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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屬靈操練

廿八期

李智峰牧師

教會今年仍然採用上年度的主題 -- 「跟隨主腳
步，作主真門徒」-- 因我們深深感覺到信徒要
不斷學習主的樣式，要活出有主耶穌真正門徒
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今年教會盼望弟兄姊妹
在作主的門徒方面，有實際的操練，所以定了
兩個分題: 「屬靈操練」及「門徒訓練」。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以為這些操練是給牧
師、傳道人或屬靈信徒的專利品，或是想這是
會超乎我們的能力範圍所能做到的；也不要以
為它們是屬於那些能夠專心默想的信徒，即那
些能把他們的全部時間用來禱告和默想的信
徒，絕對不是。上帝的心意是靈性生命的操練
是屬於任何平凡的人，就是那些有職業的人、
要照顧孩子的、要在廚房裡洗碗的人、在後院
割草的人。

我記得在多年前曾讀過一本書，名叫「屬靈操
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作者是
傅士德博士 (Dr. Richard J Foster)。在書中他
介紹了很多有價值的屬靈操練:

我們也不要以為屬靈的操練是枯燥無味的苦差
役，目的是要消滅我們在世上的歡笑；不是，
其實喜樂才是一切操練的主題。操練的目的是
要將人從那令人窒息的，自私自利和恐懼的奴
役生活中釋放出來。當一個人的心靈從那些令
他消沉的事物中獲得釋放時，實在很難說是枯
燥乏味的苦役。唱歌、跳舞，甚至歡呼都是靈
性生命操練的特色。

第一部: 內在的操練
1. 默想操練;
2. 禱告的操練;
3. 禁食的操練;
4. 研究的操練。
第二部: 外在的操練
1 .簡樸的操練;
2. 獨處的操練;
3. 順服的操練;
4. 服事的操練。

你可能會問，那些人才有資格進行這些屬靈的
操練呢?其實實行屬靈的操練並不難，我們無
需在神學上有極高的造詣才能做。就算你是一
個初信者，也可以實行這些操練，只要你對上
帝有渴慕的心，就像詩人所說的:「上帝啊!我
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
帝，就是永生的上帝 (詩篇 42:1-2)」, 就有資
格了。

第三部: 團契的操練
1. 認罪的操練;
2. 敬拜的操練;
3. 引導的操練;
4. 慶祝的操練。

弟兄姊妹，盼望我們都有一顆渴慕上帝的心，
願意實行屬靈的操練，好讓我們的屬靈生命不
斷成長，與神的關係不斷進深。教會正計劃幫
助大家來實行屬靈操練，盼望大家都為這計劃
禱告，並先為自己準備參與的心態，以行動來
參加及實行這些屬靈的操練。

我自己一直都跟從這書的提議來做屬靈的操
練，發覺這些操練對自己的靈命成長，並與神
關係的建立都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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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分享 : 國語堂「豐盛團契」

黎永 (Leo Lai)
國語堂外展事工委員
我加入豐盛團契已三年多。 在團契裡，我們不
但建立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也增進信徒間美好
的團契關係。 我們彼此分享，互相代禱，互相
關心，彼此服侍，已經不知不覺的變成了一個
充滿主愛的大家庭。 團契聚會的形式多樣化，
活潑輕鬆，主要內容有詩歌敬拜、學習聖經內
容、分享、互相代求等。 多年來，我們嘗試過
聚餐、美食學習、親子講座、福音錄影、異端
識辨等。

感謝神帶領我們服事國語堂的「豐盛團
契」。 我們在每月第二和第四週六 7pm-9pm
聚會，每次有不同的主題分享，也會負責舉辦
一些教會的聯合活動，例如宣教夜、中秋節、
中國新年聯歡等。 團契聚會目的是藉此吸引慕
道者認識福音，栽培初信弟兄姐妹在屬靈生命
上的成長。 聚會內容也包括互相分享生活和信
仰中的經歷，禱告交託尋求神的旨意和幫助。
更感恩的是弟兄姐妹們雖然非常忙碌，仍然積
極的參與每次的團契活動。 神也保守團契的小
孩子們樂在其中。感謝上帝在不同的時候差派
人來參加團契，一同追求真理並認識祂。

在這個充滿神祝福的團契裡，我們迎來了許多
未信主的新朋友。 感謝主，每年都有受洗歸主
的弟兄姐妹。 我們有一人歸主，引領家人都信
主的美好見證；有主在各家美好祝福的分享；
有經歷挫折，從懷疑質問，到順服交托後，主
賜應許的感動。 我們分享彼此的感恩、喜悅、
挫折、困境，在代禱和感恩中，經歷神的大能
和大愛， 讓我們的生命更加豐盛。
解斌 Nancy Xie

我們大多數成員是來自中國的年輕家庭，每次
平 均 出 席 人 數 大 約 是 成 人 12 個 ， 小 孩 6
個。 他們當中已信主的都在教會裡穩定積極參
與各種侍奉，靈命不斷成長進步。 願主繼續賜
福使用祂自己的團契，成為得人如魚和屬靈生
命成長的基地，高舉榮耀主
的名。 願我們得著上帝的同
在保守和活出美好的見証。

三年前移民澳洲後，朋友介紹我
到山區宣道會。 我參加了豐盛
團契，和小夥伴們一起探討和學
習。 在團契裡，我們一起唱詩，
在美好的音樂中我們很快能進入
融洽和有愛的氛圍裡。 我們一
起學習聖經，我們有牧者的帶領
和引導去真正瞭解聖經，認識天
父。

團員分享 :
剛信主的時候，我們的家庭
確實是大大蒙神的恩典，透
過禱告和祈求，我們憂慮的
一些事情最後都能較好地解
決，所以我們很感恩，也曾
用這些事情做見證。 隨著固
定參加主日祟拜和團契，我們更瞭解聖經真理，
也能更客觀地去思想我們和神的關係，我們和
團契大家庭的關係。 我們越來越明白，神主要
不是用行神蹟去領人歸主的，而是用愛。 在團
契裡，弟兄姐妹一同學習神的話語，分享交流，
互相關心鼓勵，在主裡合一。 更堅固我們信心
的是，我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愛心和捨己，
謙卑和順服，特別結合最近幾次團契的學習內
容 --《使徒信經》和《如何事奉》-- 我們領悟
到基督徒真正得勝的生活並不是世人崇拜的
「 成功福音」，而是能背起十字架去跟從主耶
穌。 所以我們立志要聽主的話，做世上的鹽，
做世上的光，傳福音給更多的人，將榮耀都歸
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Terry & Jocelyn

團契裡最溫馨的環節是成員的分享和禱告。 平
時大家都是單獨的個體，在團契裡我們就是一
個小家庭，所有成員都被彼此關心著，我們一
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開心事，一起分擔和代
禱我們不開心和擔憂的事。 我們在主裡合一，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每當聽到小夥伴對我們工
作和生活事無巨細的關心和代禱，心裡暖暖
的。 在團契裡，成員的關係以及我們與主的關
係都越來越親近，我們學會如何交通，總之獲
益匪淺，非常感恩。
小朋友們也能在團契裡聚在一起，學習彼此相
處，一起成長。 女兒每次都非常積極和開心的
想來參加，說明她是真的喜歡這裡的氛圍。
Winnie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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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李慧妍(Anna Kwok)執事
教育部部長

山區宣道會圖書館
過去教會圖書館以流動車形式運作，定期在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主日崇拜後開放，
由幾位肢體輪流當值。2016 年教育部建議改善教
會的圖書服務如下：





新圖書館除了將舊圖書車的藏品轉移到固定的書架
外，也藉此機會添加了少量新書（包括最近收到的
捐贈書籍），並增加了參考書（不設外借，只限堂
內使用）。現時圖書館藏品超過 800 項，包括圖書
約 430 項，光碟約 380 項。

地點: 堂址頂樓的一間房改為圖書室；
設施: 安裝固定的圖書架；增設書枱、椅子、
盆栽；
時間: 延長開放時間；
館藏: 增加圖書館資料。

新圖書館以自助形式運作，借閱/續借及歸還程序
相當簡便。開放時間不再侷限在崇拜後的短暫時間。
所有山宣肢體可以在教會堂址的開放時間(註二)使
用圖書室及借閱。因為圖書室没有管理員當值，使
用者如有需要，可電話聯絡圖書組同工（註二）。
經修訂的圖書館使用規則已張貼在圖書室的告示板
上，使用者在使用或借閱前宜細閱。其中關於借閱
期及逾期罰款的修訂如下：

圖書館由 2017 年 4 月開始暫停服務，以便圖書組
安排搬運圖書館資料至新址、進行盤點、重新編目、
更新目錄、採購及安裝傢俱、重訂圖書借閱規則及
借閱記錄、重新編排圖書上架等。感謝神，經過同
工（包括 Miranda, Carmen, Juanita, Sherwood, Anna）
的努力和很多山宣肢體的支持/協助(註一)，圖書館
已於 2017 年 10 月 29 日重新開放。當日主日崇拜
後在教會堂址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開幕禮，由李智峰
牧師主禮，出席肢體約三十多人。

 每項外借圖書館資料的期限是一個月。
 每項逾期未歸還的圖書館資料需要繳付每星
期二元的罰款。
目前英語堂及國語堂各有自己的圖書館或藏書。圖
書組建議教會日後考慮將二堂的藏書歸入圖書館，
供山宣三個堂會肢體共同使用，並統一由一個事工
單位管理。

典禮開始時參加肢體一同唱著詩歌「頌讚主，
Hallelujah」向神獻上感謝、讚美，並將一切榮耀歸
給神，接著李牧師分享了他讀書的心得和閱讀的好
處。李牧師說他年輕時已喜歡閱讀，信主後常閱讀
屬靈書籍，手不釋卷。他認為閱讀可以令他精神集
中，智慧加增，可與作者思想交流；閱讀屬靈書籍
更可激勵生命，增
長聖經知識。他鼓
勵肢體培養及操練
閱讀的興趣。他更
分享他的閱讀心得：
看書先看最初的十
多頁，有興趣便继
续閱讀，不要勉强
自己看冇興趣的。

圖書館歡迎山宣肢體及會外人士捐贈書籍，有意者
請聯絡圖書組同工。

註一: 多謝執事會撥款及肢體奉獻購置新圖書室傢俱；眾多粵
語及英語堂肢體協助搬運、採購及安裝等工作。
註二: 新圖書室開放時間為星期二、四和五:10am-2pm; 第二至
五個星期日 11:30am-1pm。
註三: 詳見週刊封底

教育部 2018 年信徒裝備課程預告
課程
聖經時代風俗習慣 (1)

導師
Eve Kwan

哥林多前書研讀

李智峰牧師

帖撒羅尼迦前書

Anna Kwok

聖經中的禱告

Eve Kwan

帖撒羅尼迦後書

Anna Kwok

日期
2 月 25 日至 4 月 15 日
（共 6 堂）
3 月 6 日至 5 月 29 日
（共 12 堂）
5 月 13 日至 6 月 24 日
（共 6 堂）
8 月 12 日至 9 月 23 日
（共 6 堂）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共 6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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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逢星期日崇拜後
11:15am-12:15pm
逢星期二 7:45-9:30 p.m.

上課地點
Community Centre 小禮堂

逢星期日崇拜後
11:15am-12:15pm
逢星期日崇拜後
11:15am-12:15pm
逢星期日崇拜後
11:15am-12:15pm

Community Centre 小禮堂

教會堂址

Community Centre 小禮堂
Community Centre 小禮堂

喜樂喜舞 —— 劉瑞英 (Shirley Liu)姊妹
現代運動有一種運動名叫「三項全能」（或
稱「三項鐵人」），運動員須通曉單車，游
泳和短程馬拉松三項運動。在中國舞蹈和音
樂方面，粵語堂的劉瑞英姊妹可說是三項全
能的表演者，她精通中國舞，粵曲和中樂。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有一次「雪梨粵曲福音團契」（即「沐恩
福音粵曲合唱團」(Blessed Dip Gospel
Choir）的前身）應邀到華澳表演。出於
對福音粵曲的好奇，Shirley 專誠請假出
席觀賞。會後她毛遂自薦，加入了這團契，
參與粵曲、中樂及中國舞的表演事奉，之
後並被委任為導師，直至 2017 年 10 月。

可能你們不知誰是劉瑞英姊妹，因為在山宣
我們通常稱呼她為 Shirley。Shirley 是山宣
會友，撒迦利亞組的組員，現任婦女會外展
事工的中國舞班導師。

2008 年 Shirley 因為家人再次回到山宣聚
會，並加入了小組。因為工作關係，
Shirley 來到澳洲後暫時放下了她的興趣。
直至 5 年前她的小女兒學習舞蹈，她擔任
舞蹈老師的助教才開始重拾中國舞。同年
她應李師母邀請，為山宣婦女會外展事工的中國舞班
担任義務導師。每星期三早上她都回到教會堂址教導
學員，至今已有 4 年。她除了教授用傳統中樂伴奏的
中國舞外，她也會用合適的聖詩來編舞。Shirley 很
享受跳中國舞，在中國舞班事奉十分喜樂，也見到學
員很投入地學習。過去二年，中國舞班學員有機會到
老人院、長者團契、佈道會服事。

Shirley 來自中國廣州，在小學時已被選拔
在少年文化宫學習舞蹈，特别擅長民族舞及
古典舞。Shirley 自少跟隨喜愛粵劇的祖母生活，在
當時物資匱乏的年代，粵劇是她們最佳的娛樂。因為
經常陪伴祖母看粵劇，自少耳濡目染，也愛上唱粵曲。
Shirley 畢業後，工作之餘參加單位的粵曲比賽，初
試蹄聲，獲得季軍。之後開始跟隨其中一位比賽評委
正式學習粵曲。為了可以自彈自唱粵曲， Shirley 也
開始學習古箏。
1999 年移民來澳後，Shirley 透過工作的上司
Susanna 姊妹第一次接觸教會 —— 山宣。後來因為
女兒參加了華澳浸信會的兒童遊樂組和主日學，在其
他家長邀請下，她參加了華澳的小組聚會。雖然生長
於無神論的中國， Shirley 心中知道有一位神，只是
不認識他是誰。在華澳聚會期間，Shirley 有機會看
到「中信月刊」的二篇見證文章。第一篇是關於信主
的喜樂，她深受感動，因為當時她正渴望有一個喜樂
的心。另一篇是關於信心的，要踏出信心的一步。之
後在華澳的一個為未信者舉辦的聚會中，Shirley 決
志信主。

在山宣接近十年，Shirley 感受到山宣是一所充滿愛
和接納的教會。她希望可以在教會以她的舞蹈和音樂
恩賜進深事奉，去回應神的愛。去年 10 月初她退出
了「沐恩」，適逢教會正構思籌辦山宣的福音粵曲班，
她十分樂意參與這事奉，讓教會喜愛福音粵曲的肢體
可以聚集，一同學習切磋，也透過福音粵曲班吸引未
信的新朋友，讓他們認識神。
願主繼續使用 Shirley，以她的恩賜服事教會，成為
流通管子，見證主恩。

我的信主歷程

伍世祺(Mike Ng)

我幼時住在一間基督教學校旁。那時，逢周日我家都
會去學校參加崇拜，目的是為祟拜後，學校總會有些
糧食派給大家，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基督教，聽了幾年
道。
之後我接觸了另一個宣教地方，那是一間簡陋木屋，
傳道就在那裏說道理，教孩童唱詩歌及寫讀一些單字
詞語；主日會有聖餐，因信主的人不多，聖餐人人有
份，吃是可填肚的餅乾，飲是「利賓納」開水，相當
實際。

大概因為弟弟信了主，令我多
年後再有跟基督接觸機會。小
學時我有個要好同學，很會關
心人，我工作以後不住在家，
他間中會探訪我家人，最後見
他時他正讀神學，那時我不知
信耶穌也分基督教和天主教，
只想，為甚麽無端學做神父，倒不如學做個和尚打齋
更能揾食？時間把這個人漸漸在我生活中消失了…

我家傳統擺放了些祖先地主位等，兄弟姊妹長大後都
一一送走了，可能我們骨子裏就不信這些東西。我家
九兄弟姊妹，感情至今都很好，雖有不同宗教見解，
都互相體諒。各人成長後，弟弟信了主，媽媽對弟弟
信主沒有意見，而我就不以為然，心想「都唔知信嚟
做乜！」

有一天，信主的弟弟告訴我，說在一個基督教網頁中
發現我這朋友的一篇文章，於是轉折聯絡了他，這已
是十四年前的事了，上帝就是這樣安排，再給機會我
去接近衪。他是牧師，我當時是公司管理層，之後，
我倆經常相約吃飯，當中亦會有其他朋友一起；我有
時遇困難，他會為我祈禱，但對我來說這些祈禱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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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為然，只覺經常要聽祈禱實在很煩；但這期間，
他在我身邊所作的一切，不覺間已改變了我一些重要
觀念，這意味着我跟上帝的關係踏上了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往後，我對基督教已沒有太大抗拒了。由於當時
身邊朋友對和個牧師一起吃飯，交談的感覺不大好，
於是，我再一次遠離基督，直至 2014 年底，我决心
踏入澳洲。
上帝用了一千日令我認識了衪。到澳洲後我忙於做家
居裝修，有一天，教會「何西阿組」組長 Daniel Li 夫
婦闖進我家，要拉我去感受下澳洲弟兄姊妹相交的滋
味並自助餐招呼，我心想要找個機會回報他們。

太太近年有到教會敬拜，有一次我提出跟她一起去，
就這樣，我人生中第四次接觸主。這裏沒有在港時的
應酬，煩惱，所以這次真的可以讓我認真地認識我人
生中經常跟我擦身而過的耶穌基督。
感恩是我漸漸認識聖經中的真理，開始對以前那些利
用我的，欺騙過我的人已不再在意，亦不再憎恨他們。
感激上帝多年來多次給我機會去認識衪，接近衪，對
我從沒有放棄過，往後日子我會用愛來愛我主，愛身
邊所有人，正正式式開展我新的人生。感謝主！

「爾道自建」釋經靈修
「爾當以所信至聖之真道自建」（猶大書 20 節）
山宣肢體用後分享 :
我們愈是生活繁忙，便愈需要安坐下來研讀聖經和靈
修，藉神的話語來滋潤靈命和指引方向。
香港建道神學院 2014 年 1 月推出以釋經靈修為主的
「爾道自建」免費流動應用程式(APP) ，至今已有超
過 10 萬多人次下載使用。「爾道自建」提供每日一
篇靈修文章讓信徒作為每天親近神的屬靈食糧，應用
程式功能包括﹕
 語音閱讀內容 -- 每天的靈修文章皆提供廣東話及
普通話錄音。
 文章主題搜尋 -- 能以主題式搜尋靈修文章，有助
個人和小組查經需要。
 重温昔日文章 -- 可即時重温昔日所有靈修文章。
 每日靈修通知 -- 自行設定時間，提醒每日定時靈
修。
每年的「爾道自建」皆由學院的聖經學者撰寫靈修文
章，透過聖經原文、歷史背景、地理或考古等不同角
度，闡釋一些常被人誤解或難解的經文；同時也能對
整卷經卷有更深刻的印象和理解，讓信徒靈修時能先
理解經文原意，並透過思考問題，自省與神的關係。
鼓勵山宣肢體使用「爾道自建」（或其他靈修應用程
式）作為每天的靈修資料，在神的話語中得建立。但
願這流動應用程式能鼓勵和提醒信徒每天靈修親近
神， 建立穩定而又有深度的靈修生活。
資料來源：主文取材自香港建道神學院網頁「爾道自建」事工
介紹。

柯麗芳 (Connie) : 對基督徒而言，神的道，就如空氣
一般重要。要活在當下而不屬世，真是不容易，但感
謝神，祂賜給所有跟從祂的人，最寶貴而又滿有能力
的話 --- 神的道 。因此每日的靈糧是基督徒維持屬靈
生命健康的主要來源，我個人習慣喜歡早上靈修，讓
自己有力量去面對一天的事情，晚上睡前，簡單閱讀
聖經，用禱告感恩，作為一天的結束。
最近開始用「爾道自建」作為早上的靈修資料，每天
早上都會定時提醒我靈修。我最喜歡不同經卷有不同
的老師分享，這樣會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提醒。
老師提出的問題，引導我反省，加深領悟，嘗試在生
活中實踐，令信仰生活化。
杜麗娜 (Lina) : 幾年前是我弟婦介紹了「爾道自建」
釋經靈修 App 給我作為每天親近神的屬靈食糧。
「爾道自建」有粵語或國語的語音功能閱讀經文及可
透過「聖經原文、歷史背景、地理」等不同角度用口
語化解釋難解的經文，讓我在靈修時能先理解經文原
本的意思，並透過所提供的思考問題，自己反省我與
神的關係。我覺得這個 App 很不錯，所以也有介紹
給我的朋友。
余黎志蓮 (Ruth) : 弟兄姊妹可能在 80 年代使用「荒
漠甘泉」來靈修， 在 90 年代使用「每日與主同行」，
近年使用電腦上網或手機應用程式閱讀靈修文章，目
的都是一致的——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及靈命成長。
我試用過「爾道自建」作為靈修材料，通過作者對聖
經人物、事件詳细的分析，除了使我清楚明白所讀的
書卷內容之外，更讓我看見神豐富的應許。神在過去
對以色人憐憫、忍耐、發怒、管教，更能表達神就是
愛，神對我們的愛永不改變。無論你過去是否用不同
的靈修材料，我鼓勵你嘗試用「爾道自建」來建立深
度的靈修生活。

認識山宣(8) : 山宣的外展及體育事工

郭兆和 (Sherwood Kwok)

外展 (Outreach) 的字面 意思大概是「向外接觸」；但其真正意思應該是 「透過向外接觸和關懷, 將人帶到神面前，讓人
認識神」，而這正是「外展事工」最終希望達到的目標！「向外接觸」 的範圍很廣，不論是本地的福音/關懷工作，或
是海外的福音工作，都是外展事工的一部份。今期季刊會介紹山宣的外展及體育事工，下期會介紹山宣的佈道及宣教事
工；。
現時山宣有不同的堂會和部門推行與外展和運動有關的事工/活動，包括：
堂會

部門

事工/活動

「美意分享天地」

負責人

美意分享天地

事工委員會

乒乓球事工

James Wong 執事、
Tommy Mak、 Eric Li 弟兄

中國舞班

李劉德麗師母

英語堂

足球事工

Kenneth Chiu 執事

國語堂

豐盛團契（詳見本
期另文介紹）

Leo Lai 弟兄

小組聚會/活動

小組組長/區長

傳道部
粵語堂
婦女會

山宣

小組事工

過去「美意」舉辦了多個課程，每個課程的形式都是每
課先由講者分享他們的專長，其間有 10 分鐘是由李牧
師分享福音信息 －－「生活智慧」。
在 2015 年 9 月，「美意」在聚會時間上作出突破 - - 由
午間活動轉到晚間，目的是吸引在職的人士參加。第二
次突破是在 2015 年在 11 月 22 日晚上舉辦福音性聚會 - 人生路分享晚會: 「下一站有樂」。在 2016 年上半年，
「美意」休養生息，活動暫停(除了乒乓球事工外)，直
到 2016 年 7 月重開，並加入新委員。今年二月「美意」
在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大堂舉辦「高分低志」
音樂佈道會，講員為陳恩明牧師。
乒乓球事工
這是棣屬「美意」的常設外展活
動，於 2014 年 3 月成立，希望
透過信息去傳揚福音，並通過運
動能強身及增進友誼。乒乓球活
動逢星期四晚上 7:45 在教會堂址
舉行，參加者約 6-8 人，三位聯
絡人 James Wong 執事、 Tommy
Mak 和 Eric Li 弟兄是骨幹成員。
中國舞班
中國舞班是婦女會的外展事工，目的是透過舞蹈活動吸
引未信的朋友。事工負責人是李師母，舞蹈導師是本堂
的劉瑞英(Shirley Liu) 姊妹，逢星期三早上在教會堂址舉
行，參加者約 18 人(其中 4-5 人為未信者) ，經常出席約
10 人。每次活動在茶聚時，李牧師都會用簡單的信息與
大家分享。
足球事工
山宣足球隊在 2010 年
成立，目前是山宣英語
堂外展事工唯一的隊伍
((註)。領隊是 Kenneth
Chiu 執事，隊長是

「美意分享天地」是山區宣道會的—個外
展事工，現在棣屬執事會傳道部。「美
意」在 2013 年 10 月份成立，目的是透過
不同的活動、課程、興趣班及社區服務，
向華人社群傳揚耶穌基督的好消息。「美
意分享天地」由一個事工委員會管理，現
任 事 工 委 員 為 ： Cal Chan ( 主 席 ) ， Anita
Chan (傳道部執事) 、Joanne Cheung (秘
書) 、Jeanie Wong (財政) 、Cecy Chan、
Leona Leung 、Mike Ng、 Winnie Chan。

Timothy Kwok 弟兄。隊員主要是英語堂的青年人，還有
他們的會外朋友或同學，有部份隊員為未信者。體育事
工目的是「以體育活動作為媒介接觸未信者，也透過相
交和共同興趣加強彼此的關係」。
山宣足球隊成立後每年都参加 In Christ Sports Ministry 舉
辦的户外足球聯賽（四月至八月）。這幾年足球隊的表
現進步，2017 年更勇奪聯賽冠軍。英語堂的青年人也和
粵語堂的成年人每年有數次的男女混合的足球活動，歡
迎肢體的親友參加，透過運動強身和加強彼此的關係，
也藉此接觸更多未信主的親友。
小組聚會/活動
山宣細胞小組內容包括 4W：Welcome (打開話題) 、
Worship (敬拜) 、Word (彼此建立) 、Work (異象分享) 。
第四個 W 包括服事人（已信和未信者）及關心社區。
這二年開始有小組服事會內長者，也參與社區關懷活動，
包括: 參與 Hornsby 圖書館的「愛心織冷被」活動；在新
年向 Pennant Hills 華人商户拜年，並致送禮物包及由組
員用利是封親手製作的賀年裝飾。
山宣有不同的外展和運動事工，但目的一致，就是將人
帶到神面前，讓人認識神。「外展事工」讓山宣的肢體
透過佈道會、活動、課程、興趣班、運動等向外接觸未
信者，與他們建立關係。感謝神讓很多肢體在山宣的外
展事工上有份，能夠認識神實在是一份福氣，而能夠參
與神福音的事工乃是一個更大的福份。
註：山宣籃球隊也在 2010 年成立，但在 2010 年球季後停辦了。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山區宣道會十五週年特刊及教會事工報告，並多
謝有關事工/部門提供部份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