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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

• 為澳洲及全球⾯對新冠疫情，並全球疫苗的接種安排
禱告，不少地⽅例如印度的疫情仍嚴峻，求主保守！

• 感謝神保守英語牧者許牧師已順利來澳及於6⽉1⽇正
式上任，求主切切保守粵語的兩位牧者及其家⼈ Ps 
Kenny及兒⼦（預計6⽉底到埗，師母7⽉底）及 Ps 
Keven及師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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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思邪教異端的⼀次經歷

Eva  

邪教、異端 — ⼀個看似熟悉，但卻又了解不多的名
字。

今天，讓我來跟⼤家分享⼀個真實的異端故事！

我的⼀位朋友，去年從⾹港送了她的女兒來悉尼⼤學讀
書，短短兩個⽉，這位溫室長⼤的妹妹⽣命上就起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

⼩妺妹跟所有留
學⽣⼀樣，沒有
家⼈在身邊，住
在⼤學宿舍，認
識的朋友不多，
異端分⼦便看中
這些特點，主動
出擊。

異端教會採⽤⼈盯⼈的⽅法，對留學⽣虛寒問暖，呵護
備至，名義上是關⼼，實際上是監控。留學⽣的⽇常⽣
活，⼀舉⼀動他們都瞭如指掌。

異端教會也會要求學⽣們查經，⼀星期⼆至三次。也有
「⾦句」要他們背誦，但背的不是聖經教義，乃是還擊
反駁其他⼈對異端教會的歧⾒。例如：

「父母反對你去教會，是因為他們不了解，父母只懂為

生計賺錢，忘卻了教會的初心，所以不須理會他們。要

不然，就讓家人冷靜一下，暫時離開他們罷。」 

「教會的使命必須放在首位，遠高於朋友和家庭，甚至

高於自己的生命。」 

如果家⼈和朋友反對教會時，便以「⾦句」作回應。例
如：

「這是你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我的立場。」 

「我已經長大了，有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 

「你們的教會全不是正宗的，只有我的才是真正的基督

教會。」 

新午堂崇拜 2021年6⽉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 講員

6/6 宣教分享 假如我是假的 謝友德牧師

13/6 聖餐週 路加系列9: 耶穌⿁⾒愁 鄺偉志牧師

20/6 公禱時刻 求祢叫我曉得我⾝之終 鄺黃麗明

傳道

27/6 信主⾒證
聖⽗有為受難的基督 
感痛嗎？

余⼤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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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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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張張寫滿「⾦句」的字條，貼滿了⼩妺妹整間宿
舍的牆壁上。

作為⼀個基督徒，作為⼀位母親，我覺得我有責任幫助
妺妹脱離異端教會。當我的朋友詢問關於這教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hurch 的事宜，我⽴刻找鄺傳道
諮詢，還把異端教會的事情告訴了我的朋友。

⼩妹妹的媽媽和外公⽴即由⾹港趕到悉尼。當教會知道
媽媽的阻⼒到了，竟然⼗天內三次要求妹妹⽕速受浸，
務必在妹妹回港渡假前受了浸禮歸化異端教會。甚至把
查經改到傳道⼈家裏私⼈進⾏，⼀對⼀查經，家長不得
到場。

這些極端怪異的操控⾏為，在我們看來是不能接受，但
在已經被洗腦歸化的⼩妺妺來說，則非常受落。如果媽
媽阻⽌她去查經，⼩妺妹便情緒失控，⼤叫⼤鬧。

我和另⼀位住在悉尼的朋友商議後，決定在不打草驚蛇
的情況下，哄⼩妺妹在受浸前跟媽媽回港。為了避開異
端教會的監控，我的朋友提議跟妹妹⼀家郊遊澳洲，還
直接把⾞開到坎培拉去，然後藉詞回港。最後，雖然⼩
妺妹接納了回港的建議，但竟然沿途向異端教會報告⾃
⼰的所有⾏踪。慶幸的是，直到他們上機時，異端教會
也趕不及派⼈從悉尼到坎培拉阻⽌。

多謝主內的弟兄姊妹為此事代禱，在這次拯救⾏動中，
我們看到主的作為，感受到主的同在。⼗天內三次的浸
禮，兩次是因為事故和身體不適避過了。在幫他們訂機
票回港時，那天唯⼀的航班僅剩下最後三張機票，但已
⾜夠妹妹和媽媽及外公及時離開澳洲。

值得⼀提的是我那位住在悉尼的朋友，因為她駕駛技術
比我好，所以負責了駕⾞的崗位。晚上⼗時，送完妹妹
⼀家上機後，她⼀個女⼦獨⾃由坎培拉駕⾞回悉尼，中
途還迷了路︔⽽我，只能在家為她禱告，等她消息。直
到她平安回家了，我倆才鬆⼀⼜氣，也覺得⼤家做了⼀
件⼗分有意義的事。

要不是今次⾃⼰親身體驗，真的想像不到邪教、異端的
滲透⼒和控制⼒是如此厲害，⼀旦黏上了，是極難擺脫
的。所以作為⽗母，我們有責任教育⼦女分辨邪教、異
端︔作為基督徒，我們有義務阻⽌邪教、異端的擴展伸
延。要教育下⼀代對邪教異端說「不」！

再者，感激鄺傳道的熱⼼幫忙，他介紹了邵啓良傳道和
楊⼦聰弟兄在⾹港為⼩妺妹輔導，初步已⾒成效。但也
明⽩到重歸正道的路是漫長的，願主繼續保守帶領⼩妺
妹及其家⼈信主的道路！

鄺牧後記：以上Eva分享在2018所發⽣的這件事，轉眼
已近三年。我⼀直是顧問協助的角⾊，多次與關⼼此事
的肢體及其家⼈不斷在跟進上傾談、迫切的禱告︔甚至

我也曾在回⾹港時，親⾃與那女孩及家⼈⾒⾯，過程中
將擔憂化成禱告和⾏動，盡⼒營救，但並沒有⼗⾜的把
握。其中⼀個突破點是回港後我好友邵傳道與她⼀家⼈
的很⽤⼼的輔導，女孩開始對正統教會基督徒產⽣信
任，並開始回復反思的能⼒，但那時她在情感上仍受異
端信徒的影響，極為掙扎。可幸在繼續多次的幫助中，
她和家⼈亦開始參加正統的英語教會，神垂聽眾⼈的禱
告，她家⼈告訴我們她已在情緒及各⽅⾯已穩定，在不
久之後，她亦已完全斷絕了與那些異端信徒的聯絡，甚
至當她在網⾴上得悉每週都不斷有新⼈在該教會受浸，
覺得他們很可憐，也表達到⾃⼰那時並沒有受浸加入該
會，實在是可幸的事！之後這幾年，我與她母親仍有聯
絡，最近得知她已在⾹港公開⼤學畢業，也⼀直在英語
教會聚會，⽣活愉快，已完全脫離異端的影響，實在要
榮耀歸予真神！

不過各位也要了解，該教派這幾年竟然可以在UNSW
（新南威爾⼠⼤學）得到學校的批准，於迎新週內如正
統信仰⼀般擺放攤位，藉此吸納新⼈，非常猖獗！此
外，還有不少其他的異端都對⼤學⽣虎視耽耽。所以請
為這事迫切禱告，也為我們在⼤學校園裡的福⾳⼯作禱
告！最近喜⾒靈福堂有超過70位弟兄姊妹參加「近在眉
睫的異端挑戰」這課程，但願我們都能在這⽅⾯好好裝
備，成為基督精兵，慎思明辨，守望教會，甚至神或會
使⽤我們「拯救」更多受異端信仰所影響的⼈歸主，是
為禱。

神家的事

1. 歡迎在5⽉30⽇𦲷臨午堂福⾳主⽇的新朋友，請填寫
聚會回應表，讓我們知道您的需要，盼望⽇後可以
繼續⾒到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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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份街頭佈道：將會在6⽉19⽇(週六)下午2時至4
時，在 Chatswood ⾞⼠活教會集合，是次為宣傳新
午堂崇拜及問卷佈道，昐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
請聯絡鄺牧師。

4. 「相遇寧靜中」退修⽇：6⽉26⽇（週六）早上9:30 
至中午12:30，於East Lindfield 教會舉⾏，由謝友
德牧師、鄭曉龍傳道主領，內容：在安靜中察覺神
原來⼀直都「在」我們⽇常的⼤⼩事、歡樂、憂慮
和哀傷之中，與我們同⾏。此種醒覺亦使讓我們在
⼈⽣⼗字路⼜中要做決定時，聽到神的聲⾳，得到
神的指引。報名：請到司事桌或致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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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新葡⾒證 

蘇筠姊妹 (Carol Su) 

各位弟兄姐妹安好，

請容許我先簡單介紹⼀下我⾃⼰：我叫蘇筠，英⽂
名 Carol Su， 也可以叫我阿蘇。我在中國廣 東⼟
⽣⼟長，移民來澳已有⼗年，育有⼀⼦⼀女，⽗母
都已離世。出⽣草根階層，由於⾃幼喪 ⽗體驗過
不少⼈情冷暖所以從⼩就是⼀個宿命論者，也⼀直
相信有神存在世上。

接觸基督教其實很偶然，當天我約了⼈在 
Chatswood Westfield 的⾨⼜碰⾯，靈福堂街頭佈
道 的⼀位弟兄看到我先⽣帶著兩個孩⼦在不遠處
玩就⾛過來和他交談給他介紹教會的 Play 
Group，但由於我倆都是全職⼯作所以 Weekday 
是抽不出時間帶孩⼦去參加任何活動，出於禮 貌
當時我先⽣便留下了他的電郵給這位弟兄，之後不
久就收到這位弟兄的電郵，但是由於我先 ⽣看不
懂中⽂，他跟我說有這樣⼀回事之後郵件也沒回覆
這封郵件便隨著時間塵封了。

直到⼤概五六個⽉之後我突然讓我先⽣找出這封郵
件讓他轉发給我，為什麽呢︖因為我出國公幹時在
⾶機上認識了坐我隔壁的⼀位阿姨，⼀番交談後覺
得和她⼀⾒如故，阿姨說她要到英國探望她在讀⽜
津的兒⼦，出於媽媽本能，當時我⼀聽到她兒⼦讀
⽜津我就眼冒星星—這是⼀位「學霸」的媽媽啊，
⾛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啊，此時不取經更待可時
呢！由於我兒⼦是個⾼敏感度兒童，經常突發性神
經質，我們倆夫妻總是被他搞到焦頭爛額，無所適
從，所以我便迫不及待想請教這位阿姨的育兒妙
法，但是阿姨輕飄飄⼀句話便打發了我，她說她也
不懂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法，乃是神賜智慧給她的
孩⼦，在孩⼦的教養上，她只是閒⼈⼀個！

我聽了很沮喪，憑什麽我查閱⼤⼤⼩⼩育兒網站、
看育兒⽂章沒 100 篇都有 99 篇還是搞不掂我家那
只⼩怪獸，我也很想當⼀下閒⼈，做⼀ 下甩⼿掌
櫃。不死⼼，繼續追問，阿姨就說⾃從信主之後她

家⼀切都順利，孩⼦也很⾃覺懂事不⽤⼤⼈操⼼。
她說她信的是基督教是耶穌，要信就要信正統的。
所以回澳後，我就找我先⽣，要那位弟兄的聯繫⽅
式，帶著強烈的好奇⼼，想多了解⼀下基督教是什
麽，耶穌又是誰。

參加過幾堂周⽇崇拜和⼀次以諾團契⼤組之後，就
因為 Covid ⽽停頓了⼀段時間。可是在因緣際會之
下，我之後又有幸可以參加到教會舉辦給未信媽媽
的網上查經組，了解到聖經的核⼼精髓部分。從課
堂查經當中，再去回想過去⾃⼰所經歷的種種，突
然明⽩原來所有的幸運都是來⾃神的眷顧，所有的
偶然原來都是神安排的必然，所有⾃⼰經歷過的看
到過的覺得神奇的事原來都是神蹟！所以我的決志
信主⾃然就是理所當然。

信主以後內⼼感受得到的最突出的變化，就是來⾃
⼼底最深處所發出的平安—⼀種很 SOLID 的平 
安，⼀種就算天塌來也能臨危不亂信⼼滿滿的平
安。

期待繼續在基督這個⼤家庭成長，期待身邊更多未
認識主的親朋戚友能夠認識主相信主，願主繼續賜
予⾯對困難的信⼼和毅⼒，感謝主，讚美主！

Carol 和 Micheal ⼀家在5⽉的受浸典
禮中⾒證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