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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專屬 NEWS

• 澳洲播道會靈福堂於今年第四季重新安排「信仰探
索班」，由10⽉16⽇起，逢主⽇10時30分至11時30
分，於神樂中⼼地庫化粧室舉⾏，歡迎弟兄姊妹及
新朋友報名或每次獨⽴參加，請聯絡鄺牧師：
‧16/10 專題：教會係乜嚟？ Rev Kwong 

‧23/10 見證：兩度癌復發    Kathy Han 

‧30/10 專題：醫者信仰心    Dr Arthur Ng 

‧6/11   影音：寬恕‧放下    Jessie Jia 

‧13/11 解難：信仰答客問    Rev Kwong 

‧20/11 見證：省悟工作狂    Sammy Lau 

‧27/11 分享：彼此‧祝福    Peter Yip 

• 「耶穌愛悉尼」福音遍傳行動：由10⽉29⽇起連續
五個週六上午，在七區域佈道，參加者可選擇⼀次
或多次參與︔會前網上訓練：10⽉23⽇ (主⽇下午3-
5時)︔凡參加者將免費獲得佈道⼯具「地球」⼀份
及「珍貴福⾳」⼿機版，並佈道單張⼯具袋等。參
與費⽤全免 （⿎勵⾃由奉獻）︔截⽌報名⽇期：
2022年10⽉9⽇︔報名請登入以下連結：https://
bit.ly/EFCA-JLS︔查詢：鄺⿈麗明師母。

• 教會⿎勵各弟兄姊妹閱讀早中堂「崇拜週刊」，了
解教會的消息，或可登入教會網⾴「主⽇崇拜」⾴
⾯下載：https://efcacantonese.org.au/?page_id=5

 網上祈禱會：817 3442 3627 (PW: as before) 8pm     
 第四週 26/10 實體祈禱會： East Lindfield church      

      

2021年澳洲⼈⼝普查給教會的⼀些思考 
鄺偉志牧師  (Rev Richie)

澳洲在幾個⽉前公佈了2021年澳洲⼈⼜普查的最新數
據，在坊間不斷引發不少討論。今年適逢靈福堂35週
年，筆者覺得在年報及這裡率先分享⼀些個⼈初步的觀
察，作為拋磗引⽟，引發⼤家對教會的思考與討論，相
信會有益處。

1. 澳洲⼈愈來愈年輕，教會青年⼈事⼯做得好嗎？ 
澳洲總⼈⼜2540萬，澳洲35歲以下的⼈⼜有1130
萬，佔全國總⼈⼜44%，⽽澳洲⼈因為出⽣率穩
定，並移民⼈⼜中多有青年的留學⽣，這⼈⼜年輕
化趨勢愈來愈明顯。
澳洲的華⼈教會在青
年⼈事⼯上⼀直在掙
扎，在⼤學校園的福
⾳⼯作⽅⾯，參與程
度更不⾼。教會的領
袖和家長們，針對下
⼀代的兒童事⼯，⾯
對⼼理健康危機及世
俗意識形態的挑戰
（後⽂第4及5點），全⾯檢視絕對刻不容緩。 

2. 澳洲不同種族⽂化的移⺠增多，我們有否忽略「咫
尺宣教」？截至2021年，有⼤約三分⼀的澳⼤利亞
常住⼈⼜是海外移民。數據顯⽰澳洲作為移民國
家，來⾃世界各地的⼈不斷增多，他們有著不同⽂
化和宗教背景。城巿化的趨勢讓我們留意到「城巿
宣教」的重要，近年宣教界更提倡「咫尺宣教」，
指出在我們身處的城巿中，已可以發掘不少「跨⽂
化宣教」的機會，正因為別國擁有異⽂化的⼈⼠已
移居到我們身邊。

3. 澳洲華⼈總⼈⼝仍然上升，華語粵語福⾳機會抓緊
了嗎？以華語為母語與以粵語為母語的⼈⼜比例已
漸漸收窄。除了英⽂外，華語仍是最常⽤語⾔，有
68萬⼈（2.7%）在家使⽤華語，⽽粤語也有30萬⼈
（1.2%），實際比例只是⼤約⼆比⼀！無論如何，
作為澳洲華⼈教會的福⾳⼯作，似乎離完成使命還
有⼀⼤段距離。

新午堂崇拜 2022 年 10 ⽉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及講解經⽂ 講員

2/10 公禱時刻
列王記上 19:1-18 
為何聽不到？ 謝友德牧師

9/10 聖餐

路加福⾳ 7:18-35 

路加福⾳系列第24講：再思施
洗約翰-天國誰最⼤？

鄺偉志牧師

16/10 宣教禱告 待定 吳銘淇傳道

23/10 公禱時刻

路加福⾳ 7:24-35 

路加福⾳系列第25講：⾯對龍
⾨任搬的世代

鄺偉志牧師

30/10 受洗⾒證
出埃及記14:1-15 

離開的勇氣 郭建恩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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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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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洲貧富懸殊差距擴⼤，教會有效關懷⼈們⾝⼼靈
的需要嗎？澳洲全國家庭每周收入低於650澳元的信
16.5%，相反超過3000澳元的佔24.3%，⽽澳洲周薪
中位數是805元。澳洲貧富懸殊的情況，可能比我們
想象的更嚴重。這次普查也特別指出澳洲⼈三⼤慢
性疾病為：⼼理健康問題、關節炎和哮喘，共影響
200萬⼈。⼼理健康問題也是近年公認困擾全球青少
年的⼀⼤問題。教會在社會上的愛⼼⾒證，在於對
有需要「鄰舍」作實質的關懷服侍並傳福⾳，實在
刻不容緩！

5. ⾯對信主者⼤減⽽無宗教⼈⼠激增，教會還能故步
⾃封嗎？相信這⼀點叫我們最感到震撼：泛基督教
信仰群體（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各宗派）由2016年
的52.1%下降至43.9%，按⼈⼜比例⼤減8.2%︔⽽⾃
稱為「無宗教⼈⼠」卻⼤增至3 8 . 9 %，升幅為
8.8%！此外，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比例：分別上
升至 3.2%和2.7%。我們要深思這現象背後的含意。
為甚麼愈來愈少⼈信仰基督，卻愈來愈多⼈接受⾃
⼰為無宗教︖在澳洲雖然仍以基督信仰群體為⼤多
數，但以這趨勢看來，在此消彼長下，五年後澳洲
⼈的信仰主流極可能以「無宗教」為主，所謂基督
教的優勢漸失，在無信仰的⼤環境下，基督教在⽂
化上的論述是否能抗衡︖

• 讓數據說話。讓聖靈感動我們，⼀起以⽣命的⾒證、
活潑的盼望來回答以上的問題。 

⾒證分享

迷失、尋找、尋⾒ 
劉⽟麗傳道 (Pastor Joyce) 

從⼩我總是迷失。在家中，我是個中間的孩⼦，有姐姐
和⼆個妹妹。由於媽媽分身不下，我是被遺忘的孩⼦。
直到中學時，有⼀次考試得了第⼀名，開始被⽗母發現
⾃⼰的存在，那時我在家中可說是要風得風，要⾬得
⾬，為了持續地得到⽗母注意，我開始對⾃⼰要求很
⾼，所以在中學時都能得到好成績，直到中五，我的成
績不似預期，很失望，同時也開始失去了⽗母對⾃⼰的
注意，整個⼈⼗分迷失。那時每天早上我都專⼼的讀
書，晚上總會趁著家⼈睡了的時候就哭，這情況持續了
好幾個⽉，直到那年的聖誕節前⼣，朋友看⾒我⾃⼰在
哭，就帶我去了教會。那天，弟兄姊妹在台上表演了耶
穌降⽣及為我死的⼀幕，我就開始哭了，演員在台上說
耶穌會接納⾃⼰⼀切，只要接受耶穌成為⾃⼰的救主就
可以了。那⼀刻我非常感動，原來耶穌就是要尋找迷失
的我，就決志信主了。

信主後最⼤的改變就是對成就的看法，我開始調節，不
是對所作的事情沒有要求，⽽是盡⼒把事情做好⽽不去
計算成績。

這種精神⼀直帶進職場及事奉，不論何時總會盡⼒，⼯
作⼤概5年左右，轉了另⼀間教會聚會，轉會後開始再
事奉了，身邊的弟兄姊妹開始問及⾃⼰會否投身全職事
奉⾏列。

那時我帶著這疑問到教會祈禱會，那天跟神說，晚上坐
輪椅的師母⽤雙腳⾏來為我祈禱的話，我就相信神你要

我去讀書了，估
不到那天晚上師
母真的⾏過來為
我祈禱， 神亦透
過⼀位姊妹的祈
禱告訴我要去帶
領他的⽺，勇敢
地宣講他的話。

那份全職事奉的
感動開始燃燒，
但我也想了很多
藉⼜不回應呼
召，直到收到建
道宣傳獻⼼營的
電郵。

在獻⼼營中，突
然記起每個入神學

院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都會有⼀句呼召經⽂，但我沒
有，誰知在獻⼼營的崇拜，講員在台上突然地說出路加
福⾳9章23節-耶穌又對眾⼈說：「若有⼈要跟從我，就
當捨⼰，天天背起他的⼗字架來跟從我。」

那⼀刻實在很震撼，這節經⽂仿佛提醒2007年9 ⽉23 ⽇
受浸的我要好好跟隨主，也讓我知道，神悅納追求祂的
⼼。

那時在⼯作上非常迷失，亦⾃問讀神學及全職事奉是否
逃避⼯作壓⼒，直到2017年9⽉23⽇受浸⼗週年紀念
⽇，屬靈導師突然離世，發現⼈是無法估計⽣命是會在
何時了結，便報讀建道神學院的MCS課程。

讀MCS的過程中，母會少年牧區的⼆位傳道⼈都離開
了，那時我⼼很痛，因為少年是⼈⽣重要的時間，若沒
有⼈在屬靈的事上作引導，⼈⽣就會被屬世的事引導。
那時因沒有牧⼈牧養少年⼈⽽札⼼，亦開始接受全職事
奉。

回顧這些⽚段，原來⾃⼰雖⼀直迷失，發現⾃⼰尋找上
帝時，上帝也在尋找⾃⼰，亦讓⾃⼰尋⾒上帝！

* 編者按：從⾹港來的劉⽟麗傳道於10⽉17⽇開始，到雪梨
作三個⽉的體驗事奉，成為我們的義務牧者，歡迎各位找
她傾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