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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為主而活

三十八期

李智峰牧師

當弟兄姊妹看到這篇文章的時間，相信教會的新一屆執
事及長老選舉已經完成，所以在此鼓勵長老及執事，盡
力地事奉教會，去愛神愛人。

的更新改變，仍舊在罪惡試探下軟弱跌倒，在暴躁性情
下與人結怨，又在任意妄為下放縱自己。
弟兄姊妹，我們要靠聖靈每日更新，為主而活，因這是
一個充滿感恩的人應有的人生態度。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為主而活」，在此激勵執事及長老
成為群羊的榜樣，活出為主而活的生命。一個有為主而
活生命的信徒，會有以下的特徵：

3.活出使命人生
每個人都需要有使命，才能活得有意義，活得精彩。神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創造，神給我們不同的 DNA，
不同的恩賜、能力、才幹、興趣，乃是要我們去完成神
要我們去完成的使命。

1. 活祭人生
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 1 節教導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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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提醒信徒應當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給主，作為活祭。神不
是叫我們自焚作祭物，乃是要我們作一個活祭牲獻給上
主。神所要的，不是死的祭牲， 乃是活的祭牲，亦即是
要求我們為主而活的意思。

上一期我提到什麼是使命 -- 就是實踐愛人、服侍人的責
任，向人傳講福音，栽培信徒成為願意為主而活的基督
門徒。一個人不肯活出使命，就變得空虛和空洞，沒有
意義。其實人生的悲劇並不是死亡，而是沒有人生目的
及意義。

在上一期的季刊，我提到為主而活，是我們要把生命一
切都奉獻給耶穌，然後聽他的差派、調度和使用，按照
主的旨意、主的吩咐、主的教導而活著。在舊約時代，
人向神獻祭是要將祭牲 (如牛，羊，鴿子等) 殺死，而
獻在祭壇焚燒；神藉祭牲預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人
類犧牲。在新約時代，因為主耶穌已成為我們作了贖罪
羔羊獻為贖罪祭，完成了舊約的預表，成就神的救恩。

弟兄姊妹，今日我們已經歷了基督耶穌的救贖，所以我
們要為主而活，要活出神給我們的獨特使命，發揮神給
我們的獨特恩賜，來建立教會，擴展天國，使神的名得
著榮耀。
4. 服侍眾人的人生
一個為主而活的信徒，也是一個服侍服眾人而活的信徒。
在哥林多前書 9 章 19 節: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保羅因愛
神的緣故而甘願服侍別人，包括那些對他不好、不尊重
他的信徒。事實上，在我們周邊的群體中，會有不少令
你覺得不舒服的人，但若愛神，也是要服侍他們的。

所以我們這些信主的人，罪就得赦免，不必再獻祭性為
祭給神。但使徒保羅提醒我們，我們既然被主以生命重
價買贖回來，就應該存感恩的心來回應神的愛，將自己
獻給神作為活祭，一生為主而活。
2.充滿感恩的人生
因為主以生命的重價把我們買贖回來，所以我們應該樂
意回報主恩，為主而活，討主喜悅。雖然我們從前都是
為自己而活或為他人而活，但我們既然蒙了神恩，被主
救贖而免去了將來的審判，還得著永生的恩典和神兒女
的名份；我們就應當感恩圖報，過為主而活，榮耀主名
的生活。

正如基督耶穌留下給我們的榜樣，他知道猶大要出賣他，
也為猶大洗腳。德蘭修女也曾說: 「幫助路邊貧窮的人
是非常容易的，但若要照顧家中的惡人，則甚為艱難。」
很多時候，我們空洞地說要愛神是較為容易的；但要愛
人，並且是要愛我們熟悉但對我們不好的人，是很困難
的。

我們應當檢視自己的心態， 到底我們是讓耶穌作我的主，
還是仍然讓自己作主呢? 如果我們不讓主管理我們的
人生，那麼，主豐盛的生命又怎會在我們的生命中彰顯
呢? 難怪不少信徒雖然信主多年，卻仍得不著主大能

我禱告求神幫助我們，不單只是教會領袖 (剛選的長老
及執事，牧者、傳道、同工)， 而是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每一日的生活裡，持續學習為主而活，漸漸活出一個
「活祭的人生」，「充滿感恩的人生」，「活出使命的
人生」及「服侍眾人的人生」。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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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奉

陳梁豪同工
敬拜事工主任

在數年前，我認識了「頌恩旋律」團隊，常被邀負
責大型佈道會的敬拜、敬拜訓練營和創作詩歌等等。
有一次，我代表教會邀請他們到山宣服侍一天，包
括帶領主日敬拜、敬拜座談會、及敬拜訓練。「頌
恩」委員便邀請我一同開會，更接納我的建議，揀
選山宣會眾熟悉的詩歌，按照敬拜、讚美、感恩、
回應的流程。第一部份詩歌我們揀選了「讚歌不
停」、「榮耀上帝」、「耶穌我恩主」、「渴慕
祢」，讓大家能同感一靈來敬拜神；回應詩歌「立
志擺上」來配合當天講道主題：「神尋找真正敬拜
衪的人」；而結束詩歌「至愛的迴響」是頌恩的作
品。

因時間關係，不能個別訓練，他便建議三堂敬拜隊，
分三組即場排練示範帶領敬拜，其後他們提供了寶
貴意見。
記起與「頌恩」委員開會時，這位導師，分享自己
教會敬拜隊中有兩位樂手。一位是很有經驗的，但
因自視過高不易溝通，以致與隊員之間合作困難；
而另一位雖然缺乏經驗，但謙卑願意學習，因此與
隊員能和諧合拍。
敬拜者的基礎，是一個願意委身在敬拜讚美事奉的
人。當然，在音樂、歌唱方面要下功夫，不斷學習
努力鍛練；還要格外注重屬靈生命更生、平日生活
態度表現，必需與主保持親密關係。若果敬拜者沒
有與主有個人的親密關係，就沒有辦法長期做好敬
拜事奉。這是需要持續地讀經、禱告，也要在生活、
工作、家庭和服侍上，處處去尋求主的帶領。所以，
參與敬拜服侍者的生命，不論所做、所說的都要反
映出有敬拜的樣式，並且應當有這樣的態度。

當日「頌恩」帶領敬拜一共八人，有主唱、琴手、
結他手、鼓手和吹樂手。而敬拜座談會以問答形
式，討論關於選唱短詩與傳統詩歌的分別；討論過
後，弟兄姊妹更了解到，作為信徒，敬拜神的心和
態度是首要，至於敬拜型(形)?式與選何類詩歌是次
要。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
這樣的人拜他。」(約 4：23)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
而行。」(林前 10:31)

到了下午，三堂敬拜隊員二十五人出席敬拜訓練，
由兩位導師負責，也就是早上帶領敬拜的樂手：一
位是鼓手，另一位是琴鍵手。其中一位導師坦言說：
「最初對身旁另一位導師沒有好感，見他前面憎到
他後面 。」之後自覺不對，便向神認罪，決定向
對方道歉。(我猜你是嫉妒別人的才華吧！) 兩人從
此便成為親密戰友。另一導師回應說，若隊員之間
有嫌隙，要盡快化解，才能有團隊精神作敬拜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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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教會[註]
 鼓勵團契及小組採用不同網絡方法繼續開組。
盼望組長用電子通訊來關心組員。
 小組長查經預習及分享會透過 ZOOM 進行。
 國語堂通過多個群组增進弟兄姊妹彼此間的聯繫。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
王，直到永遠。」（詩 29：10）
因應新冠肺炎在澳洲蔓延，由三月起政府陸續
推出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三月下旬開始，教會
需遵守政府規定，暫停教會的實體聚會、活動，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在疫情期間，教會除了改
以網上舉行主日崇拜外，並採取了一連串措施，
繼續牧養關顧信徒。以下是山宣因應疫情所採
取措施的小結。

網上崇拜
 從 3 月 29 日(星期日)開始，粵語、國語及英語堂
透過 Facebook 提供網絡實時
直播崇拜。只限當日負責的隊
工出席。會眾在家中可以透過
Facebook 一起敬拜/聖餐。
 每星期主日崇拜程序表(包括敬
拜詩歌歌詞)於星期六電郵至會
眾郵箱。

防疫措施
 教會分别在 2 月 7 及 3 月 13 日電郵發出「預
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更新指引」給會眾。
 從 3 月 15 日至 3 月 22 日(星期日) 在崇拜前
用消毒水抹枱椅。
 3 月 25 日教會堂址三個洗手間安裝了乾手機。

暫停教會活動
所有實體或面對面教會活動(包括課程、老人院探
訪、監獄佈道、長青聖經班、恩典團契、織出愛、
中國舞蹈班、乒乓球等) 暫停直到另行通告為止。

行政財政
 所有受薪傳道及同工部份時間改為家居工作。
 執事會、堂委會會議改為透過 ZOOM 進行。
 本年度第 19 屆會友大會延至 8 月 2 日舉行。
 教會提供電子奉獻轉帳指引，更多肢體學習由
慣常的現場奉獻改為電子轉帳奉獻。
 參加政府部份的資助企業(包括教會)計劃。

會眾溝通
 教會最新消息、聚會及課程等消息在教會及英語
堂的專頁發佈。
 李牧師分别在 3 月 20 及 26 日發出的家書。
 每星期主日崇拜程序表(包括最新消息)在星期六
電郵至會眾郵箱。

牧養關顧
 李牧師分别在 3 月 20 及 26 日發出家書，通
告教會的最新措施，也鼓勵肢體在疫情期間
仍信靠神、彼此關顧、關心有需要的人。
 鼓勵肢體在疫情期間彼此關顧。若肢體染病，
情緒問題，或生活上出現困難，可盡早通知
教牧同工，讓教牧作適切的支援。
 教會祈禱會(星期日及三)透過 ZOOM 舉行。
不能用 ZOOM 參加的會眾也可在家中一同為
疫情、為教會禱告。
 國語堂通過微信和電話進行關顧。
 從 4 月 25 日開始，陳梁豪同工通過電話關顧
或親身探望教會的長者(截至 5 月 31 日共 16
位)。
 「一千両音樂事工」創作並上載「油管」播
放歌曲 「疫情中的讚美」，鼓勵肢體對神忠
心，不致喪失信心和希望。
 家庭事工核心成員和姊妹製作棉布口罩，透
過教會派發給有需要的肢體及親友。
• 家庭事工為了關心成青家庭，杜非比同工和事工
籌委—同组織年輕媽媽查經班，叫吕底亞小組。
在 5 月 8 日第一次進行 Webex 聚會。
小組及團契

網上查經/課程
 「哥林多後書研讀」: 李牧師錄影了林後課程，
放在山區宣道會的 Facebook 專頁。參加者及會
眾可到教會 Facebook 專頁瀏覽。
 摩西五經」讀經運動有 43 位粵語堂肢體，有 27
位國語堂肢體參加。
感謝各位教牧同工、執事/堂委、組長及肢體(例如
敬拜隊、多媒體部)在疫情期間仍在各有關崗位努
力不懈服侍，讓教會可以繼續運作、會眾可以每主
日安坐在家參與崇拜、肢體得到關顧牧養。
逐步恢復實體敬拜
因應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教會決定由 6
月 14 日起重開及恢復有限度的實體敬拜，同時維
持直播敬拜，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有關教會重開的
指引已於 6 月 13 日發出。
[註：本文主要記錄山宣粵及國語堂截至 5 月 31 日所採
取的措施。有關英語堂的情况，請參閱本期宋秀鉉傳道
專文「英語堂 —— 怒海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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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堂 —— 怒海前航

Fredrick Song 傳道

在我撰寫本文時，我們正慢慢走出新冠肺炎的動盪
和混亂時期。很明顯，本文刊出時，沒有人能確定
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或處於什麼狀况。無論如何，
以下是我們生命中最艱難時期英語堂的見證。

即使面對這些困難，主一
直在準備會眾，為要完成
他更大的目的和計劃。主
為我們興起 了新的領袖，
在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
他也開闢了新的途徑，讓
我們接觸到平常不與我們
聯繫的人。我們已經看到
一些來自澳洲不同地區的
新朋友和我們一起在網上
敬拜。在以前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也看到有些好久
不見的會眾，回來和我們一起敬拜。

在疫情期間，我們不禁看到，主之前怎樣準備英語
堂面對疫情，怎樣帶領我們渡過這病毒的風暴。我
們真的經歷大衛王在詩篇 18 篇所宣稱的：「耶和
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
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
角，是我的高臺。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
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2020 年初，神以彼得前書的講道系列 ——「在動
盪中前行」—— 預備我們的心靈和思想。當時我
們還不知道會有甚麼事發生，但現在我們清楚看到，
這信息正切合需要，為即將到來的做好準備。生活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就像另類的人，必須接受新的
挑戰和不斷變化的規則，並知道要下錨在確實且永
不改變的主耶穌基督裡。

因此，在這試煉和困難的時間，我們確實經歷神的
恩典，完成他的計劃。事實上，幾年前我們已有網
上敬拜的意念，但礙於技術困難我們一直不願意開
始。疫情推動了我們去做主想我們做的事。神也幫
助我們聽他的話和服事世人。通過疫情，我們都因
他的大計和妙策蒙福。
當然我不能肯定，我們已經走出困境或戰勝新冠肺
炎。但回顧過去，我們可以肯定是誰在掌管，我們
也確定我們在主手中。只要我們信靠他及他的愛和
力量，我們一定可以向全世界見證他是何等偉大。

在全面禁聚令下，就像任何其他堂會，英語堂的敬
拜和事工聯繫不得不採用新的形式。青年團契組迅
速轉到網上使用 Zoom，其他會議和聚會也轉移到
網上。特別是主日崇拜的準備帶來了許多挑戰，因
為我們必須學習如何處理攝錄機及其他技術問題。
當中確實有許多挑戰，而且看來是不必要的複雜。

阿門。
中文翻譯： Sherwood Kwok

「疫」境下的小組聚會
何西阿組 李兆球組長
「現在有雲遮蔽，人不得見穹蒼的光亮，但風
吹過，天又發晴。」（約伯記 37 章 21 節）

疫情下，我學懂了聖經的話語不單是可以治愈，
更可以飽足呢。哈利路亜。
撒迦利亞組 Ruth Yu 組長
撒迦利亞組在疫情期間透過 Zoom 在網上聚會。
氣氛比以前實體聚會遜色，只有成年人出席，
各家的年青人未有參與。

在疫情攻擊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無情隔開，
先有鴻雁傳書，再是通電寄情，後有肢體發現
WhatsApp 可以 6 機相連互通互見， 於是三月
份的第一次晩上電聯小組開始了！在不太完美
底下的暢所欲言， 盡訴心中情，却因着與弟兄
姊妺的相見， 倍感安慰。Zoom 的出現更令何
西阿組組員們雀躍，因為人數可以多達一百人，
畫面更清晰、更可人、更穩定，傾談時更流蜴。
感謝神賜給我們有那美好的科技，讓我們繼續
在此時此刻仍可以交通，見面，査經。 有時候
看見兄姊一邊享受晚餐一邊査經， 身體不舒服
的仍半睡半醒坐在那裡一同查經，太感動了。

我們仍然用詩歌，祈禱，分享，查考馬太福音經文
作為小組主要內容。另外，我們也有分享讀經運動
之創世記的感想和問題。談到肺炎疫情，大家表示
只有無奈地留在家中工作。但是深知道無論生活或
順或逆，神常與我們同在。
我們也談到疫情期間，各家庭成員長時間留在家中
相處的情況。有些表示還算融洽，有些表示尚在適
應中。當有肢體身體不適，我們只能在網上為他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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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或私下代禱。直至 5 月中限聚令放寬，我們才有
機會上門探訪身體不適肢體和一起祈禱。

網上聚會雖然遙遠但卻是親密，我們仰賴着聖靈帶
領和幫助 ， 每次活動都能順利完成。沒錯， 大家
可安在家中，感到安全舒適，但是總覺得視像會議
有所欠缺 ! 網絡的限制和技術等問題， 歌曲或
powerpoint 播放的困難，而分享亦未必同步， 還有
許多身體語言的溝通，無法觀察或感受得到 。可
是， 在這逆境困難中 ，這已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和
彼此關懷的機會，應當感謝主，阿們 !

瑪拉基 B 組 Agnes Lung 組長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
此 。」（希伯來書 10 章 25 節）
不單只教會的主日崇拜要繼續 ，我們小組的每月
聚會也要繼續 。幸好有電子科技如 Zoom 的平台,
讓大家仍可以 一起查經、聽神的話語、思想主耶
穌的教導， 並且彼此問候及一同禱告。 雖然沒有
實體的接觸 ，又加上有很多電子機件操作及技術
困難 ，每次開組總要花上一定時間來克服 ，才可
齊集各肢體，以順利展開網上聚會，但是我們各組
員，仍然很珍惜每一次的聚會 ， 即使有以上的困
難和阻礙 ，仍滿有感恩的心， 來到視像會議中與
大家一起。

「疫情中的讚美」
「疫情中的讚美」是山宣「一千両音樂事工」肢體創作的一首歌，由三堂肢體演出並上載在「油管」播放。
目的是鼓勵肢體在疫情時對神仍忠心，不致喪失信心和希望。 [https://youtu.be/RFMC5hialW0] 以下是全首
歌的歌詞：
[國語]
救主，看顧我們，
在這疫情中。
救主，全地之王，
讓我們仍然敬拜祢。
祢是至高永遠掌權者。
我們需要，天父已經早知道。
耶穌寶血，聖靈的引導，
使我們得勝。
讚美三一神。

[粵語]
我神，眷顧我們，
在這困境中。
祢仍帥領我們，
帶我出黑暗戰勝。
快來歌頌至高至善王。
疫情侵襲，
這事祢定已批准。
疫情幫助信心建立。
快齊來歌頌，真心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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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Thy will yet not my will.
May thy will be done.
Thy will yet not my will.
Follow Lord Jesus thy Son.
Seek God’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ll what we need will be added on to us.
See Christ’s glory through the Spirit.
We need to bow down.
Praise the Triune God.

見證分享 -- 我們來到山宣

李泳薇 (Ammie Lee)

我是 Ammie，我的丈夫是 Edwin。感恩神帶領我們來到山宣國語堂。
之前我們的教會是基督教華人宣道會迦南堂。我認識一位姊妹，是
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家福) 籌委會委員。在 2016 年的一天，她
拿了幾本家福週年特刊放在桌上，我看了這特刊，深被聖靈感動。
主日祟拜我去找她說，我想參與家福。
家福是逢單月第三個週六下午在 Burwood 救世軍聚會。Edwin 駕車
送我去聚會，然後他做他的事。在家福我認識了 Jenny 姊妹和李牧
師。到了 2017 年，Edwin 也參加了家福。2018 年家福改到 Burwood 長老會副堂聚會，但那裡没有樂器及音
響器材(例如琴鍵、擴音器，混音器等)。感恩長老會能够借地方給家福聚會，還有我和 Edwin 借到所需的器材。
他們除了單月的聚會，還有三次雙月晚上聚會：母親節，父親節，聖誕節。
每次我們在家福見到李牧師，他也留意到我們。他問我們怎會有這些器材，我們回答說是我們以前到 Dubbo
短宣用的。2019 年我們仍在家福事奉，Edwin 負責帶來及安裝器材，我有時負責司琴，大部份我負責兒童部。
直至 Jenny 姊妹到山宣實習，介紹我們給李牧師。他留意到我們事奉很久，看見我們做事認真。
到了 2019 年 7 月家福聚會，見到李牧師，在閒談中李牧師也有提到山宣國語堂的需要。Edwin 很有負擔在音
響方面幫忙，於是我們約定在八月的一個週六到山宣會面分享。那天會面時剛巧 Paul 同工也在場。我們分享
在迦南堂，家福和 Dubbo 短宣的事奉。我們一向喜歡在教會或外展學習成長。加上八月 Jenny 姊妹邀請我去
和諧之家，認識了一些山宣肢體。我感覺很温暖，而其中一位在山宣實習的 Phoebe， 也是迦南堂的姊妹。所
以我們有負擔來山宣事奉。
李牧師建議我們先為在山宣服事思想和禱告，也提醒我們要和迦南堂的主任牧師談談。我們嘗試在山宣崇拜，
看看是否習慣。在山宣我參與了另一個外展事工，就是 3C 茶座 (3C Café)。很開心認識了 Anna 和其他新朋友。
之後李牧師邀請我和 Edwin 到國語堂，協助音響控制、幼兒班和司琴。我們一直在觀察，也為是否主帶領我
們來山宣祈禱。
在去年八月我真的看到三個主的回應，讓我們肯定是他指引我們到山宣的。第一個是我們幾次在街上遇到的
三位姊妹，她們都是山宣的會眾。還有看到 Edwin 在山宣國語堂事奉的積極，他每主日是自動自覺一早起床
準備回教會的。最後我們真的看到主帶領我們在山宣服事和學習。有一天我們約了迦南堂主任黃牧師和師母
來我家，告訴他們我們要離開母會的想法。他們接受了我們，還為我們禱告。
就這樣我們在九月來到山宣國語堂事奉。Edwin 負責音響和投影機控制，而我協助幼兒班。我們和弟兄姊妹
彼此學習、彼此相愛、彼此關懷，好像一家人，存喜樂的心，一起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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