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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牧者的話— 跟隨主腳步

李智峰牧師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跟隨主腳步，作主真門徒」，

來一年當中，每當要做一件事情時，都誠懇地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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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計劃所引起的震盪真的是匪夷所思，共有

有一非常重要的中心思想「如果是基督，祂會怎樣

，我們的生

執事會事工簡
執事會事工簡介系列(二
介系列 二) : 會友及關顧部 (註)

在今屆執事會負責「會友及關顧部」的是趙馮惠玲執事（Ling Chiu），熟悉她的肢體
常稱她為「Ling 姐」。Ling 姐可以說是「重作馮婦」，因為這已是她第二次承擔這
事工；第一次是 2008 - 2010 年她以堂委的身份負責。因此，這是她較熟悉的事工，
也是她在執事會各崗位中最有負擔的。她說：「事奉是回應神給我的恩典。感謝神給
我願意關心肢體和敏感肢體需要的心。」
「會友及關顧部」的職責範圍頗廣泛，甚至有些瑣碎。簡而言之，會友部負責：安排
主日祟拜司事人員；安排司事訓練；安排聖餐餅及杯；負責洗禮事務，安排及預備受
洗者的禮物；會友紅白二事的禮物、花圈等等；安排崇拜茶點及鮮花。 關顧部負責：
安排迎新組及負責新人關顧；組織探訪隊；關顧有特別需要的弟兄姊妹。
由此可見，「會友及關顧部」的工作很多是定期性
• 關顧新移民家庭的需要，協助他們早日適
的 (如主日崇拜司事) ，也有些工作是突發的、不定
應。
時的（如探訪、關顧）。除了繼續以上定期和不定
期的工作，「會友及關顧部」事工在未來二年有以
過去二年多，「匯聚點」負責照顧新人，讓他們彼
下計畫：
此認識，也認識教會。由今年開始，照顧新人的職
責由强化了的新人接待組承擔。
• 加强主日崇拜司事的聯繫，在去年十二月
會舉辦司事聚會；
「會友及關顧部」需要更多肢體參與事奉，也需培
• 設立司事長，協助司事事工；
養接班人。希望有心志在司事、新人接待、預備茶
• 繼續物色新人加入司事的事奉；
點、探訪肢體等事工上參與的㑹友聯絡 Ling 姐。
• 加強新人接待組的安排，讓新來賓感受到
註：多謝「會友及關顧部」的趙馮惠玲執事接受訪問和預覧本
教會的關心；
文。
• 重新組織探訪事工，招募肢體作探訪員；
執事會事工簡
執事會事工簡介系列(
介系列(三) : 教育部 及文字小組

郭李慧妍執事

神阿，「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 119:105) 當
我在十字路口徘徊時，你的話是我的指引；當我在憂傷痛苦時，你
的話是我的安慰 — 溫暖我心，加我力量。從年青時信主開始，感謝
神不斷提醒及給予機會在教會及神學院裝備，學習神的話。回顧過
去多年在事奉和生活中曾經歷多次軟弱和黑暗時期，神的話是放明
的光和燒著的火，一直照亮、帶領著我如何在祂的同在中得勝。
自 2012 年初返回悉尼定居，在山宣聚會不久加入「教育部」事奉，
至去年七月擔任執事，負責「教育部」和「文字小組」事工。過去
四年多在山宣的事奉一直有神的恩手帶領著，指引方向。哈利路亞，
讚美神!
3. 圖書館：今年有 6 位肢體協助管理圖書館，成
以下先簡介「教育部」各單位及文字小組的同工：
員包括： Juanita Yeung 、 Cecilia Young 、
1. 長者查經班：現時約有 6-8 位長者在主日崇拜
Miranda Chow 、 Carmen Chan 、 Rosa To 、
前聚集一起學習神的話，導師為 Daniel Li 、
Wendy Wong。
Petraine Mok 夫婦。
4. 裝備課程組：擬定課程及安排導師/教員，成
2. 幼兒照顧組：今年有 8 位肢體在主日祟拜時段
員包括：Anna Kwok、Rev. Almon Li。
輪流協助照顧 2- 4 歲的幼兒，成員包括：Ruth
5. 文字小組：
文字小組：安排編輯、校對及翻譯全教會性的
Yu 、 Wylie Tam 、 Joanne Ou 、 Yan Zhang 、
刊物，成員包括：Sherwood Kwok、Ruth Yu、
Crystal Phan 、Susanna Lee 、Jeanie Wong 、
Anna Kwok。
Nicole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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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教育部」各同工曾聚集一起，彼此認識，分
享各單位的情況、計劃、異象、目標等，日後會再
繼續舉行，好讓各組的同工能互相支持及代禱。
2016 年下半年，感謝以上同工們忠心事奉，緊守崗
位! 7 月及 10 月教會季刊順利出版，有肢體分享說，
季刊「有家書分享的溫暖感」，這是對肢體的鼓勵，
亦是彼此相愛的實踐。此外， 2016 年 7-12 月期間
舉辦了以下裝備課程：「撒迦利亞書」(導師為李
智峰牧師)、「不再一樣的生命」及「路得記」(導
師為郭李慧妍執事)。

2017 年，「教育部」會舉辦以下課程：「恩賜與事
奉」、「啟示錄」、「以弗所書」。此外，4 月、
8 月及 11 月會舉行專題講座; 圖書組同工正籌備在
教會堂址設立一個圖書室；文字組會在教會季刊定
期介紹執事會事工、各部之計劃、肢體見證及分享；
長者查經班將於農曆年初二(29/1)在祟拜獻詩。
在新的一年，盼望更多弟兄姊姊妹在真道上裝備，
追求認識神的話。長者們是我們的良好榜樣，我們
要效法他們每星期都一起學習神的話之恆心。為了
能更周詳地擬定課程裝備及培育信徒，「教育部」
將會在 2017 年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弟兄姊妹們曾
經修讀之聖經及建立屬靈生命的課程，請大家踴躍
參與。

老人院探訪事工

楊頌仁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道書

老人院探訪事工負責人

我們的團隊每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六以探望院友
來填補他們孤寂的空虛。我們不時期望這些探望，
院友們也十分高興見到我們。開始時我們只有三數
個院友參與，現時每次探望已增加到超過二十個院
友參加。聚會不單給院友們認識上帝改變他們很多
的生命，它也轉化我們和與上帝同行的人生。
當分享和敬拜時見到院友們得生命，我們有極大的
喜樂和滿足；就如有一次收到一張由其中一女院友
親筆寫的窩心感謝字條。你便知道自己正在建造一
個不一樣的生命。
老人院探訪事工團隊時刻都在尋找更多想建造不一
樣生命的成員。如果你感到上帝正在呼喚你，或是
你喜歡啟發他人、給社區帶來生氣、分享上帝的話
語，請給我致電以便了解更多。我會很樂意給你分
享多些有關參與老人院探訪事工大家庭的步驟。

3:1)

「我的日子正在老去。不是年長些。」我們所有人
自從出生一刻就說 —「我的日子正在老去。」我
們開始在想我們的孩子或家人會否來探望我們那卑
微縮小的家。他們會否幫忙日常起居購物？買點北
京填鴨薄餅、朱古力蛋糕、牛奶和曲其之類都是好
的。又會不會給我們洗衣服和由上至下地吸塵，又
或會否把我們扔進那些傢俱年日比我們加起來的的
年齡還久遠的護老院。
無論這或許有多傷感，成長中也會給人帶來很多愉
快。其中有一樣大多數人渴望的是可以跟愛侶白頭
到老，但事實不是所有人都可與愛侶相濡以沫。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家人和朋友可在他們晚年的時候
隨侍在側，給他們買日用品和吸塵。其中一樣在老
來最難受的是孤獨。
作為基督徒，我們得知我們有上帝而不會孤單。我
們永不會孤單，但不幸的是那些已到人生終段仍未
認識耶穌的長者。
對整個老人院探訪事工團隊來說，可以探望
Thornleigh 的雅士尼院舍，是我們的益處。我們似
乎感到這是上帝呼召我們參與的。直到今天，這是
給我們何等大的益處，能有這奇妙的機遇可以服侍
和跟院友們一齊敬拜，更重要的可一起分享上帝永
生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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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黎志蓮 「美意分享天地」
美意分享天地」委員會秘書

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 繼續展示神的美意
繼續展示神的美意

雖然去年中心活動暫停，但乒乓球仍然持續舉行，
多謝三位聯絡人 Eric Li， Tommy Mak， James
Wong 的辛勞。去年每次平均有 6-8 位參與此活動，
同樣地希望透過信息去傳揚福音，並通過運動能強
身及增進友誼。 鼓勵你們邀請未信主的朋友參加，
讓朋友有機會聽聞福音。
今年仍然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課程，興趣班及社
區服務，去把天國的福音傳揚出去。 暫定有以下
活動:
第一季 : 安全駕駛， 插花工作坊
第二季 : 提防「三高」的營養與飲食，
學造精美甜品
第三季 : 特色烹飪示範，學造傳統月餅
曾在上一次季刊中分享時，鼓勵弟兄姊妹在傳揚福
音的事工上有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將活動介紹給
未信主的朋友。 若你有專業技能，或有某行業的
專才，請你聯絡李牧師自薦為講者。再者，誠邀各
肢體為活動的講者、牧者、義工及參加者代禱。
最後，感謝神賜我們能力去事奉祂， 求神繼續賜
福山區宣道會。

「美意分享天地」是教會的外展中心，目的是向華
人社群傳揚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在 2016 年休會直
到今年重開，除了加入新會員，並增加了 2 位跟進
者去與新朋友建立關係。
今年委員會成員如下: Rev Almon Li (主席)， Anita
Chan (傳道部部長) ，Jeanie Wong (財政)， Ruth Yu
(秘書)， Amy Leung， Cal Chan， Joanne Cheung。
過去兩年共舉辦了 14 個課程， 有 13 位講者， 約
有 200 人次參加。 通過收回的問卷， 有 22 位未信
主的人參加了活動。求神通過李牧師講的福音信息，
讓福音種子植入她們的心田。

「匯聚點」
匯聚點」團契 — 有「始」有「終 」

郭李慧妍執事

前「匯聚點」
匯聚點」團契負責人

「匯聚點」團契在 2014 年 5 月中成立（在同年 7 月歸入
「會友及關顧部」），目的是：
1. 讓新來賓得到關顧；
2. 讓新來賓認識山區宣道會；
3. 作以下橋樑：鼓勵未信朋友參與福音性查經／聚會；
鼓勵及安排基督徒加入教會小組和參加裝備課程。
「匯聚點」成立的理念是透過每月的聚會和其他活動，讓新
朋友彼此認識，也認識教會(如教會架構和活動、小組事工
和組員守則 )，認識其他肢體。在他們較熟悉教會和肢體後
（約半年或參加聚會 6 次），再經主任牧師轉介他們加入合適的小組，繼續在小組得到牧養和成長，有少數
未有合適小組加入的肢體可在「匯聚點」中協助照顧新朋友。
感謝神的帶領!「匯聚點」成立至 2016 年 11 月，共有 39 位新朋友曾出席一次聚會或以上，其中 29 位至今仍
參加山宣聚會。留在山宣的「新人」中，17 人已於 2015—2016 年先後加入 6 個不同的小組，另有 6 位會於
2017 年加入小組；13 人已洗禮或轉會加入山宣；10 人已參與教會不同崗位的事奉（如司事、詩班、三福隊、
接待新人事工）；11 人恆常參加裝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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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7 年 1 月開始，「會友及關顧部」會加强現有的「新人接待組」，
並承擔「匯聚點」關顧新人的功能。因此，「匯聚點」團契在 2017 年
起結束運作。2016 年 11 月教會已開始逐步安排及鼓勵參加「匯聚點」
團契的肢體及朋友加入合適的小組。
在此特別多謝陳許雪玲姊妹和郭兆和弟兄在過去二年多的參與帶領聚
會和協助活動，也感謝李牧師的支持和各新人的參加。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 3:1)；「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
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 3:6-7）盼望來山宣聚會的朋友們被
主的話和愛激勵，與神建立恆久穩固的關係，終身跟隨主，作主門徒。
生命的更新和突破

李石致珊

自從 2015 年 7 月接受三福訓練之後，我的生命有
了很大的改變。我信主多年但跟個人佈道幾乎劃上
了句號，忘記了主吩咐的大使命:「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
在日常生活裡面對未信主的對象，我毫無頭緒，不
知道福音從何說起，怎樣將真理講得明白和完全。
接受三福訓練使我的生命不再一樣。
這一年是我信主以來多結果子的一年，訓練的其中
一個要求是必須要向 10 個對象講述一次完整的福
音。經過 10 次的出隊，有 6 個對象先後接受主耶
穌基督做他們的主宰。當然對象聽了福音後，是否
接受主耶穌是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我們的責任是
活用在課堂上所學的一套完整的福音講述方法，有
效地與人分享福音。

山宣第三屆「
山宣第三屆「三福」
三福」學員

三福隊員在三福訓練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從開始
的觀察與了解，到逐漸參與講述，最後可以獨立講
解完整的福音。 三福不只是文字或知識的建造，
更提供身體力行的實習機會。經過三福訓練，我明
白到福音可以透過簡單問題，引人思考和明白真理。
三福訓練讓我認識了許多弟兄姊妹及朋友。我跟三
個不同組長出隊，在他們身上我學習到不同的傳福
音技巧和說話的藝術。 三福的事奉是一個團隊式
的操練。我們這個團隊有著同一的異象，就是找傳
福音的對象和用三福的方法向他們傳福音。我們一
起為同一異象努力、彼此鼓勵、代禱、給對方在講
福音上建議、以至一起進步，在其中我感受到生命
影響生命是如此的真實。
參加三福訓練後，我重整人生的優先次序。我過住
用了很多時間投身在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生活的
話題總離不開稅務與投資。 經過三福訓練後，我
生活的話題和重點逐漸轉移到傳福音的事情上，例
如背三福的大綱，基要經文和學習去運用生動的例
子講福音。我深深感受到信仰的互動感和生活化。
我不再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我要學習在日常
生活中把握機會向別人傳福音，有些時候對象的問
題，我們不能一一回答，然而他們的問題往往會激
發起我們的思考、研究和尋找答案。
我覺得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接受三福訓練。在訓練
過程中，你能再次肯定自己的信仰，並且學習到這
好得無比傳福音的技能。你會對自己有信心，隨時
都可以領人歸主，多結福音的果子，相信你的生命
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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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山宣系列(
認識山宣系列(四) : 山宣的詩歌敬拜

山區宣道會是一間注重敬拜、關懷、相愛、傳福音及培
訓門徒的教會，並以「詩歌敬拜」及「小組教會」為主
要牧會模式。
詩歌敬拜是默想神，以感謝讚美的心獻上敬拜。所以在
敬拜中，除了注重講道，聆聽神的話語外，也注重默想
神的屬性及讚美神的奇妙作為。 詩歌敬拜是藉著真實
的敬拜，使受傷的心靈得蒙醫治，罪得釋放，進而使教
會得著屬靈的力量，帶來屬靈的更生。 詩歌敬拜注重的
不是形式上的敬拜，而是注重會眾與神相遇，重視神的
存在，因此教會對詩歌的選擇，不單看重旋律、節奏，
也重視歌詞內容。但最重要的並不是詩歌或音樂本身，
乃是敬拜者的心 -- 將我們的心完全獻給神，這樣的敬拜
才能討神喜悅。(註一)
敬拜詩歌有許多種類，有宣揚神的愛、有的宣教、有的
帶出神的安慰、有的向神許諾立志、有的述說自己的經
歷、有的傾倒自己的祈求。主日崇拜和教會聚會的詩
歌﹐較注意「集體」性﹐也較注意全會眾可以感應參與
的詩歌，因為敬拜時的詩歌是全體會眾向神 的獻祭。
(註二)
山宣粵語堂主日崇拜和教會聚會的詩歌敬拜環節，由執
事會敬拜部負責安排敬拜隊輪值主領。敬拜領導人會根
據聚會性質、內容和個人領受選取敬拜詩歌，安排輪值
的隊員練習，隊員通常包括和音、司琴及其他樂手。[除
了教會聚會的詩歌敬拜時段外，教會細胞小组聚會(4W)
的其中一個環節是「敬拜」(worship)，本刊在下期另文
介紹。]
目前山宣粵語堂敬拜部的詩歌庫大概有 350 首詩歌，絕
大部份為中文詩歌。山宣的敬拜詩歌主要採用香港和海
外的中文現代聖詩，來源包括：讚美之泉、香港基督徒
音樂事工協會、以琳書房、基恩敬拜、詩歌共享、同心
圓、角聲使團、我心旋律、生命聖詩、青年聖歌、山宣
及其他機構。所有山宣崇拜所採用的詩歌，已取得有關
機構允許在本堂聚會使用。

郭兆和

山宣會不時引入新的敬拜詩歌，除了考慮詩歌的旋律和
歌詞，也會經主任牧師審閱，以確保内容符合聖經教導，
信仰纯正。每次崇拜的詩歌，主要沿用現有會眾熟悉的
詩歌。若採用新歌，每次只使用一首，讓會眾慢慢熟習。
為照顧會眾，崇拜（除了聯合崇拜）唱的敬拜詩歌以中
文為主，其中大部分為粤語歌，少部分為國語歌。每次
主日崇拜敬拜隊會預備六至七首詩歌，包括敬拜時段四
首、回應詩、奉獻詩和祝福歌各一首。
在 2016 年首十個月粵語堂主日崇拜中 (共 40 次，不包括
聯合崇拜)，敬拜隊共領唱了超過 120 首不同的敬拜詩歌，
佔了詩歌庫的三分之一，其中最常被使用的敬拜詩歌，
包括：「全然歸祢」、「盡心盡力來敬拜」、「我願意
給祢」、「耶和華是愛」、「主是我萬有」、「我的神
我敬拜祢」、「我們愛因為神先愛」。在主日崇拜中最
常唱的奉獻歌是「天父感謝祢」；最常唱的祝福歌是
「願你平安」、「願主保守賜福你」、「主的愛」。(註
三)
教會的主日祟拜和聚會年終無休，敬拜隊也是不間斷地
每個星期輪值練習和帶領詩歌敬拜。感謝神，讓教會有
一班願意忠心在詩歌敬拜事奉的弟兄姊妹，願主繼續使
用、加力给他們。
註一：節錄自山區宣道會十五週年特刊「山區宣道會簡介」一文，並
經本文作者畧為修訂。
註二：參考基督之友
(http://equippingforchrist.org/TCindex.php?content=TCmt304)「敬
拜聚會詩歌和教會音樂」一文
註三：多謝敬拜部何智聰執事協助校閱本文及教會幹事提供主日崇拜
詩歌資料。

編者的話

今期季刊繼續介紹第四届執事會 (2016-2018) 二位新執
事——趙馮惠玲執事(Ling Chiu) 和郭李慧妍執事 (Anna
Kwok) ——帶領的二個事工：「會友及關顧部」，「教
育部及文字小組」。
自 2004 年開始，山宣每年均訂立主題。執事會已通過
2017 年度的主題是「跟隨主脚步，作主真門徒」。在今
期「牧者的話」，李智峰牧師會介紹這主題。
傳道部屬下的「美意分享天地」及「老人院探訪組」的
負責同工余黎志蓮姊妹 (Ruth Yu) 和楊仲仁弟兄 (Yan
Young) 分别報告這二個事工的近况和計劃。另一方面，
郭李慧妍執事簡述為何匯聚點團契在今年一月起停止運
作。

第三屆「三福」佈道訓練已完成，其中一位畢業學員李
石致珊姊妹 (Susanna Lee) 分享這課程怎樣使她的生命得
着了更新和突破。
今期「認識山宣系列」介紹山宣其中一個重要牧會模
式 —— 詩歌敬拜。這是每個出席主日崇拜的會眾都會
參與的教會事工，值得我們多些去認識。
季刊歡迎有心志文字工作的肢體加入事奉，也期望弟兄
姊妹给予意見和投稿。 歡迎陳趙淑芬姊妹 (Winnie Chan)
參與的季刊繙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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