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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要做一個精明的信徒

三十一期

李智峰牧師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 「 跟隨主腳步，作主真門徒」。
提起真門徒，使我們記得主耶穌曾經在路加福音
16 章 3 至 8 節說過一個不義的管家的比喻，來提
醒門徒要做一個聰明的管家。

有些基督徒懂得合著眼睛虔誠禱告，但睜開眼睛之
後卻不遵守人間的規條。家庭不整理而亂七八糟的
基督徒，赴約不守時的基督徒； 生活不守秩序的
基督徒，四處都有。

主耶穌說: 「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
之子更加聰明」。今日我們作為光明之子 --- 作主
的門徒應該比今世之子(屬世界的人)更加聰明。要
跟著聖經的教導過每一天，以致我們不會作一個糊
塗的基督徒。

有一位弟兄，他穿著印有「上帝愛世人」的衣服向
四周的人傳福音，但卻被看見他在排隊時尖隊。有
些基督徒時常祈禱迫切盼望家人信主，但在生活上
卻不肯吃虧，處處與家人斤斤計較。這樣的行為，
怎能領人歸主呢? 這不是糊塗是甚麼?

保羅在以弗所書 5 章 15 節也這樣提醒我們: 「你們
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糊塗人)，當像智慧
人」。但在今日的教會裡頭，真是存在著很多糊塗
的基督徒。究竟甚麼是糊塗的基督徒呢? 就是一個
不長進的基督徒。

3. 第三類糊塗的基督徒，是那些只知道殷勤努力，
卻不知道仰望交託上帝的信徒。
若要成功，單靠勤力是不足夠的。中國人有一句智
慧說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認為意思是
人不能單靠自己，也要靠上帝才能成功。

我們將這些糊塗基督徒的特徵，分為四類:
1. 第一類糊塗的基督徒，是指只知道把一些事情
「仰望、交託」 上帝，自己卻不肯盡能力，去努
力的信徒。

所羅門王在傳道書 9 章 11 節說:「快跑的未必能贏，
力戰的未必得勝」。意思是，人是無法主宰自己的
命運。你看，身體強壯的人猝死；天外飛來的子彈
擊中行人的腦袋；備受看好的政治明星突然被宣告
患了末期癌症；富有的財主因為一次賠本的生意，
就立刻失去了一切。

聖經的確教導我們先把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但是交
託不等於不需要盡自己的本份。交託的意思，是當
我們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先告訴上帝，然後就安安
靜靜，快快樂樂，勤勤力力地去做那件事情；專心
仰賴上帝替我們成就。但對糊塗的基督徒來說，他
們仰望交託，常常是不肯付代價，不肯盡力的藉口。

世人是不能單靠自己的，主耶穌的信徒也不能。
信徒在生活行為上，理應操練並且學會仰望那位全
知全能的上帝，祈求祂的保守和引導。所以我們除
了懂得睜開眼睛，殷勤努力讀書、工作，經營自己
的家庭之外，也要懂得閉上眼睛虔誠地禱告，做一
個懂得仰望交託，等候上帝引導，與上帝同工的基
督徒。

有一個諷刺的故事，講到一個少年人面對考試，因
無心溫習功課，就向上帝禱告說:「上帝呀，我將
我的考試交託給你」。上帝很感慨地回答: 「我早
已把讀書的機會與責任交給你，為什麼你現在又要
交還給我呢? 難道你要我代替你讀書嗎? 代你考試
嗎?」

4. 第四類糊塗的基督徒，是那些知道仰望交託，
依靠上帝，自己肯努力上進，但成功之後，卻不將
榮耀歸與上帝，甚至忘記了上帝之恩的人。

2. 第二類糊塗的基督徒，是只有外表、宗教的敬
虔，卻沒有生活的好見證。

弟兄姊妹盼望我們都不做糊塗的信徒，透過聖經的
教導及聖靈的引領，作個精明的、主的真門徒 ──
不斷學習殷勤努力，懂道凡事倚靠上帝，有美好的
人生見證，更懂得將榮耀歸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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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堂 2019 印尼短宣

宋秀鉉傳道 (Fredrick Song)

主耶穌讓山宣英語堂踏出實踐大使命這異象的第一
步 —— 在 2019 年 2 月派短宣隊到印尼。我們十
分興奮，也期待在這旅程經歷神的大作為，因為宣
道會的創辦人宣信博士曾說過：
「我們的神有無窮盡的資源，限制只是在
我們 —— 我們的請求、我們的思想、我
們的祈求都是太小。我們的期望太有限。」

開展事工。宣道會建立數以百計的教會，開設神學
院，宣教士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島國向散居的民族
傳揚耶穌的福音。 自 1929 年，共有 3,000 個宣
道會堂會在印尼的 1,800 個島嶼成立。「印尼福音
會幕教會」是一所全國性的宣道會，聚會人數約有
375,000 人。現時大約有 3,300 神學生在宣道會神
學院就讀。

一般來說，參與短宣的信徒除了協助宣道會在當地
的長期宣教事工和同工，他們回來後對信仰更委身。
每一年有數以千計的宣道會信徒參與海外短宣，在
宣道會的長期宣教事工上有份，以不同的方式服事
海外教會。

甚麼是 Envision ?
Envision 是宣道會的一個事工，專門物色及培訓
宣教領袖，在主要的市區中開拓、建立及鞏固基督
徒群體。Envision 短宣體驗團為期 7 至 10 天。
我們的短宣隊有機會和在印尼的宣教
士一起同工，透過一些可行的項目服
事當地教會。 Envision 在印尼的總
部設在爪哇的萬隆市 (Bandung)，當
地人口有 5 百萬。

為什麼選擇印尼?
印 尼 是世 界 上最多穆
斯林的回教國家。
2010 年的人口統計，
全國有 87.18%人自稱
為 穆 斯林 ， 而基督徙
只有 9.87%（其中超
過 70%為新教徒）。
印尼有 780 個民族（佔人口 62.4%）從未聽聞福
音。印尼全國有 17,500 個島嶼，約有 2 億 4 千萬
人，是世界上第四人口最多的國家。這是一個機會
讓澳洲的基督徒去愛這個澳洲鄰國。
自上世紀初，宣道會在印尼傳教，付上了不少的犧
牲和性命，所以宣道會在印尼基督徒中有較强大的
根基。1928 年，早期宣教士 Robert A. Jaffray
到當時稱為東印度群島的印尼勘察。美國大蕭條幾
乎令到他的工作停頓， Jaffray 仍促請宣道會繼續

怎樣參與這短宣?
禱告、禱告、禱告。以禱告支持及鼓
勵短宣隊。為負責人祈禱，以致行程
安排合乎神心意。為參與的隊員祈禱，
保守他們在事前準備和旅途中滿有信心。為當地宣
教士及 Envision 同工祈禱，讓聖靈帶領他們為這
行程的安排。為萬隆市的居民祈禱，求神在那裡施
行奇事。為印尼這個國家的政治稳定和安全祈禱。
求神只讓我們遇到我們能承受的困難。
若神感動你在金錢上支持這短宣行程，請為 2019
印尼短宣之旅奉獻。
中文翻譯：Sherwood Kwok

2018 宣教週及差傳信心認獻
宣道會是一個注重傳福音、宣教及植堂的宗派。澳
洲宣道會總會要求所有堂會每年都要舉行宣教週及
差傳信心認獻。今年華人宣道會聯會為山宣安排的
華人講員是香港宣道差會澳門工場的吳金煌牧師。
多謝 Katie Chen 姊妹及家人接待吳牧師。
今年宣教週聚會包括：
7/9 星期五 7:30pm
宣教分享晚會 (英語)
8/9 星期六 7:30pm
宣教分享晚會 (粵/國語)
9/9 星期日 9:30am
崇拜講道 (粵語)
總會根據每年的信心奉獻作來年差派宣教士及植堂
的財政預算，由堂會財政部代收後全數轉交總會。
過去數年本堂在此項奉獻的預算及收入如下：

年度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預算收入*
$5000
$5000
$7000
$7000
$7000

實際奉獻*
$6354
$7200
$9847
$11640
($5,580
至 09/10/2018)

*資料來源：山宣年報的財政報告及預算
可見山宣肢體對差傳在奉獻上的支持與年俱增。希
望在來年我們更有信心去增加差傳認獻的預算，也
在奉獻上、祈禱上和行動上繼續支持澳洲宣道會和
山宣的宣教事工（例如 Dubbo 短宣隊，2019 年 2
月英語堂的印尼短宣體驗團）。

敬拜事工：敬拜傳道和音樂協調員
前言：山宣自 2000 年 10 月創堂至今，一直採用
小組教會和詩歌敬拜模式，所以敬拜事工是其中
一個很重要的事工，過去一直由堂委或執事負責
統籌敬拜事工。由於敬拜事工是如此重要，李牧
師期望敬拜部能由一位有音樂恩賜及負擔的教牧
同工來帶領，期望教會的敬拜能更新及再進步。
所以 2018 年 2 月執事㑹應李牧師的建議通過委任
陳梁豪義務傳道和杜麗娜 (Lina) 夫婦分別為「敬
拜傳道」和「音樂協調員」，並在過渡期與敬拜
部委員們商討未來的方向，至今年 7 月正式投入
服侍，並直接向主任牧師負責。本刊特別訪問陳
傳道夫婦，介紹他們的新任命、職責及計畫等。

體恤隊員的能力，彼此配合達至雙方所需的要求。
同工之間也要彼此尊重，維繫良好合作關係。
音樂協調員 --杜麗娜 (Lina)
「音樂協調員」的職責主要在音樂上，例如音樂配
搭，擴闊樂手的音樂彈奏風格（例如現代的節奏式
彈法），編寫不同音樂節奏形式的練習曲，錄製成
Midi 給樂手參考及練習，以便將來有其他樂器/樂
手加入時，容易配合節奏式的彈法。
在過去幾個月 Lina 主要花時間去編寫及錄製不同
的節奏的（如快歌、慢歌）範本，並與其他琴鍵手
作音樂上配搭溝通。她也曾將某些敬拜錄音或錄影
作檢討之用。此外安排會外專業團
體提供訓練，希望樂手擴濶音樂配
合技巧。在今年 7 月 29 日悉尼「頌
恩旋律」應邀到本會粤語堂主領敬
拜及訓練山宣三堂的敬拜隊 。

敬拜傳道 -- 陳梁豪義務傳道
山宣設立「敬拜傳道」的目的
是發展、加強及更新敬拜事工，
鼓勵敬拜隊員及會眾更新生命、
敬拜上帝。在一㑹三堂的架構
下，敬拜傳道是服事整個山宣
的，但因為這是新職位，目前
主要是服事粤語堂。

Lina 願意承擔這個新職位，事緣有
一位姊妹從港回來探望山宣，反映
山宣過去的敬拜是有多種樂器配搭，
音樂比較豐富。 她在祈禱中求神感動更多有熱誠
的樂手加入敬拜隊。但她明白到若有多種樂器的配
合亦會有困難。因此她開始裝備自己，學習多種樂
器配搭的技巧。所以 Lina 接受牧師的邀請，因為
她也有負擔，在音樂協調上服事。

敬拜傳道的主要職責是帶領敬拜事工及監督多媒
體部，協調歌手和樂手的配合，對敬拜的質量、
形式提供指導。希望透過每月一次的敬拜事工會
議檢討，每週向主任牧師滙報事工進展。其他職
責包括：
 編排隊員輪值表；
 領導或協調隊員在敬拜時的運作；
 盡可能參與每週四晚上及主日早上的排練；
 招募隊員及安排訓練；
 引進新詩歌，上載曲目；
 安排詩歌版權續約。

在等候其他樂手加入前，Lina 希望隊員習慣團隊
式的合作。她先作其中一位琴鍵手，與其他琴鍵手
溝通，一起練習互相配合，同時也提出歌手需要習
慣聽節奏。她也鼓勵其他隊伍加入第二琴鍵配出不
同聲音效果。 而陳傳道及 Lina 建議敬拜組開會時
加入音響組，因為敬拜隊已有流程模式（包括分工
安排，音樂安排），事先已發給音響及投影組，方
便他們配合流程和音量的需要，例如若只需要結他
或長笛彈奏時，其他樂器則要柔和配合不能互衝，
音響組也需配合調較音量適中，達至上下一心與㑹
眾一起投入敬拜。

陳傳道表示，敬拜傳道責任重大，他願意承擔這
個職事，因為他對於音樂事工有負擔，也在祈禱
後願順服和學習。 陳傳道接任後首先是要加強他
與同工的溝通和隊員的團契。他已設計了整個崇
拜流程的模式，讓隊員在星期四排練前已清楚知
道，排練時更順暢。他嘗試安排在第五主日有敬
拜隊團契。此外在每月的敬拜隊核心成員會中加
入祈禱時間。

結語：陳傳道夫婦在山宣的敬拜和聖樂事工事奉多
年，不但有從神所賜的音樂恩賜，更是熱愛教會、
忠心服事。他們承擔新職事已數月，默默耕耘，為
將來更多進步空間作準備，求主使用他們和敬拜隊，
讓山宣每一位弟兄姊妹能謙卑降服在神面前敬拜，
榮耀主的名。

他期望整個敬拜事工能合神心意，隊員的生命更
新，同工有熱誠、有忠心，因為需要付出的時間
不少。盼望敬拜隊上下一起成長、順服，不斷進
步；願意學習不同音樂的風格節奏；主領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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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教會財政進度

郭兆和執事 (財政)

教會財務在本財政年度（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進行了一些改變和新措施，現簡單介紹這些改
變和措施的內容和原因。推行這些改變和新措施的
基本原則是：
合一：「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
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快樂。」（林前 12:26）
信靠（神的供應）：「我的神將按照他榮耀的
豐盛，在基督耶穌裡滿足你們一切的需
要。」（腓 4:19）

建堂無關或非指定給建堂户口的奉獻應轉
往常費帳。
其他措施及原因：
4. 會眾參與
今年成立了財務小組，由三堂肢體組成，成員包括
Yan Young、Anna Kwok、Jeanie Wong （粵語
堂）、Annie Lin （國語堂）、Matthew Wong（英
語堂）、Ruth Yu （幹事）
5. 薪酬小組
今屆薪酬小組成員全改由執事担任，讓教牧專心牧
養及事工。

背景：
一會三堂：2017 年 6 月前國語堂是一所半獨立的
植堂，有自己的會友大會、財政預算、奉獻目標、
會計系統和銀行户口。2017 年 6 月國語堂回歸山
宣，成為其中一個堂。自此山宣正式成為一會三堂
（粵、英、國語堂）。

6. 祈禱仰賴
相信我們所需用的一切，天父必定為我們預備。透
過週刊「代禱事項」及教會祈禱會，為堂址「安裝
冷氣及天花」工程禱告，求神供應所需 ，感動肢
體為此工程需要奉獻。

主要改變及原因：
1. 一會一制
自從國語堂回歸山宣，教會在財務方面應對三堂一
視同仁，同法處理。因此，自 2018 年 7 月起，財
政部已陸續安排合併國語堂的財務系統（包括財政
預算、會計系統、銀行户口）歸入山宣的常費系統。

7. 溝通交流
透過週刊及季刊向會眾交流關於教會財政及奉獻消
息 (如本期本文及另文有關差傳信心認獻)。
8. 合法守規
設立程序守則及修正一些需改正之處，務求合規
（如總會要求、山宣會章）。

2. 一會一預算
本年度財政部已將會友大會通過的二份預算（山宣
及國語堂）合併為一份全教會綜合預算，其中：
 所有薪酬、行政及上繳費用（佔整體支出約
93%）歸入中央，不會攤分給三堂。
 所有關於各堂事工（如敬拜隊，兒童主日學）
的費用預算（佔整體支出約 7%）仍舊歸入各
堂。
 在常費方面，九月起只有一個全教會的每週奉
獻目標（$4800），不再像以前分為二個: 粵/
英語堂$4000；國語堂$800。

9. 中期檢討
基於上半年度的實際收支，今年 10 月將 2018-19
常費綜合預算及建堂預算作全年預測和中期檢討，
作必需的調整，以善用資源及配合教會事工及發展。
今年是山宣 18 週年，感謝神過去對教會的供應和
看顧。「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詩 127:1）願我們所作的，所計畫的都
合乎神心意，切合教會事工發展的需要，作神忠心
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
前 4:2）

3. 各有所本
教會建堂銀行貸款已在本年 6 月全數清還。藉此機
會財政部在建堂帳作了以下調整，好讓建堂和常費
帳更清晰及真實地反映其財政狀況。
支出：建堂帳中尚餘二項與建堂無關的行政費用項
目（即維修及物業保險）轉往常費帳。其
他數項（如管理費、電話費、清潔費）已
在去年轉往常費帳。
收入：因為所有物業營運費用已由建堂帳轉往常費
帳（即由常費支付），依同樣道理所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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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探訪事工

梁玉蘭 (Leona Leung)

[簡介：「澳洲監獄團契」在 1981 年成立，並成為「國

通訉地址，有時會寄些
「中信」的書刊給他們
作生命的靈糧。

際監獄團契」第三個會員。後者的創辦人是美國人查理
斯.高爾森，他是前美國總統尼克遜的首席幕僚，因水門
案在 1974 年被判入獄。他獲釋後在 1976 年成立了監獄
團契。「澳洲監獄團契」在全國各州有過千名義工，在
監獄內或外服侍囚友及他們的家人。監獄探訪是其中一
項事工。義工到監獄探訪囚友，建立關係，表達他們的
關心。這事工並不容易，很多時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見
到囚友生命的改變。這個「改變生命的事工」需要更多
基督徒參與。]

在這些探訪中令我更加
信靠我們獨一的真神，
令我有更多的反思，對
人丶對己丶對神的關係
有進一步的認識，亦對正我們這年度生活營的主題
「你、我、祂」。
 與人的關係-- 你對犯了罪下監的人有什麼看法？
他們是十惡不赦，做了壞事破壞了安寧，你不
喜歡他們⋯
 與自己的關係-- 我覺得自己有甚麼強項及缺點？
我覺得自己有甚麼恩賜丶才幹？我覺得自己有
價值嗎⋯⋯
 與神的關係-- 神在我的生命中佔甚麼位置？聖
經說，愛神的就會遵行神的旨意，自己有否樂
意遵行⋯

感謝神揀選了亞祺和我在監獄探訪事奉崗位上効力！
早在年多前我有一個異像，就是三年後會跟著牧師
去傳福音，當時在想：講笑罷！還要努力工作賺錢
養家供樓，那裡來時間做這樣的事奉呢！
神的意念豈是我們可以猜到的。教會安排了馮傳道
來山宣分享監獄探訪的事工，我和亞祺立刻報名參
加，很快馮傳道給了一小時的訓練後，二星期後便
跟馮傳道作第一次的監獄探訪。

神愛我們在先，我們才懂得愛別人，關心一些完全
不認識的人。神赦免了我們的罪讓我們得到重生，
在獄中的人也應該得到這樣的機會。

當時心想那麼快，我還沒有準備好。亞祺剛信了主
五個月，我信主也只不過兩年多，算是一個初信者，
沒有受過三福訓練啊！這個念頭很快就被神看破，
祂沒有斥責我的小信。祂對我說，祂不是要一個教
授，只要一個小學教師；不是要搬一套神學理論與
他們解釋，是給他們關愛，為神作生命的見證。

感謝教會內弟兄姊妹們時常為我們代禱給我們支持；
在這個事工中我學會信靠，沒有信心的單靠是不夠。
只要牽著主的手，我不會恐慌忙亂，祂自會牽引。

探訪前一天晚上禱告安
睡至大清早，我們禱告
後 5:30 出發，經過二小
時車程，安全到達目的
地—— Cessnok。我們
初次進入監獄完全沒有
感到不安。第二次探訪
是到 Parklea 一個私人
經營的監獄，獄警與制度都有點不同。當與華人囚
友傾談時，神帶領我們如何切入去分享生活點滴及
如何靠著神渡過困難而得到喜樂和平安。看到有點
觸動了他們時，就知道神一直都與我們同在。

我們最近正式加入了「澳洲監獄團契」成
為會員，亦將會有二次由監獄處提供的訓
練，完成後便可自由出入監獄探訪。
根據耶穌在太 5:13-16 關於鹽和光的教導，
基督徒對世界應負的兩個巨大責任：作為
世上的光，我們必須驅散屬靈的黑暗；作
為世上的鹽，我們必須防止屬靈的腐敗。
求主繼續陶造我成為祂的工具、祂的器皿，為主作
工的僕人。
[編者按：感謝主，Leona 和亞祺與同工在今年 9 月 8 日

的監獄探訪中向一位囚友傳福音，這位囚友决志信志。
這是他們參與這事工後的第一顆福音果子，願榮耀頌讚
歸與神。]

除了往獄中探訪外，我和亞祺都有寫信給獄中的朋
友，關心丶鼓勵及支持他們。我們都是用教會作為

我們的教會是否祈禱的教會？(註)
[編者按：上期 Connie 和 Johnny 夫婦分享了祈禱
的重要性和方法。在過去半年，教會祈禱會已漸漸
改變以敬拜禱告形式進行 (請參閱本期另文陳玉蓮

姊妹的分享)。雖然參加人數略有增加，但仍以教
牧及部分執事、事工領袖為主。其他信徒參與者較
少。本文是「國證」（ 註 ）使徙行傳的研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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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 - 35），講述初期教會如何重視祈禱。今
期特别撮要及轉載，與山宣肢體共勉。]

4. 祈禱的教會 -- 有信心要求神蹟
如果教會明白禱告的重要，真的實行祈禱，神
便 會 以 祂 的 超自 然 行 動， 祂 的 「神 蹟奇 事 」
（30 節）介入。他們祈求神施行神蹟。如果教
會真的祈求奇蹟發生——在屬靈領域是靈魂得
救 ; 在物質領域，神往往喜歡醫治祂兒女的身體
和心靈。

今天教會只有一個真正的問題——教會的祈禱生活。
教會有其他問題 (可能包括了事奉人手不足、缺乏
合適的領袖、財政問題、因為缺乏愛心和合一而產
生的問題等等），但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真正的
問題是教會的祈禱生活，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所有其他問題都會立即得到解決。

5. 在祈禱的教會，聖靈彰顯祂的同在和能力
祈禱是五旬節聖靈降臨的秘訣。聖靈降臨在五
旬節後也發生，而且可以一再發生！從時代角
度看，不會再有另一個五旬節——但從經驗看
卻是可以再有的（31 節）！

禱告是教會的生命，也是教會個別信徒的生命，亦
是教會的崇拜和不同活動的生命。使徒行傳 4: 2325 顯示了祈禱的教會的七個標記 :
1. 祈禱的教會 -- 承認祈禱的重要，因此自發地渴
望禱告
彼得和約翰被囚禁，但他們一被釋放，便去見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向他們報告發生在自己身
上的事（23 節）。那些基督徒聽到他們的報告
後，他們禱告(24 節)。他們承認祈禱是基本的。
我們是否承認禱告是最重要的，我們有沒有自
發地渴望禱告？

6. 祈禱的教會 -- 傳福音很有能力
門徒祈禱後有甚麼事情發生(參 31 和 33 節)？。
這種事情總是在祈禱的教會發生；人們被聖言
的能力擊倒，很多人得救；但每當大事透過傳
講福音而得以實現時，總是，而且只是對神百
姓禱告的應允。確信和歸信緊隨著有祈禱的教
會支持的傳講。
7. 在祈禱的教會中，神的百姓生命中有很多恩典
第 33 節的關鍵詞語是「大恩」。我們可以從
32 至 35 節看到四方面的恩典： 合一的恩典；
捨棄的恩典；團契的恩典 (32 節)；慷慨的恩典
(34- 35 節)。

2. 祈禱的教會 -- 將信心寄望在主身上
他們將注意力轉離人和目前的困難，並轉向能
夠解決所有困難、控制一切的主（24 節）。無
論我們面對甚麼困難，重要的都是神——不是
會議、人或金錢。這些永遠都只是次要的。祈
禱的教會總是注目神。

這些就是祈禱的教會的標記，但教會是由男男女女
組成。因此，祈禱的教會是一群基督徒，他們不單
個別地禱告，也集體地作為教會禱告。你會盡你的
本份，讓神幫助你，令你的教會成為祈禱的教會嗎？

3. 祈禱的教會 -- 順服大使命
在 29 節他們祈求：「主啊，幫助我們繼續傳揚
福音！」。在祈禱的教會中，
會眾最大的渴望是讓失喪的世
界認識基督。這是否我們教會
的特點？我們有沒有不斷努力
佈道，而不是組織？

註：本文內容主要撮自國際福音證主協會網
絡培訓站：聖經教導/生命之道/查考使徒行傳
4-7 章第三課。

分享—— 教會祈禱會

陳玉蓮 (Cecy Chan)

數月前的祈禱會的形式是一起唱兩、三首詩歌，然
後分小組為長長的代禱事項祈禱，每人分配數項的
禱告的事項，慢熱的我，還未將心思意念全放在神
裏，便要為分配了的項目禱告，感覺上有點空泛。
這幾個月的祈禱會，詩歌穿插在禱告中，令祈禱會
變得更有生氣，詩歌是一個橋樑把我們的焦點向著
神，而祈禱的對象也是神，這可說是相得益彰。說

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弟兄姊妹圍成一圈，用詩歌來讚
頌和敬拜，用說話來為著全教會祈禱，求神憐憫、
帶領和施恩。主是祈禱會的主角，祂看重我們尊主
為大的心，而不是華麗的言詞，同心的去尋求神的
心意，多人同心的為教會祈禱遠勝獨自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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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