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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 委身  
Rev. Almon Li 李智峰牧師  

 

 

教會 7-9 月份的季題是「委身」。教會期望所有弟兄姊妹都委身；因沒有委身的

信徒，教會就算有幾多有質素的聚會或訓練，教會都不能復興及不會有增長。但

甚麼是委身？委身包括委身於神及委身於群體。今天我會集中與大家思想委身於

神這方面。 

委身於神 

很多信徒是決志跟隨主耶穌幾個月後，發現仍然和未信之前一樣(如果不是更壞

的話！)於是就得到一個完全不正確的結論，以為他的決志不夠真誠，其實是不

明白甚麼是委身。得著神所賜豐盛的生命，就要向神徹底的委身；就是將整個生

命交託給神。讓我們仔細思想主耶穌的話，「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我犧牲

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 9:23-24) 

請注意這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因事實上主耶穌是這樣說：「我對你的委身是完

全的，我已為你撇下所有，甚至釘身十架去拯救你，你會為我做同樣的事情麼？

我向你保証；假如你肯這樣做，你絕不會後悔，但你可要付上極高的代價！」主

耶穌要求將我們生命的中心重新規劃。我們整個屬土的天性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但主耶穌要求我們「將它忘記」，「將自己撇下」。這好比你將你所有的財富都

放在銀行戶口裏面之後，給神簽一將空白支票。神大可以在 24 小時之內，用這

張支票提取你全部的款項，又當晚就要你為主殉道。但神不會這樣做，他會引導

我們遂步的委身。例如，首先要我們立志每天禱告、讀經，留些時間給神，與神

建立關係。跟住可能是要我們立志離開不好的壞習慣或環境；再下來可能是要我

們運用恩賜事奉神等。這樣一步一步繼續下去，直到我們開始明白自己實在已經

將整個生命奉獻給他當作活祭。但是，我們之中有多少人肯願意這樣委身於神？

有勇氣決定將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呢？ 

經驗告訴我，神實在對我們有所要求，但他卻是充滿忍耐和恩慈，直到我們已經

準備好了。 

有一位牧師和太太有一次駛車經過一個最沒有吸引力的市鎮。他們彼此說：

「我們最好永遠不要再到這裏來，否則就實在慘了。」但幾年之後，神竟然呼

召他們往那個市鎮工作。他們驚奇他們不但能夠決心前往，並且在抵達那地方

之後，亦能夠快樂地安居下來。這就是委身。 

委身就是完全的順服，順服神的話，順服神的帶領，順服神的安排。並且不是

無可奈何地順服；而是充滿喜樂地順服。弟兄姊妹，神安排給你的教會，未必

是你最喜歡的教會，神要你做的工作/事奉，未必是你喜歡的，神要你服事的

肢體或家人，可能是你很難頂的，但若我們真的委身於神，就要完全的順服，

歡歡喜喜的在神安放我們的教會中，位置上，完成神要我們完成的使命，託付

及工作。弟兄姊妹，你預備好委身於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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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師母, Grace, Juanita, 

Wendy, Sher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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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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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翻譯:  Carol Li 李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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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身基督 

Margie Hall 

人生充滿對人或事的委身。試想想，我們要委身於

父母、家庭、工作、政治等，而這些委身是人所共

盼，並不稀奇。我們對某些人或事特別委身，這視

乎個人成長背景而定。 

 

我們在世上也活在不同的「世界」 -- 體育，娛樂，

大學，醫療等等。在這些「世界」中我們也可以找

到委身。有委身的目標才可以得到好成績，然而這

些目標不會改變委身的人的本性，也不能幫助助他

們得到永生。 

 

耶穌基督藉著聖靈向人啟示祂。我需要畧為解釋耶

穌是誰，祂為何降世。聖靈激勵我們去傳講人要認

罪和悔改。 神奇妙的愛就是差遣祂的兒子承擔我們

的刑罰，叫我們跟隨耶穌基督。這是基督給予我們

新生命的承諾。 

 

我們必須清楚說明耶穌基督是誰和祂在世 33 年所為

何事，否則我們不能期望人們對福音有正面的回應。

我們有責任清晰傳講我們從聖經領受到關於耶穌的

信息和聖靈重生的意義。聖靈透過神的話向慕道者

作工，感動罪人悔改、得赦、委身於基督。罪人被

聖靈感動相信耶穌，靠著神恩得永遠的救贖。  

 

他們的生命必須有轉變，由黑暗投向耶穌榮耀的光

明。這是委身基督的第一步。讀經祈禱成為生活的

重要事情。今已蒙恩得救的罪人，將一切其他影響

生命的委身讓給主耶穌。他們生存在世的目的變得

清晰。基督內住在他們心中，他們也向仍在黑暗中

的人傳福音。撒旦會千方百計引誘信徒，所以信徒

要有堅強的委身，専注于主耶穌。 

 

凡自稱重生的信徒需有願意犠牲的委身，好讓人從

他們的生命中見到得勝，堅定和信心。 

約壹 5：4 說：「... 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誰

能勝過世界？就是那些相信耶穌是神子的人。 

啓 3：21 說：「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

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 

啟 21：7 説：「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

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中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令人有迴響的敬拜 

Fione Kelly 鄭婉貞 

數星期前有一位弟兄問我，作為敬拜隊領袖事奉多久

了。我從來沒有數算過 ，現在經考証下 ，約四個年

頭了，說長不長， 短也不算短了! 

由剛開始時在台上只顧敬拜流程又心驚胆戰，到現在

可以享受敬拜和兼顧會眾反應，總算有點兒改善，但

仍然還有很多進步空間。所以每當有機會去受培訓或

觀摩其他"有恩賜，有經驗者"带領敬拜，我都希望可

以學習一些新的技巧或者領詩方式，好讓我做到"更

新敬拜"。 

最近有機會與角聲使團的團牧分享自己作為敬拜隊領

袖的心路歷程。他提及敬拜隊不單衹在台上和台下會

眾一同敬拜，敬拜隊要做到带領會眾進入敬拜當中，

環境和氣氛是十分重要的，美妙的歌聲及優美的音樂

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這個說法我在五月份一個培靈會就體會到。歌手與樂

手純熟的演繹加上得宜的音響，配合牧師的講道，整

個聚會我感到自己敞開胸懷與神

親近，整整一個星期我心中都滿

有迥響!  

毫無疑問，敬拜隊負責彈奏和領

唱詩歌，但要有好的敬拜環境及

氣氛，還需要其他事工配合，當中包括音響，PPT 及

敬拜隊成員，和現埸的互動配合。 

在最近一次敬拜部會議中，我們檢討怎樣可以有更美

好的敬拜，如何提高音樂和歌聲的質素，更提到與其

他事工和諧配合的方案等等。會眾其實也可以間接參

與這個事工，你們的意見是寶貴的! 我們樂意聽取意

見，無論是褒是貶，都對以後的敬拜有所幫助。 

我非常希望我們都可以一同努力，讓每一個主日的敬

拜都討神的喜悅，同時也能令每一個在殿中的肢體都

感受到迴響的敬拜! 

英文翻譯: Reyland Szeto 司徒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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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操練」分享 * 

Edith Ip 葉謝美玲 

教會在第一季舉辦的專題課程「禱告操練」已圓

滿結束。這個是信徒靈命成長裝備課程之一。這

三節課程由牧師教導我們正確的禱告操練。 

第一節 : 「屬靈人與禱告」 

現代人的屬靈重點放在自己身上，常處理內心世界

的問題、忽略關心別人。牧師教導我們要放下自己，

將屬靈操練的中心轉移到基督的身上。找一個安靜

的地方放鬆身體，作深呼吸，將所有憂慮、重擔都

卸給神。祈求耶穌進入自己的生命，我們也要進入

耶穌的生命。 要親身去經歷神，遵照他的訓誨而行，

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在生命裏要高舉耶穌，

要作主的見証人。 真正經歷神的人，會對神存敬畏

的心，能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讓基督主宰生命。 

第二節 : 「談情說愛的禱告」 

愛和關係是需要培養的，我們需要時間和神在一

起相交，以至心與心愈來愈契合。當我們知道自

己是那麼的貧窮，內裏是那麼的荒涼，就會起來

渴慕神。 如果你愛慕一個人，你是會盡量花時間

與他交通，很渴慕和他親近。同樣的我們要有動

力去渴慕親近神，因神對我們的愛是可等的長闊

高深。聽了道後要花時間在家反思，禱告且運用

在生活中，行出基督的道。多花時間與基督交通，

心靈相交，像新婦的特徵，深深的渴慕神。 

第三節 : 「禱告與自我輔助」 

我們要捨己，學習耶穌的榜樣。不是說要我們脫離

現實生活，過苦修禁慾的生活。是真正對付自我，

脫離自我中心，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每天操練屬

靈的功課。 經過每天的工作與生活之後，需要一點

時間來自我反省，作查驗的禱告。查驗禱告有三個

步驟。 

1.  要向神感恩，每天有聖靈的帶領過生活，願意順服

神過神喜悅聖潔的生活。 

2.  將自己生活的壓力，担子交托給神，求神的帶領去

行前面的路。 

3.  省察自我中心的行為，有甚麼得罪人、得罪神的地

方，要向神認罪、悔改。 

透過自我反省去審視自己的長處、恩賜，有甚麼

地方不足和改進的計劃。我們要接納自己，才能

在神面前坦誠和有親密的關係; 接納別人，和別人

有好的相處。 

*參考：牧師的筆記 

英文翻譯 :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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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興伯伯見証 

 Lee Hing 李興 

我退休之後，從香港去到美國住了十年 (2001 年至

2010 年)。因為家庭的變故 (兒子潛水發生了意外而死

亡)，從美國再次移民至澳洲投靠女兒及女婿。 

 

在 2008 年我患上前列線癌，因當時我是美國公民，

所以有醫療保障，所有醫療費用全免。由三位醫生給

我疹治，化驗、化療及放射治療等等。醫生雖然說，

所有癌細胞不能保証完全消滅，但我的驗証結果 

，我的癌細胞近乎零。所以醫生說我是康復了，但都

要看五年的時間。我現在已經 89 歲，已經超越了醫

生所說的期限了。 

 

現在我有了肝癌，一直潛服在我的身體內，沒有痛苦 

，這是神的恩典。我兩次的癌症，我都仍然能外出散

步，吃自己想吃的東西。這完全是神給我的恩典。我

希望與我同病相憐的朋友

或弟兄姊妹，都能好像我

一樣，靠著神給予的力量

和平安去面對並戰勝身體

的疾病。 

 

多謝牧師、師母和弟兄姊

妹的關心和代禱，禱告的

力量何等奇妙。希望神仍然能給我機會侍奉他。因年

輕時我沒有甚麼高的學歷，我仍然希望大家能多多的

教導我明白神的話語。我的心願是可以繼續的認識神

及服侍神。 

 

願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編按： 作者李興弟兄於本年五月廿六日安息主懷。本文是他在本年三月廿九日“喜樂人生”佈道會中所作的見證。 

 

英文翻譯: Sherwood Kwok 郭兆和 

 

見証─神常與我同在                                           

Reena Yeung 楊惠雅姊妹        

我最早聽到關於神是在學校 (上聖經課)，我的姊姊、

哥哥也如是。經過我們三人一段時間的說服，我的爸

爸便答應去他朋友的教會。 

大約七年前我開始去教會。教會讓我更親近神。每週

我學到更多關於祂，我渴想知的問題都得到答案。最

終我明白到耶穌為我做了甚麽，乃是祂對我無盡的愛。

上聖經班時，我向神禱告，打開我的心讓祂進入，我

希望神成為我生命的中心。 

那是三年前，當神清楚提醒我祂是神。我的姊姊正用

電腦觀看一集「神是愛」的講道。我那時也跟她坐下

來看，那男士解釋神的愛和祂就是愛的事實，把所有

的都說清楚明白，一息間我恍然大悟，就好像我花了

一生來尋找的那拼圖終於找到那最後一塊。所有的東

西都可拼湊起來。每一樣都是有意思的。認識主改變

一切。這個提醒尤其改變我整個人

生目標的觀點。我不再為自已而活，

我是為神而活。直到今天，我盡最

大努力為神做每一件事情。 

神一直看顧我整個人生。我學會神

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其目的，有時你

只管耐心。有時那不是你想要的，

但祂似乎時常為你預備更好的。 

每當我害怕時，我會禱告神，這節聖經句子會時常在

腦海中出現，「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

把我怎樣呢！」(詩篇 118:6) 。我的姊姊把這節金句

寫在一張紙上貼在我的房門後。由那天起，我知沒有

甚麽要怕的，因為神常與我同在。 

 

中文翻譯: Janet Yu 余黎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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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記 

「喜樂人生」佈道晚會 

由婦女㑹首次主辦的「喜樂人生」佈道晚會於三月廿八日（星期六）晚上 7：30  至 9：30 在教會堂址舉行。

當晚節目包括：中國舞、粵曲、見證（李興伯伯）、信息（李智峰牧師）、茶聚。 

 

第廿六屆浸禮 

第廿六屆浸禮於 4 月 18 日（星期六）於 Epping Gospel Chapel 舉行，由李智峰牧師主禮。受浸者名單：江林妤

祐（粵語堂），鄧婧萱，謝韋瑤，王卓樺，王卓禮（英語堂），程偉玲（國語堂）。在浸禮翌日（4 月 19 日）

主日崇拜舉行入㑹禮，入㑹肢體名單如下：陳滿怡，連綺雯，李文浩，李慧姸，郭兆和，黃玉鳯，杜潤愛，

何雅琪，楊樹斌（粵語堂）。 

  
 

 

 

2015 國語堂生活營花絮                                                                                             

Mandarin Church 國語堂                                    

感謝神的恩典和每位弟兄姊妹共同的參與和支持！國語堂 2015 生活營完滿結束，大家仍帶著意猶未盡的興致

在聊天群組裡暢述了數天的營會感受。看到神賜下美好的天氣 和營會美麗的環境。感恩神的保守和同在， 讓

我們眾參加者有喜樂的心在 Kiah Ridge 營地聽道、崇拜、聯歡和運動比賽…歡樂地渡過了每一天的時光。由

衷地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天上的父。以下是梁傳道、Amy 師母和眾參加者提供的營會感受和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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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莊傳道: 

山区国語教會營，弟兄姊妹三天情， 

主賜陽光好天氣，鳥語花香樂盈盈。 

一天六攴豐盛宴，你談我笑共品嘗， 

飢渴慕義得靈糧，貓鼠例子共鳴强。 

破冰遊戲互分享，才艺演出各展長， 

自由活動齐共享，拔河跳舞最高昂。 

弟兄咬牙兼切齒，力拔山河氣蓋世， 

姊妹装模兼作樣，力不利夸可奈何。 

劲歌快跳萍果舞，姊妹手舞也足蹈， 

弟兄也耒跳跳跳，齐耒一起领風騷。 

弟兄姊妹一家親，依依不捨教会營， 

点燃生命賜祝福，感谢神恩到永生。 
 

 

解斌: 

开心的教会营会, 抛开了生活中的烦恼与琐碎, 畅然投入到

主内的集体生活。拔河、乒乓球比赛、才艺表演、跳集体

舞、布道、见证、分享，活动丰富多彩，大人孩子全都积

极参与，特别是"小苹果"集体舞 high 全场。感谢组委会的

兄弟姐妹们，给我们组织了美好的时光。"让自己成为别

人的祝福", 希望营会的精神能伴随大家走得更远。 
 

譚玲: 

主赐恩典我今得，增添信心痛悔改，丰丰富富进神国。 
 

 

吳宗琦: 

点击无数阅高人 , 燃亮灵火续温情, 生有涯来爱无垠, 命运

交与主手心, 赐下恩典伴你行, 祝君日日得洁净, 福过

东海耀主名。 
 

張宇: 

惜别营地，带着丰富的行囊归来。行囊里满载欢声笑语，

精彩瞬间和感人的画面。难忘神的大爱，让你我变成彼此

灵命的烛光，共同点燃生命的祝福。再次启程吧，让我们

奔走在信心的路上一路高歌！ 
 

周世琰:   

国语生活营，尽展主内情，分享信息好，心中点明灯。 
 

 

Amy 師母: 

我爱国語教會營，弟兄姊妹重温情，聽主教導更心靈，營

後回响更激情。 
 

陳伯濤:  

年度山庄营会处，百顷林森宿小屋。弟兄姊妹同欢乐，乒

乓拔河猫和鼠。 

意醉深道犹未尽，奉献分享掏心出。点燃生命赐祝福，融

悦一家展袖舞。 
 

高丹 : 

点点滴滴生活营, 燃亮圣经的热情。生命波澜我不惊, 命中

自有主照应, 赐我平安靠圣灵。祝我国语扬福音, 福杯满溢

到天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