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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        跟隨主腳步跟隨主腳步跟隨主腳步跟隨主腳步，，，，作主真門徒作主真門徒作主真門徒作主真門徒                                      李智峰牧師李智峰牧師李智峰牧師李智峰牧師  
 
 教會本年的主題是「跟隨主腳步，作主真門徒」。教會盼望每一個信徒都是真真正正相信耶穌的真門徒，所以我今天繼續在這方面跟大家分享。 耶穌基督曾說過憑樹上的果子，就可以知道那是一顆甚麼的樹。 因為「荊棘上不能摘葡萄； 蒺藜豈能摘無花果。好樹結好果， 壞樹結壞果」。 這是聖經教導我們分辨真假門徒的辦法。 保羅在羅馬書 8章 9節也說：「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是不屬基督的」。所以有基督的靈是真信徒，沒有基督的靈是假信徒。 究竟怎樣知道自己有沒有基督的靈(即聖靈)內住呢? 要知道若有聖靈同在就會結聖靈的果子，而最大的果子就是愛。有一位牧師曾經分享一見證，在他的教會有位姊妹，她追求聖靈充滿的，她會說方言 (靈語) ，有講道有能力並帶領了很多的人悔改。但這些悔改的人 ，只會大哭大叫。 這位牧師覺得不對勁，因為看見那位姊妹的眼睛是「邪」的， 她更說有兩次聖靈引導她行事，但牧師發覺她所行的事最終結果都是錯誤的。之後，牧師決定與師母到她家，奉主的名告訴她，在她身上的不是基督的靈，要她坦白認罪。 從以上的見證可看到一個犯了罪的人(有假靈的人)，都可以有這麼大的外在能力。可見從信徒的工作果效上，分辨不出有沒有真的聖靈，乃是在她們/他們的生活行為上能分辨出來。 因為有聖靈內住的真信徒，必定會在生活上對人彰顯愛心。 加拉太書 5章 6節 講得很清楚: 「因為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或不受割禮都沒有用處(外在的記號)，唯有那藉著愛心去表達出來的信，才有用處」。 真信徒因為愛神的緣故，會產生愛心。不單對別人有愛心，更加會愛主耶穌基督。因為真信心會使信徒凝

望他所愛的主。信心使信徒仰望基督，定睛於祂，渴望牢牢地抓住祂，黏著祂，與祂挷在一起，再不分開。 有愛必會思念，有信必會仰望。若有真信心的信徒，不能容忍在他們的視線中沒有主，也不能容忍有任何特別的對象分散了他們的視線。 定睛基督的使徒彼得，他能夠行走在波濤駭浪的海面，但只要他的視線離開主的一秒，他會即時沉在海中。 (參考馬太福音
14章 24- 34節) 我們的神設定了信心的法則，祂喜悅我們的眼目四圍看，那怕是摩西和以利亞，那麼偉大的人物也不能搶奪了我們的心思，我們只向耶穌凝視。 如「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這是對主永遠有信心的特性。 (參考馬太福音 1章 1-8節) 我很喜歡有一首詩歌的歌詞: 「主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依靠，是我們的詩歌，是我們的喜樂，是我們的平安，是我們的一切。在天上除了你以外，我還有誰呢? 在地上除了你以外，我還有什麼可羨慕的?」信心會催逼信徒進入密室與他所愛的主親近。  使徒約翰告訴我們，神就是愛。所以真正信耶穌的人，都會行出有愛心的生命。在約翰一書 4章 8節，約翰說: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那裏來。凡是愛人的，都是從神生的，並且認識神。不愛人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弟兄姊妹，我們是已經被耶穌重價救贖，明白我們的人生只討神喜悅，有信心將來與神見面的信徒；盼望我們在世上的日子，能在生活中彰顯「愛」的屬靈果子，去愛神愛主耶穌基督，愛弟兄姊妹，愛別人。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零一七年七月二零一七年七月二零一七年七月                                                    廿廿廿廿六六六六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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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經歷我的生命經歷我的生命經歷我的生命經歷                                                                                                                                                                                                                                                                                                                                                                                                                        鄭天珍傳道鄭天珍傳道鄭天珍傳道鄭天珍傳道    (Ruth Zheng) (編按：鄭天珍傳道是山區宣道會國語堂新任傳道人，本年七月上任。本文為她應本刊邀請自撰的見證和簡介。） 蒙恩得救蒙恩得救蒙恩得救蒙恩得救    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從小跟着父母親聚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我父母親的信仰和曾經擁有自己的生意，所以被定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不法資本家。我家被多次抄家，父母挨批鬥，進牛棚。我們成了黑六類的子女。那個年頭，親戚朋友都與我們劃清界線，主內的弟兄姐妹卻不避嫌，經常來探望我們，一同分享、鼓勵、禱告，講解聖經，教唱詩歌。我漸漸深思，為甚麼在耶穌基督裡的愛有著這麼大的正能量，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能堅定跟隨主和彼此相愛。有一天，我被聖靈感動，痛哭流涕，認罪悔改，決志接受耶稣為我的救主，跟隨祂、信靠祂，接受洗禮歸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主的呼召主的呼召主的呼召主的呼召    我重生得救後，當我讀到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我心中清晰地感到主在呼召我，我立刻回應對主说：“主啊！天珍在這裡，請差遣我吧。”我被聖靈感動，立志一生走事奉主的道路，以祈禱、傳道為事。我禱告說:“主啊，求你讓我有機會讀神學接受裝備，我要好好地事奉你，因為你是配得我一生事奉的。”     來來來來到澳洲到澳洲到澳洲到澳洲    1990 年 5 月我來到澳大利亞，在墨爾本居住，邊打工、邊上學，很快主為我預備了教會，在浸信會聚會，開始

學習事奉，關顧中國留學生。1991 年，由於環境的變化，我來到悉尼居住。在悉尼基督徒聚會處聚會。 1998年，聖公會馬力維華人基督教會中文堂牧師離開，我被邀請幫忙事奉。感謝主，讓我在主的禾場茁壯成長，直到我去新加坡神學院。   接受裝備接受裝備接受裝備接受裝備    2000 年 1 月申請新加坡神學院，很快被批准，原定 2000年 7 月就讀，由於 5 月在上班途中遇到車禍，我的頸椎、胸椎、腰椎不同程度的受傷，需要長期治療。經過與神學院協商，延遲一年入學。2001 年 7 月，進入新加坡神學院，接受四年的神學學士裝備，主修基督教教育。   工場事奉工場事奉工場事奉工場事奉    2005 年 6 月，神學院畢業，回來悉尼，在悉尼基督徒聚會處全時間事奉。直到 2013年，聚會處的行政有所改變，不再需要全時間的牧者，蒙神的帶領離開了聚會處的事奉。  2013 年 1 月，我正在尋找聚會的教會和事奉工場，有一對在北雪梨華人宣道會 (北宣) 聚會的夫婦建議我到北宣聚會，以後知道北宣需要籌備國語堂崇拜。感謝神，我在北宣做了一段較長時間的義工，參與國語堂的整個籌備事工。2014 年 3 月北宣設立了國語堂，開始國語崇拜，同年 7 月，我被正式接納為北宣的教牧同工，負責國語堂。  2017 年 6 月，我辭去了北宣的事奉，蒙主的恩典和帶領2017 年 7 月將開始在山區宣道會國語堂事奉，與山宣的弟兄姐妹一起奔走天路，同在基督裡成長，同心事奉，等候主再臨。  
 
 

感恩見感恩見感恩見感恩見證證證證                                                                                                                                                                                                                                                                                                                                                                                                                                                                                                                    麥志洪麥志洪麥志洪麥志洪（（（（Tommy Mak））））     以前若有人邀請我分享感恩見證，我大多數會拒絕，因為我的人生平淡，起落不大，沒有甚麼值得分享。  然而，約半年前我經歷嚴重病患，神徹底改變了我。我領悟到，在風平浪静時，人對神的信心受不到考驗；只有在患難時，給人一個好機會去測試人對神的倚靠有多少。  我的右脚背受鏈球食肉菌嚴重感染，在一個星期內做了四次手術，每次都要全身麻醉三小時。醒後要注射抗生素及止痛藥。在病榻上與病魔對抗期間，我時常有很多幻覺：世界很灰暗，脚像有火燒和蟲咬。全身不能移動，無法入睡，可以說是痛不欲生。  感謝主，每當我向祂禱告，我知道祂與我同在，我不是孤獨抗病。我內心平安，没有恐懼。同時，李牧師，師母，傳道人夫婦，弟兄姊妹等時常探望、慰問、借出靈修書籍、代禱。特別是我太太 Miranda 悉心照顧，加促我的康復進程。我十分感謝他們每一位。 

 那時 Miranda 正修讀三福課程。她對我說：“這次是神给你在生命上的見證，祗要對神有信心和永生盼望，就會得到平安，將來有機會安慰同樣有病患的人。”  但是人的信心是需要有耐心的。有些人不斷禱告，但得不到醫治或死亡。這不是神不聽他們的禱告，祗不過是今生的完結，如果相信有永生，神將會加倍償還給你。  我現在還未完全康復，但我能够站立在此分享感恩的見證，實在是意想不到，願將一切榮耀歸與我天上的父。  （編按：本文是麥弟兄在 2017 年初的教會感恩見證會分享的見證。） 



3 

 

兒兒兒兒童主日學童主日學童主日學童主日學                                                                                                                                                                                                                                                                                                                                                                                                                            譚啟程譚啟程譚啟程譚啟程    ((((Rainbow Tam)  兒童主日學在過去一年既令人興奮，亦不時充滿着挑戰。我們非常感恩教會堂址所劃出給兒童主日學的地方，而我們又能不斷地善用此空間，致令 2016 年度各項不同的主題及故事能在溫馨洋溢又受歡迎的環境下進行。          兒童主日學一般的程序由團隊禱告開始，之後有遊戲、敬拜、上課及手工。由於人數少，現時由學前到第六班之兒童，均屬同一組別一起學習。 但我常提醒自己，人數多少並不是最重要，出席率也不是用來衡量「成功」的指標。最要緊的還是對焦着眼於人和建立與兒童及其家庭之關係。很多時要面對的挑戰，就是要為如此多樣化的一班兒童，製造一個富含蓋性而又易於投入的環境。有時也為了鼓勵小朋友去積極參與及在兒童主日學時段中能全情投入，真的是要考驗自己的耐性。在過去一年，我們於年初、年中及年尾有團隊聚會，包括迎新及裝備義工如何在兒童主日學內侍奉。 當中有鼓勵大家用時間去反思，也透過食物及禱告以彼此連繫。這一年仍會繼續安排這些聚會。 2016 固定出席者 (學前--第六年)  2016 2016 2016 2016 義工義工義工義工 學前 1  導師/主要領袖 5555 幼稚園   音樂 3333 第一班 1  手工 5555 第二班 1  遊戲 3333 第三班 2  早點 2222 第四班 1    第五班 4    第六班 2    合計 12     跟其他事工一樣，兒童事工需要有無比熱心及團隊合作。 Natasha 和 Tim 已由他們的教導崗位退下來而專注於其他事奉工作。我們非常感謝他倆在兒童主日學這麼多年不遺餘力的服侍。今年，我們也要多謝 Matthew, Jason 及 Renee, 因他們負上更多領導團隊的責任。更要多謝我們的顧問郭李慧妍執事 (教育部) 。 目睹兒童主日學的成長並無數義工們甘心樂意的投身，令我非常鼓舞，也為此感謝神。現時， 我們有十一位正在冒升的領袖被置於不同的崗位 (除了教導外)。眼見一班年青人能發奮上進， 承擔任務，而小朋友們又樂在其中，真教人感覺良好。最精彩的部份在於無論是帶領遊戲、唱歌、手工藝或教課本，他們都能創意地令小朋友們投入神的話語當中。我們偶爾會構想兒童主日學是純嬉戲玩樂，又只在意於一些聖經瑣事或耳熟能詳的故事。但是，很多時我們所想象的與實際的完全是兩回事。骨子裏，兒童主日學不只是要兒童歡天喜地，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培育小朋友們建立與神的關係。我們的當前急務就是要提供給孩子們一個能夠經歷神同在的環境。                                                                         中文繙譯: Winnie Chan  

2016 2016 2016 2016 年年年年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聖靈果子 創世記 – 約瑟的故事 出埃及記與十架 – 神蹟奇事, 十字架及復活節 神的英雄 – 施洗約翰，巴拿巴與保羅，史提反與腓力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詩篇 學習關於教會–“油瓶、十字架、冠冕及洗濯盆”代表甚麼? 王與后 – 麥基洗德，以斯帖，大衛，所羅門 及 約阿施 神的家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財寶 路加及馬太福音中的比喻 路加及馬太福音中的比喻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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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坐著為王神坐著為王神坐著為王神坐著為王                                                                                                                                                                                                                                                                                                                                                                                                                                    梁玉蘭梁玉蘭梁玉蘭梁玉蘭    (Leona Leung) 感謝主，你以慈愛和憐憫棟選了我，賜福我成為你的兒女，使我得到拯救。以弗所書 2：8 說，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在我開始可以承受父神不變及豐盛的屬靈產業時，撒旦便不願我親近神，常常來攪擾我。  在我受浸後幾天的一晚上，有三個像人的物體向我招手。我本性不好奇，更加不會跟隨陌生人。我掉頭走的時候，其中一個捉著我手腕，帶我行到一處地方，地上有一個小孔，他叫我看看裡面有什麼。雖然這個小孔很小，但亦都看到深處有活動的，我不看想大力推開他，但我全身被壓著，動彈不得，想叫又叫不出聲，終於好大力在床上彈起。之後我不以為然，過了數天剛巧與 一位姊妹提起這事，她提醒我若再有這種事情，我要說“奉主耶穌的名，撒旦你立刻離開”。  約在今年三月、四月的一個清晨，我在家中的後花園禱告。我聽屋旁的樓梯有聲音，我以為是我丈夫。但是行人感應燈没有亮起，然後我感覺到有一個物體停在我右面，跟着行到左面，當時我感覺到一陣寒意，覺得有邪靈。因為我讀中二時開始已經遇過好多次。我知但我當時有點害怕為何會在我低頭禱告時出現。於是我繼續大聲的禱告，希望用主的名將他驅走。  這次我覺得事態不尋常，告訴了師母。李牧師和幾位教牧執事到我家為我驅走邪靈。牧師問我多個問題，都是環繞我會否承認接受主耶穌為我的救主。我堅定回答主
耶穌是我的王。我們高唱靠主耶穌得勝，是萬王之王，是我生命的主，他勝過罪惡和死亡。求祂驅走我內心的黑暗，主坐著為王。  我曾問自己，為何這些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個問題等同有些人不須努力工作也可腰纏萬貫，有些勞碌一生都是僅夠糊口，這麽深奧無需要知，一切都是掌握在神手�。至於有無驚慌，只要信靠主耶穌又那�來恐懼呢？  主啊，你是萬王之王，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我家三小姐我家三小姐我家三小姐我家三小姐                                                                                                                                                                                                                                                                                                                                                                                                                                                    李蘇思敏李蘇思敏李蘇思敏李蘇思敏(Sylvia Li)我家三小姐芳名 Scarlett， 中文名是李詩嘉，今年 6歲，體重 28 公斤，是神四年前给我們家的禮物。因為我有兩個兒子，這位新成員就是三小姐了。  “她”是一隻金色的拉布拉多尋回犬，右邊背上有一小片黃色的毛，好像一個疤痕 （scar ），所以叫  Scarlett.   Scarlett 的爸爸媽媽都是導盲犬，所以她和她的兄弟姊妹出生後都住在寄養家庭，接受訓練，希望牠們都能接棒成為導盲犬。但由於訓練非常嚴格，成本高昂，只有最聰明和最服從的幼犬才會被挑選，而 Scarlett 就 ……  天生我才必有用，雖然做不成導盲犬，但 Scarlett 天生麗質，個性温馴活潑，又喜歡親近人，是治療犬的材料。  由於兒子 Kevin 是自閉症人士，我們覺得養一隻小狗可能對他有幫助，得悉導盲犬協會有「寵物治療計劃」，所以便向該協會申請，經過篩選配對之後， Scarlett 就被分派到我們家，成為我們家的一份子。她當時一歲半，已完成如厠訓練，也聽得懂一些指令如「坐」，「停」等。  

Scarlett 很快便適應我們的生活節奏，也帶给我們很多歡樂。她的學習能力相當高，很快學懂了吃東西前要先謝飯，再數 3 声才可以吃。當然她也有頑皮的一面，例如有一次放在檯面上的燒鷄不翼而飛，雖然家中沒有閉路電視 ，也沒有証人，我們一致裁定 Scarlett 一定就是偷鷄賊。  小狗很喜歡親近人，當我一面向她說話，一面輕拍着她時，雖然沒有任何食物或獎賞，她都會流露出極之享受的神情。而我作為她的主人，也覺得很滿足喜樂。我甚至覺得，這反映了人與神完美的關係 ：人愛慕神，不是為了神的祝福，而是單單享受神的同在，同時神的心腸也滿足了。  我們感謝神賜给我們這份禮物。我們會好好照顧三小姐，因為箴言 12:10 說到「義人顧惜他牲畜的命」，我們要愛惜神所交託给我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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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宣道會認識宣道會認識宣道會認識宣道會 : 靈命進深靈命進深靈命進深靈命進深、、、、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                                                    郭兆和郭兆和郭兆和郭兆和 (Sherwood Kwok) 

 （編者按：很多會眾在加入山宣前是來自其他宗派的教會或未信者，他們未必對宣道會——特别是澳洲宣道會總會和華人宣道會聯會——有很多認識。本文特别搜集有關資料，為山宣肢體作一簡單介紹。） 宣道會簡史宣道會簡史宣道會簡史宣道會簡史 宣道會是一個普世性基督教差傳及植堂運動，由宣信博士（Dr. A. B. Simpson, 1843-1919）於
1887 創立。1881 年，他辭別事奉多年的長老會，逕自舉行佈道聚會，建立堂會。不過，宣信博士本人乃至日後的宣道會，仍受長老會的禮儀相當的影響，其中一個明顯特徵是，宣道會基本上採納長老制。 

 除了獨立傳道牧會外，宣信博士展開兩個超宗派福音事工：其一是組織一群熱心追求的基督徒，推動傳福音與醫治工作；其二是藉出版刊物與成立組織來推動普世差傳事工。在 1887年這兩個事工促成了兩個組織：基督徒聯盟（The Christian Alliance）與福音主義宣教聯盟（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1897 年，兩個組織併合為一個成了今天的宣道會（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二次大戰後，宣道會的宣教工作有長足的發展。特別在 50 至 70 年代，宣道會逐漸確立本地化政策，鼓勵及協助各宣教工場發展為自立教會。1975 年，宣道會成立了國際宣道會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由此標誌著新的合作方式與教會關係。宣道會已不復僅是北美的一個屬靈運動，而是一個普世性的運動。 

 宣道會一直努力維持她作為差傳運動的身分，包括開設宣教士訓練中心，派送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在 1910 年代，北美已有不少獨立堂會與宣道會掛鉤，而海外宣教工場亦建立了許多教會，惟此時宣道會仍無意成為一個正式的宗派。1974 年，宣道會在正式文件上承認她是一個宗派組織，從一個差傳運動過渡為一個差傳宗派。今天宣道會在全球有 17,000 教會，宣教士超過 1,300人。 

 澳洲宣道會澳洲宣道會澳洲宣道會澳洲宣道會 宣道會在澳洲開基甚晚，1969 年始有第一間澳洲宣道會建立；今天澳洲宣道會已成為一個多元種族的宗派，在全澳各省（塔斯曼尼亞除外）及北領地共有 52間教會。澳洲宣道會總會及澳洲宣道會神學院均位於首都坎培拉。
 澳洲宣道會是國際宣道團契成員，致力建立建康成長的教會，服事本地及國際社區，也在澳洲及海外植堂。現時海外事工遍及 50 個國家。 

 澳洲宣道會除了有以牧養本地澳人（即原屬土著及歐裔）為主的堂會，也有以其他族裔為主的堂會。現時共有使用 11種不同語言文化的堂會，其中以英文，中文，越南文為最多。澳洲宣道會成立目的之一是培訓及差派傳道人、宣教士到本地植堂，服事土著及海外宣教。 

 澳洲宣道會屬下 52間堂會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大家共有的是重視宣道會的兩項信仰成長焦點：靈命進深、使命承擔。 

 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 華人宣道會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才開始。首間華人宣道會是西澳柏斯華人宣道會，由加拿大華人宣教士簡國慶牧師在 1986 創立。1987 年簡牧師也分別在雪梨及阿德萊德開始了雪梨華人宣道會及南澳華人宣道會。同年香港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差派宣教士至墨爾本，開設了維省華人宣道會宣信堂。1988 年溫哥華宣道會趙士昌牧師夫婦來雪梨植堂，建立北雪梨華人宣道會（即山區宣道會母會）。 

 

1989 年 5 月澳洲宣道會會長寧樂知牧師召集當時的華人同工，成立了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並推動了兩次的聯合夏令營。繼後華人堂會續有增加，直至目前華宣聯會共有 13間會員堂，每主日出席祟拜人數約 3,000。 

 華宣聯會的成立，為要： 

• 推動華人福音事工，中文神學訓諫及鼓勵植堂事工。 

• 促進堂會之間及與總會的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 加強各堂會教牧同工及信徒間之聯繫，彼此關懷，互相服事。 

• 促進各堂會彼此合作，服事澳洲多元文化之社群並推廣普世宣教事工。 

 華宣聯會藉代禱通訊聯繫各省華人教會，推動及協助國語植堂事工，與澳洲宣道會神學院合作，推動中文神學課程。同時，華宣聯會不斷推動本土及海外宣教事工。隨著澳洲宣道會華人教會不斷發展和增長，華宣聯會在
2015 年 8 月聘請孫君浩牧師出任首位總幹事，讓聯會更有效地關心堂會的需要，及帶領事工發展。 

 参考資料：本地及海外有關宣道會的網頁，包括澳洲宣道會，澳洲宣道會神學院，澳洲華人宣道會聯會，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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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山宣系列認識山宣系列認識山宣系列認識山宣系列((((六六六六) ) ) ) --------    山宣的事奉參與山宣的事奉參與山宣的事奉參與山宣的事奉參與                                         郭兆和郭兆和郭兆和郭兆和 (Sherwood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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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二 1)  甚麼是事奉甚麼是事奉甚麼是事奉甚麼是事奉？？？？    「事奉」是信徒非常熟悉的一個名詞，通常被解讀為「在教會做的事」。事奉有三個層面: 1. 本位的事奉 (心靈的事奉或敬拜的事奉) ；2. 工作的事奉；3. 生活的事奉。本文主要涵蓋第二個層面，即工作的事奉。神呼召我們與他同工，就給了我們恩賜，而我們要用謙卑的心，按照主的心意，發揮恩賜，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竭力為神做工，完成神的託付。(註一)     敬拜與事奉敬拜與事奉敬拜與事奉敬拜與事奉    「事奉」這個詞，英文聖經多翻譯成「敬拜」。一方面事奉本身就包含了敬拜的意思；另一方面，在舊約時代的獻祭 (將祭物獻給神)，是一種敬拜的行動。所以事奉就是一種敬拜，一種心靈完全的奉獻。  馬太福音 4:10 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事奉與敬拜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事奉必須從敬拜裏產生出來，才蒙神的悅納。所以信徒要學習做一個敬拜神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個充滿敬拜的生命；否則， 無論信徒如何努力地事奉神，都是枉然。有在敬拜裏的事奉，作在主的身上的事奉，才是主所悅納的。(註一)  山宣的事奉崗位山宣的事奉崗位山宣的事奉崗位山宣的事奉崗位    山宣的事奉崗位很多，涵蓋不同事工/部門（詳見附表），很多會眾或多或少參與了教會事奉。有些事奉崗位只可由會友担任，如執事、敬拜隊隊長、小組長、崇拜司事；有些崗位可由非會友參與，如詩班、崇拜塲地安排、兒童事工等。但基本上，教會所有事奉崗位應由信徒承擔，

非信徒只可在某些特別事工提供協助（如外展事工、塲地安排）。  有些事奉崗位需要相關的恩賜，如敬拜隊、詩班、文字小組；有些需要受過有關訓練，如三福個人佈道、信徒裝備課程導師；有些適合較資深又有好靈命的信徒，如執事、組長、導師。  但教會大多數事奉崗位都適合一般信徒，甚至是初信者參與，只要他們有事奉心志，忠心執行，配搭同工（或需接受簡單訓練）即可。這些崗位包括：多媒體操作、崇拜塲地安排、總務、崇拜司事、探訪事工、新人接待等。事實上，山宣大部分會眾已透過參加小組，輪值參與主日祟拜前後的塲地及茶點安排。這是每主日崇拜最基本的事奉崗位，也是人人可以參與的崗位。  每一個信徒都有聖靈賜下的屬靈恩賜，去服事教會，使教會在質、量及組織上都有增長。(註二) 若有肢體在山宣聚會了一段時間，還未參與任何事奉崗位，希望你們盡早認識自己的恩賜，參與教會的事奉，以服事回應神的愛，也可與其他肢體同工，促進肢體關係。有意者請聯絡有關負責同工。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崗位崗位崗位崗位 負責同工負責同工負責同工負責同工 教會領袖  義務傳道、執事 李智峰牧師 小組事工  區長、組長、副組長* 李智峰牧師 敬拜部及多媒體組 敬拜隊隊長、敬拜隊員*、投影機操作*、音響控制* 何智聰執事 會友及關顧部   崇拜司事、崇拜茶點*、插花*、新人接待、探訪事工、聖餐(餅及杯) 趙馮惠玲執事 教育部及文字小組 
 長者查經班*、幼兒照顧組*、圖書館*、信徒裝備課程*、三福訓練*、文字小組* 

郭李慧妍執事 傳道部 
「生命歷奇」課程 *、短宣*、美意分享天地*、老人院佈道*、三福/個人佈道* 

陳劉雪芬執事 堂宇管理/發展部    堂宇/設備維修* 王耀全執事 財務部 數點祟拜奉獻* 李何桂卿執事 其他事工   教會總務/雜務、崇拜場地安排*、教會網址、教會行政 教會幹事 

 
婦女(中國舞班) *、宣傳小组*、詩班* 李劉德麗師母 

 年青家庭團契*、男人事工* 李道賢傳道 英語事工  事工委員會、兒童主日學領袖、敬拜隊隊長、敬拜隊員*、小組組長 宋秀鉉傳道 

* 非會友信徒可參與的事奉崗位 註一：參考李智峰牧師 2016年 12月 4日主日崇拜講道「敬拜與事奉」  註二：參考山宣信徒裝備課程「恩賜與事事」第一課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