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2022. 6 ⽉訊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禱告的⼿

• 為教會今年35週年堂慶，各單位正籌備的活動，包括9⽉3
⽇⾞⼠活春節街站佈道︔9⽉25⽇的全教會三語聯合主⽇崇
拜︔10⽉15⽇晚 35週年晚宴等，能榮神益⼈。

• 為澳洲、⾹港疫情稍為緩和感恩，求神賜愛⼼及智慧給政
府，制定有效抗疫⽅法。此外繼續加⼒給各教會繼續作⾒
證，在艱難中經歷神的幫助。

• 俄烏戰爭戰事仍然持續，求主繼續掌管世界局勢，特別保
護流離失所無辜的弱勢群體。

• 為美國近⽇多宗令⼈痛⼼疾⾸的槍擊案禱告，求主安慰當
中死者的家屬，賜政府有智慧和策略有效阻⽌這些罪案繼
續的發⽣。

• 為近⽇⼤量移居澳洲的家庭禱告，求眾教會有愛⼼與智慧
與他們同⾏，分享基督的愛。 

• 最近參與教會祈禱會⼈數有下降跡象。求主繼續感動我
們，建⽴愛禱告的⽣命。

祈禱會連結：833 6213 7261 (PW: as before) 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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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觀眾的教會 
謝友德牧師 

 「我們有這寶⾙在瓦器裏，是要顯明這無
比的能⼒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哥林多後書 4:7)
 
我們每個主⽇在靈福堂參加崇拜，坐在神

樂中⼼的劇院裏，設備齊全—巨型舞台、
向下望的座位、⾳響、⼤螢幕等，使我們

有極理想的崇拜環境。雖然每週的租⾦昂

貴，卻也值得。但這些設備和環境卻也令

我們有種欣賞表演節⽬的感覺，我們就猶

如觀眾⼀樣，享受專業設備和特備節⽬。

 
教會不應該有觀眾

我們當然也知道我們參加的是崇拜聚會，台上的不是表演⽽

是帶領敬拜的弟兄姊妹，但久⽽久之我們就會忘記聚會的⽬

的。若我們參加崇拜時缺乏投入的話，尤其是在網上崇拜，

對著屏幕時，這種「觀眾」的感覺好像會更加強烈。所以說

教會是應該沒有觀眾的，因為參與敬拜的每⼀個⼈，都正在

敬拜天地的主、我們的創造和拯救的主。無論你唱詩讚美時

是開⼜⼤聲的⼜唱⼼和地歌頌，或只在「⼼唱⼼和」，你都

是積極地投入，全⼼地敬拜獨⼀⽽尊貴的神。⽽祈禱時你也

⽤⼼聆聽，⼼中和領禱者默默地和應，結束時同聲說阿⾨，

這樣你就不是觀眾啦！當然無論你是在台上或台下，你都不

是表演者。聖經說我們都「成了⼀台戲」，但你亦不是在

「做戲」，就連在台上帶領敬拜的都是在敬拜，⽽非表演給

台下的觀眾欣賞。

 
教會只應該有會眾

聖經裏「教會」這個字是指因神的呼召⽽聚在⼀起的⼈，然

後因應神的呼召又被差遣出去。故此基督的⾨徒被召集，成

為教會的會眾，⼀同「敬拜」、「學習」、「事奉」和「⾒

證」。這四個詞都是動詞，是有⾏動的意思，也是⼀起⾏

動。所以教會只應該有會眾，不能有觀眾。任何⼈參加崇拜

都必須⼀起建⽴崇拜的聚會，也需要⼀起建⽴整個群體。亦

即是說，我們不能只坐著欣賞或表⽰不欣賞，只是在旁喝采

或喝倒采 (雖然喝采也是很需要的⽀持⽅式。) ⼀起建⽴就是

新午堂崇拜 2022 年 6 ⽉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及講解經⽂ 講員

5/6 公禱時刻
以賽亞書 2:1-22 
驕傲必敗，靠神得⼒ 謝友德牧師

13/6 聖餐週
路加系列22：路加福⾳ 6:46-49 
為何⾏道是信仰的根基？ 鄺偉志牧師

19/6 宣教分享
撒迦利亞書 2:1-13 

貧窮限制想像 吳銘淇傳道

26/6 為長者禱告
詩篇 71:1-9,18  
年老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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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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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http://bit.ly/EFCANNS
mailto:lindfieldoffice@efca.org.au
http://efcacantones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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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地成為其中⼀份⼦，視這個群體為你的家，視教會的⼈

為你的弟兄和姊妹、也是同路⼈、拍檔、伙伴。⽽建⽴的⽅

式和⾏動，可包括以下幾⽅⾯ —
1. 先讓⾃⼰的靈性和⽣命愈趨成熟，深化和神的關係，更
深地認識神和祂的話。

2. 提供你的所長，發揮你的潛能，甚至學習新的技能，貢
獻給這個群體。

3. 詢問正在事奉的弟兄姊妹，有甚麼你可以參與，不再
「潛⽔」隱藏或浪費神給你的恩賜和才能。因為神創造

和拯救你，必定有祂的美意，你在祂眼中是極其珍貴。

4. 彼此關愛、互相建⽴、關懷並代禱，為弟兄姊妹的成長
出⼀分⼒。

5. 熱誠地接待每週的新來賓，使無論信或未信的都感受到
我們的愛⼼。

6. 在預備崇拜的各⽅⾯，⼀起同⼼協⼒，將最好的獻給我
們的神，榮耀神的名，又讓各⼈能經驗到敬拜的喜樂。

7. 你可能還有很多又好又建設性的提議，請提供給我和其
他的教牧同⼯，我們必定認真考慮。假如沒有機會⾯對

⾯傾談，請到崇拜週刊或網⾴找我們的電郵地址，或詢

問我們的⼿機號碼，互相聯絡。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的教會說：

「倘若我耽延⽇久，你也可以知

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這家就

是永⽣神的教會、真理的柱⽯和

根基。」(提前 3:15) 他說出了神
對你和我的期望。

洗禮⾒證

信⼆代的信仰再思

鄭鎮裕弟兄 (Jonathan)

作為⼀個由細返⼤的「信⼆代」，本來對返教會沒有抱有特

別感覺，似都係⼀個 COMMUNITY 俾⼤家識吓 FRIEND 聯
誼下，加上由細聽到⼤的聖經故事、講道，聖經嗰份 “導⼈
向善” 的教導彷彿就係⽿熟能詳，就不⾒有咩特別……
   
直到我中⼆中三嗰時，我去過⼀個去「四川」的短宣，有鑑

於內地對宗教的⼀系列措施，我哋團隊當時不得以打着⼀個 
「宗教」旗幟去到當地學校進⾏⼀連串的 CAMP，旨在關懷
喺地震災後的⼀班「留守兒童」，讓佢哋明⽩仲有⼀班⼈ 
（基督徒）好關⼼佢哋。縱使我哋唔可以⽤「宗教」的名義

去關懷佢哋，但透過兩個星期的朝⼣相處，我哋⽤了⼀切的

辦法讓佢哋體驗到「被愛」的感覺，或者當中我哋有特別講

過任何耶穌/基督教的東西，但嗰份「愛」與「被愛」的感受
何其真實，令我忽然間明⽩咗呢⼀個信仰講嘅係啲咩，又或

者原來當你付出嗰少少「愛」出去嗰時，回饋的嗰份 

「愛」，原來有幾咁澎湃，令我意想不到，為我之後想更投

入呢份 「無盡的愛的泉源」埋下了種⼦。
 
      浮浮沉沉渡過咗幾年，當中我依然恆常返教會或者參與唔
同的事奉，有做過中學的基督徒團契團長，又有做過教會⼩

組的組長，去維繫⼀班⼩組組員/初信者，然⽽，係當中我亦
時不時思考信仰真諦，縱使因着之前的⼤⼤⼩⼩經歷令我確

信「聖⽗、⼦、靈」的存在，但我總係唔太明同我的⽣命的

連接點。直到我升上⼤學，可能⼈⼤咗開始思考⾃⼰⼈⽣想

追求甚麼，開始係關係中尋求「真諦」……然⽽，呢啲經歷

讓我明⽩到咩叫做「苦難」，又或者原來基督教信仰同⿈⼤

仙最唔同嗰位係我哋的神係「屈機」嗰位，可能有時（好多

時）佢未必會按我哋旨意咁⾏，相反，可能基督教信仰講緊

嘅係我哋要點按佢 “看似” 雜亂無章的 PLAN 去⾏。⼀個又
⼀個的試煉，或者就係⼀份又⼀份的功課，教曉我哋佢嘅絕

對主權，同時又提醒我哋佢係⼀個「貼地」的神，總係喺我

哋最無助、失落、唔明、憤怒、頹廢的時候，陪住我哋，同

我哋講「衪」在，衪來等我們回轉，在等我們去回轉捉緊

佢，或者就係呢⼀份「在神絕對主權中的苦難裏所經歷的同

在」，令我有了洗禮的想法和⾏動。

神家的事

1. 福⾳性查經：時間早上10:30至11:45，已開始舉⾏，歡迎
尋道者每課獨⽴參加，報名：鄺牧師。

2. 本⽉街頭佈道：將會在6⽉18⽇(週六)下午2時至4時，在
⾞⼠活教會集合，協助宣傳福⾳班及外展事⼯，盼望參

與新午堂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報名查詢，歡迎聯絡鄺

牧師。

3. 新⾹港移民信徒⼩聚：2022年6⽉30⽇(週四)晚上8至10
時︔對象：最近兩年從⾹港移民澳洲或回流之信徒或家

庭︔讓新來澳信徒認識雪梨教會概況，並透過互動分

享，幫助適應信仰新⽣活。報名查詢：鄺牧師。

4. 本年為靈福堂成⽴35週年。為⼀同記念和慶祝教會元⾸
我們的主基督在靈福堂過去的奇妙的⼯作，並展望未來

的帶領，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幾項活動：

◊ 9 ⽉3 ⽇ (週六) 上午 10 時 ⾄下午 4 時 —  
   Chatswood 春節慶典街頭嘉年會  
 （全教會將有三個攤位活動並⼀起佈道） 
   地點：Chatswood 社區封街進⾏ 

◊ 9 ⽉25 ⽇上午 10:30 — 三堂聯合感恩主⽇崇拜 
   地點：Chatswood The Concourse ⾳樂廳 

◊ 10 ⽉ 15 ⽇ (週六) 晚上 — 三堂聯合感恩聚餐 
   地點：Chatswood 唐宴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