿，當中有講道、祈禱、報告、唱詩、
主餐等，但神要我們把敬拜延伸到家中、工
作中、鄰舍中、娛樂中。敬拜是我們的生活
方式，在其中，我們的身體奉獻給神為活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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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敬拜比這個更要求：為了神的榮
耀，我們要在經濟上完全地奉獻，意思是慷
慨地、無拘束地照顧到別人的需要。我們要
知道，我們有收入及賺錢的能力是神的恩
賜，故應是全人奉獻我們的本份。
另一方面，對神的敬拜是奉獻我們的
心、心思意念，包括壞意念、隱藏心中的
罪。例如當別人得罪自己，我們心裡怨恨
他，心想傷害他，毀謗他，我們不會祝福得
罪我們的人，而是報復他人。敬拜是要把這
種怨恨的改變過來，把報復心理轉過來，以
祝福代替咒詛，以寬恕代替報復，以和平代
替爭端。
敬拜不是宗教上的表演，我們可以安
坐欣賞，而是我們要參與，被神改變。
敬拜是把自己全人獻給神，供神使用。我們
不是被神改變便是被世界改變；不是被世界
同化，就是被神改變心意、更新變化。
神用敬拜來使我們的生命更新變化！

我們有不同的技巧，不同力量，不同
的感覺，神使我們成為一個身體，是要我們
可以分享生命，沒有人可以獨自過一個豐盛
的生活。如果我們只選擇性地與人同工或分
享，那不會榮耀神。每一個都是神的創造，
神身體的一份子。我們存在是一個家庭，整
個個體，不是獨自一人。神就是以這個家為
住所，可以敬拜祂。
生命充滿經濟上的不平均，敬拜牽涉
到對別人經濟需要作出回應。這原本是有違
於我們的天性，我們都以為一切都是自己努
力得來的，這是自己的成就、成果。對於別
人的需要或教會的需要，有時樂捐一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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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單張派發日
鄒小榕
九月二日星期五，陽光普照；天空蔚
藍，正是我們教會到和樂頓地鐡站派發福音
單張的日子。是次活動由傳道部策劃，分兩
段時間進行，分別下午四時至五時與五時至
六時。我們這活動有三個目標：1) 藉此機會
將我們的教會介紹給我們的鄰居。 2) 實踐
傳福音將福音帶給未信的人。 3) 邀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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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鄰居參加十月十五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舉行
的「耶穌是誰﹖」音樂佈道會。

雨，定能如期出發。莫非牧師「祈禱所發的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藉著這活動，我能接觸我們教會附近
的鄰舍。當我到達和樂頓地鐡站旁，我遇到
一位美國人，他告訴我他自己欣喜我們的教
會新堂址的建立，見證神。實在感謝神能聽
到正面的回應。在另一次接觸，我遇到一位
女士，她原來認識我們教會的曹淑貞姊妹與
黃美屏姊妹，但她卻有一段時間沒有去教
會。我鼓勵她返教會，並且邀請她與家人參
加我們「耶穌是誰﹖」音樂佈道會。我肯定
其他的弟兄姊妹當日接觸的鄰舍也有類似的
經歷。

星期六，居然停了雨，不過會不會好
多蚊子呢？始終心裏仍有點懷疑，去就去
啦。回到教會，已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等候出
發，亦有些新朋友參加這次的旅行，大家興
高彩烈，今次旅行的地點，是距離不遠的一
個國家公園，負責人材叔更定了一個大涼
亭，供大家聚會之用，我們把那兒的野餐桌
圍成一圈，大家圍坐在一起，由麥師母帶領
唱詩歌讚美神，婦女團契帶領大家唱「不老
歌」，一邊唱一邊做讚美操，在神創造的大
自然中，特別心曠神怡；跟著黃永祥弟兄又
跟大家玩老少咸宜的遊戲，各人盡情投入，
不知不覺已快到午飯時間。

我們一供有十三人參與是次活動，所
派發的包括福音單張、教會簡介與「耶穌是
誰﹖」音樂佈道會邀請單張；我們總共派發
了約一百八十份。願神使用這些單張影響多
人的生命；將他們帶到神那裡。我感謝當日
參與和樂頓地鐡站派發單張的弟兄姊妹。讓
我們無忘耶穌基督給我們傳福音的大使命。
如你錯失了參加今次的傳福音活動，那麼你
定要參加十月十五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舉行的
「耶穌是誰﹖」音樂佈道會。

教會大旅行
楊端瑋
星期五，一直都在下雨，晚上參加雅
各團契聚會時，還在下雨，心裏不禁懷疑，
明天怎能去旅行？幾十人報了名，如何安
置？麥牧師笑笑，滿有信心的說明天不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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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午餐，是由各關顧小組的組員
負責，所以特別豐富，由頭盤到甜品，中西
美點，粥粉麵，煎炒煮炸，樣樣皆齊，大家
都吃得飽飽，感謝神的供應。
飯後，每個關顧小組都準備好一些代
表自己小組的句語，然後分組表達出來，由
兩位牧師作評判，看看各組的合作性和表達
方式如何。這次旅行，確實促進了組員之間
的關係，由事前大家開會商議帶甚麼食物，
並集體創作代表小組的句子，到一起表達出
來，正好代表小組組員的合作性。
感謝神，賜予好天氣，和弟兄姊妹間
的甜蜜團契。阿們。

第3頁

2011 第三期

團契廣且深，培靈證主恩

秋季季刊
波士頓華人浸信教會

中秋攤位前後記事
何麗潔
過去幾年本教會都有參加昆士市一年
一度的中秋攤位，由於以前是下午崇拜，只
派幾位弟兄姊妹代表派福音單張，沒有甚麼
特別佈置，規模很小，志在參與。但今屆就
不同了，這是我們新堂址後第一次參加
Quincy 大 型 的 公 開 活 動 ， 可 以 接 觸 很 多
Quincy 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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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們興奮欣慰，對我們日後參與傳福音的
工作，打了一支強心針。神讓我們看到甘心
樂意的事奉，是神所看重的，所撒的福音種
子，是不會白費的。弟兄姊妹，我們快有另
一個好機會去傳福音，就是十月十五日的音
樂佈道會。大家齊齊努力去邀請親友參加！
加油！

與中央浸信會歡聚
容振權

傳道部部長 Derek 覺得是一個傳福
音，讓人認識神及介紹教會新堂址的好機
會，於是和弟兄姊妹開會商量「攪攪」新意
思，希望收到更好的成果。經過大家細心策
劃，想出了一個用「基督美滿人生」為題材
作佈置，讓參觀者可以現場拍照留念，吸引
更多人前來教會的攤位。要實行這個構思，
把攤位打扮得有聲有色，一定不能不找我們
多才多藝的「花姐」來作設計師。結果，不
負眾望，當天花姐做了一個很美麗可愛的小
屋佈景板，彩色繽紛，有三個窗間，可以讓
人把頭伸出來拍照。材叔幫忙做腳架，把小
屋佈景板固定位置。Derek 預備很多氣球送
給前來的小朋友。俊仔帶來攝影機及安裝了
電視螢幕，可以讓人即時看到拍攝情況，十
分有趣吸引。我們多謝教會的青少年來幫
忙，安排參觀者拍照，及派福音單張和紀念
品。在攤位當值的弟兄姊妹與參觀者交談，
分享福音及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聚會，特別是
宣傳十月十五日的音樂佈道會。感謝神，我
們的攤位吸引了不少人前來參觀，其中有一
對夫婦更感受到我們的熱誠與他們暢談，接
受邀請，兩星期後出現在我們的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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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與中央浸信會弟兄姊妹的聚
會早就應該舉行了。過往二十年來，他們都
是主內的親密同工，容許我們借用他們的堂
址。很自然地，我們邀請美國教會來聚舊，
分享神的祝福。
在七月二日堂務委員會會議結束之
後，各委員立即全速佈置場地，領取預訂了
的菜餚，擺上配菜和甜品。除眾堂務委員之
外，麥牧師，楊牧師和莫玉琼執事也應邀成
為座上客。我們更特別為有食物敏感的馬天
達牧師預備了沒有麥蛋白的麵包，新鮮出
爐，萬事俱備，迎接嘉賓蒞臨。
重要時刻終於來臨，馬天達牧師和師
母，率領中央浸信會執事代表團踏進教會大
門。我們先行享用一頓豐富健康的午餐，讓
各人在進饍的時候，侃侃而談。在這親善的
氣氛下，我們都深深感受到和這班美國教會
的弟兄姊妹同在主裏一家親。他們親切的查
詢我們的聚會情況，崇拜進行和會堂設施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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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都飽餐一頓之後，我們一同唱了
兩首詩歌，然後繼續交談。接著，我們分成
小組參觀這個狹小但設備齊全的會堂。馬天
達牧師素來都充滿喜樂，深受這主裏情誼的
感染，預先邀請我們在中央浸信會團契室裝
修完成後，與他們同享愛筵。我們當然是熱
切期待這個日子，更重要的，是與他們携手
合作，在這社區拓展福音工作。

假期聖經學校
鄒以諾
今年假期聖經學校對我來說是極好的
經驗。可惜我去年沒有機會作義工，所以我
真的很高興能在今年參加。我的工作是教孩
子們歌曲和運動。花了很多心血讓他們能夠
記住所有的手部動作，但看到他們在星期日
表演出來，一切都是值得的。教導他們是非
常有趣的工作，我喜愛每一分鐘。
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我們
的新教會舉辦假期聖經學校。雖然這建築物
比以前的細小，今年證明我們可以在這裡成
功地舉行假期聖經學校。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讓父母和孩子們看到我們教會透過神可
以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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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rosswalk 的一天
王君樂
在戈登學院，我們第一次參與
Crosswalk。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的東西。我
們結交了很多和藹、有趣、真棒、爽朗、奇
妙、雄偉、友善的新基督徒朋友。每天早
上，我們吃一個美味香甜可口的早餐。
之後，我們有好玩，有趣的遊戲，活
動和短劇開始新的一天。我們和完全陌生的
人分成小組。我們有非常愉快和易於理解的
聖經研讀。在戈登學院龐大的戶外競賽場，
所有小組都參加很多刺激的遊戲和康樂活
動。
隨後，我們有美味、令人垂涎的、難
以置信的活力午餐。飽餐一頓後便開始活動
時間。所有男孩都去了競技運動。我們享受
許多勞累，積極進取的拼搏運動。
燃燒所有脂肪後，我們終於有空閒去
接觸更多人和做我們想做的事。最後，我們
有叫人異常開胃，熱烘烘的，世上難尋的豐
富晚餐。隨後我們有團契，通常全營一起做
有趣的事情。接著是由一位出奇地聰穎的牧
師帶領我們夜間崇拜。
今年 Crosswalk 的主題是「導演剪
輯」。我們學會了讓神作為我們的導演，指
揮我們的生命。所有不同的教會分成小組討
論當天所學的。一天結束，我們往宿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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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第二天，再重新開始。這是一個非常有
趣的一周，絕對是我忙碌夏天的一個亮點。

Crossswalk 退修營
黃耀信
青少年組在 7 月份去了一個位於戈登
學院名叫 Crosswalk 的營。這是一個了不
起的經驗。我住的男孩宿舍很舒服。我們的
食物絕對美味。我最喜歡的餐是煎牛排。聖
經研讀也很好。我們和我們的電影組聚在一
起，談論前一天的信息。聖經研讀後有康
樂。康樂很好玩，因為是和自己的組一起玩
遊戲。活動時間我有競技體育。這是我其中
一個最喜歡的時間。我們玩了許多運動如排
球，足球，蹴鞠，板球，終極飛盤，和腰旗
橄欖球。在這營當中我們遇到很多新人，並
結交了不少朋友。最好的部分是牧師給的信
息。很偉大和非常鼓舞人心。總括來說，我
非常喜歡這個營。

一個老人
宋友群
夕陽西下，
淡淡的光照著一個白髮老人。
孤獨寂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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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遙望著白雲深處的遠方，
那邊是他的故鄉。
浪跡天涯半世紀，
九十年來活滄桑。
兒時伙伴，
同窗學友，
共事同僚，
在何方，
故國家園，
今何在?
回憶前塵，
如夢如幻如煙，
飄飛去了，
只留下一聲嘆息。
老人家，
不要嘆息，
過去的由它過去吧！
快來教會聽主道。
教會是我們溫暖的家，
主內兄弟姐妹，
是我們的親人。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救世主，
快來悔改認罪信靠主。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神是:
我們的避難所，
我們的磐石，
我們的拯救，
我們的高台，
我們應當時時信靠衪，
藉他便能返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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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大學之路
黎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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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離開過我的身邊。我知道這是神對我的計
劃。這整個經驗真的建立我對神的信任。當
我在波士頓大學開始上課，我真的很感謝因
知道每當我有疑問時，我會永遠有神在這裡
幫助我。

我在高中的四年轉眼飛過，不知不
覺，我已高中畢業接受文憑了。過去一年盡
都是填表格，測驗和做決定。作為我家中第
一個申請大學的人，這是一個非常混亂和壓
倒性的經驗。在心裡，我知道會計和財務是
一個我可行的成功路徑。所以多月來探索我
有興趣去的學院。經過多次變化和考慮後，
我想出了七所學校的名單。
我從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壓力，直到我
看到了所有學校的要求連同緊密的截止日
期。感謝神給了我力量去平衡高中工作和大
學的申請。我能夠在期限前完成一切。此
外，我甚至在五所學校申請早期行動，以至
於我比普通申請者提前幾個月得到了結果。
這是一個巨大的好處，因為聖誕節前我已經
收到來自這五個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而我大
多數的朋友都還在等待著。
神真的祝福我，因為我申請的七所學
院都錄取我。接下來是最難的部分，選擇去
哪一所學院。我的前三名選擇是東北大學，
波士頓大學和巴布森學院。我去他們的開放
日，問很多人的意見，並與我的父母討論了
至少三個月。最後，我決定在秋季參加波士
頓大學的管理學院。

申請大學
王曉慧
當我填寫大學表格時，我覺悟到我更
近一步接近自立。進入大學，是我承擔責任
和照顧自己的時候。這個想法令我害怕，因
為我整個生命都住在家裡有父母照顧我。但
我的另一部分感覺興奮，因為進入大學將是
一個全新的經驗等著我。但無論我多忙，我
會找一個在波士頓的教會每星期日參加。我
必須保持與神的信仰和為衪給我生命中的一
切榮耀衪。

回首這個艱難的旅程到今天，我明白
到沒有神的幫助，我不能做到任何事。從考
SAT 到打開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神從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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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三季的活動:
o 7/2/2011 馬天達牧師和中央浸信會執
事代表團首次探訪我們教會並與我們
享用午餐。
o 7/9/2011 教會野餐於 Abington 的
Ames Nowell 國家公園。
o 7/25/2011 - 7/29/2011 在新教會成功地
舉辦第一個假期聖經學校。
o 8/28/2011 我們教會參與昆士市中秋
節攤位。
o 9/2/2011 各團契的弟兄姊妹於
Wollaston 紅線車站派福音單張給中
國居民。
o 9/20/2011 我們的榮譽牧師楊鍚光牧
師安息主懷。探訪時間在 9/26 舉
行，安息禮拜和安葬禮在 9/27 完
成。
o 9/24/2011 梁俊康弟兄及楊琬婷姊妹
於波士頓大學的 Marsh Chapel 舉行結
婚典禮。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10/15/2011 為慶祝教會 19 週年紀念
舉行音樂佈道會。
o 10/16/2011 在龍鳳酒樓享用豐盛的教
會週年紀念晚宴。
o 堂務委員會正開始討論下屆委員人選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2011 年教會主題是「團契廣且深，
培靈證主恩」，我們彼此勉勵，一同
長進。
o 2011 年 建 堂 籌 募 奉 獻 目 標 為 十 萬
元，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熱心慷慨奉
獻。
o 詩班與傳道部在全力加油，準備
10/15 的教會週年紀念音樂佈道會。
所有信徒都動員起來代求，邀請嘉賓
並支持協助。
o 為 2012 教會堂委會成員選舉按照神
的旨意禱告。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堅持每天讀經祈
禱，追求靈命成長。
2. 為麥啟德牧師禱告，求主賜他聖靈充
滿，叫他有能力去帶領弟兄姊妹同心建
立教會，廣傳福音。
3. 求主愛激勵弟兄姊妹繼續為建堂奉獻
金錢，按部償還貸款及按揭。
4. 求主為英語崇拜預備合適講員，幫助
青少年同心敬拜。也記念青年導師施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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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求主賜她愛心，智慧和忍耐去帶領
青年團契，使他們靈命成長。
5.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建立華語的
弟兄姊妹，鼓勵他們恆切參加聚會敬拜
神。
6. 為有需要的肢體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過程，順利平安。
ii.陳秋瑾執事在中華頤養院的生活，恢
復健康體力。
iii.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不要惡化。
iv.黃慕萍姊妹的足部手術後，早日康
復。
v. 區嫦娥姊妹經常有便秘腹瀉及頭暈，
求主醫治。
vi.區燕萍姊妹的心臟病，求主保守她的
情況穩定。
vii.為失業/待業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
供應生活所需及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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