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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師邀請我寫一篇文章介紹自

己，以下就是我的簡介。 

 我在雪梨西南面的多元文化城鎮長

大，所以自小就接觸不同文化，尤

其喜愛不同地方的美食。我的爸爸

是個傳道人；他敎會我很多聖經上

的知識，並向我傳福音，因此我在

十四歲那年就受洗了。在我離開學

校以後，我就在澳洲軍隊中服役了

四年，其中包括派駐在東帝汶六個

月。 

 我雖然受洗成了基督徒，但我並不

引以為榮，我因為信上帝而被人取

笑，我感到很羞辱，委屈，而又非

常沮喪，難過。我問上帝為何容讓

這些事發生，為何他坐視不理。我

心有不甘，因此我決定離開上帝，

放棄我的信仰。 

 不過，從此我就跌進更大的深淵，

在罪海與毒品中浮沈。我感到迷

茫，失落和孤單。在無助中，我向

上帝呼求說：「神啊！若你仍然愛

我，請救我脫離現在的光景。因我

不能自拔，不能自救。我曾經嘗試

用很多的辦法去解脫，但都不成

功，我真的無能為力。若你真的接

納我，請你救救我吧！」那天晩

上，上帝就藉著夢境向我顯示福音

的大能，並他的慈愛，他把我從迷

途中拯救過來。之後，我就跪下， 

教牧隨筆 - 給山宣的信 Pastor Derrick Hooper 

向上帝懺悔祈禱，並把一切都放在

祭壇上，求他寬恕，並奉獻自己。 

跟著我在一間基督敎的康復中心接

受了九個月的治療，並成功戒掉毒

癮。隨後，我在 Morling 神學院用了

五年的時間去學習聖經，修讀牧養

的課程，最後取得神學學士學位。

現在也正修讀一個神學的碩士課

程，我的目標是作一個跨文化的宣

敎士，並在一些發展落後的地方敎

授神學。 

 

我與 Julie 的愛情故事 

在神學院的笫一年，我就有機會參

與一個與社區敎會合辦的短期牧養

計劃，我被安排到在 Jervis Bay 的浸

信會工作。 

當我們到達後才知道那個資深的傳

道人因有要事不能留在教會接待我

們，但有一位負責兒童及青年事工

的工作者 (Julie) 會安排我們的工作。

起初我也不以為然，但當我看到一

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被她深深吸引。她有一頭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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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曲的頭髮，並一對啡色的大

眼睛。於是我悄悄的問同伴，

那漂亮的女孩子是誰，他就告

訴我，她就是 Julie 。由那時開

始，我期望能多接觸 Julie，所

以希望取得她的電話號碼，以

便日後聯絡。  

Julie 的安排緊密有序，不過她

總是喜歡發命令，整個星期也

在支配著我的工作。儘管如此，

我還是覺得她就是上帝為我預

備的一位。奇妙地，上帝也感

動她喜歡我，而且在我離開前，

我成功拿到她的電話。往後的

一年，我們就透過通電話，加

深彼此的認識和了解。最後，

Julie 也決定遷往雪梨，與我入

讀同一間神學院。在二零零九

年 Julie 答應了我的婚事，在同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們舉行婚

禮，這使我成了世上最快樂的

男人。 

 

愛的延續 -  約押（Joab) 的誕生 

過了兩年的二人世界，約押；

我們的兒子，蒙神的恩典，在

二千零一一年十二月出世了。

他的全名是 Joab Jim Hooper。
他遺傳了媽媽美麗的眼睛及面

孔 ， 我 們 給 他 起 名 叫 約 押

（Joab) 是因為想他像大衞王的

�士 - 約押一樣，能驍�善戰，

為上帝作工，他又名 Jim，為

的是要記念我死去的父親，我

的父親不幸於約押出生前逝世，

未能親眼看到自己的孫兒。我

從不全然理解上帝的愛，直至

我作了父親，才真正體會父母

對子女的愛，明白我們無論在

任何境況上帝也必會作我們隨

時的幫助。 

 

英語堂的事奉 

我在英語堂的事奉，不能不多

謝 Pastor Tony & Margie 及英語

堂領袖的幫忙。因為他們在我

來以先已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和

貢獻。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

一股生生不息的動力和熱誠，

並全力的參予，我真的為此而

感到興奮和高興。 

英語堂的領袖雖然很熱心和年

青，但他們在事奉上仍需要更

多的磨鍊。因此我會帶領他們，

並計劃與宣道會的學院合辦一

些培訓的課程，使他們在事奉

上更至完美。 

以往李樂恆姊妹也會在每月一

次的青少年團契中作敎導，不

過由於現在她有了新的事奉，

所以未能再參予其中。她的崗

位，現在每月也會邀請一些外

來的講員來填補，在此我衷心

祝願上帝保守她在新工場的事

奉。 

至於崇拜方面，由於以往的講

員都是跟隨聖靈帶領去選擇講

題，內容並沒有一個系統。 因
此我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改變，

我會以一系列的信息作為講台

的敎導，最近講台的信息是以

「利未記」為中心。 

另外，由於七至九年級及十至

十二年級的青年人無論在敎導

和發展上都有不同的需要和活

動，因此我向家長及執事會提

議，把他們分成兩組，這樣便

能更有效地帶領和建立他們。

七至九年級的一組便會在較早

的時間舉行聚會。 

這計劃亦預算在今年的第四個

學期開始推行。現就讀九年級

的青年人，可在這時期加入十

至十二年級的團契，而就讀六

年級的同學，我們鼓勵他們嘗

試在第四個學期參予七至九年

級的英語青少年團契。 

最後，我為未來能與你們一起

事奉而感到興奮。 

願上帝賜福我們的教會。 

中文翻譯: 蘇納 Lup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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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工分享 
李文舜 Ronald Li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

句中國人的智慧言論道出教育

人格是一輩子的事。作為教會

的一分子，栽培下一代的接班

人是逼切的。生活在澳洲的西

方社會，我們享受到自由的空

氣，學校中很強調個人主義，

個人的權利往往超越社會的主

導模式。道德標準以自身的經

歷和成長拉上關係，只要不超

越國家制定下的法律，便可隨

心意而行。 

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已三十年時

間，深知年青人有如一張白紙，

配上甚麼顏色便會有不同的效

果。兩年前當選為執事時，滿

心歡喜的接受兒童事工的工作，

眼見兒童主日學受著老師流失

和人手不足的影響，本想從課

程配套中找出更適合我們教會

的模式，但由於教師們有強烈

的不同意見，惟有將計劃擱置。

但原有的問題更趨白熱化，曾

在一個學期中出現三名老師以

不同理由離職，還要是一個月

後生效，使到原來的工作安排

變數更複雜。曾嘗試在崇拜家

事環節中報告兒童主日學的現

況和需要，無奈有感動的弟兄

姊妹人數寥寥可數。 

回想兩年來兒童事工在重重障

礙中渡過，除了感謝弟兄姊妹

的禱告外，只有全數感恩歸與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昔日十二

門徒與主渡加利利海往另一邊

去，遇到暴風。主耶穌被受驚

嚇的門徒叫醒後平靜了風浪，

說：「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

﹝可 4：37-40﹞ 

作為僕人的我，要學習的是信

心的交託和操練恆久的仰望。

神有自己的時間表，我們只要

忠心的事奉衪，按部就班的處

理事務，神必完成祂的工作。 

我衷心希望教會中有更多的弟

兄姊妹有負擔參予栽培兒童靈

命的事工，令山區宣道會成為

神合用的燈台，在 Pennant 

Hills 社區中發揮帶領華人福音

工作和栽培靈命的橋樑。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和 蘇思敏 Sylvi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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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瑪拉基 B 組 
蘇思敏 Sylvia So 

由於人數的增長和方便新組員

加入，瑪拉基組由去年 3 月開

始分為 A 和 B 兩組。在 B 組裡，

除了舊組員﹝Sylvia，Ronald，

Wylie， Juanita，Lily， Jessie，

Jessica 和 Agnes﹞外，還加入了

Juliena ， Lincoln ， Amy 和

Winnie。我們小組的特點是組

員子女年齡分佈於不同的年齡

組別，由小學、中學、大學至

成年都有。﹝當然，每一位組

員卻是同樣「年青」的。﹞ 

在這一年多裡，我們一起查經，

分享；一起合作炮製美食，為

建堂籌款，還有在去年 12 月聖

誕節的聯歡晚會中合演短劇。 

通過以上的活動，組員之間加

深了認識，令大家的分享更深

入和坦誠。記得在一次的聚會

中，有組員分享過去一些傷痛

的經歷，我們為此而禱告，在

靈裡彼此支持鼓勵，相信講和

聽的都得到聖靈的安慰和醫治。

感謝主！ 

展望將來，除了希望現有組員

在真理上紥根，在愛裡彼此建

立，更希望能邀請新朋友參加，

和他們分享福音。我們希望小

組既有內在的凝聚力，更有外

展的動力和活力。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和 蘇思敏 Sylvi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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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祈禱 
范美華 

自從我兒、媳、孫搬回我家一

起住。我和老伴當初有點憂心

和担心。兩代相處是一件很難

的事。 

又怕：在言語方面，有所衝撞，

好幾個星期，有點不習慣。睡

不安，整夜失眠。 

啊！有一個晚上，主對我說：

女兒呀，你不用憂心，父神是

不會丢下你的。 

你要多讀聖經，你有什麼須要

的，向父神傾訴。(腓 4:6)「應

當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如何做婆婆的技巧，勤做家務，

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對人

要面帶笑容，常喜樂，不計較，

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

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

引你的路。」(箴言 3:5-6) 

神啊，「你的話是引道我腳步

的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光」

(詩 119:105)。 

感謝主賜的智慧。阿門！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山區宣道會六一一同樂日 

   
「 排排坐，吃果果，貓兒擔凳

姑婆坐」，好戲在後頭啊!」 
我們教會的「未來希望」 「On your mark」準備好未呀！ 

  

 

 
「開始啦！等埋我呀！」 「贏左唔好咁開心， 

輸左都唔使喊！」 
「嘩！唔好執輸！ 
咁好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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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山區宣道會執事就職典禮 

    
敬拜事工 

何智聰 Roy Ho 
財政  

 李何桂卿 Nicky Lee 
文字溝通部 

李文舜 Ronald Li 
堂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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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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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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