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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回應

2020-12-6 我尋祂、祂找我
h"ps://bit.ly/NSRF-061220

2020-12-13 諷刺的報佳⾳
h"ps://bit.ly/NSRF-131220

2020-12-20 作在最⼩的⾝上
h"ps://bit.ly/NSRF-201220

2020-12-27 若果疫症不會停⽌....
h"ps://bit.ly/NSRF-271220

 

新午堂崇拜資訊網址: http://bit.ly/EFCANNS 

2020 年 12 ⽉ 6 ⽇

⽉訊

牧者的話

按牧感⾔

        衷⼼感謝靈福家的眾肢體，對我的愛護和接
納，為著親愛的堂主任謝友德牧師，並靈福堂的眾
執事領袖，給我在事奉上的肯定，推薦我接受被按
⽴牧師這聖職，我滿⼼向神感恩！事實上，按牧卻
絕不是「升職」，乃是在神的靈感動之下，會眾認
授牧者，牧者也願意在神⾯前領受聖職，⽴志牧養
群⽺。所以由此角度看，不論是稱為「傳道」、「宣
教師」或是「牧師」，只要是牧者，從⽴志委身牧
養教會的第⼀天，都已具備「牧者」的身分。以弗
所書四章所講的「牧師和教師」，其實是「教牧
師」⼆合為⼀的職分，是負責神話語及牧養的雙重
恩賜及職事。主耶穌
更對作領袖的⼈，指
出⼀種與世⼈完全相
反的價值觀：「誰願
為⾸，就必作眾⼈的
僕⼈」（可10:44）。
因此，按牧給⾃⼰的
提醒和挑戰，只會是
求主讓我學習更謙卑
像主，更願意委身服
侍別⼈的牧養⽣命。

        最近也有弟兄姊
妹對我說：「遲些我
們就要改⼜叫你『牧
師』，叫『鄺牧』不
叫『鄺傳』啦！」我
很多謝對我這樣表達的肢體，因為這表⽰他們對我
的⽀持和尊重。有幾次我卻對他們說，其實我好喜
歡⼈稱呼我「鄺傳」或「鄺傳道」甚至「礦泉⽔」
（這樣稱呼的多數為⼩朋友），發⾳不但呷韻，更
因為被稱呼「鄺傳」⼆⼗幾年，帶有⼀份莫名的親

新午堂崇拜 2020年12⽉講道主題⼀覽

⽇期 週次/課題 講題 講員

6/12 福⾳專題 我尋祂、祂找我 謝友德牧師

13/12 路加系列

/聖餐週 諷刺的報佳⾳ 鄺偉志牧師

20/12 服侍課題 作在最⼩的⾝上 鄺黃麗明傳道

27/12 後疫症系列 若果疫症不會停⽌.... 鄺偉志牧師

新午堂粵語崇拜特⾊： 
★ 現代形式崇拜，流程順暢，適合初信及慕道者
★ 多元化講道主題，貼近⽣活講解信仰
★ 講道配合思考問題及互動問答，讓參與者更深 
     入追尋真理。互動回應連結如下，歡迎使⽤：

    時間: 逢禮拜⽇ 下午 12:15
    地點: ⾞⼠活 神樂中⼼  (Zenith Theatre)
    地址: Cnr. of McIntosh St. & Railway St., Chatswood 2067
    查詢: (02) 94156044;  lindfieldoffice@efca.org.au

教會網址: efcacantonese.org.au

奉獻資料: Westpac Bank 
(BSB: 032-091; Acc. No.: 35-1813;       
Acc. Nam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Inc)

https://bit.ly/NSRF-061220
https://bit.ly/NSRF-131220
https://bit.ly/NSRF-201220
https://bit.ly/NSRF-271220
http://bit.ly/EFCANNS
mailto:lindfieldoffice@efca.org.au
http://efcacantones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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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感，所以⽇後⼤家沒有稱呼我為「鄺牧」⽽是
「鄺傳」，我非但不會不開⼼，甚至會珍惜這樣的
「改不了⼜」，因為這是反映了我們那份牧者與弟
兄姊妹的親切關係呢。

       在後COVID時代，2021年仍是相當⼤的挑戰，
各⼈既要重新出發，⽽⾯對⾹港環境愈來愈變得惡
劣，我們會為仍在港的親友們擔憂︔加上從⾹港來
的⼤批家庭移民，他們在實質⽀援上、甚至帶著受
創⼼靈上的需要，都是真實可預期的。在這些⽇⼦
以來，我⼼裡⼀直為這些事禱告和預備。故此，我
懇求各位不單為我和李東牧師禱告，也切切為靈福
家每⼀位弟兄姊妹禱告，讓我們⼀起彼此配搭，建
⽴主的教會，因為教會並不是只有「牧師」、「傳
道」和「執事」等領袖參與事奉的，我們實在是「⼀
個身體」啊！

鄺偉志傳道/牧師
2020.12

神家的事

1. 這裡「神家的事」即「家事報告」。我們在這份
午堂⽉刊只選擇登載⼀些與整體粵語會眾相關的報
告，其他報告及事項，請參早中堂週刊。

2. 為⽅便午堂迎新組作出有效關顧，若有弟兄姊妹
邀請新來賓參與午堂崇拜，建議盡量早15分鐘到
達，更歡迎預早與教牧聯絡，讓我們有最好服侍的
準備。

3. 按牧典禮：12⽉6⽇下午⼆時⼗五分在St. Alban’s 
Anglican,  Lindfield 教會舉⾏。按牧典禮將會在網
上直播及邀請參與者實體出席，同頌主恩，因實體

聚會已滿額，請弟兄姊妹參與網上直播，聚會連
結：https://youtu.be/Ya5dLya96sE。

4. 聖餐：由12⽉開始，新午堂崇拜的聖餐⽇期改為
第⼆週進⾏（即12⽉13⽇）。請有守聖餐者(包括
會友或非會友)，請通過以下途徑登記資料：直接
連線 http://bit.ly/HolyCom-EFCA 或掃描相關的⼆維
碼或可填寫印刷版表格。

5. 年終感恩祈禱會：本年度年終感恩祈禱會，將於
23/12 晚間舉⾏實體祈禱會，由鄺偉志傳道負責，
⽇間祈禱會將會取消，內容有感恩分享⾒證，述說
主恩，請踴躍參加，⼀同為教會守望！

6. 粵語聖誕⽇崇拜 (25/12)：於神樂中⼼舉⾏，時
間為上午 9.00 和 10.45 兩場。⿎勵各弟兄姊妹積極
參與現場崇拜，記念救主、同頌主恩。

禱告的⼿

• 為澳洲疫情受控感
恩，但請繼續為全球
疫情的控制及影響，
疫苗開發及其成效禱
告。

• 為世界及⾹港的局勢
愈趨緊張禱告。

• 感謝主11⽉29⽇的福⾳主⽇有願意決志信主、慕
道及歸回信仰者！請為他們繼續尋道的⼼禱告。
新午堂崇拜的事奉團隊及發展禱告。

• 請為身處病患及各種難處的肢體守望。

祈禱會連結：619 050 485 (PW: 1111) 12:30 & 8pm

https://youtu.be/Ya5dLya96sE
http://bit.ly/HolyCom-E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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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新葡⾒證 

變形⼿指的恩典    蘇芷珊姊妹 (Stephanie)


我⾃⼰並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長⼤，⼩時候的我，好
鍾意運動，放學都會去學游⽔，縱使好動的我，⼩
學的時候冇太多朋友，⼩學⼩息經常⾃⼰⼀個⼈在
操場⾏來⾏去，所以性格好⾃卑、好細膽，出街⾒
到⽼師或者同學都會躲在⽗母身後，因為寂寞，成
⽇⾃⼰⼀個屈⼿指（所以本⼈嘅⼿指與正常⼈有點
不同，不是太多⼈知道，只有鄺傳、師母和有兩位
朋友知道）。

中學的時候，入讀了⼀間基督教學校，雖然這間學
校沒有宗教課，但總算也有幾位基督徒⽼師，有位
好虔誠的基督徒⽼師做了我班主任，她有教我禱
告，亦送了⼀本聖經給我，之後放學在學校⾨⼜遇
到⼀班基督徒傳福⾳，其實我當時係決志信左主，
但是決志決得不清楚，所以決了志之後也沒有返教
會，返學校團契，沒有認識耶穌... 但我現在相信，
上述經歷都係⼀個果⼦埋在我⼼中....

中學我依然繼續好動，仲越玩越多運動！我除了參
加游泳隊之外、學習打壘球，仲參加埋壘球校隊，
在中學的時候也學習跆拳道，這時候也經常⼀放學
就練習跆拳道，以前也會參加比賽，有幾次也贏了
獎杯及獎牌... 仲差少少入到代表隊，或者可能我⾃
⼩的⾃卑，令⾃⼰變得燥底、變得好好勝，也好容
易⽣氣︔所以有時參加跆拳道比賽輸了，會好容易
燥底、好容易⽣氣！

直到考完DSE，我過來澳洲讀書（感謝⽗母讓我有
⼀個機會來到澳洲讀書，沒有他們我也來不到澳
洲），在2016年開始參加靈福堂的主⽇崇拜，也開
始參加了以利亞團契，認識到⼀班好好嘅團友，他
們亦都是我嘅朋友，也認識到幾位可以交⼼嘅朋
友，好開⼼！後來鄺傳加入以利亞團契，令到團契
變得更加有朝氣！在這段時間，⾃⼰變得多嘢講
咗，亦變得⼤膽左︔在這段時間，團友和鄺傳都有
向我傳福⾳，講解其實我⾃⼰返教會信緊個什麼的
神，他們也有問我想不想決志，但種種原因，我都
否決左佢哋，直到2017年6⽉22⽇，當⽇鄺傳同我
去食飯，⼤家傾吓計，後來我⾃⼰有感動，因為知
道⾃⼰要離開澳洲幾個⽉，當時離開澳洲嘅原因，
係因為讀 foundation 的我七⽉畢業，但雪梨⼤學
護理系開學時間係下年⼆⽉，也知道⾃⼰在悠長假
期中，會做好多刺激嘅活動，例如：衝浪、浮潛、

游⽔，其實都幾危險... 我都希望有⼀位神可以保護
我，可以就算返咗⾹港，都唔會忘記主，所以我決
定當⽇同鄺傳做⼀個決志禱告，今次嘅決志，絕對
係真真正正深信的決志，當⽇決志，我就係知道⾃
⼰信緊那位神！

信了主之後，正常⼈也會說⾃⼰信了耶穌，但我沒
有，我仲叫鄺傳幫我保守秘密，當時只有鄺傳、師
母，同埋導師知道，因為⾃⼰知道⽗母不是基督
徒，所以怕他們知道我信耶穌後會唔開⼼，所以唔
夠膽講⾃⼰已經決志信耶穌，當然返⾹港幾個⽉內
⼼亦都好擔⼼，會唔會⽗母叫我裝⾹拜神，但感謝
主，嗰幾個⽉... 冇！返到⾹港幾個⽉，雖然鄺傳介
紹我返⼀間教會，但係最後返左⼀次，就冇返... 後
來，⾃⼰開始經歷神，⾒到神慢慢⼀路⼀路開路，
2018年認識到來到雪梨作短宣的青年實習宣教⼠
（青宣），認識到青宣的領隊同埋宣教⼠，最後我
嗰年返⾹港，就去領隊那間教會參加崇拜，當時⾃
⼰都好驚，唔知點同⽗母開⼜講：話我想星期⽇返
教會... 最後也是⿎起勇氣跟⽗母提出，結果... 他們
竟然沒有反對！以後返⾹港的時候，我星期⽇會去
⽯硤尾返教會，然後崇拜完結之後，即刻坐⾞返⾺
鞍山同⽗母飲茶。

信主初期，脾氣其實都好差，玩 board game 好燥
底，會拍枱的！但隨着時間，脾氣慢慢改善，在教
會開始學習事奉神，亦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例如：
打⽊箱⿎、在培靈祈禱會做⾳樂事奉、打倉頡、學
傳福⾳、學習靈修.... 係咪好乖呢︖ 那時當然是
了！但做基督徒唔係⼀帆風順，唔係話脾氣改好
咗，就唔會復發︔在2020年，⼤家都知道有
COVID-19，令到教會好多聚會同主⽇崇拜都轉在
網上舉⾏，因為網上舉⾏聚會，當時的我，變得好
唔專⼼聽到，慢慢慢慢，⽇⼦每⼀⽇咁樣過，我開
始感覺到⾃⼰同上年有點不同，開始同神有距離，
⾃⼰脾氣都變返有啲暴躁，令到⾃⼰同幾位朋友嘅
⼈際關係破裂左... 後來得到提醒，但我⾃⼰知道，
破裂左嘅關係，需要時間去修復，⽽我⾃⼰亦都要
時間反思⾃⼰、再改善脾氣、然後再向嗰幾位朋友
道歉... 可能⾃⼰的固執、硬頸、同⾃我，仍在努⼒
中...哥林多後書5:17提到「若有⼈在基督裏，他就
是新造的⼈，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希
望洗禮過後，希望⾃⼰嘅脾氣可以改變，努⼒學習
和跟從耶穌，變成⼀個新造的⼈！亦可以學習放下
⾃我，挽回過去破裂的⼈際關係...求主幫助我，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