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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 獻堂感恩 

 「冷氣及天花工程」分享 

 雲上太陽：一年來的服事心得  

 

 我的見証 -- 姚少珍 (Jenny Yiu) 

 我的禱告生活   

 澳洲宣道會會長及副會長到訪山宣 

 認識山宣(12):甚麼是附則 (By-Laws) ? 

 

 

 

 

牧者的話 —獻堂感恩                                         李智峰牧師 

 

 
「安裝冷氣及天花」工程能順利完成，眾弟兄

姊妹都很開心。但是安裝冷氣、天花有甚麼屬

靈意義？我們應該怎樣向神感恩？要知道這個

問題的答案，就需要知道教堂（聖殿）存在的

目的是上帝可以在這裏與信徒同在。弟兄姊妹，

每個星期天，我們來「做禮拜」，目的不是享

受美好的音樂，或同其他肢體傾計談心，也不

是見見牧師，而是可以感受到上帝就在我們中

間教導我們、祝福我們。享受神的同在是我們

回來敬拜的主要原因。 

上帝賜給我們美麗的教堂，有兩個目的： 

1. 期望我們努力傳揚福音，帶領未信的朋友來

到教堂來認識上帝； 

2. 讓信徒在教堂敬拜、事奉上帝； 及讓信徒

的生命透過神的話得以成長。 

所以教堂只不過是一個硬件，讓未信的朋友認

識上帝及信徒的生命成長。神看重的是人，而

不是教堂。 所以我們要向上帝禱告，在奉獻

完教會堂宇給上帝後，求上帝繼續施工在我們

身上，因為我們的生命有很多地方真是仍然是

不合宜的，就算是牧師、傳道、執事、組長，

都仍然有很多不合宜的地方，需要被上帝持續

地建造，也就是保羅所說的，我們一同被建造。

希望有一天，當別人來看我們教會時，不是說

我們的教堂很漂亮，在當中聚會很舒服，因有

冷氣，而是讓別人看見我們的生命活得討上帝

喜悅，讓別人看到上帝是活在我們當中；那時

我們就可以很自豪地向上帝獻上感恩，因我們

不單只有教堂這個硬體聖殿，還有一個軟體的

聖殿，就是我們所有山區宣道會的弟兄姊妹集

合起來的聖殿。 

今日我們要怎樣建造我們的生命來向神感恩？ 

1. 聖潔的生活 

  首先是要立志過聖潔的生活。若我們的生活

中，仍有污穢的話，上帝便不會住在我們當

中。所以，耶穌到聖殿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潔淨聖殿」。 

 

2. 禱告 

上帝喜歡他的兒女向祂禱告。耶穌在潔淨聖

殿時也說：「這是萬民禱告的殿。」盼望弟

兄姊妹都盡量出席教會的祈禱聚會。 

 

3. 敬拜 

   盼望我們在每個主日，都能以真誠，恭敬

的心來敬拜上帝。 

 

4. 在神的話語上扎根 

   我們不只是敬拜，也盼望能更明白神的話，

更深入地學習神的話語。詩 27:4 節詩人說，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

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求問，有學問的

意思。我們到教會來，不只是享受音樂、敬

拜、禱告、相交，也是對神的話有多一點的

認識，所以我們要求問。盼望大家都願意參

加查經班，聖經裝備課程等，讓神的話來陶

造我們的生命。 

 

5.彼此相愛 

   我們回來教會，希望肢體間可以互相問安，

關心對方生活的狀況，彼此支持，彼此相愛。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就能認出我們是屬主的門徒。」神就是

愛，所以我們話生命要像耶穌，就要學習、

操練彼此相愛。我們要記住保羅在羅 12:10

節所教導我們的：「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二零一九年八月      三十四期 

擴展會幕 

靈火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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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傳揚福音 

   我們要努力傳揚福音，好讓我們獻給上帝

的殿，坐滿敬畏上帝的人。這樣，神才能得

著榮耀。 

弟兄姊妹，讓今日我們把握為堂宇工程完成向

神感恩的機會，將自己再次獻給神，為神的國

度盡一份力。願所有的榮耀都歸給我們天上的

父。阿門！ 

 
 
 
 
 
 
 
 
 
 
 
 

「冷氣及天花工程」分享                                               王耀全執事 

 

 

感謝神讓「冷氣及天花工程」順利完成！  除

了感恩，在這次工程，我也有很特別的感受，

可以用一場三人接力賽來作比喻。神引領我們

開啟第一棒，祂讓我們看到需要，供應合適的

人才和金錢。 

 

第二棒是工程計劃由教會領袖得到了會眾的認

同，之後通過工程小組成員執行，工程也達到

了預期的目標。 

第三棒我相信是需要全教會會眾在往後的日子

不斷地為教會禱告及金錢上支持，也用身體力

行，給予意見和參與，使用堂宇成為傳揚福音

及充滿信徒聚會的地方。盼望弟兄姊妹一同努

力，帶領新朋友到教會去認識神，願一切榮耀

頌讚歸給主。 

 

這次工程的成員雖然承受了不少的壓力，但最

重要的是我們不單完成了教會給我們的託付，

完成了這事工，在過程中，也建立了友誼，互

相關懷，互相體諒和了解，加強 互信及同心

合一，各人對自己的事奉的滿意及自信也有所

提升，以致在往後的事奉更樂意參與。 

 

這賽事仍在進行中，尚未到達終點，但我們已

體會到「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

跑 …」。(腓立比書三章 13至 14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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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太陽：一年來的服事心得                                                  義務國語傳道 黃衛東 
 

「唯獨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從

他而來。唯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

我的保障，我必不至動搖。」(詩篇 62：1-2) 

 

神是我依靠。在我這幾年

的傳道服事中，深深體會

到，神是滿有能力與慈愛

的神，也是公平的神。這

完全是神的保守帶領，服

事中的所有經歷，都看到

神的恩典在教會中和我的

生命中彰顯。回顧這幾年

的服事，經歷了高山低谷，

陰天晴天，但最終雲上的

太陽永不改變。 

 

過去的一年，可以說是服事中最艱難和屬靈生

命最有成長信心被操練的一年。艱難是因為國

語堂過去一年出席率非常不穩定。有一次 當

我看到出席崇拜的人數稀落，神的家這樣荒涼，

心情非常難過，但仍然相信神在掌權，而且正

在掌權，神不會離開這個家，他必負責到底。

也相信萬事互相效力，神會藉此操練我們的生

命和信心。同時也深深領悟到屬靈生命的建立

何等重要，神話語的教導何等重要，所以着重

生命的建造和禱告的服事。 

 

在這一年裡，神讓我看到，他親自保守和堅立

留下來的弟兄姊妹，我們一起同心事奉，同心

建立教會。特別有一些弟兄姊妹為我的服事禱

告。雖然人數不多，幾乎每一個弟兄姊妹都願

意出來事奉。我們有司事、廚房、敬拜隊、音

響、投影、讀經，幾乎每一個人每月參與 2-3

次的事奉，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圖畫。我會用神

的話鼓勵他們，肯定他們和關心他們，為他們

的信心和生命禱告。他們真的很愛神很愛教會。

教會的牧者傳道人鼓勵我幫助我，為我禱告，

粵語堂的弟兄姊妹也來支持國語堂，感受到主

內一家的溫暖和愛。 

 

回顧這一年的服事，我是更多注目神和信靠神，

不再看環境，在牧養傳道的崗位上忠心地事奉

神，用愛心服事弟兄姊妹。單單尋求神的心意，

以喜樂的心事奉。在教會的服事中，人是會改

變，環境會改變，但我所服事的神卻永遠不變。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

前書 4:2) 

 
 

 

我的見証                                                                  姚少珍 (Jenny Yiu) 

國語堂實習神學生 

 

[編者按：姚少珍姊妹是神學生，由今年 4月起在
山宣實習，為期一年。本文是她的個人見證，
目的是讓山宣會眾認識她，並為她的事奉及學
習代禱。] 

 

我生長於一個貧窮的家庭，有六兄弟姐妹，排

行第四。父親是一名電車工人，母親在家挑毛

衣幫補家計和照顧我們六兄弟姐妹。我和哥哥

姐姐讀完高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只有两位弟

弟繼續讀英專。我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已

離世。感謝神帶領三個孩子健康地成長，現時

他們各有自己的家庭，各有自己喜愛的工作。 

 

1975 我在香港信主，是

深水涉浸信會的会友。

1992 年到達澳洲雪梨，

先後参加卡市聖公會及

浸信會展信堂。期間在

雪梨三間安老院擔任義

務院牧。 

 

在我嬰兒時父母巳將我奉獻給神 ! 在我八歲

那年, 我的志願是做一個神的好僕人。2012 年

蒙召在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就讀文憑課程，畢

業後往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修讀「臨床牧關教育」

課程。2017 年再在創恩神學院進修全時間學位

課程，我的心志是在教會牧會。2019 年 3 月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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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實習。同年 4 月，李智峰牧師及山宣接

納我來到國語堂實習，為期一年。 

 

過去我曾在教會多個崗位事奉，例如 : 查經、

主席、領詩、詩班、關顧等。今年在山宣國語

堂的實習，主要是協助關顧及外展事工。每一

個事奉崗位都有不同的難處，只有靠着神的恩

典，多禱告、順服和倚靠神，作神喜悦的僕人! 

對我來說，在不同的教會，在每個新環境，我

必須謙卑努力學習，請各同工及弟兄姊妹們為

我在山宣的事奉代禱。 

 

我願將生命献給最敬愛的天父上帝使用 ! 我

在這裏，請差遣我 ! 

 

哈利路亞 ! 願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天父上

帝 ! 阿們! 

  

 

我的禱告生活                                                   林劍雯姊妹 

感謝神！給我機會與大家一起分享和學習禱告。我

們都知道，禱告是神兒女的權利，是基督徒生

活必不可少的。通過禱告，我們與阿爸天父交

通，讚美他，感謝他，與他分享我們的喜與樂、

苦與憂，在他面前傾心吐意，求他幫助，求他

憐憫，並聆聽神的話。阿爸天父真的好愛我們，

好喜歡與我們交通，這是我們的福分，是神的

恩惠。 

 

我的禱告生活能夠得着建立和不斷更新，真的

要感謝神。神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差派不同

的僕人幫助我，更藉著聖經、講台信息、有關

禱告靈修的書籍和弟兄姊妹的禱告經歷，來更

新我的禱告生活，也使我的生命和與神的關係

得到更新。從以前禱告時只會說上帝保佑，到

現在對神無所不談；從以前籠統含糊地向神認

罪，到現在心思意念稍有不潔都被聖靈光照而

失去平安；從前把禱告當作基督徒生活的規定

動作，到現在享受與天父的交通等等，都是聖

靈更新幫助的結果。 

 

每一天最享受的時光，不是出外旅遊，不是海

鮮大餐，而是禱告與天父交通。越禱告就越明

白神是何等聖潔慈愛和憐憫，越看到自己的罪

何等深重，越經歷神赦罪的平安。 

 

有一年的復活節，心裡有一個感動，希望能夠

更深地明白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於是在復

活節前 40天，盡量素食，禱告求神幫助我更

深地明白主耶穌何等愛我。這樣不斷的禱告，

聖靈不斷的光照，到一個地步，無論白天還是

夢裡，都看見我的罪是如此的深重如此的多，

神聖潔的真光直照入我生命的深處。當我來到

神的面前認罪，求神赦免

的那一刻，我的心驟然明

白耶穌基督是何等地愛我，

我是這樣一個不配被愛的

罪人，主耶穌卻愛我為我

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

命將我贖回，賜給我永生，

成為神的兒女。生命被神

更新，神的愛激勵我要愛

神，謙卑順服神的話，以

神的憐憫和恩典待人。 

 

禱告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因為神在我裡面，

我可以隨時隨地與天父交通，感謝讚美他。工

作的時候，告訴天父我的心情我的掙扎，我需

要他的幫助，甚至告訴他我的軟弱，也感謝天

父與我同在，看顧保守我，我不孤單。聖靈也

會提醒我責備我帶領我。我知道我是一個軟弱

無能的人，所以每一天開始生活之前，我都禱

告求神幫助我、憐憫我，賜我力量和智慧，願

主的能力在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帶領我過得

勝的生活。每一天都紀念主耶穌基督的受死和

復活，感謝他的愛和救贖的恩典，也感謝讚美

父神的偉大和聖靈的保守。也紀念肢體的需要，

為教會和國家禱告。禱告使我享受與阿爸天父交通

的甜蜜和快樂。 

 

雅各書 4:8 說 :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

們。」這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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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宣道會會長及副會長到訪山宣 

 

今年 6 月 16 月，澳洲宣道會副會長暨華人宣道

會聯會總幹事孫君浩牧師在山宣粵語堂証道，

並應邀在崇拜後與本會教牧、執事、附則草擬

小組成員座談及午飯。座談會中孫牧師的講話

内容摘要如下： 

I. 長老 

1.長議會 (Board of Elders) 由主任牧師

/傳道 (不包括助理傳道) 及選立的長

老组成。後者最少一個，最好是牧者和

長老人數相同。 

2. 堂會可以邀請會長到教會向會眾分享成

立長老的事。總會將有長執的訓練。 

3. 鼓勵教會選立長老，協助牧養、教導。

長老必須是男性，最好有神學訓練。 

Ⅱ. 多堂教會 (Multiple Congregation 

Church)  

1.管治委員會（執事會/長議會) 須有各

堂代表。 

2.各堂可成立事工委員會 (Ministry 

Committee)，成員包括該堂傳道、執

事及事工領袖。 

3.在全教會層面有長老會/執事會，成員

包括各堂的傳道、長老/執事。 

 

III. 會籍 

教會可以自訂會友類別。會友大會只計算責任

會友的出席人數。 

 

在同月 23日，澳洲宣道會會長葛敬能牧師 

(Rev. Ken Graham) 乘到本會英文堂証道之便，

到粵語堂和會眾見面，介紹總會的近况，並應

邀在崇拜後與本會教牧、執事座談及午飯。葛

牧師座談會講話內容摘要如下： 

1. 教牧的配偶應該避免參與教會的管治。 

2. 教會要按照聖經選立適合的肢體作長老。 

3. 教會要開始培訓青年人成為教會領袖（執

事）。 

4. 教會必須重視及資助教牧（及其配偶）参 

加每年總會舉辦的教牧退修会。 

 

多謝葛敬能牧師及孫君浩牧師百忙中到訪本會

証道外還特别出席座談會。深信與會的教牧及

領袖得益不少，也透過午飯，增進彼此認識及

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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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山宣(12) :  甚麼是附則 (By-Laws) ?                             郭兆和  

背景 

澳洲宣道總會手册 Section One II 提供了本

地堂會的會章範本，其中第十八條說明：「本

會經會友大會通過後，可採用與本會會章沒有

抵觸的附則，總會董事會須存有一份副本。」

山區宣道會自 2013 年起完全採用了總會的範

本為本堂會章。現在山宣再向前踏進一步，計

劃設立附則。執事會在 2019 年 1 月通過同工

會的建議，成立附則草擬小組，在 2019 年尾

前完成草稿。 

 

會章與附則 

會章（或稱憲章）是一個組織的基本原則，用

以規範組織的運作。附則提供具體的規則，以

作組織運作的指引。附則列出詳細的程序，組

織成員必須遵守，依法行事。附則為綱領性的

會章條文提供較詳細的定義，可較易隨著組織

需要的轉變而作修訂。組織需要附則以維持組

織營運的一致性。若組織成員清楚附則，便可

避免內部爭論或衝突。組織的領導及負責人也

可依照附則去進行會議和選舉。 

 

附則是會章的附屬規則，是會章的一個組成部

分，也是一個註冊組織應有的內部規條。根據

澳洲法律，附則是一個會社成員之間的合約，

必須經正式程序通過或修訂。 

 

教會會章的功能 

附則是教會的最重要文件之一，為堂會内部管

治提供一套標準，也闡釋教會的信仰和如何運

作。教會附則的其中一個基本功能是管理教會

的成員。附則可列明會籍的細則及聘任程序。

教會重要職位（如牧者、長老、執事)的職責

和要求也可在附則列明。 

 

附則也有助教會運作持續，事務有秩序地進行。

例如：誰草擬及批准預算？甚麼事項必須提交

會友大會通過？甚麼事可由長老决定？若這些

事没有明文規定，可引起激烈的爭論，甚至引

致教會分裂。 

 

世俗事項與教會信仰時有衝突，會章/附則清

楚表明教會的立場。也許這是教會設立附則的

最重要原因。教會有自主權訂明誰人可擔任甚

麼職份或事奉崗位，甚麼不當行為可導致終止

會籍。會友及牧者應可隨時查閱會章/附則。 

 

一個完美的世界無須教會附則，因為我們會無

私地以合一及和平的心同工。但在合一的同時，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   附則提供了一個架構，讓我們可以

在基督的自由中合適地處理特定的事項。 

 

前面的路 

附則草擬小組（成員包括 Sherwood Kwok 執事, 

Leo Lai 執事, Ivan Kwan 弟兄及 Ruth Yu 幹

事)正努力進行草擬工作。附則必須以會章為

本，再參考其他華人宣道會的附則。小組計畫

在初稿完成後，會諮詢會友的意見。經修訂後，

再呈交執事會審閱。若進度順利，可望在 2020

年初呈交特别會友大會通過。附則草擬並不容

易，請為專責小組的草擬工作代禱，求神賜智

慧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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