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2021.3 ⽉訊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禱告的⼿

• 為2021年世界、澳洲、緬甸及⾹港的政經形勢繼續守
望。為澳洲及全球疫情反覆禱告，求主保守疫苗開
發，也能應付病毒變種的挑戰。

• 為已聘任但仍在外等候⼯作簽證的三位牧者能順利來
澳事奉禱告。

• 為靈福堂在2021年教會事⼯，特別我們新午堂崇拜的
事奉團隊禱告。

• 為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並為雪梨北岸社區的居民，
能在這艱難時間能得從主⽽來的盼望和⼒量禱告，特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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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m

 新午堂崇拜資訊網址: http://bit.ly/EFCANNS
牧者的話

「預苦期」和「聖灰⽇」與我們有關嗎︖

鄺偉志牧師

雖然不是每間福⾳派的教會持續遵守「預苦期」（就如
我們教會靈福堂也是如此），但這個禮儀教會傳統，及
其中所包含的屬靈意義，是⼀些很好的提醒，也是很值
得我們欣賞的優良傳統。從靈修默想的角度，「預苦
期」的信息是相當合適我們預備受苦節至復活節 
“Easter” 的屬靈操練。

預苦期（Lent，春天之意）是指復活節前的四⼗天（即
四旬期，不計算期間的六個主⽇）。四⼗天的由來，是
參照聖經多處提到不少屬靈偉⼈例如摩西、以利亞和耶
穌等，都曾以四⼗天與神接觸的經歷，故此預苦期成為
不少教會⿎勵信徒學習個⼈悔罪禱告、默想曾為我們受
苦至復活得著榮耀的基督，作為屬靈操練的旅程。

「聖灰⽇」（Ash Wednesday）是預苦期的開始。那天
牧師為信徒舉⾏塗灰禮，把棕樹枝燒成灰，在禮儀中塗
在信徒的額上，說：「你當緊記：你本是塵⼟，仍歸於
塵⼟。」，這禮儀⼀⽅⾯提醒信徒本質是卑微的受造
物，「塗灰禮」也是作為悔改的象徵。「灰」在聖經的
傳統裡，象徵⼈的痛苦和哀傷（參撒下 13:19，賽58:5; 
61:3，耶 6:26，太11:21等）。希西家、但以理、末底
改，都曾因家國處於危難時「禁食，披麻蒙灰，向神懇
禱」，這是猶太⼈的傳統，耶穌論末世危險的⽇⼦裡，
也提醒我們要禁食禱告。在這⿊暗的世代，充斥著罪惡
邪道的橫⾏。君不⾒緬甸和⾹港最近令⼈痛⼼和悲憤的
景況嗎︖對，今年的預苦期，是⼀個讓我們可以為⾃
⼰、為世界禱告的最合切時間。

筆者介紹我母
會播道會窩打
⽼道山福⾳堂
「2021年 
「預苦期」靈
修默想」的網
上資料（http://bit.ly/WHC-Lent-Devo2021），盼望我們
如網站中的介紹所⾔：「透過經⽂、反省、禱告、聆聽
及⾏動，讓我們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同體驗⼗字架
至深的愛，叫我們懂得感恩，願意⽣命被神更新、改

新午堂崇拜 2021年3⽉講道主題⼀覽

⽇期 週次/課題 講題 講員

7/3 靈命系列 互勉同⾏ 謝友德牧師

14/3 路加系列/

聖餐週

應如何看耶穌 鄺偉志牧師

21/3 服侍課題 重擔互擔 謝友德牧師

28/3 ⼈物專題 ⼩⼈物 鄺黃麗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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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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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indfieldoffice@efca.org.au
http://efcacantonese.org.au
http://bit.ly/EFCANNS
http://bit.ly/WHC-Lent-Dev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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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在現今⿊暗、多變的世代，更堅定遵⾏神的旨意，
⽢願捨⼰，天天背起⾃⼰的⼗字架跟從神！」

講道問題回應篇

為何天使會向牧⽺⼈顯現︖如果向拉比/ 猶太⼈領
袖顯現的話，耶穌是王的message 應該更有說服
⼒︖（在2020年12⽉13⽇午堂講道「諷刺的報佳
⾳」發問）

事實上，聖經並沒有直接解答這問題。不過，聖經研究
者其中的⼀個回答，是當時的牧⽺⼈是更願意接受耶穌
新⽣王信息的⼀群。就背景來說，當時的牧⽺⼈被看為
貧窮的異類，在猶太拉比的著作中，牧⽺⼈被描繪為不
誠實和不可信的⼈，他們的⾒證，甚至不能作為在法律
上可信的證供。如此，這則故事或許對許多當時的宗教
⼈⼠的價值觀形成挑戰，因為他們瞧不起牧⽺⼈，牧⽺
⼈的⼯作使他們不能參與社會上的宗教活動，連當時⼈
⼜普查，也似乎未包括這些屬於社會邊沿⼀群的牧⽺⼈
在內！

可是，在聖經的記載中，卻沒有對牧⽺⼈有如此負⾯的
描述。看來，這些牧⽺⼈被揀選，或是因為他們既代表
著當時那群不潔淨的⼀群，基督的救恩臨到他們，正代
表神的救恩是臨到世上每⼀個⼈，就算是最低下的階
層。此外，因這些牧⽺⼈在伯利恆附近牧⽺，在區域上
也接近耶路撒冷聖殿，有解經者估計他們所牧的⽺可能
是有份供應聖殿獻祭之⽤。如此，這事隱晦地預⽰耶穌
作為代罪羔⽺的救贖意義。

至於猶太⼈或拉比，在當時其實有不同的派別，彼此的
信念及⾏為有頗⼤的差異，他們各派⼈⼠⼼中所期待的
彌賽亞，也是頗有距離的。有些在聖殿的宗教系統中作
為特權分⼦和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不想有任何⼈物可
動搖他們的地位和利益︔另⼀極端如猶太⾰命分⼦奮銳

黨，他們⼼中所期待的彌賽亞，卻是⼀位武⼒⾰命的領
袖，也與路加所展現的集天國君王與卑微嬰孩於⼀身的
耶穌相去甚遠。

正如在⾺太福⾳所記述在希律王宮中的猶太拉比顧問，
若他們有⼼，就他們對聖經的認識，是有⾜夠資訊讓他
們去尋找基督，問題是他們並不願意，他們對東⽅博⼠
尋問的回應，也反映他們教條化的信仰本質。（鄺偉志
牧師回答）

* 歡迎弟兄姊妹對午堂講道內容，透過在司事枱提
借的午堂回應紙或其他渠道，分享您的聽後感或
想進⼀步解釋的提問，我們將認真安排講員作回
應和解答！

神家的事

1. 塑造主⽣命課程：夜間課程將定於3⽉8⽇逢週⼀8-
10pm開課︔課程會在情況許可下以實體進⾏。開課前
仍接受弟兄姊妹報名。詳情請聯絡李馮⽉芬傳道。

2. 祈禱退修會：將於3⽉13⽇（週六）9am-12noon 在
East Lindfield 教會舉⾏︔由謝友德牧師和陳偉雄牧師
主領，主題為：「深層祈禱親近主」，透過經⽂、詩
歌、個⼈安靜默想及⼩組分享，更深入地瞭解和體會親
近主的歷程。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請有興趣的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及盡早在司事桌報名。

3. 裝備課程推介：毋忘召命的稱義 (A)   教師：杜偉雄
牧師⽬的在嘗試較正信仰焦點，所强調的是因信稱義的
源起 - 基督的呼召，同時也成為「作主⾨徒」的源動
⼒。四堂網上課 - 週四晚上8-10 (18/3, 25/3, 1/4 & 8/4)。 
請在司事枱報名。

4. 聖禮：⽔禮、入會禮及兒童奉獻禮將於5⽉2⽇（主
⽇) 3:00pm在E. Lindfield教會舉⾏。歡迎凡有感動接受
⽔禮、申請成為會友的弟兄姊妹或讓⼦女接受兒童奉獻
禮的⽗母，基本要道班，將於3⽉14⽇週內開始，⼀連
五週⽇或夜間課程，請與教牧同⼯或幹事聯絡。

5. 3⽉份街頭佈道：將會在3⽉20⽇(週六)下午2時30分
至4時，在 Chatswood ⾞⼠活教會集合，是次主題為
「復活節」昐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請聯絡鄺牧師。

6. 3⽉培靈祈禱會：2021年3⽉31⽇，週三晚上8-9:30，
將舉⾏培靈祈禱會，余⼤峰博⼠，在East Lindfield 教
會舉⾏。⿎勵各弟兄姊妹積極參與，為教會及肢體守
望，也為世界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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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新葡⾒證

林壽桃姊妹 (Kitty)

我在⾹港是拜太歲的，因為我覺得是保平安，每年
都去太歲廟拜兩次，年頭祈福，年尾還神。

在2011年，⼀對孖孫誕⽣之後，女兒要求我來澳洲
居住幫助她照顧兒⼦，⾃此我在港澳兩邊往來。旅
程非常⾟苦，所以2014年便正式移民，原因⽅便照
顧兩個三歲⼤的孫仔, 並且⾃⼰年紀漸漸⼤，我只
得⼀個女，要同佢⼀齊住，女兒説這樣也⽅便她將
來好照顧我. 當時我們居住在 Liverpool Holsworthy
區 Morningside Parade 即近軍營附近，又要天天照
顧兩個twins頗忙，好少外出。

到2017年搬到Willoughby，⽅便兩個孫仔入學讀
書。由於他們⽇間上學，所以有空閒時間，想找社
交活動去消磨時間，有⼀次，無意之中，知道在
ST Paul Church 有 Line dance class，⾃⼰又喜歡跳
舞又可以當作運動，就參加了跳舞班，每次上課中
途有⼗五分鐘休息，期間有傳道⼈講道，漸漸認識
基督教，在 Chatswood ⾏街時，⾒到 CCoC 教會有
英⽂班開課，我感興趣決定報名，這樣加入了靈福
堂 Elsa 的班，由於不時出入教堂，接觸到不⼩基
督徒的姊妹，開始對神認識多了。

在這⼀段時間，播道會不時在 CCoC 會舉辦⼀些講
座，我記得有⼀次，獲姊妹邀請參加⼀個好⼤規模
嘅講座 (編按：是2018余德淳博⼠的講座)，是在晚
間 7:00pm 開始，係 weekday 本來我沒有打算去參
加，因為時間唔適合，但是那天我的女和女婿比平
時提早放⼯回來，因此我同 Alan 可以去啦！在會
場，場⾯裡好墟冚，到完場時要填個⼈問卷，在問
卷中我填了對基督教有興趣。

又有⼀次，在 CCoC 有⼀個講座，我哋唔去得，因
為要去 Eastwood 買餸菜，時間好趕唔想去，但因
為我要歸還 Millie 姊妹借給我的光鍱，好幸運那天
好快買完餸，趕及去聽這個講座，Alan 聽完這個
講座有些感動。

有⼀晚我接到⼀個電話，是靈福堂姊妹Anita電話
連絡我，她説從上次我留下的聯絡電話知道我對基
督教信仰有興趣，她邀請我去參加梁燕城博⼠在
TownHall 教會舉辦⼀個講座，當時我沒有應承，

因為是幾個星期後的事，同時個⽇我親家暫定約我
們⼀家⼤細食晚飯，我同 Anita 講到時先算啦！

過了幾星期 Anita  再打電話給我，問我有冇時間去
聽講座，當時我應承她，因為飯局約會改期，所以
可以出席，我問她我可不可以與我先⽣⼀齊出席，
她話歡迎，死啦！我又唔認識 Anita 又冇⾒過⾯，
相約在 TownHall 會合……如何打算呢︖最後⼤家
商量決定憑衣著相認，到時你穿著什麼顏⾊衫、我
穿著什麼衫來辨認，Anita 非常好⼈，有耐性又唔
怕煩，在這次佈道會上，Alan 聽咗梁燕城講梵⾼
嘅故事同梁燕城個⼈體驗，最後梁博⼠話如果誰過
有感動就站出來決志，當時 Alan 竟然起身決志，
我覺得好出奇佢做出這個決定，佢話有感⽽發，在
場 Anita ⿎勵我⼀齊起身，我唔答允，因我對神的
認識好少，唔能夠貿貿然應承她起身決志，因為我
知道⾃⼰還未有準備好。

由那⽇起 Alan 決志信主後，Anita 帶我和 Alan 返
神樂中⼼教會，我們⼀齊開始逢星期⽇去教會崇
拜，開始去認識神，在這段時期，上咗好多初信
班，認識主耶穌基督話語，我由不喜歡睇聖經，開
始漸漸接受。

回想起來，我覺得⼀切都是神安排，因為三次本來
冇時間出席又去不到的，但是次次都有奇蹟，同時
我覺得 Anita 係上帝派來天使，帶領我和 Alan 去親
近神，過咗⼀年，在2019年，我在九⽉崇拜⽇，當
天又是我的⽣⽇，上帝送給我的⽣⽇禮物係我在當
⽇決志咗，我好感恩。

以後我要繼續努⼒去學習奉信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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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我，她説從上次我留下的聯絡電話知道我對基
督教信仰有興趣，她邀請我去參加梁燕城博⼠在
TownHall 教會舉辦⼀個講座，當時我沒有應承，

因為是幾個星期後的事，同時個⽇我親家暫定約我
們⼀家⼤細食晚飯，我同 Anita 講到時先算啦！

過了幾星期 Anita  再打電話給我，問我有冇時間去
聽講座，當時我應承她，因為飯局約會改期，所以
可以出席，我問她我可不可以與我先⽣⼀齊出席，
她話歡迎，死啦！我又唔認識 Anita 又冇⾒過⾯，
相約在 TownHall 會合……如何打算呢︖最後⼤家
商量決定憑衣著相認，到時你穿著什麼顏⾊衫、我
穿著什麼衫來辨認，Anita 非常好⼈，有耐性又唔
怕煩，在這次佈道會上，Alan 聽咗梁燕城講梵⾼
嘅故事同梁燕城個⼈體驗，最後梁博⼠話如果誰過
有感動就站出來決志，當時 Alan 竟然起身決志，
我覺得好出奇佢做出這個決定，佢話有感⽽發，在
場 Anita ⿎勵我⼀齊起身，我唔答允，因我對神的
認識好少，唔能夠貿貿然應承她起身決志，因為我
知道⾃⼰還未有準備好。

由那⽇起 Alan 決志信主後，Anita 帶我和 Alan 返
神樂中⼼教會，我們⼀齊開始逢星期⽇去教會崇
拜，開始去認識神，在這段時期，上咗好多初信
班，認識主耶穌基督話語，我由不喜歡睇聖經，開
始漸漸接受。

回想起來，我覺得⼀切都是神安排，因為三次本來
冇時間出席又去不到的，但是次次都有奇蹟，同時
我覺得 Anita 係上帝派來天使，帶領我和 Alan 去親
近神，過咗⼀年，在2019年，我在九⽉崇拜⽇，當
天又是我的⽣⽇，上帝送給我的⽣⽇禮物係我在當
⽇決志咗，我好感恩。

以後我要繼續努⼒去學習奉信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