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區宣道會季刊 
2014 年度主題: 更新敬拜, 廣傳福音  

二零一四 年 七月  

 第十五期 

神 的 話 語 提 醒 了 我 ， 只 要 我 肯 放

手，對神有信心,倚靠神就能夠得著

平安。再回頭觀看的時候，在經歷

很多波節困難的同時，也經歷了神

的恩典和帶領。今天雖然我的花園

尚未能動工, 已超過 6 個月，只因一

份文件還未批核，我要學習忍耐倚

靠神勝過試探，因為神是信實的，

神的恩典是夠我。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倚靠神得喜樂 
Angelina Tulio 杜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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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道路上，時常會遇到高低起

伏，總希望平平穩穩渡過，但少不免

會落在困境之中，不知道怎樣面對或

去解決。有很多計劃亦未能按照自己

的期望去完成，往往因此感到困擾煩

憂，失去了平安喜樂。  

我在一年多前開始興建一間平房和出

售舊居的時候，就經歷了這樣的心

情，很多難題接二連三的發生，一波

三節，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處理好一件事又有另一件難事發生，

令我感到很大壓力而影响我面部的三

义神經線復發令我非常痛楚，服食藥

物都不能起什麽作用，繼而頭痛、背

痛，因而影响情緒而向家人發脾氣。

情緒波動自覺很難控制，究竟我怎樣

才能有平安喜樂呢? 感謝神，我可以

在聖經裡面找到了答案: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

面煩燥?應當仰望耶和華。】詩 42:5。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

我右邊，我便不至摇動。因此我的心

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體也要安

然居住。】詩 16:8-9。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到主這裏來，

祂必使你們得享安息。】太 11:28。 

 

http://www.hills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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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力爭勝，不忘使命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林前 9:26) 

你 認 識 他 們 嗎 , “Kenneth, 

Enoch, Timothy, Matthew, Thomas,  

Gabriel ( 英 語 堂 青 年 ), Alan, 

Herman ( 青 年 加 油 站 ) ， Alan 

Wong (粵語堂家長)” ？他們來

自山宣不同單位，年紀不同，

但他們有共同的興趣和心志 –

–  他們是山宣足球隊的成員。

Kenneth 是領隊球員，Enoch 是

教練，其他肢體是球員，他們

都是山宣足球隊的核心成員。 

 

山宣足球隊是山宣英語堂外展

(體育)事工目前唯一的隊伍。

根據 Kenneth 說，體育事工目

的是”以體育活動作為媒介接

觸未信者，也透過相交和共同

興趣加強彼此的關係”。因此，

足球隊除了山宣的肢體外，也

有部份隊員為未信者。 

山宣足球隊自 2010 年成立後，

參 加 雪 梨 基 督 教  ”In Christ  

Sport Ministry” 的足球聯賽。

至今已有五年。今年共有六間

雪梨的華人教會參賽。賽季為

每年四月至八月，賽制為雙循

環比賽(勝、和、負各得 3，2，

1 分)，最高分者為冠軍。山宣

足球隊在首三季都未得一分。

去季已畧有進步，取得二分。

今季有長足進步，首循環至今

(四場比賽)己取得二勝一和佳

積，暫時共得七分，總積分排

名第三。 

 

作為一名喜愛足球運動的家長，

每次我在雪梨渡假都會參觀山

宣足球隊比賽。今年，除了見

証球隊成績進步外，也目睹領

隊 Kenneth 盡心盡力，忠心事

奉；教練 Enoch 經常正面鼓勵

和指導隊員；隊員們在場上落

力認真，奮勇團結。山宣足球

隊雖然整體技術不算出色，但

隊員都很踏實、認真、忠誠、

有體育精神。他們不單積極面

對比賽，也享受比賽。 

 

盼望山宣的弟兄姊妹繼續給予

球隊更大的支持。你們可以為

體育事工(足球隊)代禱，讓信

主的隊員在享受足球運動的同

時，也不忘體育事工的使命，

接觸未信者，領他們歸主。希

望山宣的弟兄姊妹，可以抽空

在星期日下午到場 (Wilson Park, 

Newington Road, Silverwater) 支

持打氣。在此我也鼓勵山宣粵

語堂和國語堂對足球有興趣的

成年弟兄加入足球隊，讓山宣

足球隊更全面接觸未信者，也

讓年輕的隊員有學習的榜樣。

最後，期望山宣將來可以成立

兒童足球事工，藉此接觸更多

未信主的家長。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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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 – 學員讀後感想分享 

我們輯錄了幾位完成以上課程學員的讀後感，目的是希望透過他們參加這個課程後分享他們的得著，

並鼓勵其他的弟兄姊妹參加下次舉辦的課程，從神的話言上得到造就。 

姓名 讀後感 

Leo Lee 從這次系統神學課程，我雖然不是可以明白所有筆記，但重要可以知道基督教都有不同

派別，幫助我明白每個派別聖經的演繹，了解為什麼不同別派基督徒的行為，從而可以

知道怎樣正確研讀聖經，學習神的話語。 

 

Amy 

Leung 

讀完這個課程後，感覺課題很廣闊，亦包含護教學的理論。是在過往的查經班上，很少

接觸到的課題。牧師講解這個課程很流暢生動，深入淺出，令我們得益不少。總括來

說，這個課程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以致我們對基督教有更深的認識。 

 

Hang Lau 系統神學課程的內容讓我更多的去接觸和思考一些平日比較少,又或者是忽略了的問題。

令我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聖經內容和一些其他的神學問題。-   

 

Carol Li 系統神學課程讓我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也提醒到我們有時會太過於看重我們自己而忘了

高舉神的絕對主權。  

 

Sherwood 

& Anna 

Kwok 

“你們明嗎?” “最緊要明！” 這是我上為期十二課「系統神學課程」時講師李牧師最

常說的口頭禪。系統神學主要探討基督教信仰教義，內容對信徒重要，但頗艱深難明，

因為眾說紛紜，各神學家引經據典，探討的問題眾多。但李牧師可以在縦橫交錯的辯論

和經文中，提綱挈領，講解各項深課題，又提供最重要的論點。這課程對初信者較為深

奧，但十分適合年資較長的信徒，既可鞏固信仰根基，又可增強護教和傳福音能力。 

 

順便一提，山宣肢體免費，原本費用是$80 連講義，所以下次不要錯過。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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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堂家長溝通會後記  
 

Tony and Margie Hall

今年五月十八日，英語堂幾位

參與服事青年人的領袖與家長

們分享他們的見証。 

英語堂為這次聚會預備了款式

繁多又美味的午膳，還有茶、

咖啡和熱朱古力奶。 

青年領袖包括 Jovian, Rainbow, 

Jane 和 Timothy 坐在台上，在

主持人 Ceewing 的安排下，各

人論流分享他們為何和怎樣在

粵語堂兒童主日學事奉，與及

他們如何參與教會的其他活動。 

在 Ceewing 總結後，在座家長

可自由向台上發言者提問。有

一家長反映，她曾聽見一青年

人說聚會沉悶。雖然我們不大

清楚怎樣改變我們的聚會，才

不會像那青年人所說的「沉

悶」，但我們相信要改變的不

是聚會，而是那青年人的看法。 

作為一個堂會，我們深信我們

應盡力讓每個青年人認識基督

教，相信主耶穌，明白生命的

意義。這些可以透過我們的聚

會和活動達致。沒有任何機構

像教會般恆常地為兒童提供生

命教育。 

我們的子女需要認識基督真理，

特別是我們正身處歷史中末世

的時代。在主再來前，我們的

敵人正不停謀算毀掉我們的子

女。 

在山宣英語堂，我們的子女有

機會接受教導，領受他們一生

中最重要的信息。懇請家中有

兒童和青年人的家長，鼓勵你

們的子女抽時間參加我們的聚

會。 

 

中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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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點  

Anna Kwok 郭李慧妍

山區宣道會匯聚點(Meeting 

Point)於本年 5 月成立，第一次

聚會的日期是 5 月 18 日，相信

大家在主日祟拜和週刊中也有

聽聞。現在此詳加介紹給大家

認識。 

匯聚點目標： 

1 讓新來賓得到關顧； 

2 讓新來賓認識山區宣道會； 

3 作以下橋樑：鼓勵未信朋友

參與福音 性查經／聚會；鼓勵

及安排基督徒加入教會小組和

參與靈命裝備課程以得到長遠

之關顧及牧 養。 

匯聚點於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

期日聚會: 

時間：  

5：30－－7：00pm ；  

內容： 詩歌、見證、專題、

分享、遊戲……. 

晚飯（自由參加）:   

7：00－8：00pm  

筆者寫此文章時，匯聚點已進

行了 3 次聚會，以下是參加者

的回應: 

 感到溫暖、友善、受歡迎 

 喜歡唱詩敬拜 

 喜歡分享和見證環節 

 享受分享、影音見證、遊

戲和食物 

 認識多了新朋友，與其他

弟兄姊妹加深了認識 

 透過彼此分享信仰，堅定

信心，倚靠神得滿足 

 平日很少機會與人分享和

討論信仰話題例如「永

恆」，能有機會在此分享，

覺得很有意思，感恩! 

 

收到參加者在信仰上正面的回

應是給與負責人的鼓勵 ，求神

帥領，讓匯聚點不斷見證主恩，

榮神益人。不論你是否新來賓，

若你仍未加入教會的小組，十

分歡迎你來參加。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新人滙聚，活力充沛; 

神恩滿載，結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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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外展活動報告 
余黎志蓮 Ruth Yu

星期六的乒乓球外展活動，已從 4 月開始．每次活動是由中心義工輪值負責場務及和參與者傾談來

增進關係．當然除了打乒乓球以外，最重要是有 10 分鐘福音信息由李牧師分享． 

 

每次活動約有 8 人出席，過去 4 個月平均有一位新朋友參加活動．藉此希望教會肢體邀請未信的朋

友參加乒乓球，既強身又可探索人生的健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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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nna, Grace, Juanita, Lincoln, Simmy 或 Sherw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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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