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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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教會為多種佈道及裝備課程感恩！求主感動⼈參加
裝備，建⽴堅固聽道並⾏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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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憂懼，何來信靠︖
鄺偉志牧師 

疫情後教會重開崇拜，團契回復實體聚會，停⽌了兩年
的迎新聚餐，終於可以滿席進⾏，與病毒共存，讓澳洲
和世界各地重新活動起來。可是仍有不少朋友懼怕病
毒，不敢到公共場所，⼀些信徒仍沒有信⼼去參與聚
會，擔憂被病毒感染，更擔憂將病毒傳給家⼈。

俄烏戰爭已進⾏多⽉，惡果不單在烏克蘭及俄羅斯發
⽣，周邊國家甚至全球各國，漣漪效應逐漸浮現：通貨
膨脹，糧食短缺，極權國家與
民主聯盟對決⽩熱化，未來局
勢不容樂觀。物價油價⾶升，
銀⾏加息，不少⾏業轉型等
等，使不少⼈突然產⽣巨⼤經
濟壓⼒。活在富裕國家，誰想
到不少⼈還要憂柴憂⽶︖

澳洲的移民家庭，除了⾯對⽣
活的種種壓⼒，因著語⾔⽂化的適應，兒女管教更令不
少家長憂⼼，突如其來的反叛期，也讓很多家長措⼿不
及.... 活在澳洲這個「樂⼟」中，憂⼼、恐懼、不安，
竟然是我們常有的⼼情！其實我們早已知道，地上沒有
天堂。

不經不覺，我已來了澳洲⾜有五年半。你說我在其間有
沒有憂慮、驚惶和不安等⼼情嗎︖當然有啦。但我常對
⼈說，⼈太安逸就容易墮落，⼈沒挑戰就沒有上進，⼈
沒擔憂就不懂倚靠神。我們都深知道，世上沒有天⾊常
藍，期望在末世中沒有危險，絕對是不切實際的。

天⽗要我們所⾯對的⼀切挑戰，都是我們⼈⽣的操練。
君不⾒家庭最團結的時候，很多時就是⾯對困難之時
嗎︖信徒與神關係最親密的⼀刻，諷刺地，豈不多數是
發⽣在極⼤的危難和苦痛之中嗎︖讓我們不再逃避，勇
敢⾯對，彼此扶持⿎勵，⼀⽣信靠，主必帶領經過！

*本⽂曾於以諾團契團刊《諾同⾏》6⽉號登載，在此稍為修
改與各位分享。

新午堂崇拜 2022 年 7 ⽉講道主題⼀覽

⽇期 特別安排 講道題⽬及講解經⽂ 講員

3/7 宣教分享
⾺可福⾳ 9:33-35 
真謙虛真的不易 謝友德牧師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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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傳道主⽇
哥林多前書 9:16-18 

不要再為不傳福⾳找借⼝! 余⼤峰博⼠

24/7 公禱時刻
出埃及記 6:1-13  
神沒有忘記我們 郭建恩傳道

31/7 福⾳主⽇
⾺可福⾳ 4:35-41 

祂平靜你和我的風浪 鄺偉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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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2022. 7 ⽉訊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EFCA) 


洗禮⾒證

從反叛到倚靠

⽢浚思姊妹 (Kristy)

我⾃⼩就跟⽗母移民到澳洲。⼩時候在⾹港就讀天主教
學校，從⼩到⼤已認識主耶穌，飯前祈禱，很感恩。
 
只不過⼩學4年班，因97移民潮跟家⼈離開⾹港，在澳
洲公⽴學校長⼤。性格便開始變得反叛，長⼤後便喜歡
成年⼈的夜⽣活，喜歡喝酒、醉駕等等。性格獨⽴，不
喜歡結交朋友。不久開始感到孤單。
 
幸好，我認識了⼀位⼯作上的姊妹，她是浸信會的，邀
請我參加她的浸禮，多年沒有接觸教會，令我很好奇。
 
還記得第⼀次翻開聖經，不太明⽩經⽂，不過我努⼒讀
聖經，今天有很⼤進步，已開始懂得背讀⼀些基本聖經
⾦句。
羅⾺書6章23節 “因為罪的⼯價乃是死︔ 惟有上帝的恩
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和合本）
 
剛信主時覺得聖經很難了解，但神在我⽣命上動⼯。我
結織了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神更令我相信，衪是創造
主，衪知道的比我更多。我跟家⼈的關係好了，⽣活變
得比以前好。從前的我，為了把握⾃⼰⽣活，和滿⾜⾃
⼰常常被魔鬼誘惑，不斷傷害身邊嘅⼈。但信主後，知
道主耶穌為我們的罪受死，衪死後戰勝了魔鬼，並在三
天後復活。這個事實，我天天禱告，得知⼈的罪性，知
道主是如何得勝。很感恩，現在常過著平安，喜樂的⽣
活。神給我認罪，祈求和感恩的機會，是能夠倚靠的。

神家的事

1. 午堂福⾳主⽇：7⽉31⽇於午堂時段(12:15pm)於
Zenith theatre舉⾏，主題：「祂平靜你和我的風
浪」；⾒證：韓碧君姊妹（如何⾯對癌症兩度復發
的經歷）；短講：鄺偉志牧師。請踴躍邀請新朋友
參加！ 

2. 教會裝備事⼯於本季為各位預備了不少適合各位參
加的聖經課程：計有：舊約神學淺說(上)《中神延
Sun課程》、與神同⾏ – 五經系列（四）民數記、
新約綜覽、倫理系列三：⽣死兩相安、倫理系列
四：節育與不育、⽣與不⽣：基督教的⽣殖倫理
等，請各位於教會網⾴細閱並考慮參加！(報名查
詢：郭建恩Kenny 傳道)

3. 本⽉街頭佈道：將會在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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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新佈道訓練「基礎⽣命佈道」：⽇期：7⽉24⽇至
9⽉18⽇ (8⽉14⽇休息，共8課)︔時間：上午10:30 
至 12:00地點： Zenith theatre 地下Rehearsal room 
排演室。對象：為配合教會⾨訓⽅向，⿎勵所有弟
兄姊妹，特別未曾受有系統佈道訓練者，初信主的
朋友。未曾接受任何佈道訓練者參加！講師：鄺偉
志牧師，報名連結：https://bit.ly/F-L-EV。

5. 教會讀經⽇：講題- *靈風烈⽕*   ```從教會預⾒末來
```  - 杜偉雄牧師⽇期: 7⽉30⽇(週六); 時間: 上午9時
至下午4時 ; 地點: East Lindfield 教會［注意：午餐
⾃備］。(報名查詢：郭建恩Kenny 傳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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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活春節慶典街頭嘉年會」參與項⽬：⿎勵各
位發揮恩賜，預留時間參與如下崗位：

a) 參與佈道：「簡介訓練會」⽇期時間，以下⼆
選⼀ - 1) 8⽉7⽇(⽇) 10:30am-12:00pm 於 
Zenith Theatre (國粵語)︔或 2) 8⽉14⽇(⽇) 
2:30-4:00pm 於 East Lindfield 教會 (英粵語)，
然後在9⽉3⽇四個出隊時段中參與其中⼀段(詳
情於「簡介訓練會」宣佈)︔

b) 參與活動：分兩⼤項 - 1) 協助⼩朋友繪畫 Face 
Painting 或 Water Tattoo︔2) 作「教會外展活
動」宣傳⼤使 (以上兩項皆須接受⼀堂簡介訓
練)。

* 欲參與以上事奉，請各位密切留意下週宣佈的
報名⽅法。

◊ 9 ⽉3 ⽇（週六）上午 10 時 ⾄下午 4 時 —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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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區封街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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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F-L-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