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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 日是教會
慶祝建立了十週年的日子
，從過去的日子，讓我們
看見神賜給我們的恩典真
是數之不盡，就如哥林多
前書 1:7 所說: 「以致你們
在恩賜上一無所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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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峰牧師 Rev. Almon Li

對大比拼』，詩歌創作活
動，編輯十週年特刊，感
恩崇拜及聚餐等，從中見
到神不斷的賜福。我更感
恩的是見到弟兄姊妹全力
以赴的預備不同的活動和
聚會，發揮他們的創意思
維及發揮不同的恩賜去服
事神，我深信是神的愛去
激勵他們去為他工作的。

教會慶祝活 動是由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五. 小生命帶來的挑 舉行，期間有不同的慶祝
活動進行。 其中使我驚 教會一向著重與教會肢體
戰和學習
訝的是在 2010 年 8 月份 溝通的重要性，但過去人
六. 婦女事工對教會 的『生命見證 . 普頌唱』 手有限，只從 2005 年開
的意義
詩歌創作活動，神感動教 始每年出版一本教會事工
會的肢體，以他們的生命 佈告．感謝神在 2010 年 1
見證來譜寫出這樣美麗的 月 27 日的教會退修日中
詩歌，來頌讚神，把榮耀 感動了幾位弟兄姊妹，他
歸給神。在當晚的聚會中 們參加了出版教會定期通
，有不少的新朋友出席。 訊的事奉，以增強教會與
期後， 更把創作的詩歌 肢體的溝通。如今，第一
教會堂址：
3/340 Pennant Hills 編輯成見證詩歌集──神 期的通訊能順利出版，當
愛改變我一生，以作紀念。 然要感謝神的帶領，也要
Road, Pennant
Hills NSW 2120
多謝負責的肢體的努力。
Australia
在過去的慶祝活動當中，
無論是生活營，『吟詩作
本堂網址：
www.hillscac.org
四. 教會網站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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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信實
的神，他
曾應許過
他開始的
工作必定
會帶領，
保守直至完成。「我深信
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
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
1:6」
神在過去十年裏，他一直
賜福給山區宣道會，保守
教會，並帶領教會向前；
深信在未來的日子，因著
弟兄姊妹愛教會，共同為
主作工，神會繼續賜福，
甚至賜更大的福份給我們
。
願我們的教會更被神使用，
弟兄姊妹都願意起來成為
基督的精兵，讓基督領我
們向明天誇勝！

電子郵箱/E-mail：
admin@hills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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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十週年活動的回顧
陳梁星 Cal Chan
身為基督徒，在這困境祗有依靠
神，(卸膊給他)。祈求上主引路
，賜予明燈，光照孩兒。

年紀大了，真是不能不認老，總
是間中有一點點痴呆。
因月前，在教會踫上了溝通小組
的 Simmy 姊妹。她笑笑口跟我
講(正所謂，笑騎騎放毒蛇)。對
方必有用心。果然如我所料，她
邀請我在教會初辦的新通訊裏投
稿。
小弟細想自己本無一點文彩，何
來有文章呢？真是誰曉得她何故
會找上門來呢？記得當時我還未
及 say “Yes” or “No”，她就
已經怱怱消失在我眼前了。
事情就是這樣子不明的膠著，竟
完全沒把它掛在心底，就這樣子
給我忘…..掉……了。
不料，日前 Simmy 姊妹，突然
舊事從提，要求交稿。話知你有
無預備，一於有殺錯、無放過，
催促交貨。見她那麼認真，祗有
唯命是從，一於 “捨命陪君子
”草草揮筆去也。
寫什麼呢？Order 就是寫 “教會
十週年感想”。但我數數指頭，
小弟在山宣還嫩，祗有三年時間
，那前七年的事故又怎算呢？真
傷透腦筋！！

二

但神竟顧念我，聆聽禱告，引領
我輕轉題目，改之為「慶祝十週
年活动之回顧」。這一輯就能出
墨汁了。畢竟小弟在這方面有不
少同工及參予。

，開到吃不消為止。導致有些開
會恐懼症。連她來電也不敢聽。
不只!還有最要命的排舞練習，
都已幾十歲人，骨頭都硬晒，又
有車胎腩，記性又差，要扭來扭
去，擰左擰右，又跳高又跳低，
真無法頂，但無法啦！為了我們
的神，唯有硬著頭皮，強加練習
。最後都總算能跨越自己的界限
，完成任務，很幸運還博得不少
掌聲鼓勵呢！

記得，從二零零九年中，教會已
開始策劃預祝山宣教會進入十週
年的活動。最先推出的可算是詩 不知各位還記得作曲作詞的活動
詞大比拼，以「十載神恩建山宣」 呢？這個異象經多番的時間討論
作為主題。
，研究和努力。由 Lina 姊妹帶
領大軍(執委成員及 musicians &
為了要鼓勵弟兄姊妹恿躍參予，
vocalists)齊擔大旗，負責策劃這
我唯有大胆以一首趣味性的打遊
山宣史無前例的『生命見證 普
詩作頭炮宣傳。但這樣的嘗試在
頌唱』大型音樂創作佈道會，意
教會裏總是有一點點担心及壓力。 想不到神竟給予弟兄姊妹們那麼
但不一試又怎能有迴響呢？正所
大的恩賜。一共有 24 首創作詩
謂 “我不受難，誰來受難？最
歌參予，這樣真給了教會一個很
後我決定 “去馬”先斬後奏。
大的鼓舞。那一次空前成功，再
幸虧得李牧師這位通情的牧者、
一次見證了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沒有責難，總算給了一次機會，
，感謝主呀！
結果，就憑這次的活動，神的保
守，教會竟能造就了不少作詩詞
忙完稍歇之後，還未回氣，就要
的英才，感恩…….！
忙於籌備慶祝十週年的重頭戲，
在同樂軒舉辦的慶典。這回真的
之後接下來就是要推出一個大型 要傷透多些人的腦筋，預備更多
的 復 興 營 。 在 Wiseman Ferry 的時間和精力去組織了。
Church Camp。主題是「與主深
化關係，靈內彼此承擔」。當時 回憶當時教會正購買了新堂。在
，小弟祗是執委會裏的一個小腳 神的感動下，得知教會的需要，
色。回憶，當中最難忘的片段現 就決意提議藉這次的晚宴，來一
在仍猶有餘悸。不妨在此與大家 個冒險嘗試，就是「籌款」，希
分享一 下。要提，就是那位執 望能給建堂經費一點扶助。
委主席，(我稱她做老總)。真不
知她那裏找來那麼多的時間、精 但這想法卻受到一些不同聲音及
神與體力，總是不停地 Call 開會 壓力。幸虧，最終都能得到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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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執事們的支持及認同，通
過實行。於是便找禮品，找贊助
商等等，都得到很多教會裏的肢
體及各方好友支持，這一切一切
都奇妙地使我經歷到有神開路的
帶領與同在。在此謹將所有的努
力，成功及榮耀歸與我們的神。

要支持十週年，另一方面為要建
堂，所售出的费用全作為建堂之
用，真是用心良苦。

差一點忘記要提及，就是李牧師
的著作，「說話的藝術」。牧師
為了要為十週年加點生色，就快
馬加鞭趕及要完成著作。一方面

思想，整個十週年的事工，從開
始到結尾。我們一一都能經歷到
神的賜福與恩典。整個過程，牧
者、師母、執事、弟兄姊妹們都

在此，小弟多謝李牧師及師母對
教會的掛念。記憶中，我所參予
就止於此了。

活出神之體諒、包容、謙卑、互
助、互愛的樣式。雖然辛苦，但
大家都能因此得到心靈上由神而
來的喜樂。
如神再要使用小弟，我必以身體
力行再繼續為神作見證，再為教
會為神的國度努力，直到返天家
見神。
“文筆差劣，請見諒！”

黄昏粵語崇拜聚會
陳梁豪 Paul Chan
在 2000 年，神揀選了李智峰牧
師、師母，並帶領了十多位核心
家 庭 成 員 ， 在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Hall 創立了山區宣道
會，至今已 10 年了。在 2005 年
國語堂事工也「植堂」了，同年
神預備了 Thornleigh 一座小小的
堂址，作為基地，並開始了英語
事工。這完全是神的恩典。
早在 2 年前，李牧師得了異象，
要多開設一個黄昏的粵語崇拜聚
會。但因人手和場地問題而推遲
了。直至今年 1 月 26 日(2010)，
神感動好幾位弟兄姊妹願意委身
投入事奉，神更在 5 月為教會預
備一間更理想的新堂址，作為未
來更多事工發展的地方，願榮耀
頌讚歸給神。李牧師委派我作黄
昏籌委會主席，當時我感覺很大

的壓力，例如希望叫我去植堂一
樣，心想早堂有事奉，黄昏又要
負責，心理難免有點想退縮。
當第一次籌委開會時，我建議每
月 2 次作嘗試性質，但所有委員
都一致覺得應該每星期聚會。感
謝神！給我一班充滿信心，充滿
拼勁的弟兄姊妹，除了牧師、師
母外，當中有 Henry，Bowen，
Rachel，Cal，Anita，Amy，和一
班幕後勇士等，當然，還有主耶
穌基督與我們並肩作戰！
形式：以簡單而敬虔詩歌敬 拜

對象：任何年齡、性別、未信、
初信、屬靈追求者。親戚、朋友、
網友或因早上事奉未能聽道的弟
兄姊妹。
最後：最需要你們的代禱支持和
帶領未信主的親戚朋友。讓他們
有機會聽聞福音。

內容：用輕鬆生活化的信息 (佈 提後 4:2「務要傳道，無論得時
道、培靈)個人生命見證证分享， 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
愛筵款待。
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
戒人，勸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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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 何西阿
李兆球 Daniel Li
何西阿小組的由來?
何西阿名字是拯救的意思。
何西阿似乎在人看來是那麼的無
奈, 無知和愚昧。他完全沒有自
我, 他一生中被神安排作先知, 被
安排娶淫婦為妻, 被安排用溫柔
的愛愛妻子, 一次再一次地被安
排在無條件下接納那不貞不忠的

妻子。 事實上何西阿不是那樣
無知; 他衹是一味的順服, 他的
婚姻歷程深深讓其了解神的用心。
他以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向以色
列人說明他們的悖逆; 切盼以色
列人能悔改歸向上帝, 衪必救贖。
何西何小組要學習順服, 了解神
心意, 悔改和貞忠為主.

教會網站與使命
李文舜 Ronald Li
主耶穌在復活後升天前發出一個
新命令：「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 28:18-20〉。
在現今資訊發達的環境下，任何
資訊不論正確或不正確，都充斥
在互聯網的世界。作為主耶穌的
信徒，我們有責任將耶穌基督的
救恩信息清楚正確地發佈在互聯
網中。
我曾閱讀一個故事。在一個城鎮
中有一間經營了一百年以上的布
疋店，由於布料質素優良，經常
都客似雲來，員工對此情況都習
以為常，漸漸地便忽略對客人要
有禮貌，待每位客人都是上賓。
店主亦覺得生意那麼好，只要布
疋質料好，便不需要裝修店舖，
也不覺得員工的服務會影響生意
，來迎合社會的變遷。但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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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工作多年的掌櫃有不同的
意見，他嘗試反映給店主，可是
店主不接納其破舊立新的思維，
便黯然離開那服務多年的店舖，
自己在對面街另外開一間布疋店
。那個掌櫃決定在員工的服務態
度和時尚的裝潢來吸引新客源。
幾個月後，由於老字號布疋料子
一成不變，員工的待客態度惡劣
等問題，連老客戶都被對面街的
新店所吸引。最後，老字號在生
意慘淡的情況下，要關門大吉了
。
更新教會的網頁在我心中醞釀了
一段時間。回想在 2005 年自香
港回流澳洲的時候，便是透過山
區宣道會的網頁了解教會的信仰
理念和架構。由於當時忙於找工
作和照顧家庭，便忽略了很多事
奉的機會。有些時候，也覺得有
其他人做，何故要自找煩惱呢！
免得別人以為自己想炫耀才能。
但當我接受了執事的崗位後，心
中對於久未更新的網頁愁煩起來
了。因我感到主耶穌基督的名會

因我的自私行為而受損害。因我
知道山區宣道會不是一座建築物
，它是屬於神的，是一所聖殿，
是讓人在此認識和敬拜神的地方
。我是有責任將教會的網頁更新
，使它成為其中一條渠道，叫人
認識主耶穌的救恩。
經過禱告，與牧師商量和討論，
便成立了一個網頁的製作小組，
由 Ruth Yu 負 責 文 字 工 作 ，
Lincoln Leung 負 責 網 頁 排 版 ，
Fione Kelly 負責照片的處理，而
我則負責技術支援，大家同心合
力在兩個月的時間將網頁改頭換
臉。
我覺得網頁的設立不是迎合潮流
，而是按主耶穌的吩咐將衪的救
恩藉著這種媒介廣傳出去。盼望
讀者在瀏覽山區宣道會的網頁時
，不是專注外表，而是懷著感恩
的心情來閱讀，亦希望弟兄姊妹
常常瀏覽這個網頁，多了解教會
的「最新消息」及多為教會各方
面的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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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命帶來的挑戰和學習
鄭君旭/范子偉 Crystal Cheng/Chris Fan
生命是奇妙的﹗生命的創造是神
偉大奇工﹗
時間過得很快神賜給我們的寶寶
已七個多月﹗一個小生命的來臨
，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驚喜和
說不盡的喜悅﹗這個新生命的介
入，使我們的婚姻面對許多轉變
和數不清的挑戰﹗
二人世界逍遊自在的生活起了莫
大變化。我們一天到晚就是忙著
照 顧 BB “FEED, CHANGE,
PLAY, SLEEP” ，每天重重覆覆
在這循環五至六次，要半夜起床
，真是少些體力和心力也不成﹗
。有些時候，寶寶哭鬧不停，使
我們的情緒受波動，是考驗我們
的溫柔及忍耐，但寶寶的一個笑
容，即能化解千斤壓力和愁緒。
每次出外要計算行程及時間，並
要為小人兒預備各樣東西，有時
連自己儀容也沒空理會，吃飯也
只得快快倒進肚子裡。小寶貝是
“FULL ATTENTION WANTED”
。作為父母要時刻細心留意寶寶
的需要，她的一舉一動都正發放
信息待我們解讀。唯恐做得不足
，所以寶寶休息時，我們便爭取
時間閱讀書籍、上網瀏覽搜集、
看影碟或與向經驗人士了解育嬰
資料及嬰兒發展，期盼能常作準
備面對她的需要及轉變。有些日
子真叫人累透，連與摰愛說話也
感乏力。

說實的，看見寶寶一天一天的長
大，常令我倆會心微笑。看見寶
寶漸漸成長，我們的心充滿感恩
。我們常感謝神給我們成為父母
的福氣，並讓我們進入婚姻及人
生另一階段。有人說有了小朋友
，父母要犧牲很多，付出很多，
因此而決定不生育。然而我們踏
入這階段後，才真正開始明瞭和
體會父母的愛。自己的骨肉，令
我們甘心樂意捨棄一些自己的喜
好和休息時間，委身在其寶貴的
關係中，擺上一份無條件的愛。
其實，過程裡是自己得著更多，
豐富了人生，美哉﹗樂哉﹗
我們女兒取名為心甯，其意是她
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所願。英文
名 Elise 意為 devoted to God。但
願女兒成為神所喜悅的﹗正因這
樣，作為父母，我們肩負的責任
大了，聖經的話語及禱告對我們
的生命更是重要。我們常禱告懇
求主賜智慧聰明教養兒女，維繫
夫婦良好的關係，保守家庭的和
諧，並要作好愛主愛人的榜樣，
真是不容易呢，求主加能賜力﹗
這段照顧寶寶的日子，讓我們更
明白聖經的一些教導：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
〔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
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就要愛慕
那純淨的靈奶 、像纔生的嬰孩
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
以致得救。」彼得前書 2：1-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
傅、誰知還得有人將 神聖言小
學的開端、另教導你 們 。 並 且
成了那必須喫奶、不能喫乾糧的
人。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
義的道理。因為他是 嬰 孩 。 惟
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
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
辨好歹了。」希伯來書 5：12-14
一個嬰孩，很單純，單單只要奶
便能滿足生命的基本需求。若一
個嬰孩到了七個月後還未能開始
吃固體食物，只會吃奶，會缺乏
咀嚼訓練及營養不足，影響成長
及發展。我們的屬靈生命，若長
時間只吃奶，是不正常的。沒有
人願意作一個長不大的嬰孩，我
們真是要努力追求在真道上學習
，渴慕神，操練成為有根有基的
真信徒。
照顧孩子的日子是沒完沒了，一
生到老，相信仍有很多新奇的事
等著我們去經歷。最後，藉此機
會感謝牧者及弟兄姊妹的關心和
支持，給我們很多鼓勵，謝謝你
們的愛﹗

五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一年 一月

婦女事工對教會的意義
李劉德麗師母 Marianna Li

在教會裏，有不同的事工，亦有
不同小組的設立。而婦女事工在
我們的教會裏，似乎很低調。參
加的人數也不多。
不同的事工有不同的功能。教會
的一切事工都是為了配合教會的
發展。但教會的發展，最主要是
傳福音及制造門徒。這是教會設
立的目的和方向。
當日主耶穌在世上時，他四處傳
道，當中是有一班婦女追隨左右
，服侍主耶穌的起居飲食。幫助
關顧有需要的人，甚至有很多婦
人在耶穌釘十字架後，也在當中
作見證。
直至主耶穌復活，能首先見到耶
穌復活的也是婦女們(約 20:1)。
初期教會的建立，當中亦不能缺
乏一班曾經與主耶穌生活過的婦
女，在當中默默的服侍，任勞任

怨。他們的勞苦，我深信主耶穌
是知道的給他們的賞賜亦是大的
。

女事工的重要，不是
有太多的婦女，願意
委身。

婦女事工是非常重要，是教會裏
不可少的一個事工。很多時候，
教會肢體有病，需要別人給他們
煮食或煲湯水的時候，教會的姊
妹們，她們義不容辭的去承擔責
任。有喜事或教會有愛筵或特別
的聚會，需要做茶點的時候，她
們亦隨時候命的去盡上本份。
婦女事工除了是照顧教會裏有需
要的人或一些聚會的需要。查
經 – 亦是婦女事工的重要一環;
因為婦女靈命的成長，是對個人
和對教會是有很大的幫助。
除上述所說的，婦女事工在帶領
未信的婦女，去認識神方面亦是
很重要的。

今日外面有很多吸引
的課程或一些婦女的
活動，她們寧願出去參加別人舉
辦的節目，卻忽略了自己教會的
需要。

今日我們很希望，婦女事工不是
局限於教會裏。向外傳福音亦很
重要。
但很可惜，我們的教會，很多姊
妹，她們看不到自己教會裏的婦

今日婦女事工要發展，不是限於
幾個人，而是需要大家起來一起
同心的去發展。婦女事工是教會
的潤滑劑，能配合教會其他事工
，作潤滑的作用。
我真希望，我們的婦女事工在不
久的將來，能成為教會一個更蒙
神祝福的事工，有更多的婦女能
在婦女事工中，認識我們這位創
天造地的神。
姊妹們！婦女事工需要你們的參
與和委身，讓我們一起來服侍弟
兄姊妹和教會，讓我們能一起學
習神的話，並且一起傳揚主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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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