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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 以神為樂 

 2020 教會祈禱會 

 山宣的臉書(Facebook)專頁 

  

 宣道會的屬靈傳統： 

     從宣信博士的聖詩看四重福音   

 2019 聖誕在山宣 

 見證分享   

 認識山宣 (14) :  提名委員會及各堂事工會委員  

                            
 

 

 

牧者的話 —以神為樂                                                                                 李智峰牧師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以神為樂，為主而活」。在此想與

大家分享一下什麼是以神為樂呢?  

 

在威斯敏斯特的「小真理問答」一書中，第一問是:「人

生最重要目的是什麼?」答案正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榮耀神，並以他為樂，直到永遠。」大衛王也在詩篇 

16:5-11 宣告:「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份，我

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我們都能像詩人一樣，見證說 :

「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

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詩篇 73:24-

26)  
 

讓今日我們學習我們怎樣做，才能夠像詩人一樣以神為

樂?  

 

1. 要相信耶穌基督，與神和好   --   羅馬書 5:1「我們既

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我們每個人都犯了罪，沒有達到神聖潔的標準。例

如我們內心驕傲，嫉妒，自我為中心，對別人的過

犯不饒恕，發怒，論斷等等，這些都是罪。 罪帶來

人的後果是與神為敵，與神隔離。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原是為所有罪人付上了

代價。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所有

的罪都被赦免，他們在神眼中就被看作沒有罪的人。

所以，基督徒是因著信耶穌而被稱為義人，不是因

為自己的行為有多好的緣故而稱為義人。 因信稱義

的結果，是讓我們從與神為敵的狀態，變為與神和

好的狀態。得與神和好，這是神為我們成就的恩典，

也是神賜每個基督徒現在所有的恩典，這是我們能

夠以神為樂的基礎。 

 

2. 盼望神的榮耀   --  希伯來書 9:27「按著定命，人人都

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每個人將來都要面對神的審判。如果我們承認人人

都有罪，就會知道按照神聖潔的標準，我們將因為

所犯的罪而與神隔絕，落到永遠的沉淪中。這個結

局其實很可怕，但己相信耶穌接受耶穌為他救主的

人，就不再害怕末日的審判。就如同準備充足的學

生，不會害怕考試。正如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

認清耶穌已經為我們的罪付上的贖價，所有的罪都

不會算在我們身上，認清神應許我們永遠與他同在。 

 

基督徒期待永遠與神同在的時候早日來到，這正是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的心態。「歡歡喜喜」

準確的翻譯是:「因著盼望而誇口。」「誇口」不是

因為我們配得，而是因為得著神的恩典，是神賜我

們力量、勇氣、安慰，帶領我們縱使在患難與逆境

中，也能產生對神歡喜，誇口的心態。我們既是盼

望著未來永恆的榮耀，所以能輕看現在短暫的苦難，

也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的結果。 

 

就像有些人要塑造自己嚮往的身材，揮汗如雨，忍

饑挨餓，練出幾塊腹肌就樂此不疲地健身與節食。

但是健身與節食能不能達到那樣的效果，其實因人

而異。但基督徒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同在，是一

定會實現的，因為是神應許的。因此想到與神同在

的榮耀應許，也成就我們在患難中，品格能夠得到

塑造，信心能夠得著試練，依然能夠保持歡喜，以

神為樂的心態。 

 

3. 神的愛在我們心中 

我們有這樣的盼望，是因為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

們心裏。聖靈提醒我們神有多麼的愛我們。正如羅

馬書 5:8「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

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回想當我們仍然與神為敵的時候，神沒有按我們的

罪過對付我們，反而差遣他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

的罪而死。主耶穌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把應該死在

罪惡過犯中的我們拯救出來，並且賜給我們新生命。

如今，我們既是屬神的兒女，豈不更活在神的愛中? 

神豈不保護我們經歷患難，直到與他在榮耀中同在

呢? 神應許我們，愛我們到底，也就沒有什麼能將我

們與神的愛隔絕；也因著神的應許及同在，使我們

能在各樣的環境中歡喜，以神為樂。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流血捨身，

使罪人因信與神和好，所以我們不再害怕末日的審判。

也因為神所賜的永生，而歡喜盼望神的榮耀；聖靈也將

神的愛澆灌我們，提醒我們神是何等的愛我們。求神幫

忙我們時刻記念主耶穌的恩典，持守對永生的盼望，接

受聖靈的澆灌，活出以神為樂的生活。 

 
 

二零二零年二月  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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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教會祈禱會 

 
由 2018 年 11 月開始，教會(粵/國語堂)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的祈禱會由不同的教牧主領，並在祈禱會中

加插敬拜詩歌，由不同的肢體主領。。到了 2019 年 4 月，教會增設每月第三星期三晚的全教會祈禱會。以

下是 2020年教會祈禱會的輪值表。 

 

第一主日(粵/國語堂)  第三個星期三晚 

日/月 敬拜主領 祈禱主領 備註  日/月 負責人 

5/1  李師母及李牧師 李牧師   15/1 李牧師及李師母 

2/2  -- -- 特別會友大會  19/2 Annie & Anna 

1/3 Vivian & Leo 陳同工   18/3 Anna & Annie 

5/4 Roy  陳同工   15/4 Anna & Annie 

3/5 Luva & Kenneth  李牧師   20/5 陳同工及 Lina 

7/6 -- -- 會友大會  17/6 Luva & Kenneth 

5/7 Eve & Ivan  黃傳道   15/7 Eve & Ivan 

2/8 Anna & Sherwood  黃傳道   19/8 李牧師及李師母 

6/9 Fione  陳同工   16/9 黃傳道及 Annie 

4/10 -- -- 20週年堂慶  21/10 陳同工及 Lina  

1/11 李師母 李牧師   18/11 Fione 

6/12 陳同工及 Lina  陳同工   16/12 李牧師及李師母 

 

 

山宣的臉書(Facebook)專頁 

 

 

在 2019 年 10 月開始，山宣的臉書

(Facebook) 專頁重新活化。教會的

特別聚會及課程消息會不但在崇拜

週刊刊登，也在臉書專頁發佈。英

語堂也在臉書設立了自己的專頁 --

The Pathway。它是一個私人群组 

(Private Group)，需要加入成為組

員才能看到组内的帖文。今期季刊

特别介紹山宣的臉書專頁。 
 

山宣臉書專頁 英語堂臉書專頁 

 
山宣早在 2017年己有臉書專頁，由宣傳部管理，幹事負責執行，但在 2017年 8月後一直未有被用作為宣傳

教會活動或溝通媒介。李智峰牧師知道新會友 Luva Kwok 經常使用臉書，因此今年李牧師邀請她加入，共同

管理及協助重新活化山宣的臉書專頁，希望藉此讓更多會友關心教會活動及讓外界認識山宣。 

 
目前山宣的臉書專頁只覆蓋國、粤語堂，不包括英語堂，因後者已有自己的臉書專頁。山宣的臉書專頁除了

發佈聚會及課程消息，也會加入活動( 例如平安夜佈道聚會)的照片。 

 
自從山宣的臉書專頁在去年 10 月重新活化後，經過崇拜週刊家訊的宣傳，已吸引了不少會友(包括遠在日本

的 Daryl ) 及會外人士到訪及點讚。山宣肢體可以在 ”Facebook” 搜索「山區宣道會」或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便可找到教會的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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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的屬靈傳統：從宣信博士的聖詩看四重福音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2019 年是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 30 週年。聯會在 10 月

份舉辦了一連串的講座，第一個講座是由香港建道神學

院榮譽院長梁家麟牧師主講的「宣道會的屬靈傳統」。

梁牧師主要是闡釋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提倡的「四重

福音」的來源、神學/聖經基礎、反省與應用。梁牧師

特别提到宣信博士「四重福音」的神學及牧會理念反映

在幾首他自己創作的聖詩 ── 忠主託付、開到水深之

處、耶穌不改變、要忠心。 

 

三. 基督是醫治者 

宣信重視的是一致性：耶穌基督昨日

今日都是一樣的，有能力醫治，有醫

治的主權。 

 
【耶穌不改變】生命聖詩 279首 

 

何等榮耀美好消息，信者蒙恩典：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祂仍樂意拯救罪人，醫治眾疾病， 

安慰傷心平息風浪，榮耀歸主名。 

 

救主耶穌罪人良友，尋找失喪者， 

罪人請來俯伏主前，認罪必得赦， 

昔主恩典今仍彰顯，主言赦罪戾， 

我也不定你的過犯，不要再犯罪。 

 
主在昔日曾顯大能，醫治人病苦， 

今日依然主言一出，憂病都消除， 

當日婦人一摸主衣，即時得痊愈， 

今日因信主仍醫治，主仍不改變。 

副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天地縱變，耶穌依然，耶穌不改變。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 

   天地縱變，耶穌不變，榮耀歸主名。 

 
四. 基督是再來的王 

宣信接受前千禧年的宣教觀(即主再來

是在千禧年前)，信徒要努力到未得之

地，向未得之民宣教。所以他開展海外

宣教運動。教會應對宣教事工有足夠的

關懷和投入。 

 

【要忠心】生命聖詩 346首 

我們已受主教導今要出發，回想曾坐在主足前， 

我們曾飲於屬天眞理活泉，嘗其味如蜜甘甜； 

我們要為主負起證道之責，到世界廣大禾田； 

主差我們去帶此神聖口號；無論何代價要忠心。 

 

從相聚地方我們今要出發，正如五旬節時一般， 

我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並已得着聖靈充滿； 

我們今天出去要像一卷書信，活出救主的音容； 

我們要時常代表着主耶穌，一生一世都要盡忠。 

 

帶榮耀使命我們今要出發，有如天國所遣使者， 

發出神恩惠福音最後呼籲，使萬民之罪惡得赦； 

奉派去拯救黑暗中憂傷者，解除罪惡中苦痛； 

如此大事工及神聖之託付，我怎能不為主盡忠。 

副歌：要忠心！忠心！此口號傳播響亮； 

   忠心！要忠心！忠於你的榮耀

王；要忠心！忠心！縱別人變節退

後；無論何景況，你要站主旁，願

主常見你忠心。 

 
 

一. 基督是救主 

宣信博士深信要使每個人都有最少一次得聞

福音的機會，信徒有傳福音的責任。信徒要

忠於主的託付去傳福音。 

 

【忠主託付】生命聖詩 271 首 

 
我已領受主的託付，一個至高至聖的使命， 

我要將你偉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見證， 

本來你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傳開， 

但因為你無限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彩。 

 

主已吩咐我們要去，但願我們總不辜負主， 

凡不聽主命令的人，可怕災禍就必會來臨， 

我們當存畏懼之心，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 

我們更應遵從使命，為主到世界各處見證。 

 

我們都欠世人的債，應將福音向別人傳揚， 

主賜我們恩典慈愛，我們應當與別人分享， 

應使每一罪惡之子，最少有一次聽道良機， 

倚靠恩主領我的愛，使他有這盼望得福氣。 

副歌：我願意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傳這信息， 

   若不傳便有禍，求使我願跋涉， 

   我願意忠於主所託，使我能夠榮耀你。 

 
二. 基督是使人成聖之主 

宣信强調信徒要有更深的屬靈生命，要有

感情的投入及實踐的行動。所以聖徒應

開到水深之處，開到神慈愛大海洋。 

 
【開到水深之處】生命聖詩 371 首    

 

上主之慈愛猶如極大海洋，遼闊淵深無可限量； 

把纜索解脫快離開岸邊，駛入上主豐富恩海洋。 

 

可惜有多人只站在海岸邊，浩浩大洋徒自觀看， 

從不敢挺身出去冒險探求，也不願開到深水中間。 

 

聖徒應開到大海洋深水處，此處豐盛救恩湧流， 

應駛入上主慈愛生命海洋，就必知主恩浩大深厚。 

副歌：開到水深之處，趕快離開岸邊， 

   開到，開到神慈愛大海洋，主恩豐富無量。 

 

註：本文參考梁家麟牧師「宣道會的屬靈傳統」講座(2019年 10月 9 日)的內容及採用「生命聖詩」有關詩歌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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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聖誕在山宣 

 

21/12 
英語堂聖誕 

聚會 

 
 
 
 
 
 
 
 
 

  

24/12 
平安夜佈道 

聚會 

 
 
 
 

  

 

  

 
 
25/12 
粵語及英語聯

合聖誕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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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                                                                                       趙炯 (Jocelyn Zhao) 

 

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主耶穌已經

勝了世界。 

2019 年對我們全家來說是比較波

折的一年，但回顧過去，我真的要

感謝神，細數祂對我們全家的看顧

和保守，見證祂是如何愛我們顧念

我們。 

今年 1 月初的時候，我早上上班途

中遭遇車禍，被一輛卡車從後面撞上，車子被撞到

完全報廢，但主耶穌真的保護我，我人沒有一點受

傷，我知道那是祂大能的手隨時隨地都在保護祂的

兒女。 

3 月份我的大兒子參加精英中學入學考試，在考試

前一周他開始牙痛，因為以前的補牙經歷，我的大

兒子很害怕看牙醫。但因為疼痛逐漸嚴重，吃止痛

藥也沒太大效果，在考試前兩天我們還是不得不帶

他去看牙醫。檢查後牙醫建議把這顆牙拔掉，以免

後續發炎加重引起發燒。我當時幾番勸說孩子讓他

配合拔牙，不用再痛，更避免影響後面的考試，但

兒子就是不願意。我一直無法說服他，感到非常的

無助，忍不住開始流淚，於是我就閉上眼睛禱告，

心裡說：「主耶穌啊，求你幫助我也幫助我的孩子，

現在這樣的狀況需要他好好配合，求你給孩子智慧

讓他明白，讓他配合醫生治療。」 

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我看到兒子看著我，然後他

對牙醫說：「好吧，拔吧。」後來的拔牙過程非常

順利，之後的幾天他沒有不舒服，也正常地參加了

精英中學考試。我後來問兒子：「你怎麼突然就願

意拔牙了？」他說：「媽媽，因為我看到你哭了，

我看到你哭著在禱告。我知道你很愛我，我也很愛

你，我不想你傷心。所以我心裡就想，不要害怕，

媽媽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去做。」我非常感動，感謝

神能給我孩子有順服的

心，感謝神垂聽我的禱

告，消除我兒子內心的

緊張，幫助他戰勝自我

恐懼。 

接著 5 月份，我媽媽在

體檢的時候發現肺部有

一個結節，當時醫生的

診斷懷疑是惡性的，建議做手術。我們全家都很震

驚，不敢相信，因為我媽媽沒有任何症狀。但走訪

了幾家醫院，幾個專家都建議要手術，我們於是只

能排隊等待手術，心裡非常的難受也很憂慮。在那

段難熬的時間裡，教會的弟兄姊妹都一直關心我們，

並為我媽媽代禱。我們全家在這樣的困境中，深深

體會到自己的渺小和軟弱，唯有謙卑地祈求神，全

心地仰望。我們當時禱告說：「主啊，求你憐憫我

們，親自醫治我的媽媽，讓我媽媽不需要手術就康

復。」 

人的盡頭也是神的起頭 (因為人很多時未到盡頭，

就不懂得完全倚靠神)，正如主耶穌說的，在人是

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當我們全心

交托，安靜等候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見到神的工作，

見到神施恩典為我們開路，我們全家的心從惶恐不

安到慢慢有信心有平安。8 月份在手術前的 CT 檢

查結果竟然顯示肺結節的尺寸從 9mm減小到 5mm，

醫生排除惡性可能，並說應該是肺部炎症引起的，

不需要手術。我們的心真的從穀底飛到了雲端。感

謝主，從前我們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我們的生活仍舊不是一帆風順，但在困境中我看到

神從不離棄我們，祂顧念我們的需要，因此在任何

的環境我都不用懼怕，把憂慮卸給神，全心仰望信

靠祂，也有信心一直去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努力

傳福音，愛人如己，做好我們最好的，把榮耀歸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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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山宣 (14) :  提名委員會及各堂事工會委員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提名委員會 

澳洲宣道總會提供的本地堂會會章 (即山宣的會章) 第八條及第九條對提名委員會有以下規定： 

第八條：提名委員會 

教會的長老執事須在週年會友大會中選出。提名委員會由主任牧師，兩位長老及兩位會友代表組成，
提名委員會至遲在年會前一個月成立，每職份提名候選人一名，名單須於年會前兩個主日公佈，責任
會友可在提名委員會公佈候選人名單之後提名，提名者須先得被提名者同意及責任會友附議，在年會
前一主日之前以書面呈交提名委員會主席 …. 

  
第九條：職份與責任 

          第四項： 有多堂的堂會 

若長議會認同教會需有不同堂，教會應該考慮是否有需要在教會領導架構內加入堂代表。教會應在附
則訂明怎樣在以下的議會加入堂代表 …. 

甲.  提名委員會 

在多堂的堂會，長議會可以增加提名委員會委員人數，使每一個堂均有一名或以上的代表。這些
額外委員人數及選舉方必須在附則中訂立。 

 
根據會章及附則，山宣必須成立提名委員會，任期 1年，負責提名主要職份的候選人。這些職份包括長老、

執事、財政及差傳財政(可以由同一人擔任)。山宣的附則規定提名委員會兩位會友代表必須在會友大會中選

出，以確保會友的意見在提名委員會中得到反映，所以會友代表的角色是很重要的。附則也規定提名委員會

在每次選舉中擔任選舉辦事處，以加强選舉過程公正及保密。 

 

在週年會友大會前，長老議會必須訂定來年的長老議會人數及執事會職位人數。提名委員會必須按執事會每

一個職位提名候選人。過去在成立附則前，山宣没有提名委員會，執事選舉由會友按既定的細則提名。在成

立提名委員會後，除了委員會提名的事會人選，會友仍可提名他們認為合適的人選，但須按附則規定進行。 

 

事工委員會 

會章第九條第四項也規定有多堂會的教會應考慮在每一堂成立領導團隊： 

第九條：職份與責任 

第四項： 有多堂的堂會 

乙. 堂領導團隊 

在有多堂的堂會，長老議會可以考慮在每一堂成立領導團隊，負責統籌各該堂的日常事工，但須
經常與長議會緊密合作，服從長議會的指導。團隊成員的委任或選舉方法應在附則中列明。各堂
的牧者或其代表應帶領各該堂的領導團隊。 

 

在山宣，國語堂及英語堂早已在執事會之下各自成立堂委會，由主任牧師担任主席，領導該堂事工。成員除

了該堂牧者和執事外，主要是該堂的事工領袖。在成立附則後，長老議會可在每一堂成立領導團隊 (或改稱

事工委員會) ，由該堂牧者担任主席，該堂的長老代表及執事代表為當然成員，其他成員由長老議會委任。

各堂領導團隊的結構及人數也由長老議會决定。 

 

根據山宣的會章，教會管治架構將有三層：長老議會、執事會、事工委員會 。長老議會負責管理教會的屬靈

事工及領導。執事會在長議會引導之下負責教會的財政，產業事務；協助長議會關顧會友的需要，並執行長

議會所委任的事工。事工委員會在長議會的指導下負責各該堂的事工及日常運作(例如敬拜、關顧、教育) 。

山宣新的管治架構職責及分工更加清晰，各堂可以更緊密關顧事工及會眾的需要，也可透過會眾參與管治培

訓更多教會領導人才。 

 
願主祝福山宣，在新的一年，讓會眾適應教會新的管治架構，教會的管治更完善，屬靈事工更興旺、會眾參

與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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