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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山宣三堂合一                                                                                                          李智峰牧師  

 

宣道會總會在幾年前已經開始思想，在每個宣道會

堂會的國語事工的發展策略，他們不再是鼓勵每一

會堂去植一所國語堂，而是在每個會堂中，開設國

語事工。 

 
基於宣道總會更改了對國語事工策略，山宣與總會

商量以後，認為把山宣的國語植堂改為會堂的國語

事工更為合適。所以從 2017 年 6 月開始， 國語植

堂正式改為山區宣道會的國語堂，歸入執事會管理。 

 

在現在的山區宣道會架構，有三個堂的會眾，有粵

語堂，英語堂，國語堂。事實上，國語堂回歸山宣

(母堂)以後，彼此聯合的活動或聚會增加了很多。

例如國語傳道人跟粵語堂肢體一同 到 Dubbo 短宣。

粵語堂肢體參與國語堂佈道會的敬拜服事；同樣地，

國語堂敬拜隊也參加粵語堂的佈道會，去一同服事。 

還有教會舉行國、粵語聯合領袖訓練，舉辦三堂的

敬拜訓練等等。盼望在不久的將來，三堂的合作更

加緊密。 

 
基於現在已經是三堂合一，在教會行政方面已經作

出了相應的調整。第一， 國語堂已有肢體被委任

在英語事工委員會中成為委員。第二，在今年 6 月

3 日的 2018-2020 年度第五屆執事選舉中，將會選

出一位國語堂的執事。第三，在未來的教會活動或

聚會，如會友大會、堂慶活動、洗禮、生活營、教

會旅行等等，都會是三堂會眾一起參加的。 

 
相信舉行三堂一起的活動，會有一定的困難，如語

言方面，因為很難同時翻譯兩種語言。但通過不同

的言語去敬拜上帝，卻是彰顯在主耶穌裡合一的群

體。 

 

猶記得自己開始加入宣道會服事時，當時的會長 

Roger Liang 是非常努力地推動不同語言的群體合一

地聚會的。他鼓勵會眾在祈禱會，在敬拜是用自己

的語言。很奇妙地，雖然我們不能夠彼此完全明白

大家所說的，卻是感受到在基督裏合一。 

我也很欣賞一位在 Baulkham Hills 的西人宣教會牧

師 Terry Davidson，他的異象是建立國際性的教會 

(International Church) 。在他所牧養的教會裡，有

韓國人、蘇聯人、中國人、越南人、蒙古人等。相

信說不同的語言的弟兄姊妹合一地敬拜上帝是震撼

的，也在敬拜中彰顯了在基督裏的合一性。 

 
我有時會聽到個別肢體說我不喜歡聯合崇拜，因要

聽翻譯時間長。我真盼望大家都能放低個人喜好，

嘗試明白我們的大牧者—耶穌基督的心。主耶穌在

約翰福音 17 章 20 至 23 節，為我們信徒合一，有

這樣祈禱 :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
人祈求， 
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
像我們合而為一。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
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
我一樣。  

 
在我牧會的經驗中，也見到不少教會因為會眾的不

喜歡，就逐步放棄了舉行聯合崇拜、聯合聚會、聯

合活動，以致最終不同語言的群體，在教會裏變成

了獨立的群體。 

 

我真盼望在我們的教會裡的不同語言群體，能長久

地保存彼此的合一性；要知道這是需要我們努力地

付出代價才能達到的，所以聖經經常勸勉我們要

「竭力保持合 而為一的心」。期望我們都以耶穌基

督的心為心，不單放下自己的喜好，也鼓勵其他肢體

放下自我的喜好， 一同「竭力保守教會的合而一」。

阿們! 

 

二零一八年五月             廿九期 

 

 山宣三堂合一 

 從聖經看執事的職責 

 山區宣道會第五屆執事選舉                   

 陳恩明牧師山宣之旅 

 教會生活營              

 德寶短宣行           

 認識山宣(9) : 山宣的佈道及宣

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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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看執事的職責                                                                                                                    李智峰牧師 

在使徒行傳 6:1-6 節記載了教會第一次執事的產生，

而執事產生的原因可分為兩方面:  

 
1. 消極方面:  信徒當中有講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

人發怨言，因為天天在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這

反映出當時教會的管理制度是不夠完善，有混亂，有

怨言，因應設立了執事的職份。 

 
2. 積極方面:  因為初期教會的信徒人數是天天加增，

他們都住在一處，凡物公用 (徒 2:43-47)。 這樣處境

下就需要有完善的管理，有組織性，設立規矩，以好

好管理派飯食。 若一教會達到相當人數，相應產生了

不少的事務要去處理，所以要有組織地運作，因此需

要有執事分工分擔，不能一切事務都交由牧師去負責。 

 
至於 “執事”的職份，本質上是去服事人。根據現代中

文譯本  “執事”為 “助手”。初期教會設立執事的職務，

目的就是協助作傳道的使徒能專心於禱告及傳道。所

以執事的工作範圍不只是管理飯食，最重要是甘心樂

意的服事人。既然教會是神從世界中選召出來而組成

的群體，去管理教會就是要有效地服事教會裡的會眾。 

 
因此，論到執事的職責，首要是關懷有需要的肢體，

例如有人病了，或者生活有特別困難和需要，執事們

要特別去關心他們。要將他們的情況通知牧師，共同

設法加以援助。此外，執事有責任或協助教會各樣聚

會或事工，能有秩序及有效地進行或執行。並且，執

事應當在教會裡作個忠心的管家，靠神的洪恩幫助，

盡力作好本份，以恩賜去服事教會，使教會的聖工能

按神的心意進行，使神的名得榮耀。 

 
 
 

其實要做執事的工作，一點都不容易，所以當初期教

會去揀選執事時，提到應具備的三個條件： 

 
1.有好名聲──與人的關係 

執事要服事人，就要和人發生關係。要與人建立

關係，就必須給人有好印象，在他們當中有好名

聲。 

 
2.被聖靈充滿──與神的關係 

執事是事奉神的，所以一定要與神建立良好親密

的關係。信徒若被聖靈充滿，就能明白神的心意

及按祂的心意而行。 被神充滿就是讓聖靈掌權，

讓主坐在我們心中的寶座，讓聖靈管理我們的思

想言行，最後結出聖靈的果子。如何被聖靈充滿？

就要多研讀聖經，多禱告，明白神的心意，並且

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按神的心意而活。 

 
3.智慧充足──與事的關係 

執事的職份是要面對人與事，辦理的時候必須智

慧充足。聖經的要求是凡事忠心，要達到事工要

辦得好的目的，就要求神賜充足的智慧。 

 
人有天生智慧的 ，也有缺少智慧的，但 若缺少智

慧的可向神求。如雅各書 1:5 記載「你 們 中 間 若 

有 缺 少 智 慧 的 ， 應 當 求 那 厚 賜 與 眾 人 、 也 

不 斥 責 人 的 神 ， 主 就 必 賜 給 他 。」 

    

在今年的 6 月 3 日，教會將舉行第五屆執事選舉。要

知道執事對教會的成長是很重要的及有很大的影響。

鼓勵肢體從今日開始為執事選舉多禱告，要認真的提

名及選擇合神心意的執事。求神預備有名聲，被聖靈

充滿及智慧充足的弟兄姊妹，作我們新一屆執事。

 

山區宣道會第五屆執事選舉 

教會領袖群的質素及人數是任何教會增長及發展的其

中一個重要因素。神親自建立並帶領山區宣道會，若

要教會繼續成長，需要有生命及有恩賜的領袖與牧者

一同帶領教會。執事是教會重要的領袖，每屆（二年）

執事選舉，山宣會根據宣道會會章及其他附章，定下

執事候選人的資格(如下)。 

 必須是山區宣道會會友 

  受洗三年或以上, 成為本會會友半年或以上及

連續在本教會聚會至少一年 

  年齡 25 歲或以上 

  90% 出席主日崇拜聚會 (無原因缺席不超過 5

個星期) 

 實行十份一奉獻給山區宣道會 

 有美好的生命品格 

 成熟及負責任 

 與神及與人有良好的關係 

 有美好的家庭見証 

獲得所需提名票數者，教會會核對他們的資格，並請

他們在神面前醒察及尋求祂的心意，是否應該承擔作

為執事的職份。  他們同意後會正式成為執事候選人，

並於當年的會友大會中舉行執事選舉。 

 
山宣是由 2010 年開始設立執事，已舉行四次選舉。

在過去四次選舉當選的執事名單如下： 

 
年度 執事姓名 

第一屆 

2010 – 2012 

Anita Chan, Paul Chan, Roy Ho, Nicky Lee, Carter Li, 
Ronald Li, James Wong, Amy Yau  

第二屆 

2 012 - 2014 

Anita Chan, Bowen Chan, Roy Ho, Nicky Lee, Carter 
Li, Ronald Li, James Wong, Amy Yau 

第三屆 

2014 - 2016 

Karen Chan, Quincy Cheuk, Kenneth Chiu, Roy Ho, 
Nicky Lee, Carter Li 

第四屆 

2016 – 2018  

Anita Chan, Kenneth Chiu, Ling Chiu, Roy Ho, Anna 
Kwok,  Nicky Lee, Jame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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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2018-2020 年度) 執事選舉將在今年的 6 月 3 

日舉行。本屆執事人數為為 9 人(6 位粵語堂、2 位英

語堂、1 位國語堂)。執事選舉提名由 4 月 8 日開始，

4 月 22 日中午結束。獲得 9 人或以上提名票數者，

經教會核對資格並得該人同意，才可成為候選人。今

屆執事會的職位如下：多媒體部，財政部，教育部及

文字小組，會友及關顧部，堂宇管理及發展部，                                                                  

國語堂，英語事工，兒童事工。 
 

希望山宣會友踴躍參與執事選舉（提名及投票）和出

席會友大會，並為執事選舉代禱，求神預備合適的會

友擔任執事。 
 
資料來源：2018-2020 山區宣道會執事選舉須知 

陳恩明牧師山宣之旅 

陳恩明牧師於一九八○年在播道神學院畢業，並曾於一

九九○年在溫哥華維真學院 (Regent College) 進修，自一

九八二年起於基督教豐盛生命堂事奉，現為該堂顧問牧

師。陳牧師多次擔任葛培理、包樂大會翻譯員，也經常

在世界各地主領佈道聚會。牧會以外，他從事翻譯迄今

四十年，譯作逾三十本。 

  
今年年初，陳牧師應山宣邀請，專誠由香港來到雪梨，

擔任生活營、主日崇拜、座談會、講座、佈道會及訓練

班講員。主領的大小聚會及

活動共 15 項，時期長達 18

天（内容詳見附表）。陳牧

師負責的聚會及訓練範圍廣

泛，除了生活營和主日崇拜

的講道，有他擅長的傳譯和

佈道信息，還有敬拜訓練、

領袖訓練、男士講座等。適

合的對象涵蓋了山宣粵、國、

英語三堂會眾，會外肢體

（如公開講座）及未信主的

朋友（如佈道會）。 
 

附表 2018 年嘉賓講員陳恩明牧師教會聚會/活動表 

日期 時間/地點 聚會 

25-27/1  
星期四至星

期六 

Pacific 
Gardent 
Hotel – 
The Entrance  

教會生活營 ----「你我祂」 

28/1 星期日 9:30am 
@PHCC 

主日崇拜 ---- 作主門徒念寶訓 (1)   

11:15am 

@PHCC 
傳譯技巧座談會  

 

3/2 星期六 7:30pm-
9:30pm  

@教會堂址 

公開講座/工作坊 

「人生下半場 ---- 贏在終點線」 

4/2 星期日 9:30am 

@PHCC 
主日崇拜 ---- 作主門徒念寶訓 (2)    

2pm-4pm 
@教會堂址 

國、粵語堂領袖訓練 

 

7:30pm-
9:30pm  
@教會堂址 

講座「在生命的起與跌中，堅固你的

弟兄」 (男人事工) 

8/2 星期四 7:30pm-
9:30pm  
@教會堂址 

粵、英語敬拜訓練   

(國語傳譯) 

9/2 星期五 7:30pm-
9:30pm  

@教會堂址 

英語堂領袖訓練 

 

10/2 星期六 7pm-9pm  
@教會堂址 

國語堂佈道聚會  

「亂世中的平安」 

11/2 星期日 9:30am 

@PHCC 
主日崇拜 ---- 作主門徒念寶訓 (3)    

7pm-9pm  

@PHCC  
粵語佈道聚會「高分低志」 

 (美意分享天地) 

 

在連續三個主日崇拜，陳牧師以主耶穌的「登山寶訓」

中的「八福」（馬太福音 6:24-34）為主題勉勵山宣肢體。

在不同的聚會中，陳牧師除了流暢生動地傳講信息，也

真誠地分享他個人的生命，又以他豐富的牧會及生活經

驗，精簡幽默地回應各聚會會眾的提問。他有時更自彈

自唱，以他雄厚的歌聲唱出“Along the Road of Life "、 

"Amazing Grace" 等名曲，歌頌神的恩典。 

 
在陳牧師整個山宣的領會行程中，籌備時間最長及需要

最多人力物力的是生活營及音樂佈道會。在三日二夜

（1 月 25 至 27 日）的生活營，陳牧師共主領三次營會

及一次公開聚會。陳牧師的山宣之旅以音樂佈道會（2

月 11 日）為終結。佈道會的內容豐富，陳牧師除了講

述佈道信息，還以色士風吹奏聖詩及以結他彈唱名曲。 

 
總結陳牧師山宣之旅，不但山宣三堂肢體得到提醒、造

就，不少堂外信徒及未信者透過公開講座和佈道會也有

得着。要應付接近三星期的行程，有時更一日主領三次

聚會，陳牧師付出的心力和體力不少。感謝主看顧保守

陳牧師，在整個旅程身體健康、體力充沛、神飽滿、腦

筋靈活。願主繼續賜福陳牧師在香港及海外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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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營                                                                                                                李光 (Carter Li) 

在 2018 年 1 月 25 至 27 日，教會舉辦了一個中英文

堂聯合生活營，主題是「你. 我. 祂」，教會定這個

主題，是因為看見現今世代的人際關係有很多問題，

無論在社會、家庭和教會都有人與人相處的困難。

中文堂 Lina 姊妹更為生活營創作了「你. 我. 祂」的

營歌。共有 130 位會員，家屬及朋友一起參加了這

次大型生活營的活動。 

 
這次生活營，靠著神的恩典，由李牧師和李師母的

帶領，與生活營籌委會以及負責音響投影器材、敬

拜隊、組長等很多弟兄姊妹的通力合作，使得生活

營能順利圓滿完成。 

 
在第一晩的揭

幕晚會中，先

由李牧師帶領

我們向神感恩，

由李師母介紹

中英文堂籌委

會、敬拜隊、

音響隊、投影

隊、活動隊、兒童節目隊、幼兒隊、攝影隊和救護

隊的成員名單，集團合影留念。由營主任解釋入營

須知。敬拜隊以營歌「你. 我. 祂」作壓軸及 Pastor 

Song 隨後由英文堂 Nat 負責，用心思設計了一個很

特別的遊戲，所有人都積極參與，相互認識，整個

遊戲充滿歡樂氣氛，期後有小組分享和茶點作結束。 

 
在營中第二第三日早上，均由李牧師帶領晨更，用

羅馬書 12:9-16 講解彰顯犧牲的愛和羅馬書 12:17-21

講解彰顯奇妙的愛，提醒我們要遵從主耶穌的命令

實踐去愛有需要的人，去愛不可愛的人，去愛離棄

或是傷害過自己的人。 

 
在生活營最重要的部分是信息教導，今次能邀請陳

恩明牧師擔任營中講員，實是神賜給我們的福份，

陳牧師信息第一講：與人的關係，教導我們要學習

主耶穌的樣式，愛之前要悔改、存憐憐的心、彼此

寬恕，結出聖靈的果子。信息第二講：與自己的關

係，教導我們如聖經所說的愛人如己，學習愛別人，

另外因為我們的身體是神用重金贖來的，身體是神

的殿，所以要愛自己，多些

肯定自己，不要有自毀的行

為。信息第三講：與神的關

係，教導我們因為人的犯罪

虧欠了神，人與神隔膜，人

越來越遠離神，我們只有藉

著聖靈，藉著耶穌基督，才

能靠近父神。不要將家庭和

子女作唯一的希望，因為我

們的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裡。

要向神祈禱，祈禱是呼吸，是生命，要不住禱告，

要常常喜樂，凡事謝恩。 

 
在營裏也有豐富多

彩的娛樂活動：網

球、桌球、藍球、

游泳等，特別是第

二天下午的拉大繩，

乒乓球比賽激烈精

彩。 

 
第三日下午還舉辦

了「火星撞地球」講座，酒店的老闆 Raymond 邀請

了當地的基督徒車車來參加，陳牧師的講座精僻深

入，令大家深思和反醒。透過聖經的話語學習與子

女溝通。 

 
離營前有一段分享的時間，得到數位弟兄姊妹的真

誠分享。在分享中提醒我們要以耶穌基督為榜樣愛

神，愛人，愛教會。更要學習寬恕傷害過我們的人，

建立良好的關係，榮神益人。 

 

我能憶述內容要感謝主，也要感謝李師母和 Ruth 姊

妹為營刊的付出，也很多謝 Sharon Ki 姊妹為營刊設

計了很好的封面，給大家既能寫下筆記，亦能留下

作紀念。 

 
舉辦這次教會生活營，全賴神感動大家的參與，對

教會事工的支持，多謝各位弟兄姊妹的辛勞，感謝

主，願榮耀頌讚歸與我們的天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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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寶短宣行                                                                                           王卓禮 (Matthew Wong)   

 
我與媽媽  (Connie) 和

Jeanie 姨姨在 8 月 27 日

至 29 日一起參加了

Dubbo 短宣，這是我的

第一次。總的來說，這

是一次非常有收穫的經

歷，讓我親身體驗了上

帝在該地區的工作。 

在前往 Dubbo 6 小時的

車程中，我除了小睡一會兒之外，還和另外兩位姨姨

有很好的閒聊，所以感覺路程不是很長。我們在下午

2 點 15 分到達 Dubbo，去了一家餐館，餐館老闆

(John) 和他的妻子(Jessie)很熱情地歡迎我們，還為我

們準備了午餐。在這頓飯中，Jessie 分享了她即將 94

歲的父親剛剛獲得駕駛執照續期三個月，儘管他的一

隻眼睛幾乎是看不見東西，而另一隻眼睛也只餘一半

的視力。所以，如果你去到那個地區，請小心注意！ 

我們回到酒店稍作休息並討論之後的計劃後，就去探

訪周圍的中國餐館，邀請他們在星期一下午參加我們

的團契聚會。幾乎所有的餐館老闆都已經知道我們是

誰，為什麼我們在那裡，因為我們這個團隊（除了我）

已經去了三年了。他們中間有些人會歡迎我們，抽出

時間與我們交談。一家餐館甚至“強迫”我們留在那

裡吃飯，但也有些餐館表現出沒有興趣和我們說話。

這讓我了解和體會到傳福音的時候，我們將面臨許多

拒絕，但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信心，因為我們相信我們

的上帝是真實的，祂活著。而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做什

麼，而是祂做什麼。 

我和媽媽住在一對夫婦的家裡。我們原本不想打擾他

們，給他們帶來太多麻煩和工作，但他們已經多次邀

請我媽媽，所以這次媽媽決定住在他們家中。原來這

對夫婦都是基督徒，他們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對很多困

難，一直在苦苦掙扎。我們兩個晚上都和他們聊天直

到午夜，傾聽他們的掙扎，並且通過分享我們的經驗

給予他們鼓勵。這件事教會了我，神可以在很多方面

使用我們。在這次短宣之旅中，上帝不僅使用我們向

非信徒傳福音，而且還使用我們鼓勵正在掙扎的基督

徒。 

在星期一的團契聚會中，我看到並體驗到上帝的勝利。

在聚會開始之前，我們有不同的擔憂，例如有一位

『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計劃會來參加，他甚至問是

否可以有 15 分鐘的時間給他分享，但被我們拒絕了；

我們也擔心將會參加聚會的人數。最後，由於某種原

因，那人沒有出現，而且也有不少新面孔參加了聚會。

在聚會期間，我們首先有敬拜時間，然後播放了一個

亞洲人的見證短片，他曾經有犯罪紀錄，但最終成為

加拿大國防部的主管。最重要的是，之後有一位女士

決志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雖然她只是三年內的第二

位，但確實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時刻，我相信在天上也

會為此而歡喜快樂。 

在團契中我還遇到一對叫 Bettie 和 Evan 的白人老夫

婦，他們已經是 40 多年的基督徒了。我不明白的是，

儘管其他人都說中文，而且沒有翻譯，但他們還是每

次都來我們的團契。於是我問他們是什麼原因，他們

說：「我們到中國餐館去派發傳單，邀請中國人來參

加這個團契。所以我們自己的實際參與對於那些到來

的人是很有意義的。」後來媽媽告訴我，這對夫婦會

種蔬菜送給中國人，還免費為他們的孩子補習。所以

那裡的中國人很尊敬這對夫婦。我真的學到很多，並

十分欣賞這對夫婦。他們的行為真正展示了他們對上

帝的愛和委身。雖然有語言障礙，不能直接向中國人

傳福音，但他們確實已經在人們心中建立了基督徒的

正面形象。 

我真的希望你讀了這篇分享之後會將 Dubbo 放在心

上，並為這個地區祈禱，特別是在那裡的中國人家庭，

因為他們大多數還沒有相信主耶穌，當中一些人還在

賭癮中苦苦掙扎。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唯

有衪能拯救我們。所以，讓我們為他們祈禱，願他們

最終會接受福音，信靠耶穌基督。 

中文翻譯：Ivan Kwan 

認識山宣(9) : 山宣的佈道及宣教事工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上期季刊介紹了山宣的外展及體育事工，今期主要介

紹山宣粵語堂的佈道及宣教事工。現時粵語堂有不同

的部門推行與福音及宣教有關的事工/活動，包括： 

 

福音事工 

部門 活動 形式 

傳道部 

老人院探訪事工 信息分享、接觸和關懷 

「生命歷奇」課程 晚餐、信息、小組討論 

「美意分享天地」 佈道會 

陪談及初信栽培 個別栽培 

教育部 「三福」個人佈道訓練 課堂、實習 

婦女會 
中國舞班 表演、佈道會 

平安夜佈道會及愛筵 晚餐、佈道會 

小组事工 小组聚會/活動 小组聚會/活動 

宣教事工 

部門 活動 形式 

傳道部 
Dubbo 短宣 探訪、聚會、栽培 

宣教週 宣教聚會、宣教主日 

財政部 差傳信心認獻 （代澳洲宣道總會收） 

 
 



6 
 

 

福音事工 

1.「生命歷奇」課程 

傳道部在 2017 年 3 月至 6 月舉辦了「生命歷奇」課

程，共有八次聚會，每兩星期六晚上在教會堂址舉行。

這課程與山宣之前曾舉辦「啓發課程」相似，目的是

希望在一個較輕鬆的環境下，藉着分享聖經信息和答

問的方式，譲參加者可更容易投入及明白福音及基督

信仰。每次聚會，參加者首先共享晚餐，然後有信息

分享、分組討論。 

 
2. 老人院探訪事工 

現時山宣有兩個老人院探訪隊。第一隊在每月第二及

第四星期六的早上探訪 Thornleigh Nursing Home。聯

絡人為楊頌仁弟兄，成員有 Cecilia Young、Duong Lee、

Amy Yau、Carol Li、Hang Lau、Edith  Yip、Elaine Li、 

Juanita Yeung。第二隊在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早上 10:30  

到 Pennant Hills 護老院服侍，成員有李牧師、李師母、

Anita Chan 執事、 Cal Chan、Mike Ng、Tommy Mak。 

 
3. 「美意分享天地」 

「美意分享天地」主要是透過不同的活動/課程，向

華人社群傳揚耶穌基督的好消息，但也舉辦了二次佈

道會： 2015 年在 11 月 22 日晚上的福音性聚會 - -  人

生路分享晚會: 「下一站有樂」； 2018 年 2 月 11 日

在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的「高分低志」音

樂佈道會，講員為陳恩明牧師。 

 
4. 陪談及初信栽培 

在山宣，初信者決志後的栽培通常由所屬小组组長/

區長 或「三福」隊長負責，材料是李智峰牧師編撰的

「紮根六課」。「三福」隊長也會擔任教會佈道會的

陪談員。 

 
5. 「三福」個人佈道訓練 

教育部負責「三福」個人佈道訓練。山宣現時有二位

「三福」教師，即李智峰牧師及 Anna Kwok 執事。山

宣曾舉辦了三屆「三福」佈道訓練，總共有 18 位肢

體經過學習和出隊實習佈道後畢業，獲頒三福隊長證

書。 

 
6. 婦女會 

婦女會在 2015 年 3 月 28 日舉辦了「喜樂人生」佈道

會；在 2016 年 10 月 29 日舉辦了「豐盛人生」佈道

晚會，當晚內容有中國舞蹈表演、粵曲獻唱、見證、 

信息。每年的平安夜佈道會及愛筵，也主要是由婦女

事工的李師母負責安排。 

 

 

7. 小组聚會/活動 

原則上，小組教會的細胞小組是信徒群體擴張的基地：

見證、佈道、接觸未信者、栽培等均會在小組內發生。

個別小組可以單獨或聯合舉辦不同類型的福音性聚會

或活動（例如福音旅行、康體活動）。另一方面，參

加小組的未信者可能透過查經、組員的見證和關心，

認識基督教，決志相信耶穌。 

 

宣教事工 

1. Dubbo 短宣 

在 2015 年教會邀請了澳洲「中信」為教會提供了 4

次的短宣訓練，共有十多位肢體參加此訓練。同年成

立了 Dubbo 短宣隊，再與「中信」合作去 Dubbo 短

宣。短宣隊於 2016 年 10 月 23 日崇拜後舉行 Dubbo

短宣分享會，鼓勵教會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短宣事工。

現在短宣隊每年安排四次探望和傳福音給 Dubbo 當地

華人。核心隊員有 Anita Chan 執事、Connie Or、

Jeanie Wong。 

 
2. 宣教週 

澳洲宣道會總會要求所有堂會每年都要舉行宣教週；

總會負責編排日期及安排講員/宣教士。華人堂會的

安排則是這樣，華人宣道會聯會每年會從海外邀請華

人講員來澳洲到各華人堂會作宣教週講員，但每間華

人堂會每隔一年才有由聯會安排的講員，因一個講員

不可能每次來澳都走遍各省的華人堂會。所有堂會需

負責接待講員之住宿、交通接送及膳食安排。2017

年 8 月山宣的宣教週聚會包括: 宣教之夜、 年青人宣

教的挑戰、佈道聚會、宣教主日。 

 
3. 差傳信心認獻 

總會要求所有宣道會的堂會每年都要舉行差傳信心認

獻，由堂會財政部代收及轉交。信心認獻分配如下：

支持海外跨文化事奉的同工；支持植堂事工；支持服

事全球回教徒的同工； 澳洲宣教學院培訓堂會的領袖；

在總會為宣教士及各堂會提供行政支援。 

 
宣道會是一個注重傳福音、宣教及植堂的宗派。山宣

致力牧養關顧會眾、造就信徒靈命，也積極鼓勵肢體

傳福音、推動佈道事工。這是回應耶穌基督所給的命

令 - - 愛神，愛人 (太 22:37-38)，傳福音及培訓門徒

(太 28:19-20) 。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山區宣道會十五週年特刊、教會事工報告及山區
宣道道會組員守則，並多謝有關事工/部門提供部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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