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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個星期天的崇拜時；見到思瀚很

不開心，之後還哭起來。我就邀請他

到外面傾談。他告訴我不開心的原

因，是好朋友離開了。我以為他的好

朋友離開了世界，所以他這麼傷心，

所以安慰他，「你的好朋友現在，很

可能在天堂，將來你會再見他的。」

我想為他的朋友禱告，問他朋友的名

字，那知思瀚告訴我，不只一個朋

友。我就很驚奇地問他，為甚麼那麼

多朋友離開了？他就告訴我，因他畢

業了，所以不能再見到那班好朋友，

他說時仍然是很傷心的。我很欣賞思

瀚那份純真的愛，這是現代人失去了

的寶貝。我記得在年少時，自己也有

這份純真愛。我會為我家養的那頭狗

死了而哭上十幾天；我會因担心年老

的祖母死去而偷偷哭起來；我會為與

我一同長大的表兄妹移民而暗暗落

淚。但這份寶貴的純真愛，隨著年齡

的增長，要兼顧的事務增多，就漸漸

失去了。 

這絕對是現代人的悲哀。今日很多人

有很多不同的目標去追求。以致心專

注於那些要達到的目標上，以致忽略

了更重要的情，愛及關懷。 

若我們在教會互為肢體的家人，都

沒有看重彼此之間的關係，就更加

可悲了。 

主耶穌提醒我們要變回小孩子一

樣，我相信主耶穌是欣賞小孩的純

真。我們真要向思瀚學習那份純真

的愛，看重關係。 

教會是講情，講愛，講關係的地

方。當山區宣道會初成立時，我們

特別強調要以愛來建立教會。但我

們愛得真，愛得夠嗎？盼望我們能

聽神的話，「要悔改，重拾起初的

愛心」(參啟 2:1-7)。 

英文翻譯：Rachel Li  

教牧隨筆  李智峰牧師 Rev. Almon Li 

 

   

教教教會會會堂堂堂址址址：：：   

333///333444000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 sss    

RRRoooaaaddd,,,    PPPeeennnnnnaaannnttt   

HHHiii lll lll sss    NNNSSSWWW   222111222000   

AAAuuussstttrrraaalll iiiaaa   

   

本本本堂堂堂網網網址址址：：：    

wwwwwwwww...hhhiii lll lll ssscccaaaccc...ooorrrggg   

   

電電電子子子郵郵郵箱箱箱///EEE---mmmaaaiii lll：：：

aaadddmmmiiinnn@@@hhhiii lll lllssscccaaaccc...ooorrrggg   

   

111...    教教教牧牧牧隨隨隨筆筆筆       

   

222...    執執執事事事分分分享享享    –––    與與與主主主同同同

行行行    

   

333...    青青青年年年事事事工工工分分分享享享    

   

444...    時時時間間間是是是最最最珍珍珍貴貴貴的的的禮禮禮物物物    

444...    特特特別別別小小小組組組       ---    巴巴巴拿拿拿巴巴巴組組組                   

555...   十十十三三三週週週年年年聚聚聚會會會暨暨暨美美美食食食

嘉嘉嘉年年年華華華花花花絮絮絮             

   

666...       通通通訊訊訊小小小組組組之之之聲聲聲    

   

   

   

   

   

   

   

http://www.hillscac.org/
mailto:admin@hillscac.org


山山山區區區宣宣宣道道道會會會季季季刊刊刊   二二二零零零一一一三三三年年年   十十十月月月      

 

2 |  
 

執事分享 – 與主同行 

陳志勇 Bowen Chen 

耶和華如此說: 我塗抹了你的過

犯，像厚雲消散；我塗抹了你

的罪惡，如薄雲滅沒。你當歸

向我，因我救贖了你。”  

                 -- 以賽亞書 44:2a; 22 

這段經文陪伴我渡過了信主以

來的每一個日子。它告訴我要

回應主的呼召，並讓我知道與

主同行是何等的福氣！因為愛，

神塗抹了我的過犯、洗淨了我

的罪孽。我之所以能被稱為神

的孩子、神的僕人，完全是祂

的大能和奇異恩典。 

轉眼主帶領我和家人在山區宣

道會已十二個年頭. 我在這屬靈

的家裡信主、受洗，靠著神在

教牧的教導和帶領下跟教會一

同成長。一年多前我在聖靈感

動下成為當界其中一位執事。

這一職位真是高於我的所想所

求，總覺得自己不配。我不是

一個特別有領導才能的人，不

足矣為主作工。感謝神！ 祂的

恩典再一次臨到我，以上經文

又一次呼召我歸向他、事奉祂。

然而，在這一年多的事奉中我

遇到不少困難。神讓我明白到

儘管並非凡事順利，但是祂卻

應許與我同行。祂有時安排我

們經歷一些事情，是要我們在

屬靈成長和待人處事中得到操

練、得到造就。此外，神還讓

我學習到一樣寶貴的功課，就

是接受別人的意見、多看別人

的好處。 

內子最近寫了一首詩。內容是

這樣的: 

悉尼春美花映紅 

湖邊綠茵伴晴空 

彩蝶紛飛蜜蜂忙 

人兒盡享自由中 

她不是一個善於吟詩作對的人，

只不過是當她看到神創造的大

自然如此美麗時，悠然而生的

興致。這首詩提醒了我，天父

的世界本來就是如此美好。只

是我們生活在這充滿罪惡、污

垢的世界久了，便自然而然地

只去留意負面的東西罷了。教

會縱然跟世界不同，卻總有不

盡自己心意之處。但最重要的

是要體貼神的心意呀！我們有

否多欣賞教會、弟兄姊妹做得

好的地方，抑或只尊注在不合

自己心意的事情上? 在這裡讓

我鼓勵我自己，也鼓勵大家多

看重教會、多看重別人的好處! 

一齊學習做一個真正歸向神，

並與神同行的人！ 

英文翻譯: 陳志勇 Bow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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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分享 

柯麗芳 Connie Or

踏入青年 “ 加油站 “事奉，

不知不覺已半年多，再一次經

歷神奇妙的帶領， 

祂所賜的豐盛恩典往往多過我

所獻上的，在我以

為要付上代價的同

時，神卻使我得著

更多福氣，更貼近

祂一點，生命再次

被更新改變 : 

生命影響生命 : 回想

起初不願承擔這事

奉，自覺沒有能力

和時間，但神卻使

我憶起過去信仰路

程中，許許多多的

恩師，他們都是因

著神的愛無條件的

付出愛心和時間，

牧養和引導我成長，

是神和人的恩情，建立和陶造

我的生命﹔這一切恩典的記號，

激勵著我委身這呼召，亦成為

我今天事奉的榜樣，深信那感

動我的，必為我成全這工。 

基督的愛 : 當我想到主在十架

上痛苦的一刻，仍不忘將母親

交付門徒 (約 19:26-27) 使我明

白到，在主裡面，他們就像我

的孩子 一樣 (太 28:20)，是主用

慈繩愛索牽引著我們彼此，祂

的愛環繞著我們，或許我們能

相處的日子不會太長，但在主

永恆的國度裡，我們永遠是一

家人。 

大使命的傳承 : 在和青年人的

相處中，更體會神創造的獨特

和奇妙，每個孩子都擁有不同

的性情和氣質，他們的聰明才

幹和活力，在主裡面，

有著無限的境界可擴

張，他們在不久的將

來，分散到不同的地

方，做著不同的工作，

深信神必在他們各人

生命上，有其美好的

旨意和計劃，盼望他

們能在這清心的年歲

中，尋著人生的使命 

(太 28:19)，使身邊的

人得福，神得榮耀。 

願意我們在同心擴建

神家的同時，亦不忘

竭力建立人的生命，

使更多的年青人成為

基督的精兵。 

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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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最珍貴的禮物 

范美華

時間是你最珍貴的禮物，因為

你只有一生那麼多的時日。你

可以多賺金錢，但不能多賺時

間。 

金句：路加福音 12:20 「神卻

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

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

誰呢？」 

人不知道明天的事，也不知道

何時是自己在世的最後一日，

那時，錢在銀行，人在天堂，

在世的兒孫都笑你愚蠢。 

人有幾多個十年呢？現我已 70

歲，數算還有多少時日呢？現

進入老年，要珍惜現在，享受

餘生。有餘錢就去旅行，看看

上帝所做的天，做的地，還有

星星、月亮、太陽、大洋，大

海，是多麼美麗可愛啊！不要

等到眼看不見，腳走不動時，

那後悔就太遲了。 

若有錢就要多幫助有困難的人，

多奉獻。神是知道的，祂賜給

你更多。 

 

英文翻譯: 李佩恩 Carol Li 

 

特別小組  - 巴拿巴組      

趙馮惠玲 Ling Chiu

這一組是專為一些沒有入組或

新來的朋友而設立。 

主要負責人是李牧師和師母，

但很多謝 Paul Chan 和 Lina 在

當中協助。而我和康就開放家

庭，負責安排膳食和關顧組員。 

我們是逢第四個星期六晚上六

時正，在我家中有愛筵。然後，

我們有敬拜的時間，有牧師或

Paul 弟兄帶領查經。之後有分

享及祈禱的時間。 

每次聚會，我們都很開心的彼

此認識，互相交流。大家都會

有一個很愉快的晚上。 

我們穩定的組員，有 Cindy 

Chan, Grace Leung, Christine 

Leung,  Irene, Doris, Jessica, 

Tommy & Nancy (最近因家中有

事，比較少出席) 及間中有新

朋友探訪，亦很多謝我們的組

員能忍耐及愛心的接待新朋友。 

願神繼續使用我們的小組，讓

更多的新朋友和有需要的弟兄

姊妹在這個小組裏成長及相信

主耶穌。

英文翻譯: 李樂恒 Rache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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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週年聚會暨美食嘉年華花絮                                                   

 

 

 



山山山區區區宣宣宣道道道會會會季季季刊刊刊   二二二零零零一一一三三三年年年   十十十月月月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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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