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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我們需要男人，男人是工作

機器。觀察男人的身軀和體型。我

們需要男人去工作和去勞動。在古

老的年代，中國人是「重男輕

女」。在大戶人家，當然老爺是一

家之主，通常指家中最老的一位男

性。在耶穌的年代，羅馬人的傳統

裡，父親有極大的權威，甚至有對

子女生殺之權。 

傳統的中國人家庭是「男主外」，

男性是以外出工作養妻活兒為生活

重點。又因這原因和其他種種原

因，男性接受教育機會比女性為

多。這也増加男性對家庭和社會的

影響力。使男性越來越有勢力和有

地位。若男性 懂得或沒有好好使

用這些能力，去作為一家之主和作

社會的貢獻者，男人就會變得自私

和獨權。 

反之，女性的身份和生活重點是

「女主內」，是支持丈夫和照顧家

庭。但在責任和生活重點上的不

同，並不等同男性地位高、女性地

位低，乃是在一個家庭裡，丈夫和

妻子分工合作和剛位不同。在神的

創造計劃裡，在責任和生活重點

上，丈夫和妻子各有不同；但男性

和女性都是等同的，都是神所造

的，都是有神的形象，都是神所愛

的。 

2012 年，現今男性的地位和處境與

傳統的天然優勢截然不同。現今社

會，鼓吹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的

機會也多了，女性在工作上的發展

大大提高了。夫妻二人一同出外工 

作是十分普遍的。而丈夫留在家中

照顧兒女也漸漸多了。女性當部門

主管、公司總裁或國家首相已不是

新聞了。所以現今男性在自我價

值、家庭、婚姻、工作或兩代之

間，所面對的壓力和挑戰也覆雜多

了。不幸地， 少家庭慘劇都是包

括丈夫傷害自己、傷害妻子或兒

女，實在叫人痛心！ 

所以關心男性的人都會問「我們可

以做什麼？」這亦是世界各地男士

關注小組或男士事工的開啟動力。

而基督教教會亦熱列回應。包括

「全港教會男士小組聯盟」。 

往往去栽培一個人成才要花上很多

心思和時間，去建立一個男人也是

一樣。你們家中有兒子的一定很清

楚。怎樣能不過份保護自己的兒子

但亦能有效地管教他們，怎樣能給

他們有自由亦能警告他們不要誤入

歧途，實在不是易事。 

山宣男士事工亦是回應現今男士所

面對的挑戰和處境，在神的帶領

下，召聚山宣男士在生活壓力下彼

此扶持。在屬靈生命上彼此鼓勵和

成長。 

山宣男士事工 李道賢 Freddi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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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山宣男士事工並不是一

個新事工，乃是一個延續。好

幾年前，牧師、傳道和各教會

領袖已䦕始男士事工。感謝神

先預備好我們的心。 

在此也分享 2012 山宣男士事工

的異象何來。可分三部份。第

一，「聖靈感動」。於 2010 年

初，神帶領我們一家四口來到

參予山區宣道會的事奉。心裡

禱告我們一家可以怎樣服侍山

宣。同年參予晨光舉辦的男士

守望小組。在當中被一羣熱心

的弟兄打動了。心裡想，若山

宣也有男士事工就太好了。在

禱告等候中，心裡知道是神的

帶領和聖靈感動。 

第二，「工具資料」，2011 年

初，教會一位姊妹把一本小書

交給我，她說：「拿去看看。」

這本書以「男人與上帝」為題。

這書在探討男士事工上加上亮

光。這本書一方面說明男人小

組的重要性和推動方法。另一

方面以六個查考聖經的分題去

鼓勵弟兄與上帝建立美好靈性

關係。 

第三，「小組男士小組」。在

探討與禱告的同時，作者參與

的家庭小組，組長一早看到組

內弟兄的需要。所以得到組長

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䦕始了為

期八個月每月一次的男士小組。

頭三次我們以晚飯溝通為主。

後五次我們以以弗書為主查考

男性的問題、解決方法和如何

能在作父親、作丈夫和作戰士

上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男人。 

最後，感謝神的帶領！在執事

會討論和禱告後，決定於 2012

年 3 月 17 日開始山宣男士事工

的序幕「小食會大聚會」。當

晚一共有 17 位山宣男士出席。

我們以音樂、遊戲、訊息和美

味晚飯開始了 2012 年第一次月

會。月會是以 366 和 678 作安

排。366 代表月會將於每月第

三個星期六六時正䦕始。678

代表月會的內容：6 時開始生

活上的主題；7 時一起晚飯，8

時一起查考聖經和禱告。節目

預告：四月份嘉賓有周傑輝律

師主講「生」不帶來，「去」

不帶走。五月份嘉賓有陳國達

醫生主講「男人保健：問與

答」。各位山宣男士，約定你

啦！366 見。 

英文翻譯: 李道賢 Freddie Li 

 

幫助 

一隻羊 Sheep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有一天, 一位年約三十餘歲的男

士被送入深切治療部, 他因工業

意外, 頭部受傷, 昏迷不醒, 情况

極度危殆, 經過一輪搶救, 雖然

用盡了不同的藥物, 但仍然無效, 

即使動手術, 也不會有任何轉機, 

主診醫生連同另一位資深醫生

做了連續二次嚴謹的檢查, 報告

顯示病者腦部死亡, 只能依靠呼

吸機維持生命,而他已經完全沒

有知覺. 

醫護人員隨即聯絡器官捐贈小

組派出關懷人員與病者家人接

觸, 希望家人願意將病者的器官

捐出, 幫助那些在絕望邊沿的人, 

當關懷大使到達病房, 看到病者

的妻子和七歲的兒子站在床邊, 

他們沒有大叫大嚷, 只是靜靜地

站著, 定定的望著所愛的人, 淚

水不住的流下, 這個寧靜的畫面

却給人有痛楚和沈重的感覺, 在

這看似秒亡的情况下, 病人的妻

子卻答應了器官捐贈的請求, 這

個時刻, 每一分, 每一秒, 對這個

家庭來說都是極寶貴的, 因為由

她作出決定那刻, 亦即是决定了

丈夫的死亡時間, 而醫護人員會

盡快安排手術,將適合的器官取

出送往另一個手術室, 手術完成

的時候, 即是告別的一刻.  

而在不遠處, 有另一位病人正在

與死亡角力, 掙扎求存, 為的是

等待一個合適器官, 延續生命, 

他們都知道器官移植後仍然要

面對很多困難, 併發症, 服用藥

物, 痛楚, 但相比生命的寶貴,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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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手術後困難重重, 也變得微不

足道。  

 

一個人的犧牲, 或說一個家庭的

淚水, 能換取數十人的幸福, 理

智上能夠明白, 感情上可行嗎? 

犧牲的人和他的家人都應被尊

重的. 他們都做了些一般人未必

有能力做的事, 他們的動機都是

出於愛和憐憫. 

生命原是可貴, 一具身軀幫助我

們渡過在世寄居的日子, 我們尚

且如此珍惜, 那麽我們的靈魂呢? 

在永恆的國度裡, 損壞了的靈魂

可以移植嗎? 

當神造人時, 是按著他聖潔的形

象做的, 一具客旅寄居的身軀, 

有著神的形象, 神更用衪的話語

和行動, , 這

種愛, 是犧牲主耶穌, 用衪的死, 

神和主耶穌的憐憫, 將我們原原

整整贖回來, 從此靈魂重新得到

釋放, 有著力量和真正的自由, 

與器官移植手術後的情况不同. 

因為這個靈魂是不衰敗的, 一直

帶領我們到衪永恆的國度裡 .

 英文翻譯: 李樂恆 Rachel Li 
 

2012 年執事領袖退修會花絮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1 月 25 日天氣非常之惡劣，我們

一共 18 人，分乘四部車去到

Nelson Bay。 感謝主，雖然傾盤大

雨，但我們總算平安到達酒店。 

晚飯後，我們有一個很愉快的晚

會，雖然很簡單，但我們有很好

的 relax 及很好的溝通分享。最厲

害是宵夜，竟然比晚餐來得更豐

富，多謝弟兄姊妹的預備。第二

天早上，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及粵

語堂的 Roy 和 Carter 執事，竟然

準時九時正到達。 

我們的聚會亦開始，先有牧師的

教導，然後我們分組討論，反省

自己是否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 

最後我們討論了教會的強、弱、

機會及教會的危機，各人都很投

入地去討論及分享。 

面對教會未來的發展，大家都很

積極地盼望教會能做得更好，雖

然現在我們正面對教會的「暴風

期」，我們真希望山宣能在不久

的將來，能步入「成熟期」。 

我們期盼山宣有一班能忠心及委

身的基督徒，他們能全心全意的

在山宣事奉及成長，成為山宣的

支柱。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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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根基同建造      

文: 畢明 Ming 

圖: 王耀全 James Wong  

從無有(僅有)到擁有, 

從黑暗到黎明, 

從咒詛到祝福,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都感受到, 

我們都經歷到, 

 

神 - 你榮耀的作為! 

 

願窮蒼向你歡呼! 

願全地向你讚美! 

願萬民向你歌頌! 

 

耶和華 - 你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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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 撒迦利亞組 

余黎志蓮 Ruth Yu 

猶記得在兩年前，與組員討論

如何選擇小組的名稱時，組員

都贊同取名為撒迦利亞組，因

撒迦利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紀念，

或者耶和華所紀念的人。 

撒迦利亞書內容是以異象的方

式表達，關於耶路撒冷的復興，

聖殿的重建，上帝子民的潔淨，

和彌賽亞時代的來臨． 當時以

色列人已經從流亡的地方歸回

耶路撒冷好些年，可是聖殿仍

然荒涼． 

書中鼓勵信徒在世要為神作工，

也提醒神的審判要臨到這世界，

神的國度要建立在這地上．這

書挑戰今日有許多人仍然為著

自己的利益、為自己的喜好而

活；但是誰願意為神所喜悅而

活呢？有許多人全心為著自己

的事業；但是有誰願意全心為

著神的事業呢？神的應許是─

─若我們轉向祂，祂必定轉向

我們；祂要用豐盛的賜福轉向

我們。 

無論我們生活在澳洲自由富足

的境內，抑或與撒迦利亞先知

生活的時代，都面對著同樣的

挑戰──怎樣才可挑旺信徒為

主作工的熱心？現今信徒生活

在壓迫和誘惑的環境裡，活在

個人主意高漲的時代，面對著

真理被混淆的大氣候中；信徒

更要親近主，靠著神的靈及真

理來儆醒自己不落入陷阱。 

期望在組內通過查經鼓勵組員

以神為生活之首，為主而活． 

通過“祈禱伴侶”能建立組員

之間互動關係； 

通過組內靈修分享和讀經分享

來鼓勵組員與主建立更深厚的

關係； 

通過代禱時間使組員互相激勵

安慰． 

亦期望透過小朋友相處，學習

共容，建立年長照顧幼小的關

懷。

 

成員有:  

Pastor Vincent, Charis, Ellys, Jayne 

Pastor Freddie, Wingsze, Megan, Katie 

Edward, Ruth, Jason, Zeke 

Bowen, Sue, Tristian, Eugene 

Betty Li, Andrew 

Ella, Harry 

Shirley, Peggy 

Helen, Andy, Katrina 

Jayman, Nicole, Janice, Hayden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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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小組之聲 

教會通訊的出版是提供一個地方給弟兄姊妹彼此分享，這並不是教會週刊或網站可以做到的。出版

能夠繼續是有賴大家的參與，希望下期季刊也有你的支持。稿件可電郵往 hcac10@gmail.com 或交給 

Simmy, Elaine, Grace 或 Lincoln 。中英文稿件亦可，我們會翻譯並雙語出版使分享能及至教會大家庭

的每一位成員。 

 

安那 Anna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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