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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忽略餵養自己的責任；牧師，傳

道，組長，主日學教師，只能協助我

們，教導，訓練及鼓勵我們，但若你無

食慾來進食，別人怎樣協助也不能使你

得到飽足。 

 一個注重身體健康的人，會積極地做運

動，食健康的產品，定時進食，飲水，

及休息。同樣，若我們注意自己靈命的

健康，就會積極地吸收屬靈養份，例

如，每星期帶著期盼的心；來聆聽神的

話，又會抽出時間來參加主日學，上神

學課程，並且讀聖經及靈修。其實道理

很簡單，若你不想靈命健康，成長，成

熟，牧師是沒有辦法的，就算開幾多神

學課程，查經班，訓練班都無用，最重

要是你有一棵餵養自己的心。所以在教

會的 14 周年，我盼望我們能夠送給上帝

一份禮物，就是我們的立志，我們每一

個都立志成為一個自我餵養者，讓我們

因此生命能不斷的成長，討神喜悅。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牧者的話  

山區宣道會 14 週年 - 回顧與前膽 
Rev. Almon Li 李智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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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教會成立已經 14 年了。回首

過去，真是百般味道在心頭。無可否

認，教會經過順流，也經過逆流。但無

論是順境或逆境，都見到神在我們當

中。教會從開始的幾十人，增長到現在

的二百多人；從單一粵語會眾，發展到

國語，粵語及英文三個群體，當然是神

的賜福及恩典。但當教會在軟弱，困難

中時，神對我們的恩典亦沒有減少過。

在困難中，我們經歷的是「在洪水泛濫

時，神仍然坐著為王」；「神的恩典在

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面對上帝長、闊、高、深的愛及數之不

盡的恩典，我想，我們應該怎樣回應？

14 年，若是一個人，就是已經踏入青少

年階段，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若是猶

太人，12 歲就已經要行成人禮，表示己

經長大成人。無論如何，教會已經 14 年

了，應該有成熟的表現，就像希伯來書

作者所提醒的，「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

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來 6:1)。 

我真盼望我們的弟兄姊妹，都是長大成

人的信徒，懂得自己餵養自己，因為 BB

仔才需要人餵養。一位很出名的傳道

人，BILL Hybels 曾說：「一間上帝賜福

及喜悅的教會，是當中充滿懂得餵養自

己的信徒」。 

信徒不能期望別人來餵養，因餵養是我

們自己的責任。信徒若要成長，成熟， 

http://www.hillscac.org/
mailto:admin@hills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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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Deacon Karen Hui 陳許雪玲執事 

記得在十多年前於北雪梨華人宣

道會認識李智峰牧師。後來知道

李牧師有異象於山區植堂建立教

會並採用詩歌敬拜的形式去敬拜

神．於是我便隨李牧師離開北宣，

參加核心小組籌備並建立山區宣

道會。 

神很恩待我讓我年紀很少時已認

識神及決志。我在一間規模很小

的教會長大，所以我有很多事奉

的機會。記得我在信主後一年便

受浸加入教會，此後便不間斷地

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神。 

當山區宣道會的堂委會成立之時，

我便毫不猶疑地接納牧師的委任

成為堂委。在山區宣道會這麼多

年，便斷斷續續的在堂委會及執

事會的崗位盡忠。我很清楚知道

天父給我恩賜，並不是留為己用，

乃是要彼此配搭建立教會。所以

當我知道那個事工有需要時，而

我又具備那方面的恩賜，我便很

樂意地事奉神。我曾被一首詩歌

「獻你年青的力量」感動。所以

我曾立志在我年輕可事奉時，便

盡全力投身事奉的行列。 

我曾因為要協助我的丈夫在南澳

的生意，很不捨得地離開了山宣

三年，重回雪梨時，我便禱告求

問神的心意，其實我並不在意是

甚麼事奉崗位，只要能發揮恩賜

去服待便足夠了。 

記得在上次選舉執事時，我也曾

考慮參予這崗位的事奉，但鑑於

當時我的工作仍未穩定。丈夫剛

從南澳歸來，一切都還未穩定下

來。所以我便婉拒了執事這個事

奉崗位。到這次執事提名時，我

已再沒有任何藉口推卻這個事奉

崗位，便欣然接納了提名。通過

會友的投票，便於本年七月份再

投身執事會一同事奉神，服事弟

兄姊妹。 

作為執事，我常常提醒自己，行

事為人要小心慬慎，不要誇口於

往日的事奉經驗，乃是要謙卑自

己，學習主耶穌的榜樣，服待眾

弟兄姊妹，只求討神的喜悅。 

 

除了音樂上的恩賜外，我較強的

恩賜便是關顧，求神賜給我一個

敏感別人需要的心。當弟兄姊妹

有需要時，我能毫不猶疑地表達

那份出自內心的關心。我更求神

讓我在屬靈方面有進步，不是只

在事工方面忙忙碌碌，乃是能常

常親近主，渴慕神的話。屬靈的

生命有突破，在帶領教會的大小

事情上，求問神的心意，願意我

所擺上的能被神使用一生，忠心

的服待主。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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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院探訪事工 

 

 

 

 

 

 

    - Lee Duong 

 

                                             - Elaine Li 李張玉玲 

 

 

 

英文翻譯:  Carol Li 李佩恩  

  

對於 Aged Care 事工，我是感受到這是神的 calling。在起初加入這事工的時候（我亦記不清楚是

怎樣加入的）每次都有一點掙扎這星期六的早上是否去參加呢？但當我決定要去而完結了和老

人家見面的時候，我就會對自己說，我好彩今天有去，不然就會後悔的了。每當我見到每個老

人家面時，不論他們打盹也好，睡了也好，胡言亂語也好，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非常用心地去

用詩歌唱出或講出福音的重點給他們老人家聼，雖然有時人手似乎不夠，音樂水平有限，但當

有人肯接受主耶穌做個人救主時，我們那種興奮的心情，真不能怎樣去形容。個個都擁上前為

這老人家祈禱。感謝神的恩典。以上是我對這個事工的感受。 

 

我是聽到姐妹在教會呼召后參加與這事工。每次去看到兄弟姐妹的真情關愛和傳福音的心，又

看到公公婆婆的歡欣回應，對我都是一次心靈呼喚和愛的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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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圓” 培靈音樂會/敬拜訓練  
 

Marianna Li 李劉德麗師母等 

今年 2014 年 7 月 13 日至 14 日，

承蒙香港 “同心圓”機構，蒞臨

「山區宣道會」為我們舉辦了兩

晚的聚會。 

在 7 月 13 日晚上的 “獻給你” 

培靈音樂會，他們一行 14 人在霍

志鵬先生帶領下一同出席這次的

事奉，看到他們的同心，對事奉

的熱情，給了我們很大的激勵。

真願意我們的教會同樣有這樣事

奉的心志，投入及熱情。 

多謝他們給我們介紹了他們機構

的事工，讓澳洲的弟兄姊妹多些

明白香港的福音機構。願神賜福

他們的事奉！ 

7 月 13 日的敬拜/音響訓練， 粵語

堂和國語堂敬拜隊同工有以下分

享：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全心順服  

Paul Chan 

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最大的阻力

就是自我中心，當人類始祖亞當

夏娃明知故犯之後，人類心靈已

經種下悖逆、頂撞神的禍根；就

算是神的選民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屢次忘記神的恩典，他們能夠離

開軍力强大的埃及，逃脫法老王

的魔掌，這顯明是神大愛的臨格

和大能的保護，其後以色人卻按

照己意去拜金牛犢而令神心碎；

士師及列王時代的領袖亦沒有為

以色列的百姓建立一個順服神的

榜樣，以致聖經描述當時社會的

人是「各人任意而行」。 

今日是一個不願順服、不願忠心

的世代！在一個現實主義、物質

主義、自我中心的社會中，每個

人都期望付出少而得到多、我行

我素，成為大部份人的主要目標，

若有人提出要對機構、對政府、

霍弟兄以約 4:23 作為聚會的開始，我深受感

動。敬拜神的重點是專注於神，他提醒我們

要被神尋見；我們也要預備心去尋見神。帶

領敬拜時，我們要滿有來自聖靈的力量，而

不是單單唱好詩歌。我們要同感一靈帶領會

友去尋見神。敬拜不是表演，因此我們要被

聖靈充滿。 

- Susanna 蕭健忻 

 

 

敬拜隊員之間有好的溝通是為重要，好像你

想琴鍵手在詩歌間場時彈多長，你想表達什

麼的情感等。和唱的發音咬字很重要，要留

意配合其他和和唱者，不要突出自己。 

 

 

這次訓練給我一個很好的提醒，就是我們必須預

備心來敬拜 –--  預備我們的心去求見神。我期

望將來可以有機會，學習琴鍵伴奏，音樂編排和

樂器間的配合，因為這次訓練沒有包括以上幾方

面，我也希望將來可以有不同的樂器訓練。敬拜

隊員之間有好的溝通是為重要，好像你想琴鍵手

在詩歌間場時彈多長，你想表達什麼的情感等。

和唱的發音咬字很重要，要留意配合其他和和唱

者，不要突出自己。- Lina 

 

有些內容很有用，但恐怕目前因技術和設施所限未能應用。希望我們將來可遂步改善。- Fione 

 

音響和帶領敬拜的訓練對國語堂很有用。若講員可說國語就更好了。- Vivian/Jennifer/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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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會要忠心順服多半會惹來嘲

笑、反對、排斥、甚至對抗。活

在這個似乎漠視忠心、順服的年

代，作為基督徒的你應怎樣面對，

並你與神的關係上、認識上有否

反省呢？我深信「神的話語」與

「順服神」，正是我們與神建立

更密切關係的重要基可礎。 

想起十三年前初信剛到教會的我，

什麽事奉都不會，祈禱和聖經真

理更一僥不通，幸得教會有初信

班、成長班、主日學、祈禱會、

小組查經、門徒訓練、組長訓練、

小牧者課程(CTP) 、三福訓練、領

袖訓練、坎培垃神學課程(Cert4)  。

感謝神感動及聖靈帶領我能參加

並完成以上的課程，並要答謝導

師們的辛勞付出。在學習過程裡

讓我知道不要單為著從聖經中得

到知識，亦被聖靈光照後，自己

越覺得渺小不可自高自大、驕傲，

要學習謙卑，最大的收獲能與神

建立一個親密關係。 

三月中旬在李牧師鼓勵下，有機

會在成人主日學任導師一職事奉

(現命名為聖經裝備課程)，心感壓

力不在話下，更要面對順服的功

課。感謝主的同在，很快就衝破

這關口就答應了牧師，心想神必

有衪的帶領，便預備心擺上服侍

弟兄姊妹。 

到六月教會新一屆執事團有改動，

我再一次受到順服的考驗，被委

派任命帶領教育部一職。這次比

任主日學導師更大壓力，因沒有

經驗也不是教師出身，更甚，委

員會成員有：李牧師、Anna Kwok 

姊妹(3C 總幹事) 、Connie Or 姊妹 

(青年團契導師)、還有我哥哥兩夫

婦 Anita & Cal Chan (現任導師)，

以及長者查經導師李兆球兩夫婦 

Petraine &  Daniel Li，他們無論信

仰資歷、教導經驗都比我高，人

强馬壯我可怎樣作帶領呢？我為

此懇切禱告。 

感謝神，祂已按排精兵不是更好

呢！ 

特此鼓勵弟兄姊妹參與聖經裝備

課程來回應神的呼喚。感謝神預

備精兵為你們事奉。 

重要的是為到屬靈爭戰禱告，為

教育部導師們：同心、熱心、虛

心、真心、愛心、犧牲、繼續樂

意委身、作好榜樣活出生命來服

侍弟兄姊妹禱告；求神感動更多

學員有渴慕神話語、願意更新、

順服聖靈帶領禱告。 

以下是山區宣道會信徒靈命成長

裝備課程簡介 

目的: 遵從主耶穌的教導 (太

28:18-20)，裝備及培育信徒成為主

的門徒，委身事主，履行基督的

大使命。 

日期、時間、地點 請留意宣傳單

張及報告 

 

甲：裝備課程 

Level (I) 初級成長課程: 

對象：初信者/未曾接受栽培者 

- 以小組或個別形式栽培  (紥根六課) 

- 修讀四褔音書 

- 屬靈成長 101 

- 認識聖經 

 

Level (III) 牧養進深課程 (證書課程) 

對象：願意作長遠委身牧養事奉者:  

- 性格與成長 

- 禱告與靈修操練 

- 帶組訓練 (包括如何關顧與牧養、禱告服侍等) 

- 栽培初信者訓練 

- 須選讀聖經科: 舊約兩科、 新約兩科 (尼希米

記、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希伯來書等) 

- 如何帶領查經 

- 教會領導原則及管理 

- 須參加牧養者退修營 

Level (II) 事奉裝備課程 (證書課程) 

對象：已受浸會友及願意接受事奉裝備的肢體: 

- 新約之旅 

- 舊約之旅 

- 三褔訓練 

- 恩賜與事奉 (由導師編排學員參與不同的事奉

體驗) 

- 須選讀聖經科: 舊約兩科、新約兩科 : (創世

記、出埃及記、撒母耳記上下、以弗所書、腓

立比書、提摩太前後書等 

其他自選課程:  

- 聖經裝備課程證書 (須完成 3 科舊約、3 科新

約) 

- 舊約裝備課程證書 (完成 6 科可獲證書) 

- 新約裝備課程證書 (完成 6 科可獲證書) 

- 系統神學 (完成可獲證書) 

- 小牧者證書課程 (CTP)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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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普天同慶 – 聖誕佈道晚會 
 

 

 

 

 
 

 

 

 
 

漫畫 - 教會今年的主題是廣傳福音, 但係我還未上三福課程,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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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預告：普天同慶 – 聖誕佈道晚會 

今年聖誕佈道會如常在每年的 12 月 24 日日晚上舉行。 

主題：懷舊金曲之夜「日光之下無新事」 

目的：希望藉著這個大喜的日子，慶祝救主耶穌的降生，透過這個聚會， 

讓更多人認識這位帶給我們歡樂的主耶穌，並與眾同樂。 

內容：分三部份：1. 懷舊金曲  2. 敬拜及信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3. 懷舊金曲：「卡拉 OK」- 歡樂聖誕夜 

時間：5:00 pm 愛筵(Bring a dish)，7:00 pm 第一部份， 

7:45 pm 第二部份， 8:45 pm 第三部份 

地點：山區宣道會堂址 3/340 Pennant Hills Road, Pennant Hills 2120  

(火車站旁 – Railway St. 入) 

費用：全免 (憑票入座)，查詢請電：02 9484 6374/0414600732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的朋友和親朋戚友一起出席參加，共渡一個歡樂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