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宣道會季刊
2015年度主題: 更新敬拜, 廣傳福音
分題: 1-3月:禱告; 4-6月: 重燃愛神的心; 7-9月: 委身基督; 10-12月: 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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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
回顧及前瞻

Rev Almon Li 李智峰牧師

回顧過去一年，實在有很多值得感恩
的事情。無論在祟拜，奉獻，小組，
裁培及外展的工作上，我們都看見上
帝的恩典足夠我們使用。當中雖然面
對不少困難及問題，但神保守著山區
宣道會；我們實在經歷主恩深廣，無
量無邊，在主愛中，又過一年。如保
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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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2:9)
弟兄姊妹，盼望新的一年我們繼續齊
心努力，建立一所以耶穌為主的教會，
彼此分享的教會，樂意服事的教會和
愛傳福音的教會。新的一年，教會的
總主題仍是更新敬拜，廣傳福音。而
分題是：禱告，重燃愛主的心，委身
及傳福音。因要做到更新敬拜及廣傳
福音，弟兄姊妹就要有強壯美好的屬
靈生命。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們發展
的重點包括：

教會通訊的出版是提供一
個地方給弟兄姊妹彼此分
1. 鼓勵及幫助弟兄姊妹學習及操練禱
享，這並不是教會週刊或
告，因為沒有從神而來的能力，我
網站可以做到的。出版能
們甚麼事情也不能做得好。主耶穌
夠繼續是有賴大家的參與，
在約翰福音15:5提醒我們：「離了
希望下期季刊也有你的支
主，我們就不能作甚麼。」
持。稿件可電郵往
2. 透過小組查經，專題式聖經課程，
admin@hillscac.org 或交給
講壇信息來鼓勵弟兄姊妹向神委身
Mariana, Grace, Juanita,
及重燃對神的愛火。沒有向神委身
Lincoln, Sherwood或Simmy。
的生命，我們對神的敬拜及事奉，
中英文稿件亦可，我們會
就會流於表面，不能蒙神悅納。唯
翻譯並雙語出版使分享能
有心中那一團對神的愛火，我們才
及至教會大家庭的每一位
成員。

3.

4.
5.
6.
7.

8.

能有永不動搖的毅力來事奉神及傳
揚福音。就如保羅所說，他的事奉
動力來自神的愛，「是基督的恩典，
基督的愛激勵我」所以他雖然面對
千般的困難，萬般的壓力，仍然帶
著平安，喜樂來事奉神，永不言棄。
透過與中信合作來積極推動弟兄姊
妹參與宣教事工。
加強外展及佈導工作，鼓勵弟兄姊
妹努力傳揚福音。
繼續推行有系統的聖經裝備課程，
來深化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
透過小組，新人團契及會友探訪，
加強關顧牧養工作。
計劃新堂的擴建，讓我們有更大的
聚會地方來做佈導，外展的工作及
舉辦培靈，佈導聚會。
透過教會15週年的慶典，舉辨培靈
及佈導聚會，一方面深化弟兄姊妹
的屬靈生命，另一方面讓弟兄姊妹
起來為主傳揚福音。

教會堂址：3/340 Pennant Hills Road, Pennant Hills NSW 2120 Australia
本堂網址： www.hillscac.org
電子郵箱/E-mail：admin@hillscac.org

繼續請看第二頁

新的一年就像一片未征服的美地，是上帝的應許
的，雖然我們未能預知將來如何，但我們不能只
站在新年的門檻徘徊，惶恐戰競，我們唯一的行
動；就是要進入上帝應許之地，並且深信上帝必
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應當剛強壯胆，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進入」是行動，「剛強壯胆；不
要驚惶」是內在的信念，信心加上行動便能克服
任何困難，邁向將來，進入上帝所應許之地。

弟兄姊妹，今年是教會踏入15週年的日子，你是
否願意一同努力實踐上帝給我們的使命，在這地
方為神作美好的見証？盼望我們一同起來，一同
努力，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託付。
最後，我們要知道，要達至目標，禱告是我們力
量根源，盼望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加
入禱告服侍的行列。
英文翻譯 :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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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wood Kwok 郭兆和
心滿意足 在山宣，足球是一項比較「成功」的
隊際運動。山宣足球隊（隊員主要為英語堂和粵
語堂青年人）成立至今已五年多，仍毎年參加
ICSM 的教會聯賽, 由第一季的零分，到今季勇奪
季軍，成績令人滿意。

有李成事 今年十月，在一次生日飯聚中，有弟
兄提議成年弟兄組織起來，在教會十五週年時和
青年足球隊來一次比賽，為教會䢖堂籌款。自此
，經李光執事努力聯絡，加上李牧師大力支持，
答允擔任隊長。
一呼伯应 到了十一月中，球隊已招募了十多位
國、粤語堂的弟兄和家人，並命名為「伯樂」足
球隊，意為「叔伯聚頭，樂在足球」。

舉手投足 球隊暫定每季練習比賽一次，第一次
友賽隊伍為山宣足球隊，十二月七日
在 Carlingford 的 Harold West Reserve 球場舉行。當
日兩隊球員和家人共有廿多人出席，場面熱鬧，
氣氛和洽。雖然時晴時雨，但沒有妨礙賽事進行
，反而令球員在炎夏中感到涼快。球員中有父子
、兄弟、甚至小童，大家享受踢球樂趣之餘，也
有交流互動，賽果也變得不重要了。
知足常樂 我們盼望讓「足球」成為一個媒介，
拉近教會成年弟兄間、父子間、信徒與非信徒間
的關係，促進彼此的聯繫；同時也鼓勵弟兄在工
作、事奉之餘也參與隊際體育活動，鍛鍊身心。
盼望讓「足球」在弟兄中間飛翔 -- 聯繫各肢體，
歡暢每顆心。

讓足球飛翔
(調寄「讓讚美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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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興奮的時刻，弟兄相聚在一起。
青草地擁抱着我們，歡笑聲充滿這地。
當向前衝破後防線，當踢球進入了球門，
擊掌跳躍揚聲歡呼，凡努力的都要讚賞他。
譲笛聲從中圈響起，讓皮球在空中飛舞。
讓我們雙手勝利展開。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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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神讓我過去四年找到很多的恩典和愛，我從
來也沒有停止對神和身邊的人獻上感謝。神把我
們一家放在一個很特別和可親的地方，以致我們
能夠被餵養也同時能夠全心全意地服侍。
牧師師母在過去給予我們很多的支持和鼓勵，那
個時候正值是我靈命最低潮的日子。神透過他們
的實際幫助帶我走出幽谷。我們也同時被邀請加
入小組，而他們也給予莫大的支持。我們在查經
和分享生命當中的苦樂，一同禱告勉勵。弟兄姊
妹所供給的愛和關懷沒有間斷，大大小小的幫助
和送贈給予我們生活上的需要。

照顧家庭和孩子的確使生活沒有多餘的空間休息
，每天雖然忙碌和疲累，但當中與家人一起的歡
樂也是不能與其他東西相比。看見孩子在認識主
耶穌，對福音以及身邊大小朋友的熱愛，心裡無
不感恩上帝福音的大能和對他們的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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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神的恩典再次臨到我們一家，我們第四個孩
子在去年十一月出生了。感謝祂的慈愛和憐憫，
我們十分歡喜快樂接受這個祝福。
看來我們甚麼都不缺乏，因神豐豐富富的供給無
窮的恩典。

很多時候我也有氣餒，看似甚麼都沒有的時候，
上帝卻不斷的供應我們所缺乏的。這是我們生命
裡其中一個極大的恩典。生活和屬靈上有不少沖
擊，但這並不阻礙我對上帝的服侍，而這些阻礙
更成為我禱告依靠的憑據。沒有接在主耶穌的葡
萄樹，我並不能作甚麼。我也深信上帝給我所經
歷的試綀不會多過我所能承受的。

英文繙譯 :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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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cy Cheuk卓昆浩執事

蒙神的恩典及保守，兒童
主日學進展良好。因主日
崇拜時間提早，令到出席
學生人數減少約一半(今
約十二人)，但人少了課
堂管理也較易了。
感謝主，最近Tristan Chen同學結業了，他開始參
加英語堂的主日崇拜。求主讓他可以適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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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願他的弟弟 Eugene 在主日學繼續學習。
目前所有教導同工都來自英語堂，我們十分歡迎
粵語堂的肢體參與主日學的事工。因為現職的同
工較為年輕，我們需要更多成熟的同工，担任教
導，帶領敬拜和協助的職務。
我們十分感謝過去和現在幫助兒童主日學的弟兄
姊妹。你們的勞苦並不徒然，忠心事主必蒙福。
中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3

邁進十五年
感謝主，2014 年十月山宣慶祝建堂十四週年，同時邁向第十
五年。堂慶崇拜於十月十九日舉行，由宣道會總會㑹長 Rev.
Rod Russell-Brown 証道，並於崇拜後和李牧師及一眾教會領䄂
主持切蛋糕儀式。

馬拉松之恋
恭喜。李牧師師母長子Enoch 弟
兄和英語堂Winnie Leung 姊妹在
十月十八日結束十一年的愛情長
跑，共諧連理。婚禮在古老莊嚴
的 All Saints Anglican 大教堂舉行
，由宣道會總㑹㑹長 Rev. Rod
Russell-Brown 主禮。众多山宣弟
兄姐妹和青年人到埸觀礼，祝賀
新人並拍照留念，享用由姊妹們
預備的精美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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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新成員
恭賀李道賢傳道家庭喜添男丁。師
母Wingsze 在十一月廿五日清晨在
Westmead 醫院順利𧩙下男嬰，是李
家第四胎，也是首個男嬰。

英文翻譯 :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新葡在山宣

教會第廿五屆施浸禮崇拜於2014年11月29日在
Epping Gospel Chapel 舉行，共有16位弟兄姊妹受
洗加入教會。崇拜由李牧師主禮，Pastor Tony 証
道，梁傳道頒發入會證及致送紀念品。洗禮者名
單如下：于素穎，趙鮃，周薔姿，趙炯，施玉兒
，陳順欽，湯靚，鍾浩陽，高曉芬，楊惠雅，江
逸慧，張蔚藍，Victor Zhang ，陳嘉軒，Jermyn
Young及梁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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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同改善
敬拜部(包括敬拜隊，音響組，投影組）舉行聯合
會議及分享㑹，由部長何智聰執事主持，李牧師
和師母也應邀出席分享。很多成員認同今年敬拜
部各單位均有進步，也感謝主有新成員加入。李
牧師提到敬拜形式應序中有變、變中有序；他強
調敬拜者應心靈在內、形諸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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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Freddie Li李道賢傳道
今年月會主題如下：
三月：荒失失談爸
四月：我要造硬漢
五月：現代帶子雄狼
六月：他的美麗日記
七月：我係P牌爸
八月：退而不休
九月：男人的虐點
十月：男人的獨白
十一月：家庭聚會

今年聚會 由2015年3月15 日開始，
將會改為 第三個主日傍晚六時至九時三十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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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事工2015年主題為

“來自火星的男人”
，乃引用 2014年香港電台 同名節目＂來自火星的男人＂。

月會內容包括 詩歌丶晚飯丶主題錄影播放丶聖經回應和代禱。歡迎各位男士參加。
英文翻譯 :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2015年 主題：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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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聚會 由2015年2月27 日開始，
每周五 晚上七時十五分至十時
在教會舉行

•配合教會主題及分題的查經
•探討人生的價值觀
•啓示錄講座
•互助互愛的分享
•精彩游戲

英文翻譯 : Grace Li 李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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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錯過了上年舉辦的“系統神學”課程？不論是與否，你都不應錯過快將於二月廿五日開始，
一連八課由李牧師主講的“羅馬書研讀”課程。
《羅馬書》在聖經中列在書信的最前面，足見它
的重要。馬丁路得稱《羅馬書》為福音摘要；又
說基督教只要有《約翰福音》和《羅馬書》就不
致消滅，仍必發揚光大。 他也勉勵信徒讀這書；
他說人可盡量研讀《羅馬書》，研讀得越多，越
能發現它的寶藏。加爾文也見證說：『任何人若
通曉此書，便是找到了一條明白整本聖經的通道
。』
事實上，本書是教會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聖經書
卷。奧古斯丁因讀到本書第十三章而悔改歸主；
馬丁路得因藉本書而領悟到『因信稱義』的真理
，乃掀起了宗教改革；約翰衛斯理因聽見別人朗
讀馬丁路得的《羅馬書註釋》而體會到得救的確
據。

總而言之，本書乃是經中的大經，無論就它所論到
的題目之大，所引用的舊約聖經之多，所敘事物的
範圍之廣，以及神所豫定的救恩之豐，均非其他經
書所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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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5/2 ，4/3 , 18/3，25/3, 1/4, 15/4, 22/4, 29/4
(共8堂）
時間: 7:45-9:30 p.m.
上課地點: 教會堂址
導師： 李智峰牧師
課程要求: 1. 最少能夠出席 70%課堂 (6 課);
2. 投入及參與課堂的討論

備註: 此課程是 Level 3 課程，適合已受浸及願意接受事奉裝備及生命成長的肢體，若其他肢體對這課程有興 趣，也歡迎參加
。 參加者請填妥以下的報名表後交回教會幹事(Ruth 姊妹) 。

日期：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內容：中國舞，粵曲，
信息分享，茶聚

時間：7:30pm 至9:30pm

地點：教會堂址

費用：全免

報名及查詢：(02) 9484 6374 /
0414 600 732 (李太)

為配合教會2015年的主題及分題，李牧師會在每個
月一個星期天舉辦專題或聖經課程。教會一至三
月的季題是禱告，所以第一季的專題聖經課程是
關於禱告的操練，有以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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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人與禱告
•談情說愛的禱告
•禱告與自我輔助
日期：18/1，15/2，23/3 (共3堂)
時間：11:30 am – 12:30 pm
地點：教會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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