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區宣道會季刊 
2013 年度主題: 使命人生  

二零一三 年 一月  

 第九期 

有一個人; 他自小生在小康之家, 得父母寵

愛, 與兄弟姊妹有很親密的關係, 所以他的

童年很開心快樂. 到出來社會工作, 因為人

際關係好, 又外表温文有禮, 所以很多人都

稱他為 ‘好好先生’. 一切對他來說, 包括

家庭, 工作, 婚姻都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於

是在無風無浪之中, 就感覺生活太平淡, 因

此閒來無事, 就愛上了 ‘攻打四方城’, 而

且更視那個馬評家董標為偶像, 完全相信

他的名言 ‘小賭可以怡情’. 於是這個人

除了一星期五天工作和每星期日與太太及

兒子到太古城歡樂天地一日遊之外, 其餘

的 時 間 大 部 份 都 放 在 雀 局 和 賽 馬 上 . 

 

他自稱無神論者, 但卻甚麼神靈偶像也會

拜一拜, 因為在他心裏面總是覺得這宇宙

之大, 應該有一種超然的力量存在, 但這力

量卻是神祕莫測, 無法可知. 他的姐姐是個

基督徒, 時常與他傳福音講耶穌, 但卻因他

那時自以為是, 以為自己真是 ‘好好先

生’, 甚麼罪人要認罪悔改的道理, 怎能接

受呢? 再加上一切順利, 似乎一無所缺, 於

是有一天, 竟然狂妄自大的對姐姐說, “不

要再講耶穌, 因為我今天决定永遠不信耶

穌!” 此人簡直豈有此理, 竟然語出狂言! 

他究竟是誰? 

此人正是我這個今天蒙神憐憫, 不但罪得

赦免而且得永生, 而且更得神恩代, 願意使

用的一個僕人. 我深感神恩浩大, 祂不只原

諒我過往的驕傲, 拯救了我這充滿罪惡的

人, 更讓我可以在事奉祂時, 經歷祂的真實,

讓我在軟弱不足裏面經歷祂奇妙的作為 . 

我過往在教會的事奉路途上, 多次總是像

摩西一樣, 當神差他去見法老, 要求法老釋  

 

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 摩西就對神說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為藉口推辭. 但

神卻對他說 “誰造人的口呢, 誰使人口

啞, 耳聾,目明, 眼瞎呢, 豈不是我耶和華

麼.” 

神這句說話就成為我今次願意到國語堂

服侍的主要動力. 若不是神賜我勇氣, 我

决不會有此膽量和平安去服侍國語堂 . 

我有自知之明, 深知自己真是在語言上

毫無天份, 就像一個沒有運動天份的人

要去参加奧運會一樣 , 簡直是比登天

難， 但我們相信這位神；是位創天造地

的神就是這麼奇妙偉大. 祂說 “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祂的恩典真是充充足足, 

讓我再一次經歷祂奇妙的作為. 

我現在已經参予國語堂的事奉有四個月, 

實在要感謝天父賜我一班包容接納的弟

兄姊妹, 在我講國語的缺欠裏面, 時常給

我鼓勵及修正, 特別感謝他們的愛護和

代禱. 我求上帝大大賜我和太太信心和

喜樂去服侍國語堂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

和一班國語堂的肢體可以彼此關顧, 互

相激勵, 同心合意的建立教會, 傳揚主耶

穌的救恩, 一起打那美好的仗, 讓天父得

着榮耀!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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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李光 Carter Li

回顧過去的兩年多來，在牧師帶

領下與弟兄姊妹一齊建立教會。

我在参與教會事奉的工作上有很

多的得着，而我的人生在神的光

照下也有所改變。我從一個很自

我中心和專制的人漸而學會與人

分亨，聆聽和接受别人意見。亦

逐漸學會用愛心待人。 

教會堂宇的工作是簡單但又不容

易做好；每月各位當值執事都很

盡心盡意盡力帶領各小组把 Setup 

和 Packup 的工作做好，在這裡很

多謝各教牧同工，各位執事以及

弟兄姊妹對教會堂宇管理上的忠

心服侍，同時也很多謝我的太太

Elaine 在每月第一星期天用愛心準

備聖餐等，没有你們的幫助，我

是不可能將堂宇管理的工作做好。 

在這兩年多裡，主也讓我經歷了

許多難處，軟弱和試煉，雖然有

時感到無奈，但主的恩典總是够

我用，在此感谢主！求主繼續賜

福給我們山區宣道會，同心仰望

主的帶領，主的心意而不是求人

的心意，我希望各人是按照神的

心意去管理教會，將榮耀歸與神。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今年聖誕做咗乜? 

鄭婉貞 Fione Kelly 

 

又到十二月，一個很特別的月份。

除了有很多天的公眾假期，大中

小學的學生放暑假之外，當中最

重要就是跟耶穌基督慶生! 

每年十一月我便開始計劃十二月

份的"行程"。前幾年我都會到護老

院辦聖誕音樂會。雖然大部份的

老人家都會與親人過節，但仍有

小部份長者留在院內渡過聖誕，

每每想到這裡，我都感到難過，

好想為他們做些甚麽，能為他们

的聖誕添上多些色彩。 

早在六年前開始，每逢學校假期

我都會到不同的護老院舉辨音樂

會，一路以來都多謝許多朋友及

其子女的同學朋友等支持，這份

義工才可繼續下去。感謝神! 當中

也有山宣弟兄姊妹的參予。今年

很特別，這個十二月，竟然有四

個 "第一次" 發生了! 首先是我和

我 兒 子 Hayden 有 機 會 一 同 到

Pennant Hills Aged Care ，跟其他弟

兄姝妹與院內的公公婆婆一起唱

聖誕歌和詩歌，與及分享聖誕信

息。當中還有公公婆婆決志信主，

這種事奉是我們的第一次，真是

非常開心又感恩! 

第二個＂第一次＂，在聖誕節前

的週末，Hayden 被一位學兄邀請

參加街頭演奏，很緊張也很興奮 ，

因為在大街上演奏是有一定的壓

力，又遇見許多同學，加上天氣

十分炎熱。幸好有許多途人都停

下來欣賞及拍照，也給予讚賞及

鼓勵，就算是辛苦了兩天，也是

值得；因為得到很珍貴的經驗。 

第三個＂第一次＂，聖誕前夕，

我在兩間相近的護老院舉辨了兩

場音樂會，一場在早上，另一埸

在下午舉行。雖然我對安排及聯

络工作都十分有經驗，原來一天

辨兩場音樂會是非常的吃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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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笫二埸中，我加入了問答遊

戲的環節，目的是帶出聖誕及聖

經的訊息。雖然反應不算熱烈，

但所希望的訊息已傳達到各老人

家心中。我會汲取今次的經驗，

望明年可以將更多的福音訊息傳

送開去，願神都加力给我。 

第四個＂第一次＂，一路以來，

我所籌備的音樂會都只是純音樂

欣賞。今年其中一間護老院提議

我組織一隊 Christmas Carol，在聖

誕節當天到院內的每一個院社的

房間去唱歌，總共四個院社。因

為大部份留在院內過聖誕的老人

家，不是不良於行，就是患病。

最初我是沒有信心的，因為聖誕

節當日，弟兄姊妹都會十分忙碌，

況且我們教會也有崇拜，時間太

緊，誰會願意参加? 我祈禱求神幫

助，然後開始繳請弟兄姊妹参加。

剛開始時，幾乎每一個回覆都是

否定的，我就作出決定，就算只

是我們一家三口也要成行，因為

不想老人家們在聖誕節當日感到

孤單和失望。最後衷心感謝廣東

話堂及英語堂有份參予的弟兄姊

妹，雖然我們準備不足，每到一

個房間又要將安排好的歌重唱，

確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但我相

信，我們已將神的愛，由歌聲傳

到每一個在埸的人心中，包括老

人家們，探望他們的家人及朋友，

與及工作人員。感謝神一路的帶

領及支持，Hallelujah! 

 

(若你的家人和朋友有興趣参加這

類義工及事工，請與我聯絡。)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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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佈道會分享 

杜麗娜 Lina Tulio 

感謝主在 10 月 6 日晚教會的歌舞

劇佈道會，很順利地在兩個小時

內完成，但在短短兩個小時裡面，

其實所做的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年

的時間去策劃和預備，台前幕後

參與的弟兄姊妹差不多有四五十

人，還有很多在台下幫手的司事、

陪談的弟兄姊妹，亦有為這個事

工禱告的祈禱 士，更有一位姊

妹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這個事工，

但卻在背後支持供應台前幕後弟

兄姊妹的膳食，可以見到神感動

一班弟兄姊妹的同心事奉才能夠

順利的完成。 

 

回想起在籌備的過程當中，我經

歷了神的恩典和帶領，原本我邀

請了一位很有音樂才華的姐妹做

音樂總監負責劇中所有音樂事項，

心想這個事工應該會很輕鬆，這

個事工的委員經過禱告後，神感

動了我們完成了劇本，之後開始

作歌的時候，這位姐妹因為一些

私人理由要退出，我當時很擔心

又驚怕，因為找不到其他人可以

承擔，我在音樂方面又很有限，

而且有很多事情都未曾做過，所

以承受了很大壓力，幾晚失眠，

有一晚還發了一個夢，這個夢景

就好像一幅畫面讓我看到我的問

題，我當時在一個好黑好黑的地

方，什麼都看不見只感覺到有一

股力量將我壓到在牆邊，令我透

不過氣來，我很害怕就叫耶穌救

我,但不知為什麼聲音很微弱，叫

了幾聲，耶穌沒有救我，我覺得

很奇怪為什麼耶穌不救我，是我

不夠信心嗎？我告訴自己要相信

耶穌，祂一定會救我的，於是再

次叫耶穌救我，這次突然叫得很

大聲，然後我醒了，那股力量也

沒有了。這個夢提醒我當時我就

是處於這樣的環境，看不見前面

的路，不知如何應付困難所以給

了自己很大壓力雖然有向神禱告

但是不夠信心，這個夢還提醒我

要對神有信心。雖然在事奉期間

會有擔心、恐懼、眼淚，但每次

眼淚過後都會有開心快樂，這種

開心快樂是從神而來的。 

 

神讓我經歷了祂的同在，在我前

面為我開路，神操練我要我學習

信心的功課及依靠祂，神透過聖

經給我很多提醒及鼓勵，就好像

以下在哥林多後書 3 章 5 節的經

文:「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

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

神。」 

 

神常常使用軟弱、被藐視和低微

的器皿去成就衪的工作，然而將

榮耀歸給神自己而不是歸給人。

因此我在神的帶領下學習音樂製

作。亦邀請了一班有音樂恩賜的

弟兄姊妹一齊作曲、填詞、編曲，

一起完成了劇中的十首歌曲。神

能在我們的軟弱、畏縮和失敗上

顯出祂的智慧,在我們的軟弱上顯

出祂的能力,神的力量在軟弱的人

身上得以完全。林後 12：9「我的

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

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要

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神。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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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平安夜佈道會分享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我們很感謝佳韻音樂使團答允與

山區宣道會聯合主辨聖誕佈道會。

題目：聖誕樂韻「是愛」。演出

之前他們積極預備，亦在 12 月初

在大堂進行綵排。我們則在 10 月

中 開 始 宣 傳 ， 一 切 準 備 就 緒 。 

 

沒料到當晚，我們所預訂的大堂

給另一個跳舞團體佔用了。原本

我們是可以與他們理論的，因我

們有文件證實我們是有使用大堂

權的。但為了不失基督徒的見證，

我 們 只 好 讓 步 ， 改 用 中 禮 堂 。 

 

佳韻音樂使團的弟兄姊妹也很合

作，一切要重新安排，但亦沒有

失去演出的水準。雖然地方比較

小了點，但很有親切的感覺。當

天晚上亦有很多新來賓，大家都

有 一 個 很 開 心 快 樂 的 晚 上 。 

 

願一切榮耀歸給我們天上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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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洗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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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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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