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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六十載主的信實                   
 

                                            Pastor Tony Hall 

 
「羅伯特」邀請我去參加

一個在獵人谷附近費靳灣

舉行的男童營。邀約上註

明＂我們將會有很多樂趣

＂，就是這句話引起了我

的興趣。需要㩗帶的物件

中包括一本聖經。我心想

帶着一本聖經能帶來樂趣

嗎？幾年前祖父母給了我

一本聖經，但我從未翻閱

過它。 

 

我們在中央火車站集合然

後去乘搭蒸汽火車，當中

一位領袖對我們特別照顧

，我對這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種獨

特的東西，不管它是什麼

，我也想一樣擁有它。在

那充滿歡樂的星期裡，其

中一位領袖說了關於耶穌

基督降生和買贖我們的罪

的故事。這件我從未聽過

的事觸動了我的心、也促

使我接納了讓耶穌掌管我

生命的邀請。每位接受邀

請的人都被指派到一個房

間去，我到達時房門是關

上的。我在門外等候時就

經歷了一生以來第一次的

＂屬靈爭戰＂，我應該繼

續等候還是掉頭走呢？過

了一會，我會見了「戴維

思」先生，在他面前我祈

求耶穌赦免我的罪和進入

我的生命。我猜這就是「

葛林」作為一個基督徒在

中央火車站時特別照顧我

們的原因。 

 

從這件事上我學懂了關愛

他人的力量和重要性。 

 

   那是在 1951 年 1 月，當

我 14 歲那年，我跟隨了

耶穌並開始上教堂和主日

學。主日學的老師鼓勵我

多讀聖經，我也樂於聽從

。那些年間常有人提及「

耶穌再來」的事，我也對

這說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 

    

在我的青少年時期主曾要

求我參與傳福音的工作，

為此我試圖加入聖公會。

但這並不是神為我預備的

計劃。 

    

我是從事市場與銷售行業

的，此中也有着靈性上的

亮點。那就是在 1959 年

的「葛培理」巡迴佈道大

會。當時我參加了詩班和

輔導，我每晚都見證着數

以百計的人們對呼召作出

了回應。 

    

我 22 歲時遇見了「瑪姬

」。一年後我們便結了婚

並在「吉士圍」建立了家

。就是在這裡我們學到了

第一次信靠主的功課。婚

後 18 個月我們木建的房

子被大火吞噬了，但這正

正是神的安排，在短短的

兩年內，祂就給了我們一

棟完全免費的磚屋。 

 

主知道我們的需要，在早

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當然

也全然倚靠祂。那時主再

一次在「紅海事工」的事

奉裡給我們一些挑戰。我

們仰望祂並祈求祂的指引

，主的答案是祂給我們有

別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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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聖公會」裡擔任青年領

袖，也在「萊利使團」接受三福

訓練。在這期間我們接觸到「基

督教宣道會」的人，這也導致

1969 年 1 月 26 日在我家開展了第

一次崇拜。教會領袖的教導令我

全家都得益不少。我們認識了「

四重福音」; 耶穌是拯救之主、成

聖之主、醫治之主、和再來的王

。 

 

這些年間充滿了挑戰和令人震奮

的事情，我們目睹主的大能在無

數人的心中行了施恩的神蹟，令

他們在宣道會裡歸向了主，當中

包括了我們五個兒女。 

    

我們見證了醫治的神蹟，親切的

團契生活也不斷帶領人們來崇拜

。我看到不少人因每週六為未信

主的人所辦的早禱會而歸向基督

，為此我深感蒙恩。50 年來我一

直斷斷續續地為一個人祈禱，但

他至今仍未信主。 

    

在我工作的年頭裡遇上了數次失

業，但我要讚美主，祂一直扶持

我們渡過那艱難的歲月。無論是

金錢、食物、和「瑪姬」當夜更

護士，都有着主的安排。我有一

個十分體恤的妻子和五個關心別

人的子女，為此我深深感恩。 

 

在這裡,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主給

我帶領的故事。 

    

在 1989 年我失業的 3 個月期間，

紐省聖經學會要招募市場經理，

「瑪姬」和宣道會的兩個友人都

鼓勵我應徵，初時我是抗拒的。

但在主的督促下我參加了面試，

在還未知道薪酬的情況下我就接

受了這職務，因我知道這是屬於

我的地方。在職的 8 年裡，我向

紐省各教會推介一個名為「信心

源於聆聽」的課程，這課程是

「和撒那」教會始創的。在 1993

年 3 月，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是

邀請「救世軍」的「巴夫」首長

向六百名信眾作十分鐘「信心源

於聆聽」的介紹，「救世軍」有

規定講員是不可以來自外界的。 

 

在澳洲東部的各個「救世軍」支

部都踴躍支持這課程，其影響是

非常深遠的。在聖經學會的工作

給我很大的滿足感和回報，但在

八年後我又一次因管理層的變動

而被辭退了。但主的帶領是常在

的，第二天就有人告訴我「衛斯

理堂」有一個職位空缺，這次我

懷着順服的心立刻應徵，其後 9

年主給了我很多機會和很大的祝

福，祂透過我為「衛斯理堂」酬

集了數以百萬計的捐獻。 

    

我也參與了「行動夥伴」（現稱

拓荒者）的傳教事務。他們的主

席出訪了埃及（開羅），蘇丹（

喀士穆）和尼日利亞（塞斯）。

在喀士穆他向一千名群眾講話，

經由聖靈力量發出的訊息和引來

群眾的反應，令我徹底謙卑下來

。 

    

從全職工作退下來之後，我在學

校裡教聖經課，在一間老人院服

務，也參加週一晚的查經聚會，

但我想多做一點事。我曾多次向

以華人為主的團體傳道。在禱告

裡我祈求多些事奉的機會，因而

當李牧師邀請我幫助山區宣道會

的青年事工時，我們確是萬分樂

意的。 

 

其後我們想起了詩篇 92：13-14 裡

說的，「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

果子」。我和「瑪姬」在這生命

的階段仍能為主作有用的僕人，

我們為此非常感恩很高興有機會

反思一下我多年來遇見的事與經

歷，我確信主的信實，祂永遠不

會離開或離棄我們，這也令我對

晚年的日子滿懷信心。 

   
 

中文翻譯: 鄧志仁 Bosco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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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陳蕭健忻 Susanna Chen-Xiao 

 

神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歡
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 
                                                                                                      
-------- 聖經 歌林多後書 12:9 
 
臘梅花， 漂亮的臘梅花！一朵朵

粉紅色的小花一串串地聚在枝頭

上， 就像音符美妙地放在五線譜

上， 譜出優美動聽的樂章。告訴

人們， 春天來了！  悉尼的春天

特別怡人。 溫暖的陽光、 藍藍的

天空和雪一樣白的雲構成一幅美

麗的圖畫。  嫩綠的葉子長在各種

樹枝上， 各種花兒也爭競顯現它

們的美姿。  面對著這樣的美景，

我不得不讚嘆神創造的奇妙和細

膩！ 

 

還記得兩年前臘梅花開的時候，

Lina Chan  姊妹邀請我加入慶祝教

會成立十週年音樂事工委員會。  

於是我靜下心來禱告。 聖靈的感

動令我欣然答應下來。  沒想到本

以為要為這事工付出很多， 結果

跟得到的想比，付出的根本是微

不足道。 

 

這事工分為詩歌創作 (詩歌集製作

)、 音樂分享會和 CD 製作三部曲

。 在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中， 聖靈

帶領我們為這事工訂下了題目， 

名為“生命見證‧普頌唱”。  畢

竟我們是第一次籌辦這樣的事工

， 起初心中未免有些害怕， 而且

大部分成員都不是音樂專業人士

。  Hallelujah！ 神借著祂的話語給

我們鼓勵和力量。  在我們軟弱的

時候， 祂給我們肯定， 讓我們清

楚知道這是祂的旨意。祂更感動

我們同心譜寫出詩歌 “神愛改變

我一生” ， 還完成了整本詩歌集

。 

 

CD 製作是這事工的最後一環。  

感謝神！也感謝 Paul  和 Lina 夫婦

， 他們私人購置了各種錄音器材

， 更開放自己的家作為錄音室。 

每一首詩歌都由教會裡不同的弟

兄姊妹獻唱， 有不同的組合。 而

每一把聲音、 每一件樂器都是一

條獨立的原聲 。  分別錄好以後

， Lina 姊妹日以繼夜地將每一條

原聲 結合起來。  待七首詩歌都

初步錄製好後，電郵到香港，由

Crystal  姊妹和香港幾位音樂專業

人士做混音製作的步驟， 最後完

成印製。 

 

一個多月前， 當 Lina  姊妹告訴我

CD 製作已經完成，  並且已由

DHL 公司從香港運抵悉尼的時候

，我是多麼的感動啊！  再也安奈

不住我的淚水，是喜悅的淚水… 

… 。  感覺就像目睹等待已久、

來之不易的新生命的誕生。 

 

這事工的整個過程， 見證了神的

作為和帶領； 見證了弟兄姊妹們

在神國裡的合一；見證了神的能

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也見

證了祂怎樣將不可能的事情變成

可能… …。 

 

明年臘梅花再開的時候， 相信神

會帶領我們走向另一番屬靈的景

象。  求神賜給我們作為祂兒女的

， 有一顆順服、願意事奉祂的心

。 願神賜福並使用這些 CD 和詩

歌集，成為流通的管子，使福音

這永生的江河流到每一個乾涸的

地方、 流到世人空虛的內心、 流

到地極。  這正是這整個事工的最

終目的。  願一切榮耀歸與上帝！ 

 
 

英文翻譯: 陳蕭健忻 Susanna Chen-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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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到熟 
Rev. Almon Li李智峰牧師 

 

山區宣道會(山宣)是北雪梨華人宣

道會(北宣)的植堂。山宣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開始第一次祟拜

。山宣附屬北宣母堂的時間，只

是短短兩年，就自立了。但這是

否表示山宣已長大成人了，已經

成熟了？無錯，從人數，經濟角

度來看，山宣已經是長大成人，

是可以自供自給了，但從屬靈的

角度看，我們知道山宣仍未成熟

。 

 

聖經弗 4:11-13 話：「他所賜的有

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

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

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一間成熟的教會中的每一位弟

兄姊妹都會各盡其職，來建立基

督的身體，即教會。若每個肢體

都願意為神的家付出及犧牲，教

會就會成長，就會長大成人，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有人問成熟的定義是基麼？其實

我們都很清楚，一個嬰孩的特性

就是極端自我，只顧自己的需要

，不會理會媽媽是否正在忙碌，

或情緒唔好，總之想要就立刻要

，不能等，得不到就哭到震天。

當嬰孩一路長大，他會從自我到

開始顧念別人，一個被認為成熟

的人是不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是一個會顧念別人的情緒及需要

的人，是一個懂得關心人，愛別

人的人。 

 

教會是一群被神呼召，從世界出

來的屬神的人，所以衡量教會是

否成熟，就要看教會裏的信徒是

否成熟。一個成熟的信徒會像保

羅在腓立比書所教的，「各人不

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腓 2:4)。蓋時珍曾說：「愛

是信徒成熟的指標。」我很贊成

，因耶穌也是這樣說，耶穌說，

最大的誡命就是愛神、愛人。一

個愛神的信徒，自然會體貼神的

心，運用神給他的恩賜來建立教

會，建立神的家。一個愛神的信

徒，自然會委身於神，樂意奉獻

時間、精力，才幹、金錢給神，

這樣教會自然不會有缺乏。一個

愛神的信徒，自己會愛人，會與

肢體彼此相愛，使教會成為愛的

群體。這樣，未信的朋友就能從

我們身上見到神，就會被吸引來

到教會。並且愛人的信徒，自然

會愛人的靈魂，會努力向他們傳

福音，這樣，教會就自然會增長

。 

 

若你問我，我們的教會是否成熟

，我只可以話，我們是向成熟邁

進。只要我們每一個肢體都願意

委身基督，學習愛神，愛人，體

貼神的心，為神獻上自己的生命

，與肢體同心，努力地建立教會

。這樣，教會就會有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的一日。 

 

我真盼望我們每一個肢體，無論

是教牧同工，執事，組長，有崗

位或現在未有崗位事奉的弟兄姊

妹，都聽神的吩咐，在教會各盡

其職，忠心事奉，使教會逐漸成

長。阿門！

        
英文翻譯: 李樂恆 Rachel Li 

  



 

五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一年 十月  

 

小組分享 -約拿組 
 

鄧立標 Henry Tang 

 

“我們聚會, 因我們同是一體。在

此聚會,彼此分享主愛。伸出雙手, 

象徵我們的奉獻。 因我們愛上帝,

今天在此聚會………” 

 

大家對這以上段文字是否點印象

呢? 

 

對 ! 它來自“我們聚會”這首詩

歌。每有新朋友來到, 我們都會唱

出這首詩歌。通過歌詞, 他們便容

易明白小組聚會的意義。 

 

回顧過去, 組員都經歷神豐盛的慈

愛及恩典而一起成長, 其間充滿不

少歡樂片段。 

 

令人雀躍興奮的莫過于組員的决

志和受浸。往年在 Janet Lau 姊妹

接 受 浸 禮 的 翌 日 更 是 她 與

AllenLau 弟兄的結婚大曰子呢! 現

在他倆的小女兒 Isabella 長得多麼

趣緻啊! 

 

三年前, 組員莫燿華弟兄不幸離世, 

令人哀傷。 但他樂觀和勇敢的面

對病魔 ,教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組員的心聲可歸納如下: 對每次的

聚會都很期待和積極參與 ; 詩歌

敬拜中有與神同在的領受  ;在

Jennifer So 盡心帶領查考聖經下, 

均能加深認識神和認識自己, 也是

讓新朋友接觸福音最佳時刻。分

享及代禱環節, 能增進彼此的關係

和了解, 改善內向性格的不足。而

教會的大旅行和生活營都增加彼

此的團結。 若有磨擦出現, 詩歌的

一句 “用愛心寬恕”便派上用埸。 

  

目前對於 Annie Poon 姊妹的健康

問題,希望各弟兄姊妹繼續爲她代

禱及守望。 

 

各家庭也頗花心思預備佳餚。通

常 Michael Wong 還帶來美酒, 而他

出色的廚藝更是公認的。 四小時

多的聚會都是在歡笑聲中結束。 

 

 
英文翻譯: 李樂恆 Rachel Li 

 

教會一家 之 人物篇 

  

阿摩司組 

 

Russell Ho 何瑞楊, Cal Chan 陳梁星, Andy Yu 余偉明, 

Elaine Yau 邱玉蓮, Janet Yu 余黎慶玲,  

Rebecca Tang 鄧楊婉芬 

 

約拿組 

 

(後排) Kitty Tang 鄧白芷君, Henry Tang 鄧立標  

Allen Huang 黃勁良 

(前排) Michael Wong 黃慶權, Amy Wong 黃徐香, Jennifer 

Wong 黃佩儀, Annie Chen 陳艷玲, Fione Kelly 鄭婉貞, Janet 

Huang 黃劉家惠, Baby Isabella 黃康穎 



 
 

六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一年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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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主題 :  
10 - 12 月分題:         合一 

安那 Anna 

 

 

 

 
 

 English Translation: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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