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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在山區宣道會國語堂與太太一
起參與服事講國語的弟兄姐妹及朋
友，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在二十
多年前來到澳洲，想為自己的事業，
理想去努力拼搏，因著困難的經歷，
及牧者的帶領，我有機會認識神，接
受主耶穌作為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信主后，心裡總想著在教會做一
些簡單的服事，跟人講講見証，傳傳
福音，至於其他的事有牧者傳道人去
做，有好幾次教會的李牧師，周傳道
和許傳道鼓勵我去進修神學，然后可
以做傳道牧養的服事，我總是回答說
等神預備。
直到在一次的教會生活營中，陳恩明
牧師呼召有誰願意全職或帶職事奉，
當時就有一個特別的感動，我定意去
事奉神，服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講
國語的朋友。但當我決定跟從神，讓
神使用的時候，就遇到許多的無法預
料的難處，因著這些難處，神讓我學
習到一個功課就是忠心順服，安靜等
候神的帶領。神也常常用林前 4：2 提

黄衛東 Don Huang (義務國語助理傳道)

在這當中，我看到神的手一路的保
守和神的賜福。在許傳道要去美國
進修時，神為國語堂預備了梁傳道
夫婦和幾家成熟的基督徒夫婦，他
們一起同心為福音的緣故擺上自
己，同心事奉。幾次福音布道的聚
會為神的家增添了得救的人數。弟
兄姐妹的生命也有成長。求神繼續
使用山區宣道會國語堂，成為照亮
山區的一盞明燈，讓更多的人被神
得著。

醒我：“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
心。”

電子郵箱/E-mail：
admin@hillscac.org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三 年 四月

光頭呔的見證
Pastor Tony
我想跟大家分享上帝如何帶領我
經過人生中一段因不智決定而失
去收入的日子。1967 年初，我確
信上帝呼召我們一家在一個海灘
區宣教組織服侍。我曾在 Waltons
機構當部門經理達七年，其間得
晉升而需承擔較大責任，導致我
需把工作帶回家，但薪酬沒有增
加。最後我要求加薪，但被拒絕。
因此在 1967 年 11 月我愚蠢地在
沒有其他工作在望的情況下請辭

客的男人走向瑪姬。他問她：
「是賣玩具嗎？女士。」瑪姬答：
「是。」他周圍看看便指著很多
不同的玩具，開始說：「我要那
個、那個、那個……」差不多買
去每一件東西。瑪姬訝異的是那
人從口袋拿出一團捲起來的紙幣，
開始數算他的購物金額。瑪姬的
手因此興奮得抖起來。我返回時
「我相信這是為你們預備的，因
她還在用粗紙把玩具包起來，(那
神告訴我在離家前多放一輪後備
時沒有塑料袋。)
呔在我的車尾箱，我知這是為你
了。我仍相信神想我們一家到廣
們而設的。」我在當地的車房把
我們實在相信這顧客是上帝差來
東灘(Canton Beach) 參加宣教營。
呔換妥，極之感激這個好心的陌
給我們的。因為這時已是聖誕前
我在婚前已參與多年。瑪姬
生人，他被神使用來解決我們的
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們之前一直
(Margie)不大知道整個活動是甚麼
需要，我們一家再次看到我們的
切切為此禱告。
一回事，雖然本身已是一個帶著
神回應禱告。
一群幼孩的忙碌媽媽，也加上懷
我們慶祝聖誕及能應付開支，但
孕的不適，但她仍願意嘗試。這
當我正忙碌帶著孩子們(包括我們
我還要面對我那輛荷頓(Holden)客
時沒有一份工作，我們怎能支付
貨車(Station Wagon)的光頭呔問題。 自己的)參加各項目時，瑪姬有一
到廣東灘旅費及營會提供的食物？ 我實在不能碰那售賣玩具所得的
段奇妙時刻跟一些青少年分享，
上帝早有預備但我仍未能得知。
其中有好幾個因此信靠耶穌。我
錢來買車呔，所以我求神給我一
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住得很近我
個替補，同時讓我們可安全開車
有三位主內弟兄知道我們的困境，
們在雪梨的家，來廣東灘渡假的
到廣東灘。
所以提議幫助我們。他們給我三
人可來自省內的四面八方，我們
百元本金作任何貨品的買賣。聖
我們正期望這個旅程帶來一個給
便為此能邀請他們來我家繼續研
誕節期過後，我便需向他們交代
一家人渡假的好地方。在廣東灘
讀聖經。
營利，他們就會給我所當得的酬
我們架起營帳和拉架床睡覺，瑪
金。我第一步是先向神的事工作
這時我要面對我的基督徒「投資
姬頗感辛苦，尤其是在夜裏受到
十一奉献$30。
者」交代從我們生意營運所得的
么子的打擾。我們知道在十日後
我們需支付所有在宣教營的費用， 成果。我詳細分享我們看到神如
我以前曾在紐省鄉郊地區銷售玩
何為我們成就一切。現在他們想
而我們只有從售賣玩具得來的營
具，因此我向以前的老闆查問可
從投資得到甚麼？全額除足夠我
利。我們只好決定先動用之後再
否購買以批發價$270 的玩具。
們在營會的開支外，只剩下 6 仙。
向朋友解釋，我們知道其中一部
我和瑪姬在北橋區(Northbridge)現
時烏利超市(Woolworths)旁邊的一
幅棄置區開設商店。直至聖誕前
數天，玩具的銷情仍然緩慢。我
因需往購物片刻而留下瑪姬獨自
一人在店內。有一頗粗魯、沒剃
鬚、身穿骯髒工衣，看來不似顧

分是本屬於我們的。
在廣東灘的第二天，瑪姬和我遇
到一個探訪各灘區宣教組織的主
內弟兄，他看到我們汽車的光頭
呔後便請辭離開我們的帳篷，幾
分鐘後帶著一輪車呔回來，並說：

我在朋友處當建築勞工兩個月後
終於找到我第二份全職營銷工作，
我們的所需也再次由上帝供應了。
中文翻譯: 黎慶玲 Janet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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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讀後感
柯麗芳 Connie Or
【 不從惡人的計謀 , 不站罪人的
道路 ,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
愛耶和華的律法 , 晝夜思想 , 這人
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
水旁 , 按時候結果子 , 葉子也不枯
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篇 第一篇 1-3 節

滿有才幹聰明智慧能力的人 , 但所
不同的 , 是心裡所存的動機 ,人一
切所行所謀算的都是從自我得益
處而發 , 這亦是人天生的罪性 , 那
怕是信主年日多長的基督徒 , 一生
都要同自己的私慾爭戰 , 正如經上
說:
「一切都從心裡發的……」;「治
服己心的 , 強如取城。」

在讀完主日學 “尼希米記 “後 ,
惱海不其然就浮現這詩篇 , 尼希米
的生命活靈活現的活出詩人所形
容的屬靈生命。他的人品素質和
領袖才能 ,固然是我所欣賞和羨慕 ;
他忠試可靠、具有異象、有同情
心、冷靜機智、以身作則、無懼
困難和不畏強權 , 這一切一切都太
完美 ; 無可否認世上
總有許多

尼希米記最後一句話 ﹕「我的神
啊，求你記念我，施恩與我。」
(13:31)扼要地重述貫串整篇尼希米
記 的 主 題
(1:8, 5:19, 6:14,
13:14,22,31) 他事 奉的 一切 動 機，
都原於敬畏神，耍服侍神討神喜
悅，神的稱讚就是他惟一的獎賞。
他那純正的動機，使他活出榮神
益人的生命。

是否存敬畏的心度我在世寄居的
日子? 我的所思所想，是取悅神還
是體貼自己? 甚樣使自己在事奉的
過程中，從開始到
末了都能保
持純正，合乎神心意的動機，我
想只有像詩人和尼希米一樣，
讓神的真理充滿我的心思意念，
才能活出美好的見証。
願神賜我一顆常常渴慕神話語的
心 ; 如鹿渴慕溪水一樣。

人一生有許多事情要籌算和計劃，
從尼希米身上，我學會了 : 甚麼
是應該執著、甚麼是該放手 ; 我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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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傳道和 Margie 的感恩崇拜 暨退休及生日慶祝聚會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很感謝神帶領了 Tony 和 Margie 傳
道，在我們最需要英文傳道時來
幫助英文堂事工的發展，他們毅
然答允過來幫助我們，是不計報
酬，只是一味的付出。
他們兩人愛我們年青人，就好像
他們的兒孫一樣。最直得我欽佩
的，是他們真心的將每一個孩子，
用 IPAD 影下他們的照片，寫下他
們的名字，然後在私禱中紀念他
們。他們是一位真正有牧者心腸
的好牧者。
Pastor Tony 和 Margie，因他們感
覺年紀都大了，又加上教會已能

請了一位年青的傳道人，所以他
們就向我們請辭。但我們包括執
事會都覺得 Pastor Tony 和 Margie
若能留下，就好像祖父母一樣，
能與年青傳道，一齊配搭，一齊
牧養英文堂是最好不過的。
所 以 經 過 決 定 ， Pastor Tony 和

當日 Tony 傳道一家，大大細細共
27 人一齊出席這個慶祝會，當中
無論是弟兄姊妹、牧者、及他們
的分享，非常之窩心及溫暖，之
後我們有想象不到的豐富晚餐，
多謝弟兄姊妹的獻出，甚至有些
弟兄姊妹不能出席的，都為 Pastor
Tony 及 Margie 預備當天的食物。

Margie 由傳道的崗位退下，然後，
委任他們成為英文堂的長老，幫
Pastor Tony 和 Margie，我們永遠
助關顧牧養英文堂的年青人。
的愛你。願神賜你們健康繼續的
事奉神直至見神的面。
31/3 正是 Pastor Tony 的 76 歲生日，
所以在那天我們誠心的為 Tony 傳
道開了一個感恩會兼生日會。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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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閃電 - 節錄：中國與福音
一、源起
東方閃電派又稱為七靈派。大約
在 1990 年興起於河南地區，創始
人是一位河南鄭州的鄧姓女子，
她自稱為二次降臨的女基督，名
叫「閃電」。從她著作中的舉例，
可以判斷她早年應當是李常受呼
喊派下的信徒，但她認為自己與
李常受的身分不同，工作不同。
李是一個有恩賜的人，被神使用
的聖僕，而她則是「道重返肉身」
的全能者──女基督。時代已經

接受她的「話語」會橫死，或受
到嚴厲的懲罰。
二、信仰的內容
表面上東方閃電派的著作甚多，
如《救主早已重歸》、《神向全
宇發聲》、《話在肉身顯現》、
《審判在神家起首》、《神隱秘
的作工》等。最普及的二本是
《東方發出的閃電》與《神隱秘
的作工》。目前因「東方閃電」
已被全中國的教會視為異端，所
以再刷的書名不用「東方閃電」
這個名稱，每隔一段時間，就換
個書名再次發行。

征服人的工作，這就是神第二次
道返肉身與恩典時代中基督道成
肉身的區別與聯繫。
這一番「神的工作」的道理，經
常擄去了一些對聖經真理認識不
清的迷糊人，特別是姐妹。
三、關鍵性的錯誤
片面的認識聖經、錯謬的「時代
論」、樹立個人權威解經模式三
者是「東方閃電」錯誤的根源。

熟悉聖經的人很容易發現以上論
點的荒謬，如神是永恆不變的主
宰，並非一時期一面貌、一時期
一性情、一時期一形相、一時期
事實上這些書的內容多半雷同，
一工作。這錯謬與初代教會「形
不過是改變書名或章節、內容前
相 神 格 唯 一 論 」 （ Modalistic
後次序更動，如《神隱秘的作工》
Monarchianism）的異端觀點雷同。
與《審判在神家起首》內容完全
神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三位一體
相同，而又與《東方發出的閃電》
的真神，都是全能者。再來的基
僅有章次安排上的不同。《話在
督就是為我們死而復活的基督。
肉身顯現》共有三冊，基本上是
祂是宇宙的主宰，祂作工的地點
講道集，幾乎所有選本的內容都
直到地極，當然不只在一處。道
可以在此書中找到。「東方閃電」
成肉身是一次完成了救贖，根本
的教義重點在於「認識三步作
不必談還有第二次重返肉身的再
工」，那是新異象、新啟示，也
次拯救，遑論奢言第二次再來的
就是認識神唯一的途徑。
拯救是中國人並且為女性的形象！
據一位脫離東方閃電派的信徒說， 這些作品都建立在「神六千年工
當主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是審判
目前東方閃電差派到中國十七個
作的內幕」的基礎之上。「東方
的時候，但祂再來的日子沒有人
省分活動，她的「書卷」百萬言
閃電」認為只有他們解開了神的
知道，祂等候人歸向祂，卻不是
之多（其實內容多數複沓），其
作為的奧秘。他們的「使徒」最
用恐嚇的手段征服人心，「東方
中發行最廣、最「權威」的是
常說的道理是：神的工作劃分為
閃電」的錯謬實在是顯而易見的。
《東方發出的閃電》，行文以
三個時代──律法時代、恩典時
為何這樣顯而易見的真理，卻仍
改變了，所以新（閃電）舊（李
常受）工作已經更替了，李的恩
賜在於解經，如今道成肉身的閃
電自己「說話」，再也不用李的
解釋了。甚至聖經都不如她「話
語」重要。她認為聖經的記載已
經過時，只有接受她的「新啟示
──三步作工」才是今天神向聖
徒啟示的心意。所以東方閃電派
的信徒都有強烈的使命感，專門
在已建的教會中「拉羊」、「以
真理解放教會」，造成教會內部
極大的傷害。而教會對他們行動
背後神學思維所引發的驅動力卻
了解不多。

「第一人稱」敘述，說是「聖靈」
向眾教會說話，甚至是神自己親
口說話（即指她自己是神的代言
人），因為她就是重返肉身的神、
再來的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是
為了救贖人類，第二次重返肉身
是為了征服人心，戰勝撒但。不

代、國度時代，神在三個時代中
「三步作工」。為了配合神的作
工，神在三個時代中彰顯不同的
性情；神在三個時代中顯現不同

然有這麼多的弟兄姐妹認識不清
呢？原來很多信徒被表面的假象
蒙蔽，而且聖經的真理並未在他
們心中建立起系統的規模，因此

的性別；神在三個時代中開展不
同工作。現今所在的是第三個階
段國度時代，道返肉身的神在作

被似是而非的屬靈詞彙欺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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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會被破壞的原因

這些遵行「要有神的性情表現」
２．傳統觀念、私意混淆聖經真
的閃電使者的愛心使人失去戒心， 理
１．未能落實愛心的功課
最後拉走的常是教會的中上層同
相對於中國傳統民間信仰根深蒂
工，甚至全教會都變成「東方閃
「閃電使者」鎖定發展目標的時
固的影響，直接讀聖經就顯得有
電」的據點。
候，經常針對不冷不熱卻有根底
語言、文化背景疏離的困難了。
的教會。他們很有愛心，熱於助
我們認為這過程中存在邪靈的勢
「東方閃電」的書籍雖然雜無統
人，往往在經濟或工作上協助目
力的影響，如疲勞轟炸的聽道訓
緒，卻全是淺顯易懂的說解，生
標。當對方被感動時，她「善意」
練，許多人反應，進入會場就莫
活化的比喻，夾帶著聖經的部分
地請你去聽道，或是告訴你有外
名其妙地被吸住了。這確實是屬
真理，常以聖靈第一人稱敘述。
地的好「講員」願意來講道，可
靈的爭戰。但不可忽略的另一層
一部分是「道成肉身」的耶穌說
以免費提供好「教材」、「屬靈
面是，今日中國教會缺乏牧養人
話（引用聖經），一部分是「重
書籍」，偶而說聖經中有些地方
才，不能在信徒實際的生活面給
返肉身」的閃電說話（比聖經更
已經過時了，需要有新的啟示。
與照顧與幫助。生活面的難題常
要緊的新啟示）。對聖經不熟的
有些醒悟過來的人回想自己受迷
被淡化為屬世的苦難。他們在長
信徒而言根本不易分辨，甚至有
惑的過程時，都說開始聽他們講
期的苦難中特別期待主再來；在
些信徒還會以「東方閃電」的書
道時，確實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充滿無力感時，特別期待一位全
籍作為讀聖經的參考書。
但那些傳講異端謬論的假先知在
能者與超然的大能力；在缺乏文
講道前，就要求他們無論如何要
資料來源：中國與福音
化（知識水平）的背景下，特別
聽完再說，礙於人情，又受到他
崇拜可以得到「新啟示」下筆萬
Source:
們熱切的幫助，不知不覺就掉下
言的人。因此，對於這種複雜的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
去了。
成因，也不能簡化為屬靈的爭戰。 a/misc/east_lightning04.html

山區宣道會新年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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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營簡報
很感謝神，今年的生活營，牧
師有見現今世代的男性並沒有
扮演好作為頭的角式。為了鼓
勵弟兄們站起來事奉，及回復
男性在家庭中，及教會裏的領
導地位。所以今年的委員會，
全男班上陣。他們不負所望，
做得非常之好。
整個營會的策劃，分配、安排
等等，都有出乎意外的好。當
中亦有初初學習侍奉的弟兄，
他們的表現，非常之成功。

感恩的事，是在第二日的戶外
詹牧師的生動和深入的分享，
活動，神給了我們美好的天氣， 讓我們有莫大的得益。
弟兄姊妹有一個很愉快的戶外
今次的營會，除了住宿，各組
活動。
長對組員的關懷和照顧，大會
在營內除了音樂節奏的激昂外， 的安排都非常之好之外。有小
最重要的是詹牧師給我們的信
小的遺憾是在最後的一天，
息，神藉著詹牧師的教導，讓
「離營大會」中，因時間的關
我們學習到：
係，聽不到營友們，內心的分
享，他們在今次的營會中，得
1. 神的家是一個怎樣的教會？
著些甚麼東西，或者給我們寶
2. 神家裏深情意厚的真關係。
貴的意見，好讓我們將來可以
3. 神家中弟兄姊妹的主內新關
係。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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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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hillscac.org 或交給
Ronald, Grace, Juanita, Lincoln 或 Sim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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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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