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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門徒與合一

三十期

李智峰牧師

教會這兩年的主題都是提醒信徒，要在靈命成長，及
要作基督的一個真門徒。

此建立生命。我們這樣做是合乎基督的心意，也
是表現出在主裏合而為一。

凡作為基督的門徒就要體貼主耶穌的心意，主耶穌在
約翰福音 17 章的大祭司禱告中，祈求教會合一。這
是耶穌臨近走上十字架前的一個禱告，可見主耶穌是
何等看重教會合一。 並且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 4 章 3
節也提醒我們要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

3.合一的事奉
我們在神面前領受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建立教
會，擴展神的國。所以今日我們要同心事奉，不
要彼此爭競，不要爭名聲，不求表現自己，不要
有比別人強的心態，不要有被人稱讚的心態；也
不要存有地盤主義，不要存有只選擇喜歡的人合
作同工的心態。這絕不是事奉教會的目的及態度。

但很可惜的是，在今日的華人教會裡，教會分裂是嚴
重的問題。有從紐西蘭來的肢體告訴我，哪裡華人教
會的增長很多是基於分裂，由一間變兩間教會。

所以我們要時刻儆醒，認清同心合一事奉的目的，
乃是為了建立神的家，為了回應神的愛。

無論在香港、加拿大、美國、澳洲的華人教會，我都
不時聽到有教會分裂的例子。主因大都是由兩群弟兄
姊妹人因為意見不合，各持己見；之後有一群離開了
原本的教會，另立教會，或離開了去參加其他教會。
這情況有如一對夫婦因為意見不合而離婚一樣。

弟兄姊姊，主基督非常看重信徒們的合一，因這是非
常重要的見證，可使世人認識我們是屬主的門徒——
有愛的群體；可以叫人因此認識耶穌基督——愛的源
頭。 過去的基督教會或基督機構在世界不同的社區
及角落做了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例如建立不少的
學校、醫院、孤兒院，它們體貼了社區的需要，餵飽
了很多飢餓的人(包括靈魂及肉體)，也安慰了很多受
傷的人的心靈。

其實主耶穌在二千年前已經預知到今日教會的問題，
所以他在為我們受死，走上十字架前，懇切地為信徒，
為教會的合一禱告。他祈禱說:「聖父啊，求你因你
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
樣。」約翰福音 17 章 11 節下。

縱使信徒表現了愛人、愛神的一面， 卻可能在教會
的決策上，與弟兄姊妹的合作上，有著不同的意見，
有著紛爭；以致不能達成合一的心意，達致合一的表
現。之後可能會造成信徒之間存有很大的隔膜， 造
成教會與教會之間的相爭。

今日我們要怎樣竭力保持合一:
1.將眼目只注視在神的榮耀上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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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7:22

我們作為主基督的門徒， 一切所行的事應只注視在
神的榮耀上。神賜信徒都有著不同的恩賜和才幹，一
切都是神所賜的；當各人用自己的恩賜互相配搭事奉，
便可以叫神得榮耀。我們要模仿基督的謙卑，學習互
相接納、包容、愛和寬恕，期望成為意見相異卻能合
一的教會。

當每個信徒都只關注神的榮耀，將眼目注視在基
督身上，凡事以神的事為念，以基督的心為心，
就一定能能夠達致合一。相反地，如果我們專注
在自己身上，當我們標榜自己時，就不能達到合
一。

親愛的弟兄姊妹，任何教會若缺乏合一的精神，傳播
福音就會受到阻攔。 教會若彼此相爭，就沒有辦法
使世人歸主。所以我們要體貼主耶穌基督的心意，要
竭力保持合而為一的心。

2.透過深入的相交及團契
透過小組生活，學習信徒之間彼此交通交流，彼
此分享在主裏生命的經歷； 也學習彼此提醒，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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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友大會暨第五屆執事選舉
2018 年 6 月 3 日是山宣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在這一
天，第十七屆會友大會暨第五屆執事選舉締造了以下
紀錄：
1. 首次粵、國、英語三堂以三語舉行聯合會友
大會；
2. 首次用分堂選舉及二輪投票方式選出執事；
3. 首次出現差額選舉（即是候選人數多於執事
名額）；
4. 首次有國語堂執事誕生；
5. 首次提前舉行答問的環節。

何桂卿(50)、鄭婉貞(49) 、王耀全(49)、何智聰(45)、
陳劉雪芬(43) 。然後全體出席會友為三堂共 8 位的執
事候選人投信任票(第二輪投票)。結果全部 8 位候選
人得票過半數，當選為第五屆執事( #連任 *新任 )：
粵語堂：*李光、#趙馮惠玲、#王耀全、
*鄭婉貞、*郭兆和、#李何桂卿
國語堂：*黎永
英語堂：#趙啟樑
此外，會友大會在無反對下分别通過了粵、英語堂常
費，國語堂及建堂基金的 2017/18 年度財政報告及粵、
英語堂常費，國語堂的 2018/19 年財政預算。建堂基
金的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其中關於金額十萬元
的大堂裝修工程一項，會上有意見將工程延遲一年，
舉手投票結果通過原預算的 67 票，反對的 16 票。建
堂基金的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獲得通過。

這次會友大會及執事選舉是三堂聯合舉行，需要較長
時間進行，所以答問的環節提前舉行(粤/英語堂在 5
月 20 日，國語堂在 5 月 27 日)。教會年度報告也相
應提早在 5 月 13 日派發給會友。
過去四屆執事選舉都是候選人人數不多於執事名額，
所以願意接受提名的候選人可以全部當選。第五屆執
事名額共有 8 位，其中粵語堂 6 位，國、英語堂分别
1 位。在提名階段，粵語堂有 12 位會友獲足夠提名
票，其中 8 位願意接受提名（名單見下段）；國語堂
1 位(黎永)、英語堂 1 位(趙啟樑)。這次執事選舉首次
出現粵語堂候選人數多於執事名額。

教會已安排在 6 月 24 日現屆最後一次執事會舉行新
舊執事聯合會議，並為粵語堂 6 位執事定出各部/事
工負責人（詳見本期另文介紹）。第五屆執事就職禮
將於 8 月 5 日的聯合崇拜中舉行。
歡迎新任的李光、郭兆和、鄭婉貞及黎永執事（後三
者首次當選），也多謝離任的郭李慧妍執事、何智聰
執事及陳劉雪芬執事過去在第四屆執事會的事奉。

6 月 3 日的會友大會，由李智峰牧師主持，三堂共 有
116 位會友出席。出席的粵語堂會友首先從 8 位粵語
堂候選人中選出 6 位(第一輪投票)。選舉結果如下(得
選票數) : 李光(68)、趙馮惠玲(60)、郭兆和(51)、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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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東傳道
義務國語傳道

記得 2006 年國語堂植堂時，周傳道
就鼓勵我去裝備進修，將來可以學習
做傳道。當時我的回應是，「神啊，
你還是預備其他人吧，我只做一個小
弟兄就好了」。當時也没有當一回事，
過了幾年，周傳道再次提起裝備學習
的事。雖然這次没有特别感動，却把
這事就放在心上，知道自己要服事，
没有裝備，服事的路一定走不遠。後
來李牧師開辦小牧者神學課程 (C T P) ，
我就報名参加，用了兩年的時間學習，
對我有很大幫助。

中有機會跟李牧師、許傳道、梁傳道和
其他弟兄姊妹學習牧養教會，服事弟兄
姊妹。在五年的義務助理傳道的服事中，
經歷了許多不容易的事，也學習到不少
功课，特别是在一年多時間，國語堂没
有全職傳道人的時候，更是给自己有許
多的挑戰和操練。
回頭回看看這幾年在山區宣道會的傳道
服事，完全相信是神的帶領和神的恩典，
特别是講台的服事，更是看到神親自的
帶領，聖靈的預備。講道是不容易的，但每一次預備
講章，就會經歷了神豐盛的恩典和供應。每次講完道，
不管講得如何，都會感謝神。在教會的傳道服事中，
深深感受到了做傳道人真是不容易，常常遇到挑戰，
人的埋怨批評和誤解。我能服事到今天，還没有退缩，
相信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感謝神能够使我成為他
手中的器皿，也感謝神預備了一位愛神的太太來幫助
我，鼓勵我在傳道上的服事。

宣道會神學院在堂會開辦証書課程，教會有幾個弟兄
姊妹参加，當時我没有感動去参加。過了一年，覺得
自己的服事能力有限，而且用人的方法去服事，覺得
很累。在新一年的開始，我想好好服事主。在牧師、
傳道人和太太的鼓勵下，我就報了証書課程，共有九
門課。想着一邊學習，一邊工作，一邊看神的帶領，
經過 7 年的艱苦學習，終於完成了神學課程。在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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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份，因我已完成文憑神學課程，傳道牌
照升了一級，牧師委派我負責國語堂的行政。 責任
重了，讓我更感受到對教會，對弟兄姊妹的牧養負擔。
期待在新的一年的服事中，能够按照聖經的真理，神
的心意，來牧養弟兄姊妹，傳揚基督的救恩。

宣道會，成為一個吸引人歸向耶稣基督的地方，讓教
會所做的都能够合神的心意，討神的喜悦，讓一切榮
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神！
最後用一節經文，作為大家的激勵，就是哥林多前書
4：2 ——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現在越來越多講國語的華人搬遷到山區這個地方。求
主幫助我們，與牧師、傳道、弟兄姊妹一起建立山區

祈禱，不單重要，且是必要

莫延年，莫孔次冰 (Johnny & Connie Mok)

（編者按： Johnny & Connie Mok 夫婦信主 30 多年，曾經
參與香港學園傳道會大學校園及長者傳福音事工、醫院佈道事
奉。Connie 在美國德州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聖經及
神學文憑畢業。他們兩人對禱告敬拜事工有負擔，現在他們協
助教會祈禱會帶領敬拜。）

認罪 (Confession)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
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 (約一 1：9)
告訴他你在甚麼事上跌倒。一定要仔細。感謝他在耶
穌基督裡的饒恕，祈求他的幫助和能力，勝過將來的
試探。

對基督徒來說，祈禱就像呼吸，不做比做更難。我們
祈禱的原因很多。首先，禱告是對神的事奉（路 2：
36-38）和服從。此外，禱告是神的命令（腓 4：67）。主耶穌和初期教會有很多禱告的例子（可 1：
35；徒 1：14；2：42；3：1；4：23-31；6：4；13：
1-3）。若耶穌基督認為祈禱重要，我們也應該這樣
看。若他需要祈禱，行在父的旨意中，我們不是更加
需要祈禱嗎？「」

感恩 (Thanksgiving) -- 常常「以感謝稱他為大」
(詩 69：30)
我們有極充分的理由去感謝神——他的愛，他的信實，
他的忍耐，還有更多... 感謝神在你生命的作為。
代求 (Supplication) --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
4：6）
無論事情有多微不足道，告訴神你的需要。對神來說，
没有甚麼是太微小或太鉅大的。

另一個需要祈禱的原因是神要我們藉着禱告得着他為
我們解决問題的方法。我們在以下的情况下祈禱：在
做重要决定前（路 6：12-13）；要勝過撒旦的難阻
（太 17：14-21）；為招聚工人收割屬靈的禾場（路
10：2）；要得着能力勝過試探（太 26：41）；為聖
徒得着能力(弗 6：18-19) 。

A.C.T.S.不是祈禱的唯一方法。雖然聖經中找不到這
個簡寫，但可作為一個指引，特别是我們正在學習祈
禱。記着，禱告不是一個方程式，每一個禱告也不需
包含所有元素。神要的是我們由心發出向他說話，向
他敞開自己。當我們愛主更多，我們便自然而然渴望
更多與他對話。

我們帶著特定的祈求來到神面前。神應許過，我們的
祈禱不是徒然的，縱然我們得不到我們所祈求的（太
6：6；8：26-27）。他曾應許，若我們照他的旨意求
甚麼，他就聽我們（約一 5：14-15）。有時他會延
遲他的回應，這是按他的智慧，也是為我們的好處。
在這些情况下，我們仍要努力不懈地祈禱（太 7：7；
路 18：1-8）。我們不應視禱告為神在地上成就我們
心意的手段；而應視之為神在地上成就他旨意的途徑。
神的智慧遠超過我們自己的智慧。

我們愈信靠神，常在他面前祈禱，神的名在我們的生
命愈得着榮耀。
參考資料：
http://www.cslewis.com/why-do-we-pray/ （2018 年 5 月）
Spurgeon, C., 1993. The Power of Prayer in a Believer’s Life,
Emerald Books: Lynnwood, Washington.
Terhune, M, V., 1883. A.C.T.S. The Continent. “Why Pray?”
National Day of Prayer Task Force,
http://www.nationaldayofprayer.org (2018 年 5 月)（註）

祈禱的方法
A.C.T.S. 是一個簡易的方法，去記憶幾個主要的禱告
元素。簡單來說，禱告有四個主要部分（註）:
敬拜 (Adoration) -- 「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68：
35)

中文翻譯：郭兆和

告訴神你有多敬佩他。表達你對他的愛。讚美他的能
力和偉大。這是開始你禱告的最好的方法。“你的作
為何等可畏。”（詩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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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分享 —「宣道會屬靈傳統」(楊慶球牧師著)
宣道會成立以來，一直強調「靈命進
深」和「普世差傳」兩個屬靈的傳統，
非常看重差傳和禱告。宣道會的屬靈
傳統並不是一些教義或規條的堆砌，
而是透過神僕人的信心歷程和煉淨生
命所結出來的果子。

郭李慧妍 (Anna Kwok)

讀經、默想、沉思和禱告。兩位牧者同樣指出:
「神的話固然重要，但基督徒不要只落在話語的
研究上，而是要留意聆聽和實踐神的話。」
書中更指出陶恕博士對教會的隨俗有深入的觀察，
社會急速發展，信徒再沒有耐性經歷屬靈的成長，
因為培養靈性和操練敬虔，是需要時間、耐心等
候和靜心聆聽。他勸信徒要敬虔地讀經，讀經是
為了與主同行，而信徒生命的最高境界是追求與
上帝聯合。

「宣道會屬靈傳統 」 一書簡而精地
闡釋了宣道會的精神，勾劃出宣道會
創始人宣信博士(A.B. Simpson) 的生命
成長及其信仰重視之處。宣信博士全然為主，絕對忠
心，他對拯救靈魂的迫切，感動了千萬信徒。他強調
宣教實踐是建基於屬靈的成長，而屬靈的成長與經歷，
是建基於與基督生命的聯合。宣信博士宣講的「四重
福音」歸納了宣道會的屬靈神學，這是他個人從主所
領受並親身經歷的屬靈精髓。書中精闢地解釋了宣道
會的信仰核心 ---- 以基督為中心的「四重福音」，即
基督是我們的救主、是使我們成聖的主、是我們的醫
治者及再來之王。這正是現今眾宣道會要同心傳承、
努力實踐的信息 。

陶恕博士和宣信博士都十分看重信徒與基督的聯合。
今年教會的重點是幫助弟兄姊妹在靈命上成長，感謝
神讓我在山宣圖書室遇到這本書，不但認識了宣道會
的屬靈傳統，更對宣道會兩位重要人物 ----- 宣信博士
和陶恕博士 ----- 有更多認識，他們的生命事蹟令人敬
佩。我誠意推薦每一位宣道會會友及追求生命成長的
信徒閱讀。
[ 編者按：楊慶球牧師著基督教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

會出版的「宣道會屬靈傳統」是山宣圖書室最新藏書
之一，編號 BHS 0040。影響當代教會達二、三百年的
約翰衛斯理牧師，有一份沈著而持久的閱讀操練。他
不單要傳道人多讀書，對一般信徒也有同樣嚴格的要
求。他說：「只有肯讀書的基督徒才是明白真理的基
督徒。」真正而全面的屬靈操練，必然包括閱讀的操
練，因為閱讀使信徒不陷於狹窄的自我主義，把禮拜
堂看作基督教會的全部，並且不會因個人的事情及得
失而忘卻更大的異象。「真正的權能，在於上帝的話
語；真正復興之道，在於信徒有恆切的閱讀操練。」
（註）]

本書另一特色是介紹了一位影響宣道會屬靈傳統至深
的陶恕博士 (A.W. Tozer)，陶恕博士把宣信博士的屬
靈神學發揚光大。他每天細心聆聽上帝的聲音，他是
「晝夜思想耶和華律法的人」，他盼望信徒回歸真誠，
與主同行。陶恕博士一而再地強調，我們有太多的聖
經知識，太多的神學理論，卻太少的經歷上帝。作者
在書中簡述了他的成長和屬靈的追求，以及他經常強
調的「成聖三部曲」:認識基督、與主同行及全心敬
拜。
宣信博士和陶恕博士的生命深度，秘訣在於他們個人
在上帝面前的操練，就是在他們豐富的屬靈生活中的

註： 吳思源「閱讀的操練—教會復興之道」第 2291 期（2008
年 7 月 20 日），基督教週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婦女會外展事工 --「織出愛」
婦女會繼中國舞班後成
立了一項新的外展事工，
名 為 「 織 出 愛 」
(Knitting for Christ) 編織
小組，發起人是山宣三
位肢體 Sylvia So、Fione
Kelly 及 Wylie Tam 姊妹。
小組由七月起於每月第
一 個 星 期 二 (10am12:30pm) 在教會堂址頂樓舉行，歡迎粵語及國語堂肢
體及親友參加。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但參加者
需自備織針、毛冷等用品。小組邀請了 Rosan 作為導
師，她有多年豐富的編織經驗，現在負責每月聚會鈎
針編織的指導和教材。

「織出愛」小組在 6 月 12 日(星期二)舉行了簡單的開
幕儀式，共有 17 位肢體及親友出席。會上 Sylvia 姊
妹介紹了小組的宗旨如下：
 藉編織活動與弟兄姊妹及朋友相交，發展友
誼，廣傳福音。
 分享編織樂趣，美化生活。
 服務社區 ～ 探訪老人院。
之後 Fione 姊妹帶領會眾同唱團歌「織出愛」（詞改
自現代聖詩「活出愛」）及李牧師分享信息。
Sylvia, Fione 及 Wylie 三位姊妹同屬瑪拉基 B 組。在
2016 年起，該小組參加了 Wrap with Love 舉辦的冷被
編織捐贈活動，由此引發起三位姊妹構思在教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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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出愛
奇妙大愛，於天上來
深廣闊，瀚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偏偏見到。
全然是愛，你我同行，
將心獻，沒離開，
齊立志，盡己一心，顯出愛。
基督深恩，驅策我，真光導前行，
無私的，向世界，獻祝福。
高針低針，加多一針，織出心中愛，
你我一起，同心獻，織出愛。
這個編織外展事工。她們和李牧師和師母分享這異象，
得到後者積極支持和執事會同意，七月正式成立。小
組亦已登記加入 Wrap with Love 成為會員。願神帶領
及使用「織出愛」事工。

資料提供：「織出愛」編織小組

認識山宣(9) : 山宣的管治架構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根據山宣的會章，在未設有長老會的情况下，執事會
是教會最重要的領導及執行組織。「執事會是由牧者
主導的，其他傳道人是扮演長老的角色，負責教導及
牧養; 而執事就是協助牧者來帶領教會的」(註)。每屆
執事任期二年，執事須經由會友大會選出。由於歷史
因素及粵語堂仍是山宣最大的堂會，粵語堂執事人數
（6 名）一直較英語堂（1 名）及國語堂（1 名）多。
但實際上，粵語堂執事中有些職位是服務全教會的，
如財務部、堂宇管理及發展部。

由表一可見，所有教牧為執事會當然委員，加上八位
經由選舉產生的執事。英語堂堂委會成員除了有關教
牧和執事外，主要是各被委任的事工領袖及家長代表
（粵、國語堂各一）。國語堂堂委會的組成方法也類
似。

教會的管治架構，除了執事會外，國語堂及英語堂早
已各自成立堂委會，領導該堂事工。以下表一至三分
别是第五屆執事會、英語堂堂委會及國語堂堂委會的
成員及職責表。執事會及國語堂堂委會分别於每月第
四及第一主日開會。英語堂堂委會每二個月開會一次。

教會另設有薪酬小組，處理受薪同工的薪酬及員工福
利事宜（例如公積金）。在執事會各部/事工之下，
通常設有委員會協助部長計畫、管理及執行該部事工。

教牧們參與每兩月一次的教牧同工會（表四）。同工
會的目的是: 讓教牧彼此分享及支持，為教會禱告及
守望，一同思想教會未來的方向。

小組事工不從屬於執事會，而是直接由主任牧師親自
帶領，加上三位區長協助，組成小組事工區長會（表
五）。
山宣會眾如對教會事務或事工有疑問或意見，可向教
牧、執事提出，也可具名填寫意見表交執事會，執事
會定必回覆。
註：李智峰牧師“牧者分享 ─ 執事選舉”(3/6/2018)

2018-2020 年度執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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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第五屆執事會 (2018-2020)
姓名
李智峰牧師

崗位
(主席) 主任牧師

職責
小組事工、教育部

宋秀鉉傳道
(Fredrick Song)
黃衛東傳道
李道賢傳道
陳梁豪傳道
李劉德麗師母
紀鄭婉貞
趙馮惠玲
郭兆和
李何桂卿
李光
王耀全
黎永
趙啟樑

英語傳道

英語堂事工

義務國語傳道
義務粵語傳道
義務敬拜傳道
義務牧師助理
執事
執事
執事
執事
執事
執事
執事
執事

小組事工、主日學、司事
男士事工、年輕家庭團契
敬拜事工
婦女事工、詩班、宣傳小組
多媒體部
會友部
財務部、文字小組、圖書館
關顧部
傳道部
堂宇管理及發展部
國語堂
英語堂

表二 : 英語堂堂委會
姓名
崗位
李智峰牧師
(主席) 主任牧師
宋秀鉉傳道
英語傳道、事工監督
李劉德麗師母
義務牧師助理
(文書) 執事、足球外展
Kenneth Chiu
小組事工
Timothy Kwok
敬拜事工
Jane Chiu
兒童主日學
Matthew Wong
閃光 -- 青年團契
Cassandra Tang
家長代表(粵語堂)
Edward Yu
家長代表(國語堂)
Chen Liang
委員 (查經組長)
Sharon Kan

黎永執事
鄭婉貞執事
趙馮惠玲執事

英語堂堂委會

表三 : 國語堂堂委會
姓名
崗位
李智峰牧師
(主席) 主任牧師
黃衛東傳道
義務國語傳道
黎永
執事、外展事工
林劍雯
(文書) 關顧事工
孔麗斌
敬拜事工
表四: 教牧同工會
姓名
李智峰牧師
宋秀鉉傳道
黃衛東傳道
李道賢傳道
陳梁豪傳道
李劉德麗師母

負責關顧執事
郭兆和執事、李何桂卿執事、李光
執事、王耀全執事
趙啟樑執事

國語堂堂委會
表五 : 小組事工區長會
姓名
崗位
李智峰牧師
(召集人)主任牧師、區長
陳梁豪傳道
區長
趙馮惠玲
區長
郭李慧妍
區長

崗位
(召集人)主任牧師
英語傳道
義務國語傳道
義務粵語傳道
義務敬拜傳道
義務牧師助理

出版：山區宣道會
顧問：李智峰牧師
編輯：Sherwood Kwok
設計/印刷：Ruth Yu
翻譯：Eve & Ivan Kwan, Iris Chau, Sherwood Kwok
校對：Sherwood Kwok, Anna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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