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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 年 四月  

 第十四期 

我們原來一直都在粵語堂服事，但神真的

很奇妙，他讓我們接觸了不少講國語的朋

友，就算在我們帶領的粵語小組，也都是

國粵語參半。後來神帶領我們到國語堂參

與服事。服事當中神不斷地磨煉我，幫助

我，改變我。 

最近國語堂需要改變崇拜時間，最迫切的

是國語堂兒童事工的建立。從來沒有想過

參與兒童事工的服事。記得剛信主不到一

年，教會兒童主日學負責人找我去幫忙，

我都以其他藉口推搪，後來到了山區宣道

會，兒童主日學也曾經向我招手，我都不

願意去，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服事兒

童的恩賜和能力。當知道國語堂會改崇拜

時間，需要有兒童主日學，有肢體多次對

我說：“Annie，你要起來了，建立國語堂

兒童主日學。“ 我還是不願意起來承擔，

我說我不行。我還推薦了另一位姊妹承

擔。但不知為什麼，要趕快起來建立兒童

事工的緊迫感在我心裡越來越強烈，兒童

事工的重要性在我心裡越來越明確，於是

我趕快打電話給 Amy 師母說我願意承擔 

，我求神賜下印證，神很恩待我，很快

我就得到了印證，這一次想躲都躲不

了，只好對自己說順服神吧，既然是神

的要求，他必幫助到底，我要緊緊地依

靠他，不可依賴自己的聰明和能力。從

承擔建立兒童主日學到現在，每走一步

都是戰戰兢兢的，付上更多的禱告，求

神帶領和預備。願兒童事工按著神的心

意來建立和發展，願每一個孩子都能透

過兒童主日學認識神，願神保守賜福兒

童主日學大大興旺，願兒童事工能榮耀

主的名，阿門！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

人也枉然警醒。詩篇 127：1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教牧隨筆 -順服 
Annie Lin 林劍雯 

 

   

教教教會會會堂堂堂址址址：：：   

333///333444000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sss   

RRRoooaaaddd,,,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sss   NNNSSSWWW   222111222000   

AAAuuussstttrrraaalll iiiaaa   

   

本本本堂堂堂網網網址址址：：：    

wwwwwwwww...hhhiii lll lllssscccaaaccc...ooorrrggg   

   

電電電子子子郵郵郵箱箱箱///EEE---mmmaaaiii lll：：：

aaadddmmmiiinnn@@@hhhiii lll lllssscccaaaccc...ooorrrggg   

   

111...    教教教牧牧牧隨隨隨筆筆筆---順順順服服服   

   

222...    我我我的的的感感感恩恩恩見見見證證證   

333...    長長長者者者主主主日日日學學學隨隨隨筆筆筆   

444...    每每每天天天都都都感感感恩恩恩   

444...    農農農曆曆曆新新新年年年感感感恩恩恩聚聚聚會會會

報報報告告告    

666...    通通通訊訊訊小小小組組組之之之聲聲聲   

   

   

   

   

   

   

http://www.hillscac.org/
mailto:admin@hillscac.org


山山山區區區宣宣宣道道道會會會季季季刊刊刊   二二二零零零一一一四四四   年年年   四四四月月月      

 

2 |  
 

我的感恩見證 

Ella Liu 劉鳳賢

我的名字叫做 Ella. 我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叫 Jack, 小兒子叫 Henry。 

當我很年幼時，我在國內生活，

有一次行過一間家庭教會，聽到

他們在唱歌，聲音很美妙，很吸

引我。當我走進去，但他們不給

我進去參加聚會，因為當時我年

紀很小。 

長大後，我結了婚，與丈夫來到

澳洲，但不幸婚姻失敗，當時我

心靈極之痛苦，傷心及難過。 

2008 年當我第一次來到山區宣道

會時，因拍車的問題而遲到。當

我踏入禮堂，當時李牧師正在講

道「香膏裡的死蒼蠅」 (傳道書

10:1)。那時我就知道我要去的地

方，就在這裏，這是給我良藥醫

治及安慰我心靈需要的家。當時

我聽到牧師的講道，我流淚；我

要將我生命的死蒼蠅除去。之後，

我在牧者及弟兄姊妹的帶領下認

識了神和洗禮加入了教會。 

2013 年 12 月 22 日，大兒子告訴

我，他的一邊身麻痺，頭暈，頸

椎很痛，於是我用葯油幫他搽。

26 日他告訴我，媽我很唔妥，於

是我叫他明天去看醫生。27 日我

要返工，Jack 自己一個人去看家

庭醫生。我接到他的電話，說；

醫生要他即時入院接受檢驗。當

時我心一沉，但我又不能即時去

看他，告訴他我下午才和弟弟去

醫院看他。收線後，我即時向天

父禱告；求主保守及醫治 Jack，

保守我們一家三口平安，身體健

康。 

下午回家後，接了 Henry 趕往

Hornsby Hospital 去看 Jack。當時

他 在 照 MRI 。 報 告 結 果 是

「Cavernoma in Spine」，院方要立

刻將 Jack 轉去 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當時我的腦是一片空白，

心裏很害怕，很驚 Jack 有生命的

危險。我和 Henry 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禱告，求主醫治 Jack，給

他平安，及被主醫治。我和 Henry

一直在担心 Jack 的情況。 

回家後吃過簡單的晚餐，便和

Henry 急急的趕去 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 在趕去的路程中，

我精神彷彿，當我的車駛到

Pennant Hill M2 的出入口時，我看

不到是紅燈，照駛過去，當時兩

邊的車輛都停在路中間，讓我駛

過。當我驚醒時，我才察覺到非

常危險。我立刻和 Henry 禱告感

謝神保守我們的平安，因我是他

的女兒，我求主保守我們三母子

可以在醫院相見及能一起迎接

2014 年的來臨。跟住我又走錯了

路。在 Beecroft Rd., 幾乎又和一輛

四驅車相撞。一日之內，兩次的

危險，若不是天父的保守，我相

信我和小兒子已沒命了。 

深夜回家，一直在禱告，第二日

28/12/2013(星期六)立刻打電話給

牧師，告知 Jack 出了事在醫院裏。

牧師立刻和我禱告。星期天

29/12/2013 完了崇拜，牧師邀請我

到台前，帶領弟兄姊妹一起為

Jack 禱告，我很感動，當時我內

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平靜，是

前所沒有的。之後，我打電話給

Jack 告訴他，不要担心，因弟兄

姊妹都為他禱告神，神必定會醫

治。下午牧師和師母去探 Jack，

因我有事跟了 Ruth 姊妹回家。 

星期一 30/12/2013 在醫院見到

Calvin, 因他的父親也在同一間醫

院裏； 他告知我，牧師、師母昨

天探 Jack 的時候，Jack 已決志信

主。我很開心，天父真的很愛我

和我的兒子。我更感謝我的小組，

趙傳道夫婦、Ruth 夫婦，李傳道

一家，Sue 他們給 Jack 煮食物，

探望和安慰，幫助。這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 

Jack 在醫院裏很辛苦，因要不斷

的抽血，照 X 光和做很多的化驗。

他說媽媽我很想回家。我只有安

慰及鼓勵他，並為他不斷的禱告

神。 

31/12/2013 星期二，Jack 打電話給

我，他可以出院了。原本定了上

一個星期五 27/12/2013 要做的檢

驗，但因近新年，醫院很忙，所

以排期到下一個星期四 2/1/2014

才做。但神蹟就出現了。星期二

31/12/2013 院方安排到 Jack 檢驗後

Jack 可以回家和我們一起迎接

2014 年的來臨。 

我真的很感謝神在我和兒子身上

的奇蹟，他抺去我的眼淚，讓我

經歷他的大愛，我要將一切的榮

耀歸給神。我亦立志一生一世的

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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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後記：Jack 原來在頸椎處生了一

個血廇，形狀像網形。現在不斷

的接受醫生的治療。希望弟兄姊

妹繼續為 Jack 禱告。求主醫治，

讓他的血廇可以消除。多謝大家

的關心。願主報答大家！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長者主日學隨筆 

Daniel Li 李兆球

多年前一本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改變了我對老人的看法，老人不

是在等待死亡的來臨，不是不中

用， 不明白事理，不懂人意；事

實證明，他們仍有用不完的体力，

向上渴慕追求的心，不折不扣的

精神，不甘受挫的一羣，他們祗

是多了一點點年紀的小伙子！ 

書中描述老漁夫為了要捕殺那 18

米長的馬林魚，兼且要跟為捕食

他的魚獲的鯊魚而展開連場海上

激戰，在海上經歷了三天三夜，

終於拖帶着滿身傷痕的他、漁船

及殘餘的魚身回到岸上。他

那份堅持、勇敢、謀略和固

執給予我永不磨滅的體會。 

一個 97 歲的 Dr Allan Stewart 

拿取博士頭銜； 

一個 102 歲的 Ruth Frith 仍然

在競技場上運動擲標槍； 

一個 93 歲的 Vic 仍然成為伐

木比賽的冠軍； 

一個 104 歲的 Peggy McAlpine ，

雖則她坐輪椅不方便行勳，但當

玩 paragliding，她覺得很自由似的

像一隻飛鳥随處飛翔； 

一個 100 歲的張亞莉仍以救死扶

傷為已任，繼續充當醫療義工； 

高齡的 Santa Claus 仍參加 80 歲至 

84 歲男子 100 米競賽； 

Richard Hughes 在他 80 歲的年紀

揚言要打破男子組 4 x 400 米世界

記錄； 

回想在教會中看到一小撮的老一

輩兄姊靜靜地坐在一旁或一角等

待牧者宣講神的信息，沒有跟別

人交往交談，沒有表達內心的不

安和愁緒，或歡愉和讚嘆。一小

時很快過去，他們又靜靜地回到

他們自己的〔世界〕裏！ 

我自己亦步亦趨的步入老人的行

列，但我不甘心於將來成為不積

極的老人！他們應該和我一樣，

從嬰孩歲月，叛逆少年，懂事青

年，疲憊中年，安逸成年和退伍

老年，一直以來都拼命拼到底，

從不認輸！不單學貫中西，經歷

了數十寒署，風霜片片。我們的

一切戰果就這樣靜靜地，沒聲沒

色地長埋於此？不可能！讓我們

一齊勇往直前，努力以赴，加上

一把勁！ 

就這樣年復一年，當起長者主日

學老師。無論那天是烏雲密佈，

或是天朗氣清，坐在那兒，看到

他們的準時到達，我要感謝主，

因為主賜他們身體健康及平安渡

過每一天。我能站在老師行列，

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不是多才多

藝，不能將聖經每字每句給他們

講解，我祗是將我在團契和小組

裹所學到的愛與被愛及聖經中字

句的甘甜與他們分享。作為長者

主日學老師，很多時會遇到

使人灰心的事，例如，有長

者老邁軟弱入住安老院，有

些身體衰殘離我們而去，有

甚者他們每年都問耶穌是誰，

祂為我們作了什麼事；雖然

如此，當見到他們熱心的追

求，不懈惰；就會令我更加

求神容許我有智慧和笑容，

忍耐和真誠去面對。當我面

對他們與他們談談天空中的

飛烏，地上的五穀家禽，家

中的兒孫福樂，生命的再思

時，笑中有淚，淚中有笑，

那一刻，我會感到很温暖很温暖。

所以，話說回來，多謝你們各位

長者，讓我這個小子長大。也在

此多謝我的另一半莫巧珍女士隨

傳随到助教及兄姊協助。 

 

 

英文翻譯: Carol Li 李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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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感恩  
 

Edith Ip 葉謝美玲

我在二零一三年八月份來到山區

宣道會，轉眼已經過了大半年了。 

其實每天清早起來，還有生命氣

息，以讓我有感恩的心。 

我在舊機構工作十分辛勞，每天

工作都沒有喘息的時間。我曾經

同管理層反映，但是沒有我期望

的結果。我衹好繼續做好自己的

本份，努力工作。歌羅西書第三

章二十三節：「無論作甚麼、都

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

是給人作的．」我向主禱告，請

求主賜給我一份適合我的工作。

主並沒有立刻的應允我，他教導

我凡事要有忍耐的心。 

我這樣恆切的禱告約一年多，終

於在二零一四年二月，我有機會

找到一份全職的工作，新工作雖

然很忙碌，但是給我有工作的滿

足感。感謝主垂聽我的禱告。 

其實每天睡前，當我回想這天的

經歷，仍然有健康的身體，平靜

安穩的渡過，能經歷神的同在。

我就能從心底獻上感謝神的心。

願大家也能天天經歷神的恩典。 

願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農曆新年感恩聚會報告      

Ruth Yu 余黎志蓮

2014 年 2 月 2 日正值中國農曆新

年初二．當晚黃白時分，在教會

堂址出現老、中、青的弟兄姊妹

慢慢地走進大堂，他們正準備一

同向神獻上感恩讚美． 

隨著敬拜隊奏起詩歌「這一生最

美的祝福」，掀起感恩會的序幕． 

跟著有 8 個小組分別用詩歌，詩

篇，感恩字句，全心全意地向神

獻上感恩和感謝． 

由何西阿組開始至巴拿巴組，大

家都以真誠真摰來述說神在他們

身上的保守和眷顧． 

各組表演簡列如下： 

何西阿組 詩歌: 我知誰掌管明天 

阿摩司組穿上中國服飾 詩歌: 主愛永難忘，感謝神 

約珥組 詩歌: 路仍是美 

寶耆長者 讀出感恩揮春 

瑪拉基 A, B 組 獻上賀歲詩歌並加上錄影 

撒迦利亞 A, B 組 獻上 PPT, 背景詩歌--繼續向前行 

見證  

由陳蕭健忻姊妹細訴見證母親信主

經過, 並神在母親身上的奇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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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由劉鳳賢姊妹真誠地細說大兒子得

神保守的過程. 

 

哈巴谷組 用詩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來配襯成員

真摰地讀出詩篇頌詞來讚美神 

巴拿巴組 詩歌: 神恩 

 

現謹以寶耆中心長者所讀出的感恩揮春「事奉精彩樂融融」，來與互勉肢體，以「事奉精彩樂融融」成為我

們為神作工的態度。 

英文翻譯: Carol Li 李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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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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my 或 Sherw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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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特别多謝李佩恩（Carol Li ）姊妹以往對季刊的事奉與支持。從第一期開始的過去三年多，姊妹一直忠心

不懈地為季刊的來稿翻譯，使季刊能够順利以雙語出版。現姊妹快將離開到香港生活，願主恩沛臨到李佩恩

的家庭，在新的生活裡每天都有主的保守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