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一年 七月
第三期

蒙恩成立山區宣道會國語堂
一. 蒙恩成立山區宣道會
國語堂
二. 宣教的分享
三. “從新得力，活出主
愛”
- 记 2011 宣道會華人
聯合生活营

許友為傳道 Pastor Terry Khor
我要向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
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篇 12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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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五年前，李智峰牧師和一群熱愛主的弟兄姐妹承受了神賜的異象，在山區
成立國語堂。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道路，但是在牧師、師母與眾弟兄姐妹的恆
切禱告和熱心事奉下，國語堂終于成立，並且有周瑞虹傳道前來協助；在周傳
道的愛心培植下，國語堂逐步成長，現已召集了一群愛主精兵，共宣天道。
神的愛驅使周傳道去中國參與培訓工作，這也為國語堂指出一個方向﹕是神的
愛把我們帶入屬神的大家庭，是神的恩典使國語堂能在此成立，而我們也要把
神的愛和耶穌的救恩宣揚開去，不止是我們身邊的人都需要福音，中國的同胞
也需要神的恩典！
既蒙恩得救，就要接受神的裝備，在靈裏成長，為主所用。國語堂志在裝備門
徒，並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學習做到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些概念都很新，也不符合原有的傳統習慣，但弟
兄姐妹們都虛心學習，務必讓為我們作出重大犧牲的救主能在我們的學習中得
到榮光。
前來參加國語堂的弟兄姐妹大多來自中國和台灣，在國內或是生活波動太大，
或是缺乏機會，都沒有好好認識獨一真神，現在來到澳洲，住在山區，不止呼
吸到新鮮的空氣，也品嘗到屬靈的自由；這自由是何等可貴，豈能不與他人共
享？然而，我們也意識到靠人的能力我們做不了什麼，只有靠神的恩典我們才
能被神使用。
能夠成為山區宣道會國語堂的一份子，也是神的恩典，是值得一再讚美感恩的
福份。願神繼續賜福給這教會，讓這教會在山區能為主發光發熱，完成神乎召
我們歸入神家的美意。
英文翻譯: 許友為傳道 Pastor Terry K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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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分享
周傳道 Pastor Chu
前幾天在週報上有個堂外的消息
，就是澳洲中信舉辦的培靈佈道
會，題目是「從聖經看中國的崛
起」，確實中國在近年來經濟起
飛，社會也開放了很多，漸漸在
國際舞台上成了顆熠星！
相對的，人們在繁榮和貧窮之下
，心裡饑渴和需求也浮出枱面了
，特別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是如
遠志明牧師笑喻的：「各路神仙
都出來了….」這可就麻煩了，
因此教會真是需要快快復興，廣
傳救恩得著靈魂呀！
感謝神給我機會接觸到目前所事
奉的團隊，那是一個完全沒有海
外人士支持的福音團隊，神在若
干年前呼召一位愛主及有國度胸
懷忠心的弟兄出來建立的事工。
他原本是個生意人，曾經歷風光
的日子，過著紙醉金迷的荒唐生
活。一直到了有一天，神大大的
光照和觸動了他。一幕幕讓他看
見自己的罪行，他驚恐的俯伏在
主前為自己的罪痛哭了兩三天悔
改向主，從此他熱心愛主。當他
看見中國教會在真理上的認識不
足及沒供應下，自此，他就開始
了培訓事工了，一直到今天。神

不斷擴張他事奉的境界。目前事
奉的範圍有系統性的領袖培訓班
、聖經學院班、敬拜訓練班，各
教會的培靈特會及向外的宣教等
等。
我很榮幸的可參與這個事奉，培
訓期間，我們的團隊在有限的人
力之下要去服侍五十到百多個的
學員生活所需之外，我們仍需要
去以聖經真理來安慰、造就、堅
固許多有個人問題的學員們。因
為在個別的服事下，他們很願意
坦誠的，將過去的遭遇，失敗和
痛苦，傾訴出來；往往在神的大
能和憐憫下，他們的身心靈得到
醫治和釋放。看著一張張流淚滿
面或喜樂萬分的面孔，原來在神
的恩典下可以如此自由喜樂且重
新得力的，我覺得雖辛苦卻是非
常值得的了。
培訓結束後，我和另一位同工被
分派出去北方事奉，我們一共走
了 4 個省份，5 個事奉點。那是
一個冰天凍地的經歷，真是領教
了所謂「寒風刺骨」的冷入心扉
呀！ 特別有一次來到北方的一
個農村服事一群年青學員，在風
雪飄覆的黃土上，凜冽的北風呼

呼吹來，他們不懼冰裂的臉唇和
手指之痛，天未亮就聚在如冰箱
的簡陋的教堂裡面，一起聽神的
話語、學聖經，唱些風土味濃厚
的詩歌來敬拜主。我們分享些主
題性的教導及作些個別的服事，
深深的看見主的榮耀同在。
最難忘的是在聖誕節的時刻，他
們沒錢來過聖誕，我們帶了一點
的奉獻支助他們當中沒有路費回
家的學員，及拿出些少的錢來給
他們過聖誕，他們非常雀躍的趕
在聖誕前的晚上佈置教會。吹彩
球、掛燈飾，在冰寒的深夜興高
彩列的把教會裝飾得溫馨美麗。
第二天的聖誕日，村民三三兩兩
的來到教堂聽道及觀賞學員們的
節目，每人手上還領了一包花生
糖果..…大家開心的不得了。
中國──是神要崛起的一個福音
點，我們時時聽到主要再來的聲
音，若果在 13 億的中國人裡面
，有成熟忠心愛主的基督徒起來
接福音的棒，我相信距離主再來
的日子不遠了。

英文翻譯: 李樂恆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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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得力，活出主愛”
- 记 2011 宣道會華人聯合生活营
蔡黄玉婷 Shirley Cai
今年四月份的宣道會聯合生活營，從開始定主題、定方向、定聚會
對於有參加的弟兄姐妹來說，不 形式、找場地、找講員到後來各
知是匆匆的三天，還是充實的三 項細節的安排，讓我看到了一幅
天？對於有份參與這項事奉的我 很美很動人的圖畫：一班籌委從
来说，實在是又一次的經歷在主 互不認識到同心事奉，溫柔謙卑
裡“從新得力”。
、全然擺上，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我想，要忠心把這事工做好
已記不起為什麽被點了名參與這 固然重要，但最令我感動的， 是
事奉，打從去年年頭第一次開會 在這事工上一起仰望神、一起經
起，我想過好多次要請辭，眼看 歷神的整個過程。好多個晚上，
所有參與這事奉的，除了李牧師 我們開會開到十點多，那幾個住
，其他的都是各宣道堂會的堂委 在 Rockdale, Hurstville 的弟兄姐妹
、執事 和傳道人，心想我“何德 卻從未有怨言，為主作工，何等
何能”？
謙卑！
可是，神并沒有讓我的“任性”
得逞，藉著聖經的話，讓我留了
下來， 完成這項事奉：“我 们
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
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
于 神 ， 不 是 出 于 我 们 。”
( 林後 4:7) 是的，我們雖粗糙如
“瓦器”，但是神並不會嫌棄我
們，只要我們順服，祂會使用我
們完成祂要做的工。

坦誠的與我們分享了在家庭、在
教會以及在我們的周遭，基督徒
如何實踐主的愛。生活營結束前，
很多弟兄姐妹都真誠的分享他們
的領受，他們的笑聲和眼淚，都
是生命中最真實的回應。回想過
去一年的籌備工作时，有籌委分
享時半開玩笑的說“做到死也願
意”，神向我們要的不就是這種
情操嗎？

“但 那 等 候 耶 和 華 的 、 必
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 、 行 走 卻 不 疲 乏。”(賽
我們的講員陳恩明牧師老遠從香 40:31)
港來到，短短的十天，聚會排得
滿滿的，心裡曾暗暗替他叫苦， “從新得力，活出主愛”，我想
可當我第一次看見陳牧師時，我 是每一個基督徒、特別是生活忙
看見的是一位為主作工，永不言 碌的基督徒的期盼。當我們累得
倦的牧者，每一段分享、每一個 沒力氣去事奉、沒力氣去關心我
笑話背后的提醒， 都那麼有“ 們身邊的人的時候，盼望我們回
Young Man”( 陳恩明牧師的英文 到主跟前，安靜等候，支取從神
名) 本色。陈牧師就 “遇見主愛、而來的能力，去愛我們身邊的人
經歷主愛和活出主愛三個分題， 。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山宣弟兄姐妹與陳恩明牧師

生活營里各堂會帶領敬拜讚美時間

眾籌委與李牧師于生活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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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 阿摩司
Anita Chan
不知不覺間我和丈夫加入了山區
宣會已三年多了. 蒙主的保守和指
引, 作為阿摩司組的組長, 戰戰兢
兢的服事組裏的弟兄姊妹亦有二
年多. 感謝主, 給我這個機會可以
與組員一同學習, 一起成長, 當中
雖然有困難, 但我全然信靠主, 在
禱告裏將他們一一交在主的手裏,

每天為他們祈求; 求主保守, 聖靈
的引導, 他們的靈命可以長大, 強
壯及活潑, 天天都行在主的愛裏,
為主發光發熱.

言行, 不要在不知不覺間傷害他們,
要把主的話藏在心裡, 用主的教導
和大愛去實行彼此包容, 接納及寬
恕. 同時我不斷努力地去認識他們,
建立良好及正面的關係, 以至我們
我懷着一份感恩, 高興, 快樂, 但又 可以彼此分享生活裡發生的事情
戰兢的心情帶組, 因為自覺微小不 及生命裡的喜與悲.
能勝任, 所以時刻提醒自己, 小心

為着以下的事情感謝主:
1.

賜 Simmy 為副組長, 她一路與我同工及同行, 一起擔當組裏的事情.

2.

Rebbeca 黙黙支持和鼓勵 Bosco , 與他一同事奉神.

3.

James 起來事奉主, 成為忠心的執事.

4.

Lee Duong 更加愛主, 與丈夫過着和階的生活, 結出忍耐和溫柔的果子.

5.

Elaine 在每天的生活見證神的大能, 活出基督徒的平安和喜樂.

6.

Janet 和 Andy 與其他組員漸漸加深認識.

7.

Russell 能平靜生活, 交托生命與主, 有能力照顧兒女和家庭, 每天如常地工作, 找著神的帶領過生活.

8.

最後為丈夫愛主, 愛弟兄姊妹, 起來事奉神, 生命不斷改變和靈命長進.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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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泉之源
吴宗琦 Helen Wu
記得當初出國時，有人問我“为
什么?”。他们用一种研究的目
光打量我，并且还带着既羡慕又
嫉妒的口气，似乎以为我去到国
外要发什么大财，做出怎样一番
事业来。其实我心里明白，跨出
这一步，不知前面是坦途还是深
渊。我只是想出去，想到一个地
步，以至非做这件事不可。
当我相信主基督耶稣的名后，
心里产生了急于要把这个至宝与
人分享的愿望。神要信祂的人尽
心、尽力、尽意爱祂。神没有赐
我足够的口才，但圣灵启示说你

可以用你的笔。虽然自己的写作
能力非常有限，但自忖写的比说
的好那么一点。对我来说，文字
更容易传达出内心深处的感受来。
怀着这样一个单纯的想法，希望
藉着文字，让感动过我的圣灵，
同样也感动他人。
靠着神的恩典，许传道及弟兄
姐妹的支持和帮助，«恩泉»终于
出炉了。在接连出了两期之后，
稿件出现了不足，我心里着急，
就向神祷告，圣灵光照我，让我
看见我着急的是自己的面子，怕
别人以为我没有能力，办不下去

了。神让我明白，这是教会目前
的属灵光景，祂卸下了我心里的
担子。
神的创造多么奇妙。即便是路
边的一棵小草，它的生命力竟强
大到能够穿过钢筋水泥的缝隙冒
出绿芽来，更何况神在我们心里
撒下的圣灵的种子呢？难道那敌
不过一棵小草的生命力吗？神所
要成就的，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呢？
我把«恩泉»仰望交托与主，求
圣灵的光照、启示和带领，愿神
祝福、使用它。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教會一家 之 人物篇
何西阿组
(Back row) Don Huang 黃衛東, Roger Du 杜學永,
Carter Li 李光, Johnny Li 李始奇, Calvin Hsu 徐光岩,
Daniel Li 李兆球
(Middle row) Joanne Ou 李歐雪蓮, Annie Lin 林劍雯,
Marianna Lau 李劉德麗, Almon Li 李智峰,
Elaine Zhang 李張玉玲, Zhang Yan 徐張艷
(Front row) Sharon Liang, Julie Wu 吳海清,
Betty Li 李碧虹, Petraine Mok 李莫巧珍, Amy Wu 吳玉華

约珥组
(Back row) Joong Yan Young 楊頌仁,
Cecilia Young 楊曾佩蘭, Hilda Mok 莫黃瑞鈿,
Penny Lim 林好祐, Lori Lo 盧玉娟
(Front row) Steven Mok 莫寶興, Nicky Lee 李何桂卿,
Jerry Hui 許方珠, Leo Lee 李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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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主題 : 整裝待發，為主爭戰
7 - 9 月分題: 奉献

奉獻是要將我們的主權交給主,每天順服主的教導.
那麽怎樣才可以保守自己的心呢？

親愛的天父, 近日氣温驟降,
實在不宜外出, 待天氣轉好,
我定會抽多些時間參予教會活動.

噢主啊, 我明白牧師的教導,
待我去完factory outlet 掃貨後
會認真想想這個問題.

感謝神祢所給的恩賜
使我在工作上很順利,
我希望在公司裡可以繼續戰無不勝….將來我退休後定會在教會事奉

English Translation: 李樂恆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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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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