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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 擴展會幕、靈火復興

三十二期

李智峰牧師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擴展會幕、靈火復興」。我先
與大家分享「擴展會幕」這部分。

從「十二使徒遺訓」中，我們看到使徒們對慕道的
人的教導，主要是集中在生活上的操練。

「擴展會幕」這句話是出自聖經以賽亞書 54 章 2
節：「擴張你帳幕之地，將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
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全句的
重點是擴展神的國。要知道若要擴展神的國，就要
好好地建立教會。

慕道者的課程分為四個階段：
1 . 第一階段是除去惡習
弟兄姊妹你信主有多久的時間呢? 你是否已經將惡習
除去?
2. 第二階段是學習在社交生活的活動上，完全順服
基督的教訓
今日我們當然要與非信徒交往，也要與他們一起活動
才能建立到關係，向他們傳福音，將他們帶到神的面
前。但我們也要小心，參與一些社交活動是否合符聖
徒的體統，例如：打麻雀、跳舞、飲酒狂歡。這是我
們要小心及常常反省的。

要建立教會需要兼顧兩個層面， 那就是供我們聚
會的教會堂宇及組成教會的弟兄姊妹。
回顧山宣歷史，我很感謝神對山宣發展的賜福，將
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也因著英文堂的人數不斷加
增，而在 Thornleigh 聚會的堂址地方不敷應用。
有見及此，教會在 2010 年購買了現在 Pennant
Hills 的堂址。感謝神在 2018 年 6 月教會已還清
銀行的貸款，現在有能力進行堂宇裝修工程 (安裝
冷氣及天花工程) 的計劃，並決定在今年 2 月開始
動工。

3. 第三個階段是操練守望、警醒、禱告
若我們渴慕生命成長，就要學習禱告，操練禱告，因
禱告是我們與神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途徑。
4. 第四個階段是要操練站立穩固，抵擋試探
除了有生命成長的見證，也要有美好的生活見證，才
能吸引別人來認識耶穌。而最美的生活見證，就是在
教會裏的信徒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支持、彼此
欣賞。這是最有力的見證，也是對未信的朋友最大的
吸引力。主耶穌也曾說：「你
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來你們是我們的門徒
了」。約翰福音 13 章 35 節。

教會在地上的發展，首要目的是為了擴展神的國度，
而堂宇擴展可以說是神國擴展的一個見證。因為當
教會人數不斷加增，對聚會地方的需求也會隨著而
增加。所以擴堂工作可
以說是一項停不了的工
作。做完了這項裝修工
程後，教會仍然會不斷
思想擴堂的新計劃。所
以懇請弟兄姊妹繼續為
教會堂宇的擴展禱告，
也繼續為建堂作出奉獻。

弟兄姊妹，讓我們在新的一年，
一同立志去按著神的心意來擴
展神的國度，讓我們一同努力
去操練生命的成長，又學習彼
此相愛，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
個充滿著愛的團契生活的群體；讓未信的朋友被吸引
來到我們中間，認識主耶穌基督的愛。阿們!

當然在教會的建立上，最重要的不是建築物；能否
吸引人來到教會，並且叫他們願意留下來，絕對不
是一座美麗悅目的教堂，而是教堂內聚集的人。
若我們去研究初期教會迅速增長的原因，就會發現
最大的因數是信徒有著美好的屬靈生命及生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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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分享 -- 傳道部
員委身了其他事奉及基於私人原因，不能繼續恆常到
Dubbo 宣教，也因為有其他教會接手這事工，教會決定
2 月 24 至 26 日探訪 Dubbo 後暫停 Dubbo 短宣事工。]

在山宣第五屆執事會（2018-2020 年）中，李光（Carter
Li）執事初次担任傳道部執事。在新一屆，除了繼續推
動原有的各項事工（包括老人院探訪、美意分享天地、
Dubbo 短宣、監獄探訪事工），傳道部開設了一個新的
福音事工 ——「佳美腳踪」。

監獄探訪事工 (Leona Leung)
山宣的監獄探訪事工在 2018 年 1 月成立，核心隊員有
Leona Leung 和 Mike Ng，最近 Calvin Hsu 和張艷也
加入了。監獄探訪事工主要是進入獄中探訪一些華人囚
友及傳福音給他們，現在跟進/探訪四個在 Cessnock、
Long Bay、Silverwater 監獄服刑的囚友 (另一個在
Parklea 監獄的已被遣返香港)。去年 9 月其中一位囚友
決志信主，第二位亦在 10 月決志，這是山宣監獄事工
的首二顆福音果子，同工正為他們上「成長八課」。

傳道部的每一個事工單位都有其獨特之處，為了讓山宣
肢體更認識傳道部各事工，以致他們可以更多參與和代
禱，傳道部在去年 11 月 18 日特别舉辦了一個事工分享
會，出席的山宣粵語及國語堂肢體超過 40 人。分享會
由李執事主持，李牧師訓勉，並由以下各事工單位負責
同工輪流簡介及分享需要。
老人院探訪事工
1. 星期三隊 ( Rev Li) ：每月第四個
早上探訪 Pennant Hills 護老院，
組 員 包 括 ： 李 牧 師 及 李 師 母 、 Cal
Chan 、 Anita Chan 、 Tommy Mak 、
Cecilia Young、Mike Ng。主要是透
過唱詩歌、和院友談話及分享福音信
息。
2. 星期六隊 (Yan Young)：每月第二、
四 星 期 六 早 上 探 訪 Thornleigh
Ashley Lodge ，成員有 Yan Young、
Cecilia Young （ 召 集 人 ） 、 Duong
Lee、Amy Yau、Carol Li、Hang Lau、
Edith Yip、Elaine Li、 Juanita Yeung。希望透
過探訪院友讓晚年在院舍孤單居住的長者感受到神
的愛和聽聞福音。

佳美腳踪 (Susanna Lee、Cecy Chan)
「佳美脚踪」是傳道部部最年輕事工單
位，去年 7 月才成立，目的是：
 向未信者傳福音；
 參與教會舉辦的傳福音活動；
 支援教會其他的佈道小組；
 推動會眾傳福音。
「 佳 美脚 踪」 核心 隊員包括 ： Susanna
Lee （ 召 集 人 ） 、 Carter Li 、 Elaine
Li、Agnes Lung、Cecy Chan，他們都曾
經受過傳福音的訓練，例如「四律」、
「羅馬路」、「三福」等。佳美脚踪 的名字是根據聖
經羅馬書 10: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
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去年終，「佳美脚踪」參與了傳道部安排的傳福音訓練
(12 月 7 日晚)，派單張及街頭佈道 (12 月 15 日在
Eastwood ) 和負責安排平安夜佈道會(12 月 24 日晚)
的陪談員。

美意分享天地 (Tommy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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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事工委員包括：
Jeanie Wong（代主席）、Tommy Mak、Miranda Mak、
Leona Leung、Mike Ng、Rosa To（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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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使用傳道部每一個事工單位，感動教
會更多弟兄姊妹去廣傳福音、擴展神的國度。

Dubbo 城鄉短宣 (Connie Or)
短宣隊在 2015 年成立，與「中信」合作去 Dubbo 短宣，
現在核心隊員有 Connie Or、Anita Chan、Jeanie Wong、
Leona Leung。近年 Dubbo 短宣事工已加入了宣道會迦
南堂的短宣隊，和山宣的短宣隊輪流前往 Dubbo 探訪，
而探訪的地區，不再限於 Dubbo，也擴展至附近的城鄉，
如 Narromine、Wellington、Mudgee、Kandos 。「中信」
正探討與 Dubbo Baptist Church 合作，讓信徒加入教
會，日後有稳定的教會生活。 [編者按：因為短宣隊的成

傳道你我關注，人人隨主美意；院舍監獄短宣，佳美脚
踪處處。

山宣 18 週年堂慶
2018 年是山宣 18 週年。教會並沒有大事慶祝，只是在 10 月 7 日舉

行了 18 週年感恩崇拜。這是首次山宣三堂肢體一起主日祟拜，同領
聖餐。因為時間關係，聚會不設三語口譯。所有歌詞及講章已用中英
文刊登在崇拜週刊。

2

崇拜程序由三堂共同負責。首先是分
别由國語堂及英語堂各自帶領敬拜和
講道，之後是詩班獻詩和聖餐。最後
由粵語堂帶領敬拜和講道及派發記念
品給參加山宣滿 10 年 的弟兄姊妹。
聚會結束後由李牧師帶領全體教牧、
執事切生日蛋糕。
國語堂黄傳道感謝神的保守帶領，教會在風雨中成長，我們在事奉中經歷神的恩典。英語堂宋傳道提醒我們 18 歲
標誌着「成年」。教會要記念過去——靠他的靈；展望將來——也是靠他的靈。「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撒迦利亞書 4:6 下) 李牧師為教會數算主恩（例如自立，建堂）。但原來失敗都可以感恩，
可以慶祝的，因為神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大能在軟弱中得以完全。」（林後 12:9）。我們所誇
的，不是教會的成功，而是誇神的恩典。

見證 -- 一生事奉主

Timothy Kwok（實習神學生）

[ 編者按：Timothy 是本堂會友，蒙召全時間修讀神學，並由

只將餘生獻給神。那時，我只有向神認罪，求祂赦免我
的自私。隨即神清楚給我一個字「去」。命令是明確的，
但卻沒有指示怎樣去、何時去、去那裡？

本年一月起在英語堂實習。見證原稿為英文，較為詳盡，中文
本因篇幅所限只是撮譯。讀者可參閱本刊英文版。]

2018 年中，我回應神的呼召，進入 Morling
College 全時間修讀道學碩士課程。以前我
也常想過讀神學，因為對我的事奉有幫助，
但我從沒有想過全時間進修，也没有想過全
時間事奉。這個心路歷程仍生動地在我的腦
海中。我仍記得神怎樣藉着與祂及其他人的
對話，激發我的心志；我仍記得無數的憂慮
和禱告 ；但我 不能 忘記的 是神 的恩典 和應
許——祂永遠不變、長存、真實的愛。長話
短說，以下是在2017年發生的二次對話。每
一次我都被問同一問題三次，而每一次都因
着由我口說出的話生命得着改變。

你有什麼夢想？
在十月，我和一個陌生人有另一次很奇妙
的對話。那是一個星期六的黄昏，我駕車
沿着 Pennant Hills Road 行，見到路旁
坐着一個好像喝醉了的中東男人。聖靈催
促我「去」看看他。從談話中，我知道他
為何這樣。他的夢想是做演員，但一個月
後便要結婚。他們的文化是已婚男人必需
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支持家庭。不能對抗家
族文化對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還未說
完他的人生故事，突然他問我：「你有甚
麼夢想？」

你為什麼不事奉我？
2017年初，Fredrick 傳道問我可否承担多些教會事奉。
我有智慧地回答說：「我想專注於小組的事奉。」我駕
車回家途中，神對我說：「你為什麼不事奉我？」我仍
在思考這問題，但卻即時回應說：「我有事奉你。無錯，
我推了其他事奉，為的是專注於小組事工。這也是事奉。
更重要的是，這是明智的决定。」

因為和我談話的是一個喝醉的人，我只隨便地回應：
「我曾夢想成為足球員，但做不成。」但他說：「不，
這不是你的夢想。你的夢想是甚麼？」 這次我認真地
回答：「我從來沒有夢想。我們亞洲人自小受教不要夢
想，要實事求事，你明白的。」但他不認同，他說：
「不，你一定有夢想。你的夢想是甚麼？」
我開始懷疑他是否已清醒，因為他嚴肅地望着我。我猶
豫並祈禱求神幫助，因為我不想說謊。事實上在腦海中
没有甚麼可稱之為夢想的。當我正祈禱及思索時，這句
話脱口而出：「我要為神赢得靈魂。」 但這男士回答
說：「好，非常好。」我感到驚訝，因為他不是信徒。
當我想向他傳福音，他好像被按了制，回到醉酒的狀態。
無論如何，他最後給我的回應讓我再三思想：他對我夢
想正面的回應是巧合，或這真是我的夢想？

但神再問我：「你為什麼不事奉我？」 這次，我想是
關於我事奉的心。於是我承認說：「神阿，我知道我没
有全心全意事奉你。但是，有誰是全心全意事奉你的？」
我很滿意我這坦誠但聰明的回答。
但神第三次問我：「你為什麼不事奉我？」 這次的重
點是我，可能是關於全時間事奉。我即時回應說：「到
了 50 或 60 歲時，我必定會全時間事奉，那時我願意全
然獻上。」 然後對話停止了，我也心安地回家。

雖然以前我没有想到全時間事奉，雖然這意念只在2017
年才產生，雖然在2018年前我仍有多月的思慮及懷疑，
神為我打開了神學院的大門，讓我在其中接受造就。

很快，這個平安的感覺消失，我漸漸覺得自己的靈性—
—禱告、靈修、讀經和聽道——有問題。我回想那天我
與神的對話及我每一個回應。我開始明白其實我是完全
没有事奉他，我事奉的是自己。我將黄金年月留給自己，

中文翻譯：Sherwood Kwok

3

蒙召的見證 -- 得救、事奉、傳道

陳梁豪傳道

遇見主愛 -- 得救的蒙召
在 2001 年８月 11 日那一個晚上，我因十七年婚姻
感情上的衝擊，被朋友邀請參加一個基督教機構主
辦的三日兩夜男仕營。自懂性以來我從未真正接觸
過聖經，没想到從那天起因着三節經文，我的人生
觀、價值觀從此改變。

生命去事奉神是理所當然的，是對神恩典唯一的合
理回應。
活岀主愛 -- 傳道的蒙召
在修讀宣道會 Cert Ⅳ神學過程中，李牧師是我的
督導老師，他也給我恩賜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竟也
是當傳道。由 2003 到 2008 事隔 5 年，兩份不同年
份不同方式的恩賜問卷，結果竟是一樣。我有點驚
訝，心裏說：「神啊！不可！不可！我不當傳道。」
2008 年 11 月 23 日，是我第一次講道，講題是：
如何面對人生困局 (雅 1:1-5)。記得當天說我是
第一次講道亦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這次講道是計
學分考試，還有幾位姊妹暗中即場評分，亦要其他
科目功課和實踐都要合格。感謝聖靈帶領也感謝牧
師的督導，終於完成三年的 Cert Ⅳ課程訓練。
2010 年堂委會一致接納我成為義務傳道，又在 10
月堂慶，宣道會神學院教務長(Dianna William)為
我「按手禱告」成為傳道，並得到所有出席會友起
立支持。當時我心裡問神：「我配嗎？是袮旨意
嗎？」但神並沒有回答我。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
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
耶和華，遠離惡事。」（箴三：5-7）
我接受耶稣為救主成為基督徒。三個月後我到了山
區宣道會，由 2001 年 11 月 11 日到今天。初到山
宣時，我的驕傲性格使我難以融入和適應，當然我
可以以友善的面孔與別人相處。後來神與我在靈裏
對話要我認識衪，我便開始閱讀聖經，細心聆聽牧
者講道，學習順服勸誡，立志更新改過。更在
2003 年初，我修讀了 Morning College 的中文神
學課程，科目包括：舊約縱覽、認識其他宗教、護
教學、佈道學。學院也為學員作恩賜問卷調查，結
果我的恩賜調查竟是作傳道，我還有幾科未完成便
停學了，因害怕真的要當傳道。

2011 年 4 月初我參加華人宣道聨會的生活營，講
員是陳恩明牧師。主題是「從新得力、活岀主愛」，
三個訊息分題是：(一)遇見主愛； (二)經歷主愛；
(三)活出主愛。陳牧師在最後一天分享訊息後就發
出呼召 -- 「有誰願意委身作傳道」 -- 有如耶穌
基督向我說話似的：「你曾遇見我的愛，也經歷我
的愛，你能為我活出愛嗎？」當時我心顫抖，回憶
按立時，神並沒有回答我的提問，或許神藉這次呼
召測試我是否真心為祂擺上。聖靈不斷感動我，我
便鼓起勇氣在近二百位弟兄姊妹見證下，回應呼召，
願意學習終身做一個忠心良善的僕人。

經歷主愛 -- 事奉的蒙召
在 2002 年５月 11 日洗禮後，我曾擔任正副組長、
兒童主日學老師、敬拜隊員和主領、小組部堂委、
敬拜部堂委、黃昏祟拜事工委員會委員。我也為教
會其他事工努力擺上，如每年平安夜佈道聚會、教
會生活營等，目的總是想事工做得好、有好成績，
而忽略了與神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期間透過牧師
教導、門訓、宣道會的小牧者課程和 Cert Ⅳ神學
課程，對神學有了基本認識。我知道神是喜悦一個
謙卑受教、順服帶領和有良好屬靈品格的人去服侍
祂，能藉著事奉過程去經歷神的同在，明白神的心
意。生命要被聖靈充滿，並不斷更新成長，過聖潔
生活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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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
這經文使我重新體會，只有經歷過基督豐富救恩，
才會有事奉神的正確動機；而奉獻真正目的，是讓
神將救恩充份實施在我身上，令我能學習有著耶穌
基督的樣式，讓神自己得到榮耀。或許我以往熱心
工作，似是事奉神，但實際上可能是享受自己的一
份滿足感，或想到得人的稱讚也不自覺。此刻我領
悟到事奉神並不在乎有多少熱心和殷勤，而是在乎
我能奉獻自己當作活祭給神的成分有幾多。經歷神
以後，意識到我所有的都是屬於神，因此以順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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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聯合崇拜
教會一向有粵、英語堂的聯合崇拜，其中一個原因
是英語堂的會眾大部分是粵語堂肢體的子女。另一
方面，因為國語堂是“獨立”的植堂，所以粵、國
語堂很少舉行聯合崇拜。
自從國語堂自 2017 年 6 月重新加入山宣後，在
2018 年開始國語堂與其他二堂的聯合聚會和事工
合作增多了，例如：
 國語堂兒童主日學併入英語堂的 Kids
Church
 國語堂加入山宣的會友大會
 國語堂與英語堂在 2018 年 11 月首次聯合祟
拜
在 2019 年，三堂之間的聯合崇拜加强了，教會安
排了每月均有一次二堂之間的聯合聚會，而 10 月
堂慶更再度是三堂聯合，詳情如下：

日期
6/1
10/2
19/4
21/4
12/5
2/6

7/7
1/9
6/10
22/12
25/12

節日
新年
農曆初六
受難節崇拜
復活主日
母親節
會友大會

父親節
差傳宣教主日
19 週年堂慶
聖誕主日
聖誕節崇拜

堂會
[因塲地所限取消]
粵/國語堂
粵/英語堂
粵/國語堂
粵/英語堂
粵/英語堂
[國語堂在主日崇拜後
加入會友大會]
英/國語堂
粵/英語堂
粵/英語堂
粵/國/英語堂
粵/國語堂
粵/英語堂

歐陽萬璋牧師的禱告見證
[在過去數月，教會一直為柏斯宣道會歐陽萬璋牧師癌症治療
禱告。神垂聽我們及其他眾多肢體的禱告，歐陽牧師的病情有
好轉。以下是他最近的英文〈康復快訊〉(2019 年 1 月 14 日)，
本刊特翻譯及轉載見證神的恩典和禱告的功效。]

「… 是，我的教會肢體很愛我，常常為我懇切祈
禱。」摩利臣醫生回應說：「是的，研究顯示生活
在正面環境的病人對治療的反應也正面。」

康復快訊
正如早前所分享，十一月照的 CT 和 PET 顯示化療
和免疫治療改善我的病情。主診醫生說八成的癌細
胞已清除，他建議我再做一循環的治療，直至四月。
但他太忙，未有詳細解釋報告內容。

他提醒我要聽從主診醫生的建議，繼續接受治療，
以清除體內殘餘的癌細胞。我和太太預備了很多其
他問題，他逐一回答。我們十分滿意。當他送我們
出門時，他說：「萬璋，你讓我今天十分開心。」
我以感恩的心作出同樣的回應。

為了清楚了解體內的情况，我約了摩利臣醫生給我
解釋報告，他是經驗豐富的腸胃科專家。他開始閱
讀報告時，一面搖頭，他再看下一頁時，又再搖頭。
然後我留意到，他一面讀一面微笑說「真神奇」。
我向太太豎起四隻手指，意思是醫生已說了四次
「真神奇」。他看完全份報告，停頓了一會，驚歎
地說：「萬璋，真是神奇，我可以說，你痊癒了。
一定是神在你那邊。」

對，我們的心充滿喜樂。太太是謹慎的人，她提醒
我不要過份開心，不要太快投入事奉，要時間清毒
休養。我同意，但說：「讓我們買一隻燒鴨，今晚
慶祝。」今天看了三個醫生，回到家後已很疲倦，
小睡了一會。睡至 8:00，已是晚飯時間，精心烹
調的晚飯預備好了... 還有燒鴨款待。我們和二個
兒子一同感恩領受晚餐，分享近况 ... 我身上的
奇蹟。

我以喜樂謙卑的心回應：「是我在神那邊。」然後
我問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詳細作了醫學上的解
釋。他補充說：「你對化療和免疫治療的反應完全，
癌細胞已清除，腫瘤也消失。在治療的同時，一定
發生了超自然的事。」

微僕
萬璋牧師敬上
中文翻譯：Sherwood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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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合神心意的教會理財

郭兆和執事

在新一屆的執事會，由得到執事提名到最後担任財政一
職，實在見到神的帶領，牧者信任和肢體的支持。我從
未担任過教會財政，而且在過去廿年，也未再担任執事。
所以在今屆執事會復出即接手財政重任，實在戰兢，求
主加力。

財政

行户口在去年 7 月已併入山宣，成為單一系統及户
口，以體現三堂合一的精神，簡化會計程序，減輕
行政負擔。 神賦予人最大的權柄與任務，就是「治
理這地」(參創 1:27 -- 28)，當然也包括金錢在內。
教會在管理財務上，應建立公開及透明的制度，讓
信徒領袖參與教會財政的管理。(3) 財務小組的成
立目的是讓更多信徒領袖參與教會理財。

在我接受提名担任教會財政後，收到一些會友的意見和
反映，也參考以下針對教會理財的信念和聖經的教導，
為今屆的財政定下以下三大目標：

財政部在去年 10 月已就 2018-19 年度的常費及建堂預
算作資金流預測及就各部事工預算作中期檢討，目的是
善用資源，以配合教會事工的需要; 作為制定下年度財
政預算的參考。感謝神豐富的恩典及供應，教會在去年
6 月還清堂址的銀行貸款後，銀行户口仍有足够的存款
（主要是常費中國語堂的儲備），墊支堂址的「安裝冷
氣及天花」工程費用（預算為 10 萬元），不需要再向
銀行借貸。「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
華我們神的名。」(詩篇 20:7)

1. 憑信心仰賴神的供應；配合教會事工及發展：
「耶 和 華 以 勒 ( 意 思 就 是 耶 和 華 必 預
備 的 意 思 ) 」(創 22:14)。一般非牟利團體的理
財原則是「量入為出」，但教會應該是「量出為
入」，因為我們相信上帝是全能、萬有的真神，我
們所需用的一切，祂必定為我們預備。基督徒財經
評論員曾志英認為，教會應該盡量運用資源去發展
或支持事工。不是已經有了足夠的錢才去建立或支
持事工，而是每次都仰望天父，並得到神的供應。
(1)

此外，同工會在去年 5 月已建議： (i) 聘請 一位兒童
事工傳道(部分時間) 、(ii) 轉聘義務敬拜傳道為部分
時間同工及(iii)支持一位實習神學生（英語堂）。當
時因為未有預算，只得取消第 (i) 項及將第 (ii) 、
(iii) 項建議延至今年四月新財政年度開始才實行。但
在去年 10 月檢討預算後，財政部建議提前在今年 1 月
實行第 (ii) 、(iii) 項計畫，及在下年度財政預算中
加入第 (i) 項計畫，以配合教會事工的需要。當然還
有國語堂的需要——當聚會人數達到 40 人時，需要增
加一個部分時間傳道人。

過去教會為了償還銀行的物業貸款，可以用在推行
事工、聘請教牧的資源有限。現在貸款還清，可重
新檢視，善用神賜給教會的資源，積極考慮聘請額
外的教牧，配合教會事工需要 。
2. 穩健及可問責的理財；合乎法例和會章要求
在信仰上，我們堅定相信上帝將供應教會(神的家)
一切所需，祂負完全的責任；在教會理財上，我們
會順服上帝的帶領，運用上帝所賜的智慧，妥善管
理教會財政，成為上帝忠心的好管家。基督徒商人
司徒永富認為，教會在理財方面必須嚴守三項原則
(2)：
a. 公開：確保奉獻者對教會運用資財有信心，並信
任執委的管治能力。
b. 誠信：以誠實和客觀為衡量基礎，並恰當地反映
在財務報告。
c. 問責：教會的主事者要對其決策與行動負上責任，
並須預備接受適當的外界監察，例如完善整理的
收支記錄及按時的財務報表。

作為本屆財政執事，我祈求神帶領，讓教會理財可以做
到「當省不用、當用不省；事工為先，財政配合；合神
心意，合法守規」。教會財政要仰望神，希望弟兄姊妹
都熱切地為山宣的財政祈禱，求神供應、保守及合神心
意的運用。「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撒迦利亞書 4:6 下)
山宣各肢體如對財政部的工作有任何意見，歡迎向我們
提出。財務小組成員包括：
財政部：Sherwood Kwok(財政),Ruth Yu 幹事）
粵語堂：Yan Young、Anna Kwok、Jeanie Wong
國語堂：Annie Lin
英語堂：Matthew Wong

此外，教會理財除了要遵守本地相關法律，也要跟
從教會會章和宣道總會對教會財政的有關條款。這
些包括：執事會要委任核數師，提交已審核的財政
報告給會友大會。作為内部管理，財政也需設立基
本的財務程序守則，並定期檢討。

參考資料：
1. 于嘉豪，曾志英談教會理財之道，基督日報(2011 年
09 月 23 日)
2. 司徒永富，教會理財，基督教週報第 2379 期（2010
年 3 月 28 日）;
3. 鄺廣傑榮休大主教談金錢觀，基督教週報第 2379 期
（2010 年 3 月 28 日）

3. 減輕教會的行政負擔；增加會友的財務參與
國語堂自 2017 年 6 月不再是植堂，重新加入山宣。
在教會一會三堂的架構下，國語堂的會計系統及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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