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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隨筆

Margie Hall

我親愛的朋友：
1. 教牧隨筆
2. 執事分享-隨筆一則
3. 感恩

信主的人一生中總常有感恩的地方。就讓
我和山宣的弟兄姊妹分享我衷心的感謝你
們的支持和代禱。你們有些來家探訪我
們，對 Tony 和我而言，其意義難以言
諭。

4. 小組分享 -瑪拉基 A 組
5. 「生命舞曲」迎堂慶幕
幕璀燦十二年

最壞的日子是我跌倒後的翌日。但在那天
晚上當李牧師、師母和女兒樂恆來探訪和
禱告後，次日黎明時分我已好了很多。我

6. 十二週年感恩聚會花絮

稱頌上主帶來祂的子民給有需要的人，並
應允他們的禱告。

6. 通訊小組之聲

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你們的好意令我不堪重
負。難以置信這次的意外跌倒受傷、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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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恩典、和來自無數朋友的探訪、來
電時他們珍貴的關愛和照顧， 如此多的家
人，朋友在 Facebook 留言，當住院時大家
給 Tony 的慰問咭和膳食，而現在還要為
我們倆送餐。
Tony 是如此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回家後，
我開始康復得很快。
我忠誠的家人犧牲不少時間來幫助我衝擊
後恢復過來；其實他們亦需要處理自己的
事情。擁有十六個孫兒也是福分。
以上種種在我復原上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
見過多次神背負我們經過未知的前路，但
這快速復原便是信靠一位偉大真神的證
明。
我曾問一個難免的問題是：為什麼？但我

生活，但以 4 月 14 日下午 3 時 45 分那
樣展現，在我事後反思，對我而言是以
實際證明神信實的一個奇妙經歷。我，
再次明白到耶穌給予暴風生活的意義，
也許有時遭逢者需要一些時間來接受。
全能上帝時常想得到我們藉耶穌的關係
與祂建立友誼。耶穌付上巨大代價，這
確實證明上帝的渴望是有多深。祂也熱
衷於我們在地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
於祂的愛，那會有時引至傷痛，祂不斷
改變人心和意念，引領我們指向生命中
最要的東西：互相關顧，無盡的愛。
對我而言，從 4 月 14 日事件復原過來所
花的時間令我面對自己的弱點。我的家
人和朋友給我關愛和照顧；當你是如此
被愛並能接受，那是出於能力所及和出
自對神的感謝。祂給每一個人在許多方
面表達愛意。我感謝主用祂醫治的能力
醫治我的身體。我將快回來。
在主內關愛的，
Margie Hall
後訊：Margie Hall 已能回教會事奉。感
謝神的醫治。

現在想：為何不可。生命 把不尋常的事

件好像一個突如其來的風暴般進入我們的

中文翻譯: 黎慶玲 Janet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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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隨筆一則
何智聰 Roy Ho
昨天：

今天：

昨天生活在一個自我的境況下、
可能知道有神但認識不多，從
然心裏常常不平安、但是慈愛
的神在我的心中早已種下種子。

今天的我、不知不覺信主已過
十年、感謝神給我和太太
Teresa 這麼好的福份！自從
2005 年神就把我和家人放在山
區宣道會這個教會裡，我信主
的里程可以說是踏出一大步。
在此期間，慈愛的神不但安排
一份很適合我的事奉崗位、更
幫助我在走天國的路上，看到
人是何等的軟弱、何等的不可
靠，但同時讓我學習怎樣共同
承擔這些的軟弱、承認、接納、
和交託地去完完全全信靠衪！
神常常用祂的話語去教導我、
帶領我、支持我、鼓勵我，好
樣我在任何境況都帶盼望和平
安！

明天：
明天是怎樣、我真的無法可知、
但我學習著把前面的路全完交
託、我每日祈求主給我倚靠衪
的信心、一顆真正謙卑的心，
教我如何珍惜每個境況而懂得
數算自己的日子！
阿門！

音樂敬拜事奉中更令我領唔到
什麼是凡是謝恩、得時和不得
時都能讚美我主我神。當然並
不是每時都能做到，就是因為
這樣我才要緊記如何去倚靠衪！
在事奉的歷程，還可以加深和
弟兄姊妹的溝通，交往從而令
大家感情加深，這些都是神的
恩典！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2|

山區宣道會季刊 二零一二年 十月

感恩
陳沛恆 Daryl Chan

「我想所有事物都在神掌管之中。互相鼓勵，他又啟發我開始這個 我記得有一個好友 Joyce Yu
無論事情看來多壞，每事的發生 叫「40 多謝」的計劃：在 40 天 (2012) 有一次多謝我常常給予幫
皆在祂的安排之下。」（2012 年 內，你要每天寫三樣在我們忙碌 助，就如兄長一樣。
6 月 15 日 Auntie Winnie Yu）
生活中要感謝的東西。（現時我
「生命中，神沒有給你想要的
們一起參加 Exodus 細胞小組。）
家是甜蜜的家！讚美上主，因祂
人…然而祂卻給你需要的人…」
自我返回山區宣道會英語堂，我
(Shelley M.)
引導，我終於歸回，很快在短短
很高興可再與一些從前的弟兄姊
三個月便在山區宣道會（一個我
妹，如 Sharon Kan, Jane and
以前感到真正所屬的教會）安頓
Kenneth Chiu 重遇，又可見到新
下來。感謝神給我過往五、六年
面孔如 Jonathan Li， Carmen Ho
在希伯崙宣道會英語堂聚會，有
（我們認識皆因大家互相幫助對
機會事奉祂，尤其是在茶點時間
方跟一些交換生講日語）。
招待弟兄姊妹，(這是我所享受
和珍惜的事奉時刻)，又讓我藉 但對我而言，最大的得着是維繫
當我願意建立其他人變成「蝴蝶」
着在 WAY（希伯崙的青年團契）自中學的一個最好的朋友 Angel
之時，有時我反覺得自己從屬靈
和成人查經班（在那裏跟現已退 Wong。現時她正處於完成大學
角度好像「毛蟲」一樣地困在繭
休的 Geoff Bennett 傳道研讀雅各 學位和剛在職場起步的掙扎中，
中(Rachel L. 2012) 。以 Rachel 在
書、但以理書、尼希米記）學習 面對難應付的顧客、同事，甚至
6 月 17 日講道中這個描述，我
神的話語。除在希伯崙事奉外， 經理，我明白她需要不斷的支持
憂心自己不能找到一個屬靈父母
剛在今年 2 月 24-25 日我有幸參 和鼓勵。作為她的最好朋友，我
或監護人給我靈糧來幫助我屬靈
加 Katoomba 的男士營，可與一 想神已把我放到一個聽她傾訴的
成長，尤其是在過去兩年在希伯
些較成熟的在職弟兄如 Simon
位置，以 Facebook 裏的對話來
崙堂期間，我因工作不能參加希
Chiu, Alen Lin, Fievel Tong, Felix
聽她每一個投訴，就如幫她「擔
伯崙的 YACELL（在職青年團
Hui 和新任的 Dave Martin 傳道一 當重擔」（加 6:2），就能「彼
契）。但神在我屬靈失落上給我
起相交，並學習怎樣與同工們成 此勸慰，互相建立」（帖前 5:11；
恩慈。祂聽我和母親的詳談和我
就神的旨意。
弗 4:29b）。
們不斷的一起禱告，隨之領我返
回一間我感到開心和自在的教會
另一樣感謝神的是祂賜我朋友的 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來敬拜祂（見詩 113）。我意識
福分，這久不久便不經意地出現，20:35）。有時由於天生性格偏
就如住在 Jonathan Brooks 的一個 向坦率分享，我自己也不為意我 到這點；我意識到神供應我與其
弟兄，正當我在 2012 年 3 月 24 在某方面可成為一個「勸化子」 他弟兄姊妹相交的需要，又以我
日快要離開希伯崙的時候，他問 （羅 12:8），不單是對我的最好 的性格，在「外闖」給我們成立
我離開希伯崙後有何計劃這個簡 朋友而言，而是對其他需要傾訴 一個查經小組。當我初參加時，
單問題。令我觸動的不是問題本 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可見到我屬 祂也藉 Pastor Tony and Margaret
身，而是我感到仍有人；一個我 靈的一個印記，乃是「你願意幫 Hall 牧養我。他們不單是一對令
少有機會交談的人，在關注着我，助別人」(Matthew Lam 2012)。我 我感到可分享內心感受的夫婦，
就這樣我們的友誼漸漸發展至今。嘗試成為我周圍的人的「明燈」，他們還給予我非常實際和有幫助
我們最初在 Facebook 詳談分享，包括由同事到教會的年幼成員。 的提點，旨在建立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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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主，我讚嘆祢以祢自已 主啊，正如 Pastor Mary Fisher 上 在職場，或在祢家的一個微不足
的時間和安排給我所需，請教導 星期所講：我是當作祢給我周圍 道的事奉，我會時常預備為主工
我在任何境況我都能知足常樂 的人的禮物；請繼續用我成就祢 作。
（參腓 4:11）。我抱歉我有時太 的旨意，無論是只陪伴着別人，
專注自己所缺乏的，一直追索只 作支持和鼓勵他們，又或是實實
有祢才知道並會適時給我的答案。在在的事奉祢，也不論是在家，
中文翻譯: 黎慶玲 Janet Yu

小組分享 -瑪拉基 A 組
柯麗芳 Connie Or
時間過得很快，小組已分開兩
組一年多了， 還記得在分組的
準備中，有許多的擔心 、顧慮
和不捨, 但在擴張神家的目標上，
我們如此行，乃是理所當然，
亦深信合神心意的聚散, 神必𧶽
福。

聖經，信仰的生活應用，默想
操練和分享生活的難處、掙扎、
軟弱和感恩；不但加深彼此了
解，更看見神的大能在我們各
人身上的作為，何等偉大。或
許我們仍然有許多不足，但神
的愛激勵我們相聚一起，學習
彼此委身、扶持、安慰和成長。
在新的組合上，舊和新成員需
作為組長的我，其實得著最多，
要時間磨合，神一步步的帶領，
在一切的預備上，先領受，後
現在我們已有五個家庭，每月
付出﹔看見組員的積極參予、
兩次，穩定的參予聚會，我們
樂意付上代價、彼此幫助、代
透過分享個人得救見證，查考

禱，實踐基督的愛，這一切都
叫我得著鼓舞，感謝神，在事
奉的路上，衪總給人意外的平
安和喜樂。
盼望瑪拉基 A 組繼續努力成長，
一天一天的更新改變，更像我
們的恩主，正如我們今年小組
的目標金句一樣: 「你們當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
2:5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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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舞曲」迎堂慶

幕幕璀燦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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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週年感恩聚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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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