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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

• 為澳洲及全球⾯對新冠疫情禱告，感恩澳洲防疫情況
理想，但不少地⽅例如印度的疫情再度失控，求主保
守！

• 為2021年世界各地的政經形勢繼續守望。5⽉12⽇的
網上祈禱會特別為世界各地的需要禱告，⿎勵各位預
留時間參加。

• 感謝神三位牧者的簽證已經順利批出，求主保守英語
Rev Hung（5⽉底）、粵語兩位 Kenny（6⽉底）及
Keven（7⽉中）順利來澳事奉禱告。

• 求主繼續感動我們，建⽴愛禱告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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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緬甸短宣，今⽇禱告反思

鄺偉志牧師

最近幾個⽉來，在不同的社交媒體群組中，收到不少為
緬甸、印度禱告的資訊，其中為當地的疫情、局勢，特
別為到當地教會和宣教⼠禱告，因為筆者⼀些事奉背
景，內⼼很受觸動....

回想到2014年，當時在⾹港短宣中⼼服侍，三⽉份被委
派前往緬甸帶隊短宣兩週。當時卻是我母親⾯對胃癌的
最後⽇⼦，在醫院隨時有機會離世。但該次緬甸短宣已
籌備多⽉，⼗幾位隊員⼤多較為年青，他們較⽋缺類似
的短宣經驗，也只有我⼀個同⼯⼀直與緬甸教會跟進與
帶領，若要臨時換領隊是困難的。在這個非常時期，
去，還是不去︖我⼼中充滿掙扎。在出發前約兩週，神
感動母親終於願意在醫院進⾏洗禮，由我哥哥鄺偉昌牧
師負責主禮，我負責襄禮，在眾家⼈和弟兄姊妹⾒證下
順利完成，也看⾒她在那時病情似乎穩定下來，最後決
定照原定計劃進⾏。還記得臨上機之前，我拖著⾏李喼
到沙⽥威爾斯親王醫院探媽媽，深知可能這是與她最後
⼀次詳談，她⽼是叫我放⼼，在道別時將她交託耶穌，
離開醫院路上不禁熱淚滿眶，⽭盾⼼情不為外⼈所道！
後來到了短宣的第⼗天，收到家⼈緊急來電，得知母親
情況不樂觀，週六早上七時趕及從緬甸返港，在神恩典
下能⾒到她最後⼀⾯，那早上她也最終能⾒到她想⾒的
所有親友和教會牧者，中午⼆時⼆⼗分安詳離世。這個
是⼀⽣難忘的經歷！

因此，在這獨特處境下，那次緬甸短宣的成員，都成為
我的親密戰友，合作特別和諧且有默契。我們合作的單
位是緬甸⾸都仰光的⼀間操華語的華⼈教會。那時緬甸
政局穩定，那裡的楊牧師和楊師母（她也是牧師）⼀
家，經常愛⼼接待短宣隊，也義務協助不少外地短宣隊

新午堂崇拜 2021年5⽉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 講員

2/5 公禱時刻 停⼀停，聽⼀聽 謝友德牧師

9/5 聖餐週 路加系列8: 真正的福⾳信息 鄺偉志牧師

16/5 立志時刻 作這世代的明燈 洪國智牧師

23/5 信主⾒證 向因循⿇⽊的信仰說不 鄺偉志牧師

30/5
福⾳主⽇/

⾒證分享

怎樣可以得著⼀個豐盛的
⼈⽣？

黎國源傳
道/吳卓熙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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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2021.5 ⽉訊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搭路進⾏其他地區例如山區⼯作，他們無私付出的⽣命
⾒證，深刻的成為我⼀⽣不會忘記的榜樣。教會的弟兄
姊妹單純，他們天使⼀般的歌聲更震撼我們的⼼！在短
短兩週的服侍裡，我們緬甸和⾹港兩批弟兄姊妹⼀⾒如
故，無分彼
此，互相欣
賞，產⽣了奇
妙的化學作
⽤，⼤家成了
非常要好的朋
友，不單臨別
依依，不少到
現在仍保持聯
絡。

故此，最近緬甸局勢轉差，我也在網上聯絡問候他們，
藉此了解當地社會和教會的情況，並他們⼈身的安全如
何︔猶幸所認識的弟兄姊妹仍是平安，但當地教會在運
動中⼤都⾛得很前。⼀位姊妹回應我說：「現在雖對教
會有些影響，但我们都渴望得到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們
國家的⼈民、都在努⼒！還請多為我們國家祝福禱告
哦 ！」相信這正是緬甸教會的⼼聲。在與另⼀位姊妹
傾談之間，問及是否有軍隊的⼈挨家搜查捉⼈，卻說各
地消息不太靈通，但也聽說並相信這些事不斷發⽣。當
然，相信讀者們也曾收到不少有關緬甸的代禱消息，情
況絕對不樂觀！

今次與各位分享
這些事，不單是
憶起舊事並有感
⽽發，更是邀請
弟兄姊妹，再次
好好思想⼀件
事，就是當常常
為世界各地有需

要的地⽅守望禱告的問題。有些信徒甚至覺得世界太多
類似的事情發⽣了，要祈禱也祈不完啦，加上⾃⼰的事
或教會的事也多，就容易輕忽了為普世守望禱告。不過
請各位想想：

1. 可能有⼈覺得從未如鄺牧⼀般曾去過外地短宣，⽽
⾯對這些地⽅的情況，或是遇到我們不太熟識的
⼈、事、物，也可能不懂怎樣禱告。但聖經教導我

們要不斷學習禱告，況且現在是互聯網世界，要看
新聞，或要深入⼀些去明⽩事情並不困難。當然若
有機會親身在這些地⽅服侍體驗，感受固然更深，
但現在只要有⼼及持續關⼼，⼀定會更懂為這些事
守望禱告。

2. 或有⼈認為現在的世界太亂，有太多需要了，要禱
告，也禱告不完，亦不知從可入⼿。但主禱⽂開⾸
的「三願」導引我們有胸懷普世的⼼（例如「願⼈
都尊祢的名為聖」），這也是真正踐⾏⼤使命的⾨
徒所必然的關注。我補充的回答是：「學習為世界
守望，只要從神感動您的那點入⼿便可以，重質不
重量。」對，現今是多事之秋，太多需要禱告守望
的事了，可是神不是要我們不理⾃⼰的事，⽽單單
關注所有別⼈的事，神乃是給每⼈的負擔和恩賜各
有不同，因此可以專注守望神感動您關⼼的群體。

3. 要知道在不同地⽅、不同種族的普世教會，都是基
督身體的⼀部分。哥林多前書說，⼀個肢體受苦，
眾肢體也⼀同受苦！聽到和看到在⽔深⽕熱之中的
教會的真實境況，你我的良⼼能不悸動嗎︖怎能連
發出⼀個禱告也不願意呢︖弟兄姊妹們，不要消滅
聖靈的感動啊！

⾏⽂至此，又收到印度疫情轉壞，其中宣教⼠的事⼯受
影響，⽣命受威脅....撒但邪惡的⼯作不息，請弟兄姊妹
在這⿊暗的世代，務必加入禱告守望的⾏列！

後記：我們安排了在5⽉12⽇週三的網上祈禱會，特別
為緬甸和印度等地⽅禱告，請各位踴躍參加！

神家的事

1. 新午堂⽉訊誠徵稿件：新午堂⽉訊是⼀個讓弟兄姊妹
以⽂字或圖像分享的平台，歡迎各位投稿，內容可分享
⾒證或信仰體會等。查詢詳情或供稿，請聯絡鄺牧師。

2. 福⾳性研經：歡迎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朋友參加，
⽇期時間為 2/5, 9/5, 16/5, 23/5, 30/5︔10:15am 至 
11:30am地點: Zenith Theatre (樓下化妝室)︔請有興趣
的朋友向鄺牧師查詢。

3. 5⽉份街頭佈道：將會在5⽉8⽇(週六)下午2時至4
時，在 Chatswood ⾞⼠活教會集合，是次為母親節主
題及推動⽉底午堂的福⾳主⽇，昐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
加！請聯絡鄺牧師。

4. 全教會讀經⽇：5⽉22⽇週六舉⾏，由余⼤峰博⼠主
講《瑪拉基書》的信息，請踴躍到司事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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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新葡⾒證 

吳卓熙弟兄 (Arthur) 

我對於神的認識由我中學時期開始，但與其說是認
識，倒不如說是我對衪反感。

我就讀於⼀間基督教中學，校內有很多基督徒，亦
有聖經班，所以我由⼩到⼤對耶穌這個名字都不算
陌⽣。但我從來對宗教都不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宗
教只是⼀種⼼靈雞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只有⼀
些需要尋求⼼靈慰藉的⼈才需要宗教。我還認為基
督徒都只不過是⼀班被洗腦的⼈，沒有理知思考，
更談不上聰明，所以我當時對基督教⼀點好感也沒
有。

直到我過來澳洲升讀⼤學，參加了當時⼀個⼤學團
契的聚會讓我認識了⼀位改變我對基督教觀感的⼀
位弟兄。我還記得當時我與他理智談論宗教，我才
驚覺基督徒原來可以非常理性。這位弟兄讓我明⽩
到原來信仰並不是⼼靈雞湯，⽽是⽣命的價值。慢
慢地我開始參加⼤學教會的查經班讓我更加明⽩聖
經上的教導，最後決志信主。

回想我信主之後的經歷，⼤概每個基督徒都會經歷
過。初信主後非常渴慕真道，非常熱⼼事奉教會，
我當初也有這樣的蜜⽉期。這個蜜⽉期⼤概維持了
五年。在這段時間，我在⼤學教會裏的事奉越來越
多，對主的知識也越來越多。開始由學聖經到教聖
經，但慢慢地，我失去了對信仰的熱誠和當初的初
⼼。我慢慢地覺得聖經來來去去都只不過是說同⼀
樣的道理，沒什麼深度。雖然我當時並沒有離開教
會，但我變了教會中的”⽼油條”。

後來，機緣巧合之下，⼀位弟兄分享了⼀個網上聖
經講座給我。內容並不太精彩，⼤概是關於如何從
猶太⽂化角度去研讀聖經。但是，這個講座卻重新
燃起我對聖經的那顆初⼼和熱⼼。讓我驚覺到我從
前對神的看法是多麼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
發現從很微⼩的事上都可以看到神的偉⼤。從祂的
拯救到再次燃起我對祂話語的熱⼼，祂都看顧着
我，激勵我，⿎勵我要向着標桿直跑。在此，我求
⽗神可以繼續堅守我的⼼，直到永遠。

湯欣穎姊妹 (Cherry) 

從⼩學到中學，基督教對於我來說是⼀個學科，或
者是⼀位我要入讀⼼儀學校或班級才祈禱求幫助的
神，簡單來說神是⼀個幫我的⼯具。及後來到澳洲
升讀⼤學，那時初相識的⾹港朋友裡⾯有兩位基督
徒，星期⽇太空閒便隨著她們⼀起去教會。當時快
到復活節，教會將會有Easter camp。起初我⼀點
興趣都沒有，後來那朋友堆裡⼀位非信徒不斷的⿎
勵我⼀起去玩和「聽吓」，我敵不過她的堅持跟害
怕假期⼀個⼈的寂寞便跟著⼤家報名了。（故事教
訓：雖然那位非信徒朋友現在還未信主，但神真的
會透過不同⼈作⼯呀!）

在Easter camp當中，跟了好幾位基督徒傾談，我
那理性的頭腦和有問題要問到底的尋根精神，問了
四⽇三夜還未夠喉，⼀位姐妹便邀請我復活節過後
⼀起去探討疑問。之後數個⽉的旅程中，我很努⼒
的去尋找神可信的地⽅。那位姐妹充滿耐性地指引
我從聖經的不同位置解答我的問題，親身的教導我
神已從聖經教導了所有⼈需要知的事情，從她身上
及聖經了解到基督教信仰並非盲⽬或情感上的相
信，⽽是有根據、⾁眼可看到、能感受到的⼀位
神。

⽴志信主後，我參加了教會的各種課程和讀經計
劃，像海綿般不停的吸收聖經知識。當中學習到基
督徒的其中⼀個重要職責是要讓⼈認識及歸向神，
作神的⾨徒。投入不同的事奉崗位後，始發現我才
是神的⼯具。我的重⼼再不是為我⾃⼰，⽽是為了
神的國。

回看信主後的我，性格⽅⾯轉變了很多。我本性內
向害羞兼無同理⼼，但體會到我這性格很難服侍神
的家，於是⼀步步的逼著⾃⼰去改變跟進步。我誠
懇地邀請身邊的你們能恆常提醒我的不⾜，陶造我
成為⼀個更合神⼼意的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