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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普通話不靈光的我, 從來沒有想會

到國語堂聚會。在 2012 年 6 月份的時

候, 李牧師問梁傳道可否到國語堂服事,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禱告後, 都覺得即管

去看一看。跟著的星期天就去探訪國

語堂, 我還記得 當我們步進會堂的門口

時, 已聽到敬拜隊排練的一首詩歌「恩

典之路」, 非常悅耳動聽, 把我吸引著, 

令我感受神的慈愛及恩典, 這首詩歌我

以前從未聽過的。那天的敬拜和與弟

兄姊妹的交談, 都令我覺得舒服和平安, 

不知為甚麽當天可以講到頗為通順的

普通話, 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也同時感

受到神的帶領。 

在國語堂聚會一段時間, 覺得弟兄姊妹

都很親切, 也感受他們的包容和接納, 

這都不是必然的。也看到梁傳道的投

入服事, 也是給我的引證。另一方面, 

亦看到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和睦相處, 同

心事奉, 不遣餘力, 對神的話語亦有渴

慕之心。尤其有些年長的弟兄姊妹在

傳福音方面滿有熱心, 令我十分之敬

佩。 

 

而我自已覺得能夠有機會服事講國

語的同胞, 也是我們的福氣。不過, 在

我講國語的水平上未能如意的時候, 

在事奉上難免有些阻力, 實在覺得有

点虧欠。感謝神! 衪賜給我們有一班

忠心的同工和關心我們的弟兄姊

妹。在新的一年裏, 求神憐憫, 在我們

學國語上有更好的領悟, 服事得力,有

更大的愛心和聰明智慧去牧養國語

堂弟兄姊妹。「在人這是不能的, 在

神凡事都能」太 19:26。盼望與弟兄

姊妹同心建立教會, 努力 傳揚福音, 

讓神的國得以擴展。 

 

教牧隨筆  Amy Leung 梁周美珠 

 

   

教教教會會會堂堂堂址址址：：：   

333///333444000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 sss    

RRRoooaaaddd,,,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 sss    NNNSSSWWW   222111222000   

AAAuuussstttrrraaalll iiiaaa   

   

本本本堂堂堂網網網址址址：：：    

wwwwwwwww...hhhiii lll lll ssscccaaac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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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外外外展展展跳跳跳舞舞舞班班班分分分享享享及及及圖圖圖

片片片    

333...    老老老人人人如如如何何何理理理財財財    

444...    「「「美美美意意意分分分享享享天天天地地地」」」事事事

工工工    ---    展展展示示示神神神的的的美美美意意意    

555...    222000111333 年年年聖聖聖誕誕誕節節節佈佈佈道道道會會會

花花花絮絮絮                   

666...    222000111333 年年年 111000 月月月洗洗洗禮禮禮圖圖圖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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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illscac.org/
mailto:admin@hillscac.org
mailto:admin@hills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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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跳舞班分享及圖片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婦女會在今年 2013 年 8 月份開

始，嘗試採用外展模式，希望

藉著舞蹈來傳揚福音，讓姊妹

們能有一個身、心、靈健康的

活動，來擴闊生活圈子，又讓

她們有機會聚在一起來分享及

分擔她們內心的世界和需要。 

我們聚會時間是逢星期三早上

10 時至 12 時(學校假期休息)。

頭一個鐘我們會做大約 45 分鐘

的運動。之後會有一個小休 – 

茶點。然後，會有李牧師 10 分

鐘的時間分享信息，之後，我

們的導師 Shirley 姊妹，會教導

我們正統的中國舞蹈的手法和

步法，透過舞蹈，讓我們學習

到中國傳統婦女的溫柔美麗的

體態，並且學習不同民族的特

色和他們生活的習慣，從而對

中國不同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認

識。 

透過這個舞蹈班，我們可以接

觸不同教會的姊妹及一些未信

主的朋友。12 月是聖誕假期和

學校假期，所以我們會暫停兩

個月，因有很多人出外旅遊，

明年二月會再次復課。敬請有

興趣者及朋友們參加。願主繼

續使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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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如何理財 

范美華

我相信在 日常生活中，除了工

作、飲食、運動、休息、睡眠、

玩樂外，處理個人錢財亦是生

活中重要的項目。 

 

小時候不懂金錢是甚麼？自從

人開始懂得用錢以後，就知道

錢有多重要。錢是物，是工具，

需要人有效地處理，才能發揮

它的良好功能。所以，我們由

少年到老年，都要學識理財。

它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只要

你懂得把從正當途徑賺來的錢

分配適宜，用於個人消費，儲

蓄以及投資等。當中運用得宜，

而不會收支失衡，這就會我理

財之道。 

 

父母半生辛勤，為養子育女，

使他們成才，為下一代脫離貧

困的生活，做好充足的準備；

為家庭，為社會增進資源。為

自己與老伴退休後生活得到保

障。 

 

金融海嘯，分分鐘捲起千層浪。

如果不想把辛苦賺來的錢受到

波及和衝擊，老人不得不審慎

地處理腰間錢。即使有多餘錢，

又想保值，也只可買一點點穩

健的藍籌股，當作收息。千萬

不可作任何高風險，高回報的

投資，不要肓目跟風。老人應

預留足夠的金錢應付未來開支，

以免臨急張羅。 

 

錢究竟有多好？錢本身沒有好

或不好，要看你能否善於處理

和運用，即用得有效，用得其

所，用得有智慧，你的錢才能

成為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它令

你生活得到保障，堅固個人的

尊嚴，解決一些用錢財可解決

的事。 

 

老人善理財，獨立自主，生活

中安穩自在；不用依靠別人，

不用仰人鼻息。老人最重要是

知足，不要和別人比較及計較，

做個快樂的老人。 

 

除了建立生活保障以外，穩妥

心靈健康至為重要。 

1. 多讀聖經，心裡多思想父神。 

2. 禱──每天向神禱告。 

3. 行──時時刻刻遵行神的心

意。 

4. 證──以言語行為見證基督。 

5. 信──生活每一個細節都相

信神。 

6. 靠──倚靠聖靈，讓神管理

你的生命。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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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分享天地」事工 - 展示神的美意   
余黎志蓮 Ruth Yu

因 為 你 們 立 志 行 事 、 都 

是  神 在 你 們 心 裡 運 行 、 

為 要 成 就 他 的 美 意 。 

腓 立 比 書 2:13 
 

「美意分享天地」是隸屬山區

宣道會的外展中心。目的是透

過不同的活動，課程，興趣班

及社區服務，向華人社群傳揚

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剛在去年

10 月份成立． 其實這外展事工

與現在教會舉行的中國舞蹈班，

寶耆中心，男士事工；目的都

是把福音傳出去，只是對象有

所不同． 

 

我們的成員有：Cal Chan (主席)，

Ruth Yu (秘書兼任財政)，

Simon Leung，Hilda Mok 

Rebecca Tang，Denise Ho，Anita 

Chan (教會執事)，Rev Almon Li 

(顧問)． 

 

歌羅西書1章28節說到，我們傳

福音的時候，需要用各種的智

慧，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有技

巧的向未信主的人傳福音，方

法是多著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從而把福音傳開去。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
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歌羅西書 1 章 28 節 
 

回顧 2013 年 10 月 13 日的感恩

開幕禮 (Thanksgiving Open 

Ceremony)，通過粵語堂及國語

堂的肢體同心合力的參與並得

嘉賓支持，令當晚的感恩晚會

順行完成；並籌得$2,020 作為

外展中心未來運作之用． 

 

在去年 10 月 16 日正式開始第

一個健康講座  「健康新資訊」

(Health Talk)，第一階段由

Grace Yau 小姐主講．第二個課

程「學做日本菜」(Japanese 

Cooking Class)，第一階段由

Simon Leung 教導及示範．每課

程有 4 課，在 8 個星期內完成．

形式是先由講者分享他們的專

長，其間有 10 分鐘是預留給李

牧師分享「生活智慧」－－福

音信息．通過收回的問卷，了

解到過去兩個課程的參加者多

為信徒，其中也有未信的朋友．

因為課程輕鬆有趣，有些信徒

更邀請未信的朋友參加．通過

課程未信的朋友既學習了知識，

亦聽聞到生活中滿有基督的恩

典． 

 

感謝神預備了去年的課程講者

及義工，相信沒有他們的愛心

及時間，就不能順行完成課程．

今年 2 月將有第二階段的「學

做日本菜」，有西式糕點課程 

(Cake Baking Class)，還有星期

六的乒乓球外展活動．英語會

話課程正在籌備中．未來計劃

中的課程有中菜，西菜，粵劇

聚會． 

 

願神繼續賜福教會外展事工，

賜委員會有智慧去籌備合適的

課程，求預備足夠的講者及牧

者帶領福音信息，並希望有多

些義工幫忙．更重要的是求神

預備參加者，讓未信的有機會

去認識主耶穌的大愛；已信主

的一同去學習新知識． 

 

＝＝＝＝＝＝＝＝＝＝＝＝＝

「美意分享天地」的宗旨以基
督愛的精神來提供活動，課程
及社區服務給華人社群。將耶
穌基督的大愛介紹給華人社群。 
 
使命宣言──以優質的課程及
服務來吸引華人社群來參與本
中心的活動，以愛心及神的真
理來引導他們認識基督耶穌。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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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聖誕節佈道會花絮      

蘇思敏 Sylvia So

2013 年聖誕節佈道會於 12 月 24

日舉行。本年度的主題是「聖誕

佳音在山宣」。一如既往，聚會

之前是愛筵，弟兄姊妹帶備美味

佳餚，彼此分享。聚會由詩班帶

領會眾頌唱多首耳熟能詳的聖誕

詩歌開始，從而帶出主耶穌基督

在馬槽降生的事蹟，叫我們重温

和反省聖誕的真正意義。除詩班

之外，我們還加入小提琴伴奏，

令音樂更豐富。另外幾位小朋友

唱出「馬槽歌」，他們天真可愛

的歌聲，叫我們更感受到神看重

的是我們對祂單純的信心。 

接著是趙傳道用「永遠的愛」作

主題，傳講神的信息。相信福音

的種子已植根於未信的朋友的心

中。願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天

父上帝。 

一如既往，聚會之前是愛筵，弟

兄姊妹帶備美味佳餚，彼此分享。 

英文翻譯: 蘇思敏 Sylvi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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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洗禮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