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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
謝 父 神 。(歌羅西書 3︰17)
在 2000 年，我當時是一個初信的基督
徒，熱心跟隨耶穌，為能以餘生事奉
上帝感到興奮。那時有一些宣教士來
我教會分享他們在海外向貧困無助的
人傳福音的工作。經過認真的禱告，
我自己感到呼召要跨文化服侍上帝。
我實在雀躍可以事奉上主和跟其他人
分享耶穌，而我的牧者挑戰我要在我
生命的每一部分也要如此特意而行。
作神僕人的生命需要有意志的生活。
它要求一個愛慕和事奉耶穌的委身。
它涉及不為人見的事奉，不斷思想我
們所做的東西和原因。當我追求更像
耶穌和忠心侍奉上帝，我感到上帝在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挑戰我對祂
的全心全意事奉。事奉上帝不單是那
些我們在星期天會做的事情，也不單
是宣教士和牧者做的東西；它是在任
何時刻針對每一個基督徒而言的。我
們所做的每一件情都應為上帝的榮耀
而做。

電子郵箱/E-mail：
admin@hillscac.org

Julie Hooper

工作的這個崗位上特意事奉祂。我
知道當我每日要跟非基督徒相處，
接聽電話，存檔文件，安排項目茶
點，存取洗碗碟機內的杯盤和清潔
雪櫃，我都是特意地以此來事奉上
帝。我的工作因此不再單單是為賺
錢，而是服侍別人，向非基督徒作
見證，為貧困的提倡社會公義，包
括以公平和有道德的購買，關心環
境，創造秩序，及給其他人表示愛
與憐憫，並所有反映出神是誰和甚
麼是祂看重的。當我瞭解這點和選
擇特意在我的工作上事奉上帝，每
一件東西都變成一個找尋事奉上帝
途徑的機遇。我甚至發現自己每天
為那些在商場擦身而過、報社及郵

局女士，麵包店女郎、浴室清潔女
工、還有更多的人禱告。上帝給我
2011 年 我 在 一 間公積 金 公 司 當 接 待
不少機會跟他們交談和分享祂的
員。我原先視這份工作的目的只為賺
愛。
錢，好讓我們可以支持事工，同時得
力(Derrick)可修讀聖經以備將來服侍上
帝。但神挑戰我思想我如何每日在我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三年 七月

為何我分享這個？最近我感到

當我們的青少年思想有關他們

事奉祂的國和榮耀祂的名的工

神又再挑戰我怎樣把握每一個
機遇來分享福音、全心全意事
奉上帝、將祂的光和愛帶給其
他人，不單單在教會，也從每
日的生命。

未來的學業、工作和關係時，
我的禱告乃是他們會開始想到
如何每天能在每件事情服侍耶
穌，不是單單努力賺大錢，而
是他們會找一份可讓他們最能

作。

中文翻譯: 黎慶玲 Janet Yu

執事分享
李何桂卿 Nicky Lee

時光飛逝, 不經不覺我們一家從
新西蘭移居悉尼轉眼已七年半
了。日子不算長, 也不算短。從
舉目無親, 到現在有一班親愛的
弟兄姊妹, 我不得不從心底裡感
謝神的恩典和帶領！
山區宣道會是我踏足悉尼所返
的第一間教會, 選擇留在山宣,
是因為弟兄姊妹的熱情和愛心。
特別是康哥, 在我們第一天踏足
悉尼機場時， 人生路不熟, 正
不知怎樣回家之際，幸好康哥
主動問 Leo 需不需要接我們機,
送我們回家。這份恩情是我不
會忘記的！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到埗第二
天我們一家也不好意思不先到
山宣崇拜。本來只是想先看一
下才決定是否留下，誰知一看
就七年半！感謝神！山宣是衪
為我們一家所預備的家。
作為教會的小組組長和執事, 總
覺得這不是自己想選擇的路, 有
時也覺得力不從心, 沒有足夠的
才能和智慧升任神的交託。當
灰心失望時, 當身心靈都疲憊不
堪的時候，就會問神，可唔可
以唔做呀？感謝神！每次神都

會藉著聖靈和祂的話語去提醒
和激勵我，讓我繼續向前行。
事奉主的路不易行，但我願順
服神的揀選和帶領，深信神在
我的生命裡有祂美好的旨意和
計劃！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2013 英文堂青少年營會
趙欣恩 Jane Chiu

山宣英文堂每兩年會為我們的
年輕人舉辦一次青少年營。營
會前幾個月大家已感到興奮並
以此為主要話題。如果你快將
有進入青春期的的子女，我極
之鼓勵你帶同你的子女來感受
這營會。這是一個難得的團契
時刻和給我們的年輕人共同生
活的機會，最重要是藉着這幾

天與弟兄姊妹一起滋潤我們靈
裏的渴求和學習有關我們的天
父。
年青人在 2013 年探討的營會主
題是根據忠心僕人保羅所寫的
希伯來書而定的「重新找到基
督 」 。 我 們 從 張 傳 道 (Pastor
Anthony Cheung) 聽到一系列的
講道。他引導我們經歷神話語

的重要，看事物時先從背景再
從舊約和新約確定神的話。這
營會的另一有趣教導是學到知
道神名字的重要。神的名是仁
愛、聖潔、榮耀和 YHWH。學
到神的名字幫助我們明白神是
誰和調整我們的心態怎樣去思
想和如何去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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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其中一些人而言，這次
是我們第一次知道和學到誰是
主耶穌及祂為我們做了甚麼。
對於其餘的人，這是一次更新
時段。我們從注重宗教常規而
退一步，歸回我們原以為自己
知道很多有關耶穌事情的位置，
我們便曉得以前是錯的。我們
學到耶穌是不受定義的，而所
有事物和祂子民才是受定義的
人，正因如此，我們時常還有
更多要認識祂的地方。

如廁之用。雖則很難忍受不能
用水之苦，但至少我們明白到
回到家時神如何真正地供應我
們，正如從我們的水龍頭不斷
流出的清水 – 就是一些我們每
日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從正
面看，在基督裏弟兄姊妹一同
忍受，在我看來是最美麗的事
情。

昂節奏的基督教音樂，用盡所
有找得到的喇叭，全情高唱並
把我們的內心也跳躍出來。

我時常期待着青少年營。這是
其中一個我們可以更親近神的
機會，除了身邊的弟兄姊妹之
外便沒有其他人可倚靠，而這
時的你也正在倚靠神。這也是
其中一個讓你更親近別人的機
在最後一晚是山宣英文堂舉辦
會，那些人是你從未如此地親
的一個「營火」音樂讚美環節。 近過的。這亦是其中一個機會
通常會有一個真正的營火，由
讓你再一次重新找到耶穌和發
營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連
音樂領袖帶我們以結他伴隨我
現從開始我們擁有這生命是何
等寶貴和美麗的。
三天缺水。對的，沒有自來水。 們平時崇拜和青少年組唱的讚
我相信這會成為營友其中一件
美詩歌。但這次我們因防火條
最難忘的事情，因為我們在長
例而不能生火。取而代之，我
時間炎熱的大陽下而不能沖身！ 們拔出螢光棒圍坐一個圓圈來
我們也沒有多少的水足夠我們
榮耀我們的主。最後我們以高
中文翻譯: 黎慶玲 Janet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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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探訪小組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原本定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
上，在康弟兄及玲姊妹家中舉
行的祈禱查經小組，可能因大
家在 Week day 都很忙的原故，
出席的人數不太穩定。所以經
過思量及大家的意見，決定將
星期三晚上的祈禱查經小組改
為「祈禱探訪小組」。
我們會 7:45pm 在康弟兄及玲姊
妹家中集合，然後一個簡短的

禱告。就會出發去到事先聯絡
及安排好的家庭探訪。
我們會將祝福帶到每一個願意
接待探訪隊的家中。在那裡，
我們有唱歌，經文分享，然後
一起開聲的禱告。為教會，為
家人，及其它的事情禱告。之
後我們會一起分享，談話，非
常之開心及融合。

很多謝弟兄姊妹愛心的款待，
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禱告及分
享時光。
感謝主我們能將關心及愛帶到
每一個需要的家庭當中。
歡迎弟兄姊妹、朋友，與我們
聯絡，我們會盡快安排時間到
府上探訪，及送上我們摯誠的
祝福。謝謝大家！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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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 – 三月 2013

Carol & Hang 結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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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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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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