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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見証分享

Paul says in Ephesians, 'I have not stopped giving thanks for you...' Leaders 
recognise that ministry is a team effort. Since taking on the leadership of 
Asian Ministries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great team of people all 
focused on seeing disciples making disciples. For that I am thankful. May 
we continue t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how he works in our lives to see His 
kingdom come.

s     aron HimstedtP D
International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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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如
今」就是現在 (now) ，「常存」就是一
直存在。感謝神，就是在祂裡面「從今
時直到永遠」的信、望、愛，給我們強
勁的抗逆力，叫屬祂的兒女在百般試煉
中，仍舊穩妥。

妝的祝福化

約一個月前，弟婦突然發現患上乳癌，並於數天後作癌細胞切除手術。在
極沉重時，她想起我一直提到的「耶穌」，亦想起我在剛過去兩次小產中，
提到耶穌賜平安與盼望的經歷，她便暗自與弟弟一起禱告。她來電跟我說
病況時，並不是要得著安慰，倒分享她怎樣在禱告中，真實地經歷耶穌的
平安，還嚷著要信耶穌。剛好 Alex 途經香港，就在她完成手術的當天，帶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
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 1:3)

俊文傳道
中文堂主任

何

當我們不追尋「信望愛」，就像失去了神給我們寶
貴的禮物，也失去了成長的喜樂及機會。當神創造
我們，衪已將信望愛的「形象」賦予我們。追尋「信
望愛」，就是重尋神創造我們豐盛的本相，活出我
們尊貴的身份。讓我們透過各弟兄姊妹的「信望愛」
分享，見證主在我們當中的榮美。

保羅為帖撒羅尼教會「信心的工作」、「愛心
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的忍耐」不住
的祈禱。你會知道追尋「信望愛」的重要，但
會否同時感到「無力」追尋呢？我們會刻意提
醒自己不要作「壞事」，但我們又會不會刻意
提醒自己作「好事」呢？

望愛的追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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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知道追尋「信
望愛」的重要，
但會否同時感到
「無力」追尋呢？

她來電跟我說病況時，
並不是要得著安慰，倒
分享她怎樣在禱告中，
真實地經歷耶穌的平
安，還嚷著要信耶穌。



秀雯傳道
創意事工

蔡

恩滿溢主
很感謝主，讓我和師母及弟兄姐妹
們，在過去一年能服事教會內外有
不同需要的人。在服事中，我們看
到祂對那些患病的，需要臨終關懷
的，家庭及婚姻出問題的，憂鬱的，
及心靈憂傷的給予了他們所需要的
幫助。

我們同時也很感恩能與弟兄姐妹們一起帶領新朋友來認識耶穌，且陪伴他
們在新的屬靈生命中繼續成長。更感恩能與一群委身的同工領袖們，完成
了近 18 個月的門徒訓練課程。

我親身的經歷了神在過去的一年裡，信實地供應各事
工上的需要，且也持續地在調整我們每一個人，以致
能塑造出一個個更何祂心意的事工團隊。我深信祂會
在新的一年中，幫助我們更好的在神的家中成長及經
歷祂的愛。

今年，我也很榮幸地能與 ESL 同工及學員們，一起參與 ESL 五周年的感恩
見證分享會。此外，也很開心能有中文堂及韓語堂的同工們，在營會中一
起服事一群可愛的孩童。更開心的是看見很多的同工，願意回應神在他們
生命中的呼召和使命，開展了新的生命小組，團契及建立更好的事工團隊
來服事彼此。

柄翔傳道
門徒培訓及迎新事工

 黄

領了她和弟弟決志信主。因著信，一位容易杞
人憂天與丈夫 / 家人關係忽冷忽熱的年輕媽
媽，在耶穌裡有盼望地面對明天的化療，在耶
穌裡體會丈夫及家人對她的關愛。當你認信
「如今常存有信、有望、有愛」，你會發現生
命中無數的「化妝的祝福」！

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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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開心的是看見很多的同
工，願意回應神在他們生命
中的呼召和使命，開展了新
的生命小組，團契及建立更
好的事工團隊來服事彼此。



When I first started as youth pastor of Ignite back in April of 2012, 
I was so excited to be an official “youth pastor”. Looking back, I 
thought a youth pastor would be great because you would have 
the title and the privileges as a pastor. Looking back, I knew there 
would be responsibilities, but I dismissed them as something that 
came with the job. 

Thank you Lord!

This year in Ignite we have seen 9 people get baptized, created 
two worship teams, have multiple combined services, and raised 

I thank God for these kids. I know they aren’t perfect, as I am also 
not, but I thank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their lives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biggest privilege for me is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the kids at 
Ignite. I am so thankful for God for this privilege. Although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80 kids in total (yes we have grown! Thank God!, I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some time getting to know them. I’m still 
far from getting to know everyone, but the ones I have connected 
with, I believe we have a great connection.

Going forward, I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you could give the 
title of “pastor” to anybody, but that 
would not make them a pastor. I 
believe the calling of a pastor is not 
to have a title, but it goes far deeper 
than that. What I have learnt and 
what I am thankful for is this:

s   im KristiantoP T
第二代青年事工

new leaders. We are also planning for the 
year 12s to become new leaders, and 
connect them into the broader part of the 
church. And the coolest thing is this: I believe 
100% that is all the work of our glorious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He has been the 
centre, and will always be the centre of 
Ignite and the people of Ig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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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the calling 
of a pastor is not 
to have a title, but 
it goes far deeper 
than that. 



生命小組回顧
豐盛生命組回顧 

ay LauM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
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
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
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
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馬可福音 12:42-44

豐盛生命團契從外觀看來是一個長者
的團契，的確他們的年歲在世的日子
有點窮，身體甚或軟弱的，人生路走
過許多個彎，教會待奉岡位上沒有怎
麼看到他們的踪跡，但你可曾知道他
們在團契生活裡面付出的，施予的，
能互相輝映，榮耀神的。

『我今年都六十幾，究竟能有多少曰子呢，我要抓緊時間為神作工。』
『我的手指因葯物的副作用有點麻了，唯有戴手襪來彈琴吧。』
『神的恩典夠我用，雖有癌細胞打擾，仍能開心待奉。』
『我不懂英語，活動的圈子較細，神帶领我來這個團契真的很開心。』
『因為受過傷，己很久很久沒有参加過團契，能夠來很難得。』
『團契裡的待奉非常喜樂，期望我先生退休後能一起待奉。』

人們看來不足的，他們卻可完全擺上，活出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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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可曾知道他們在
團契生活裡面付出的
施予的，能互相輝
映，榮耀神的。



婦女事工今年在神的帶領 ､ 保守和恩
典下繼續茁壯成長。在侍奉中，我們學

婦女事工回顧
粵語崇拜

onnieC

習了不可倚靠自己，只求專心仰望神，從而為主多作善工，並經歷神的同
在，親嘗 ｢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在整年的團契活動中，各支
體深感如何以清潔純真的心 (Purity) 去信靠主，以火熱的心 (Passion) 
去愛主，與祂連接，並效法基督的心 (Purpose) 去為主常發新芽 ､ 放新
蕊，以及花香四溢，結果纍纍。

要回顧過去的一年，2013 年，或許我們會
有一刻的妄然，然後想：到底有甚麼可以
感恩的事呢？有那一件事情，更能表明主
的恩典呢？⋯⋯ 每天為著生活、為著孩子的
學習、生活鎖事而忙碌；轉眼一年飛逝，
仿似暫停一刻來細味主恩典的時間，也有
點困難。

其實，神的恩典就在我們過去的每一分一刻中，不停地表明著。看著我們
小組裡的孩子，一天天在主的愛裡，健康、活潑、快樂地長大；在主的話
語教導中成長，我們作為父母的確份外欣喜。此外，弟兄姊妹間為孩子們
的健康、管教、學業、身、心、靈成長的一切事情上，彼此分享，交流經驗，
彼此代禱，互相幫助；表明我們承擔著 神所賜予我們的管家職份，好好愛
護和管理神所賜的產業 (兒女是 神所賜的產業 )。

YFLG
青年家庭小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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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潔純真的心 去信靠主，
以火熱的心去愛主，與祂連
接，並效法基督的心去為主
常發新芽。

其實，神的恩典就在
我們過去的每一分一
刻中，不停地表明著。



再者，今年不單有新家庭的加入，也有
新生命的誕生，神給予我們小組多了幾
名可愛的嬰孩。這都是我們該感恩的
事，因為 神用祂的恩手拖帶、保守著我
們，豐豐滿滿的度過了一年。感謝 神！
我們就是在過去中的每一刻和生活中的
每一點滴，已經在不斷經歷衪的恩典。

enny CheungK

Clayton 生命小组由十几个家庭组
成。聚会的平均人数约为大人22人， 
小孩 12 人。
今年的聚会内容包括四方面：

感谢神一直在我们小组里动工。 今年来我们发现组员们对神的话语更加渴
慕。不单在聚会时 组员们能很投入地认真思想神的话语、积极参与讨论和
分享，而且在平时也经常在微信上踊跃分享见证和发表讨论。真是哈利路
亚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引导， 让我们更认识神， 更认识自己，在真道
上同归于一。

今年来我们也发现组员们在平日生活中联系增多了， 彼此的关心和鼓励也
多了。又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的带领，使组员们不单在神的话
语上扎根，更能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来，学习和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诗篇
133：1 说「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生命小組回顧
Clayton

的 DVD 讲道和见证系列

3）假期假日特别活动
4）专题讨论。

1）查考使徒行传
2）观看吴勇长老关于教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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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在聚会时 组员们能很
投入地认真思想神的话语、
积极参与讨论和分享，而且
在平时也经常在微信上踊跃
分享见证和发表讨论。

願 神藉著我們這小組，給予更多家庭在祂的愛中被建立。願榮耀頌讚歸給
我們的 神。



oyce ChungJ

生命小組回顧
Doncaster East

DONCASTER EAST 小組的弟兄姊妹在不覺間
已一起過了 18 個月的日子。在每 2-3 星期
的家庭聚會⋯，大家一起以詩歌頌讚神 , 亦
在不同兄姊經歷神的際遇分享中，彼此生命
得到激勵；又在查考聖經中學習神的真理和
價值觀，聚會後彼此代禱守望。不單有靈糧，
亦有住家美食佳餚，有哭有笑，同喜同憂。

我作為小組長，最大的喜樂莫過於
見証組員信心和靈命上的成長。感
謝神在本年復活節的浸禮，有二位
組員受洗，公開宣認基督為生命的
主。組員亦願意參予帶領小組查經
及教會預查經班，並且在教會不同
事工上積極事奉，實踐愛神愛人的
教導。 “我們曉得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生命小組事

工正正是神對教會的心意。祈求神在2014新年裡，聖靈繼續帶領我們小組，
賜下異象，讓組員經歷與神同工的喜樂，榮神益人。

2013 年是感恩的一年， 也是小组生命
继续成长的一年，是弟兄姊妹更多学习
彼此关顾、彼此相爱的一年。求主继续
带领， 继续在每个组员心里动工。让
我们愿意被主所陶造，以致于我们的生
命在主里不断成长，在主内彼此劝勉、
彼此鼓励、彼此建造。让我们能成为主
所喜悦的门徒，成为别人的祝福。

ack X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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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亦願意參予帶領
小組查經及教會預查
經班，並且在教會事
工上積極事奉，實踐
愛神愛人的教導。



East

2Doncaster 
生命小組回顧
East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
們行的。」(以弗所書二章十節 )

感謝神你為我們所預傋的一切。叫我們
在所行的道上 , 憑著信 ! 有你一切的應
許。在 2012 年 何傳道找我和太太 一起當

Vine 3 的導師 , 主要是支持兩位年青組長 Angela 和 Adrienne。我們的
回應是怕沒有足夠的時間 , 也不清楚我們是否已從靈命的低谷得了醫治。
經過夫婦同心禱告後 , 便憑著信心答應了。初期工作是很輕省的，因兩位
組長都有很好的聖經知識和領組經驗。又有愛心對組員並用心侍奉神，我
們只是定期和她們見面 , 彼此分享 , 祈禱和暸解 Vine 3 的需要。但隨著
時間過去 , Vine3 也起了轉變，組員開始結婚生小孩。組長 Angela 也要
婚後移居堪培拉 , Adrienne 則要在職進修。同時間兩位組長在今年初要
退下侍奉，而其他組員卻未有預備做組長的呼召。我們有著聖靈感動便和
何傳道商議 , 並獲得各組員的同意，讓我們帶領 Vine 3 轉為家庭生命小
組。感謝神 ! 在祂的引領下，Doncaster East 生命小組 (2) 便於五月初
開始了。

回顧今年，神大大的祝福這小組 , 
年青家庭都面對不少工作上的轉
變 , 有些組員需要轉換工作或尋
找工作。當中有很多困難和挑戰 , 
神也讓我們在小組透過分享經驗和
互相代禱 , 抓緊神的手。有的經
過多次努力應徵、面試和等候，神
的應許便臨到，得到的比所求的更
多。年青家庭中每有育養幼兒的問

erence &T andy C

題，大家都會透過手机群組聯絡，成為二個 BB 的姨姨和叔叔。十分關注她
們的情況。看見弟兄姊妹在主裡的成長和對小組生活的投入，彼此分擔重
擔。正如經上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馬書 8:28) 小組現在更加多了兩對年輕夫婦 , 成了一個十六人和二個 BB
的大家庭。感謝主！願把所有榮耀歸與愛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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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弟兄姊妹在主
裡的成長和對小組
生活的投入，彼此
分擔重擔。



生命小組回顧
Doncaster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小組有了幾點突破。 

第一點『彼此關懷』每位組員，經常用電
話互相聯絡，彼此問候，以前只有組長關
心，現在大家一齊關心。

第二點『集體帶領』我組編了輪值表， 每次查經或祈禱會，都由當值兩個
組員帶領，養成我們勤讀經，做功課，人人有份。

第三點『增設祈禱會』每月有三次聚會， 第二和第四星期是查經班 ,第三
星期是祈禱會，把代禱，事項列明分組，每位組員也要代禱，養成我們多
作禱告的習慣。「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 ( 雅五 :16) 
最近為了完成查使徒行傳， 我們決定取消吃午餐， 明白到聖經所說「使
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八:3)

過去一年， 我們小組非常感恩， 組員的靈命漸漸成長，雖然多位組員，
身體有軟軟弱，有苦難， 有病痛，但這是考驗我們的意志和信心，使我們
更加信靠神。

潘鎱基夫婦

生命小組回顧
Syndal

不久之前與一些主內姊妹去畫展，我們有一個非常愉快感恩的一天，於是
有位創意無限的姊妹給我們這組合起名為「開心笑女組」，想我們女仕當
然以保持年青為著緊，不過我們縂覺得天父給我們的真正喜樂比青春更重
要，因為一切由心發出。

由於「笑女」只限女仕，於是有人提意
「笑囗組」，那就可包括所有人了。是
的，在我心中就好為感受和見證天父給
我們小組各人的融洽與和睦而感恩。

11

養成我們勤讀經，
做功課，人人有份。

天父給我們的真正喜樂
比青春更重要，因為一
切由心發出。



生命小組回顧

ortia WongP

我們開組的時間常帶腔動的笑聲，我們的喜
樂不單是我們事事都是順意，反倒我們也有
各人的擔子和爭扎，或偶然有不協調，這倒
是主叫我們學習彼此關顧，愛心和禱告。從
我們的組合，我能見證神的計劃和心意，我
們各人都好獨特，卻又彼此配撘，我們由開
始加入而逐漸彼此建立誼情和投入，透過查
經、討論、分享和代禱，神讓我們建立信任

和坦誠，這是十分重要的，這也使我為各人肯去實踐基督的教導而感動和
雀躍，他們的生命見證常常成為我的學習和讚歎神的同在、真實和大能！
願榮耀歸與神！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我們小組無論在人數和靈命上都大大增長。在上半年，
神帶領多位新朋友來到我們當中，讓曾維持多年的 10 人小組瞬間增至 16
人。至於靈命上，弟兄姊妹亦開始在每次查經前負責靈修分享，讓我們以
靈修互勉，以生命影響生命。另
外，查經後我們亦有分組祈禱的
時間，透過互相分享祈禱事項，
加深彼此認識，進而在小組以外，
亦持續互相守望及代禱。

在年中時，神特別提醒我們這羣在職
青年在教會中的使命及異象。祂透過
一次的查經，讓弟兄姊妹看到使徒保
羅在安提阿教會時，以對外邦人得救
需要的使命感，激勵我們有開放小組
的心，跳出我們的舒適圈，特別去關

顧教會中沒有小組的青年人，使他們更能投入教會生活。願在新一年，我
們更能發揮出 VlNE 的精神，讓神透過我們的生命，使人看見一羣有活力、
以生命影響生命、在主內扎根互勉成長、廣傳福音的基督徒。

生命小組回顧
Vine 2

enice Won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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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我們有開放小組的
心，跳出我們的舒適圈，
特別去關顧教會中沒有
小組的青年人，使他們
更能投入教會生活。



查經小組回顧
Glen Waverley國語

我们是 Glen Waverley 区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查经小组，由于时间较短，
我们还没有收集到小组的生命见证，但不管怎样，我要为我们小组的组建
献上感恩。今年 4 月 1 日，我和我的妻子正式退休，搬到 Glen Waverley

我很感恩，自从 91 年信主后，我
经历了神很多大小不同的带领。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22 个年头了。
感谢主 , 对主的信心，我非但没
有减退 , 反而越发加增，对神在
我身上的托付也越来越强烈。这
个实在是神的怜悯，在我这个无
能的人身上 , 神有祂亲自的作
为。   

居住 . 8 月份正式在我的家开始了查经
小组。这是我在搬家前一直梦寐以求的
事，感谢主，神眷顾我，这么快我们家
就恢复了查经小组。

我很感恩，退休后，我们没有拉下一
天，从 4月 1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投
入到全时间的事奉岗位 ; 这是神的怜悯，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祂的事工当
中去。我们也因此开足了马力，积极地回应神在我们身上丰盛的恩典和祝
福。面对神 , 我们总觉得亏欠祂太多太多。

我很感恩，我们这个查经小组虽然成立不久，但是大家对神的话语是如此
的渴慕。很明显，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话语的喂养 . 
这是我们的祷告，求神祝福我们这个小组，愿神透过祂的话语，亲自跟我
们说话，愿神更多地得着我们，好让我们愿意为祂摆上更多，成为祂生命
的出口。  

eter Z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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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对主的信心，
我非但没有减退，反而
越发加增，对神在我身
上的托付也越来越强烈。



eter Zhu

ennis HoD

回想今年神在小組的工作實在很多。組員都十分熟落 , 像一家人似的。人
人都是十分投入 , 我們一起歡笑 , 遇難處一起流淚 , 互相鼓勵代求。一
次又一次見證禱告蒙應允。

年初有幾個組員離開，雖有一點捨不得 , 
但他們都是按神呼召到其他組事奉 , 所以
又替他們高興。我覺得最難得是組員都不
吝惜去分享他們親身經歷。令我們明白等
候神明白主心意如何是何等重要。有幾個
最近從組員學到的功課和大家分享 :

3. 得力在乎平靜安隱，但也像海豚按環
境，順水流，安然渡過，那怕驚濤駭浪。

生命小組回顧
Glen Waverley

1. 人心裡的黑暗是世界的光不能解決的 , 
只有神的真光才可照亮。

事奉要存謙卑的心才得神喜悅。要互相
洗腳效法主。

2.

生命小組回顧
Vine 1
在剛過的一年，我們小組舉辦的節目可說是
包羅萬有，不論是查考聖經，祈禱分享，或
是聯歡聚會，藉著各類型的活動，讓我們有
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新朋友，從而擴展我們服
務的社群，並藉此將福音傳開。

感謝神，於過往一年組員間坦誠的互動，組
長與導師忠心的服侍下，即使我們處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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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十分投入，
我們一起歡笑，遇難
處一起流淚，互相鼓
勵代求。

誰說書生百無一用，
讓神繼續與起我們火
熱的心，於不同社群
為主作光作鹽，一同
開展主的國！



生命小組回顧
Balwyn
今年我們的小组過渡了一個不太平穩的一年。今年有幾對夫婦因為種種原
因離開了小組。作為组長的我，總覺得有點愧疚，亦不知如何能扭轉這種
局面。只有無奈地接受及在記掛著他們時亦為他們禱告，願意他們在主內
仍會繼續成長、生命仍然繼續被神塑造。

在情感上，惋惜多年建立的甜蜜和諧的弟兄姊妹之情，曾經一同的掙扎、
一同的哭泣及歡笑、彼此的互勵互勉，都似乎成為過去。常在想，在人生

但聖靈提醒：「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那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還能抱怨麽？「折毁有時、建造有時」。
可能折毁就是為了要再建造。所以我轉眼
看小组內其他的弟兄姊妹，便更加珍惜愛
護，能與他們一起走多遠就走多遠，這也
是上天所給的福份。

感恩的是數月前有一對從未參加過家庭小组的夫婦加入了我們，他們的投
入讓我釋懷。神仍在繼續使用我們的小组！想到團契、生命小组，便會想
起一段在傳道書的經文：「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
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
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
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作守望的不要氣餒，所作的都是美好的。

的路上，有多少人會陪著你一起走到终點，
為彼此守望到底的又能有幾人？

ngus TseA

境況，或是學業上遇到難題，抑或對前路感
到迷惘等處境，我們仍不忘生命及靈命成長
的重要，而「愛神，愛人，作主門徒」這口
號亦並不是紙上談兵的事，眼見弟兄姊妹的
靈命日漸成長，對聖經知識上的渴求，確實
只能感恩。「誰說書生百無一用」，讓神繼
續與起我們火熱的心，於不同社群為主作光
作鹽，一同開展主的國！

ei Y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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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眼看小组內其
他的弟兄姊妹，便
更加珍惜愛護，能
與他們一起走多遠
就走多遠，這也是
上天所給的福份。



ngus Tse

生命小組回顧
Scoresby 1
感謝神，這一年裡給於小組的關懷和愛。我們看到組員在小組内侍奉的成長：
有多些弟兄姐妹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帶查經、或带詩歌。我們也看到更多深
一层的分享：身體不適的擔憂、孩子成長過程的頭痛、內心的掙扎等。

感謝神，小組成員也在教會不同的
崗位上，繼續侍奉：招待、家福、
成立新小組等。小孩們也漸漸長
大，都步入青少年時期。所謂青少
年期乃風暴期，家長們難免有與小

站在大海邊 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發現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足道

像灰塵 消失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輕聲告訴我 一切祂都看見了
我所有掙扎 所有軟弱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呼求 耶穌聽見我的禱告
千萬人中 祂竟關心我的需要
走過的路 有歡笑有淚水
都留下 主恩典的記號

在風雨中 耶穌將我緊緊擁抱
我深知道 祂是我永遠的依靠
走過的路 有歡笑有淚水
將成為 主恩典的記號

感謝神，我們的歡喜、掙扎、軟弱和憂傷，都是生命中神留下的恩典的記號，
來教我們謙卑，敬畏，感恩。神深愛著我們！

忠輝

孩的摩擦。在這成長的關鍵期，我們都希望下一代能在家庭、小組、和教會的
熏陶下，在主裡茁壯成長。但同時，我們也清楚俗世通過朋友、科技、媒體等
所能帶來的誘惑和誤導。我們慇懃地向神祈禱，希望我們下一代能親身體驗神
的愛，將信心放在耶和華身上。歌曲「恩典的記號」歌詞，反映了我們這些有
限、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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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希望下一代能在家
庭、小組、和教會的熏陶
下，在主裡茁壯成長。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事工回顧2013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個人生命回顧

用信去走過 憑信見真我 浮沈人生不受挫
認信去改過 真信心主給我 重重難阻必衝破

用愛去改變 憑愛去轉變 仇敵怒火不遇見
讓愛勝心戰 真愛心主給我 神是愛心的基建

望信與真愛 憐憫與真理 除掉昨天的舊你
望信與真愛 不變改不丟棄 神是我主心中記

感謝神早前賜靈感給我，將一首樂章譜寫上這
些敬拜的詩句，於此同時，亦令我深深體會到
其實整本聖經箇中的教導，都盡是關乎信、望、
愛。 66卷書裡所記載的歷史故事、先知曉喻、
智慧教誨、屬靈書信和主耶穌的生平就是要使
我們學習 ---- 什麼是信、怎樣盼望、和如何
去愛。

我們可以有信有望有愛全然都是出於神的恩
典。感謝神在日常的生活裡，賜予夠我用的信、
望、愛，每天教我信的工夫，給我望的忍耐，
和使我有愛的勞苦，去走過這豐足的 2013 年。
往後我盼望神再加添我的信心和愛心，去得著
更豐盛的下一年。

信

iu Ming WongS

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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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有信有
望有愛全然都是
出於神的恩典。



生命回顧

謝恩主，天天背著我，握着我的手，擦乾我的淚水，為我注入喜樂的
能量，播下信實的確據，使我經歷如約伯所言「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
親眼看見你。」(約伯記四十二章五節 )。

偉清

神就是愛！全然信靠，全心交托，忠心跟從，
每天與主同行，心中平安，何懼之有！說很容
易，但做卻是難很難極難！「在祂没有難成的
事。」( 創世紀 18 章 14 節 )。事實和現實是我
主我神要我去積極面對逆境人生，走出死蔭幽

感謝神讓主的靈將基督的愛深深的澆灌在我心裏「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以賽亞書 55 章 9 節 )。流淚時：主親自差派
天使擁抱我､安慰我「祢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 23 章 4 節 )。
憂傷時：主的話散發出力量鼓勵我支持我，讓我可以慢慢地步出黑暗的深
谷「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詩篇 119 章 105 節 )。受攻擊軟
弱時：主的名大大剛強我，使我重新得力「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為我
成全諸事的神。」( 詩篇 57 章 2 節 )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倚靠，帶
着謙卑順服的心，天天與主同行，享受像以諾與神同行的美。耶穌說「在
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馬可福音 10 章 27 節 )。

經歷使人成長，學懂謙卑加順服地倚靠神，約瑟在經歷中享受神的祝福，
但重要是耐心地等候神的時間，同時不可忘記將榮耀歸予神，神會親自憐
憫施恩加祝福祂所愛寶貴的兒女。我是祂親手創造看顧的女兒，一切在天
父計劃安排中，願榮耀頌讚全歸創始成終的亞爸父，亞們。

谷，力量！力量從何而來？「力量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篇 121
章 2 節 )。

感

我的妹妹（月蘭）在多年前患上腎病，
過去幾年她的腎臟功能幾乎完全消
失，每日依靠腹膜透析洗腎法來維持
生命。但這也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法，

謝讚美我們的主耶穌！神的恩典
與慈愛在我們家中不斷湧流。

她的健康仍然漸漸衰退，各樣的併發症帶來了生活上很大的折磨。她極需
要一個新的腎臟，才能重獲新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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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時，主親
自差派天使擁
抱我，安慰我。

她就憑著一顆真誠的信
心，仰望天父的幫助，
超越各種的恐懼，踏上
這捨己的路程。



感謝主！ 我們的一位姊姊（致君）很有愛心，她願意獻上自己，把她的一
個腎臟捐出來移植在妹妹（月蘭）身上。事實上姊姊（致君）的人生中也
遇到許多困難挑戰，捐出一個腎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就憑著一
顆真誠的信心，仰望天父的幫助，超越各種的恐懼，踏上這捨己的路程。
腎臟移植的預備程序是非常嚴格的，要經過多方面的身體檢查，腎臟配對
等等，還要等候醫院排期，方能成事。在十個月的等候時間中，雖然亦有
來自各方面的疑慮，但她們就是抱着一份對新生命的盼望，來渡過這段等
候的日子。

在過去這一年，確實是一個「信望愛」的經歷。手術終於在今年十月十五
日進行，這般複雜的手術，如果稍有錯失，對她們兩人都可能引致生命危
險或嚴重創傷。但神有恩典憐憫，手術順利完成，而且將腎臟移植在月蘭
身上的手術效率更破了醫院的紀錄。腎臟配對通常有六個指標，即使是親
屬，若有四個指標配合已算不錯了，但她們姊妹的腎臟是六個指標都配
合，這更令我們感到神格外的恩惠。

手術後的復完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當中亦會遇到各樣的困難挑戰。但我們
願意持守著對神的信心，對新生命的盼望，加上弟兄姊妺愛心的代禱和支
持，深信一定能夠走過這段康復的路程。

就讓這個愛心捨己的故事，這份對
生命的期盼，成為我們今天來到神
面前的感恩祭。因為聖經說：「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
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
信衪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希伯
來書 11 章 6 節）願榮耀頌讚歸於天
父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oger ChanR

存感恩的心感謝神，在喜樂時要感謝，在苦難中也要感謝，果真這麼
容易嗎？靠著我們血氣之軀，是沒法做得到的，人實在是渺小，面對狂風
暴雨，很多時都是經不起風浪。如果我們的生命沒有神的同在，確實是非
常痛苦的。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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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因為祂的同在，與我們同經歷生命中
的起落，快樂時與我們同樂，傷痛時分擔我們
的憂患。雖然我們小信，但祂仍然不放棄我們。

過去的一年，實在深深領悟到詩篇 23 篇所述：「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使我的靈魂
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神與我同在，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祂為我擺設筵
席，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 
這是神賦與的應許，當我面對困
境時，學習緊緊找住神的應許，
憑信心仰望那創始成終的慈愛天
父。感謝神，雖然我小信，但祂
仍然不離不棄的與我同行，更在
我疲乏無力的當下，抱我行走這
生命的崎嶇路。心中欣然的感謝
神，因為有主同在的生命「只有
祝福，沒有咒詛」。天父，我衷
心的感謝袮！

aren ChanK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这使徒信经旳內容都很熟識，跟隨基督的先
贤在两千多年前就寫下対独一真神的信仰條文，擲地有聲，藉以抵擋異端
邪説的渗透，避免信徒跟随着世俗的潮流而失去了上帝兒女的位份。

回想人生歷程已过半，屬灵生命雖有高低，可幸，時至今天还能守得住當
初所信的这道。不过這却令我想起使徒保罗勉勵提摩太的一段説話；在提
後四：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対保罗而言，是他対自已一生的評價，対我而言就是一种
鞕策，因為能守住这道，対一个跟隨主的门徒來说，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
求而矣。在这个要求之後还有两个欄要跨过，就是「當跑的路」和「那美
好的仗」！

今常存的有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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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的生命
沒有神的同在，確
實是非常痛苦的。



感谢主，预备 inspire 这么好的团契给我，在
我生活澳洲的第一年，感觉到神的爱与温暖。

跟 inspire 熟悉起来也是今年年初的事情，2月
份从国内回来就会经常参加团契的活动，与弟
兄姐妹也熟悉起来，4 月份大家一起去 camping

的时候就变的更加亲密无间了。记得是在六月
份，那时候因为自身的原因情绪上很低落，
但是非常感谢神，那时安排了她的儿女也就是
inspire 的弟兄姐妹在我身边鼓励我，那段时
间过去以后与大家的关系就更加好了，真的觉
得大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现在也参与到团
契的一些服侍当中去，在服侍中，大家一起进
步，一起分享困难和喜悦，真的是只有在神的
家里，才能感受到的平安和喜乐。

Inspire 的第一年在

*右為Christina

常言道，跑基督信仰的路，是孤单的路，是難
跑的路；戦競之餘亦常求告主多给恩典与能力，
使我能夠不失脚跌倒。若然要跑「當跑的路」，
在毅力与决心上还得加上信心和谦卑顺服的
心。很多時候我都还在跑那自選的路缐，求主
開恩憐悯。路雖然難跑，比起与空中掌權的悪
魔爭戦，就輕巧得多。不过保罗在这裡説成是

ohn FanJ

一場美好的仗；这可以是憑着其性質是拯救人類靈魂的爭戦，而称它為美
好的仗。但我的领受却認為这是一場已經得勝了的戦爭，以致藉得回味而
称之為美好的仗。我在想，能夠参予一場由主帥領的屬灵争戦，並且親身
感受那凱旋的歡欣，着实難能可贵；昔日的我，為什麽屡是錯失这些机会
呢？幸好，主仍然给我留下机会。面対自已的光景，在主面前，只能心存
感恩之餘，唯有感恩，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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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競之餘亦常求
告主多给恩典与
能力，使我能夠不
失脚跌倒。

在我生活澳洲的
第一年，感觉到
神的爱与温暖。



团契中有许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耶稣基督
的样子，就是舍己为人的品格，关心周围的人，将别人的难处当做自己的
难处，inspire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团契。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能跟
inspire 的弟兄姐妹们有更深的属灵上的交通，让继续来的新朋友，慕道
友，进入我们团契的时候，看到我们，就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我们身
上显现，让我们的团契是神所喜悦的，阿门！

hristina ChenC

當天下午我見我在香港十七年前的傳道人 ( 屯門區的劉牧師及鍾傳道 )，

星期四晚上，施姑娘在一個聚會中認識
了 Candy 傳道 ( 她將會到非洲宣教 )，

當時 Rev. Solomon 將福音説给我媽媽知道，Candy 傳道翻譯，我媽媽便
立即接受耶稣，相信主。然後牧師按手為媽媽禱吿醫病。星期日，我和媽
媽便一起去教會，我也買了聖經 CD 给媽媽聼。希望她能明白聖經。在我來
看，這是神的带領、是各傳道人及各基督徒朋友的愛心及在背後的禱告而
成事。感谢神。

udy LeeJ

年 6 月尾，我收到哥哥的 Viber 短訊
説我的媽媽因急性心肌緊塞入了醫院。我心
想媽媽未信主而且有心臓病、白內障、曾經
骨折而行動不便等等，我心裏膽憂但亦只能
在遠方為媽媽禱告。幸好神的恩典使她能在
7 月尾出院。所以我在 9 月 24 日返港探望
媽媽。9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上午問媽媽會
否和我一起在星期日返教會，但她拒绝了。

他們很希望我的媽媽能夠信主，所以便介
绍了觀塘區的許傳道给我。我和許傳道通
完電話後，他便在當晚介绍和我媽媽同
住將軍澳健明邨的施姑娘 (預備到中國為
孤兒事奉的宣教士 ) 認識。我和施姑娘
通電話後，相約星期五下午探訪我媽媽。

Candy 傳道知道後便聯絡 Rev. Solomon (非洲人，在非洲工作的宣教士，
剛巧在那個星期在香港 )，剛巧他們全部都只有星期五下午有空，所以我
們四人 ( 來自不同教會，只用電話或 whatsapp 聯絡、認識 ) 便在星期五
第一次在將軍澳見面。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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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來看，這是神
的带領、是各傳道
人及各基督徒朋友
的愛心及在背後的
禱告而成事。



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叫李峥，来
自中国河北。我跟太太 Grace 2005 年一
起来澳洲留学，并蒙神拣选，于同年受
洗归于主的名下，在受洗教会服事六年
之后，2011 年加入 Crossway 浸信会中
文堂成为会员。感谢神一路以来的保守
和带领。下面我想带着感恩的心，代表
我们的家庭做以下的简短的见证。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刚满两岁三个月。经营一个年青的家庭不容易，这
里远离家乡没有父母亲人帮助，有精神和经济的压力。但是靠着神的祝福，
让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经济上因为Grace一直做casual，收入很不稳定，
加上带孩子使她比之前的工作收入变的更少。但是每年我们都会有意想不
到的加添 。比如说去年 Grace 意外的接到写一门 course 的工作，得到了
额外的收入。今年父母有感动也碰巧有多余的能力在经济上支持我们一些。
总之每年神都是多过我们需求的供应，甚至我们的一些想法他都知道。工
作和收入的不稳定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世事难料变
化突然，唯有抓住神的应许和仰望他的供给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喜乐。感
谢主，诗篇 34:10 已经应许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2012 年的感恩节，我们小组负责出演一个罪得赦免的话剧，没想到神竟然
拣选我们夫妇二人同时出演，随后弟兄姊妹邀请我们参加中文堂的服事，
我们就顺服的答应了，因为能够作为神的工具和器皿，回应神的爱并且接
受属灵的操练，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自 2011 两年前开始来到 cross way 中文堂，就是神的带领和恩典。那个时
候我们在寻找新的教会。Grace 的父母当时在帮忙做月子，一天主日徒步
来找 crossway 的教堂，不知不觉错过了路口，当时路上行人不多，感谢主
他们遇到讲中文的留学生给他们指路。虽然迟到，但是遇到了现在的生命
小组组长 Mona 姐妹 Thomas 弟兄一家，随后参加他们的小组。在这个小组
里面我们真切的感受到神的爱，还有很多巧合的事情，让我们明白是神把
我们安排在这个属灵的家。后来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完全靠着小组成员的
关爱和帮助度过难关，而且事实上在每件事情当中，神所为我们安排的弟
兄姐妹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感叹神
的奇妙作为和计划，因为罗马书 8:28 有提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李峥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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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每年神都是多过
我们需求的供应，甚
至我们的一些想法他
都知道。



嘉夫

和太太都欣都是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大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的
大学生，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我在医院当医生，都欣在大学当老师。工
作几年后，我们选择了去日本留学，让一切从零开始。在日本一住就是近
16 年。后来，我提出了移民澳大利亚，且顺利地实现了。可是，随后出现
了问题。第二次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从零开始、找工作的挫折、语言的障碍、
对未来的不确定、让都欣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这种沉重压力，让都欣几
乎崩溃，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和动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我
以为我理解她，总想开导她，可是总是事与愿违，总是导致激烈的争论和
争吵，以致后来连我自己也开始失去信心，甚至准备让我们的关系自生自
灭。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无能，我不能帮助妻子、让她感到安心。也就
在这时，我工作所研究室的一位弟兄介绍我们参加他们的教会和小组活动，
接觸了聖經，但同時我们內心也经历了抵触和怀疑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了 Crossway。随着对神的认识及对圣经理解的加
深，又有周围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帮助，我们终于接受耶穌成为了基督徒，
且于 2011 年的复活节一起受洗。

今年，是我们结婚 25 周年。我感谢神
给我一位好妻子，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
儿女，也感谢神让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痛

信主以后，我感到了妻子的变化，她变
得有信心、开始积极投身于教会及社会
活动、更加理解我、支持我的工作。她
不再像过去那样去计较自己的得与失，
而是计数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所以心
里充满感恩。

苦与欢乐，也给了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不仅对今天的生活充满信心和
感恩、更对我们将来要离开这个世界不再感到畏惧，而是感到有盼望。感
谢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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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神给我一位好
妻子，拣选了我们成
为神的儿女，也感谢
神让我们经历了许多
的痛苦与欢乐，也给
了我们丰盛的恩典。



ichael WongM

今年年初，我定了一個目標去挑戰自己 

神滿有恩典和慈愛，不僅知道更供應我們的需要。我們沒有藉口不去關心、
分享和事奉。

但神的話語鼓勵我 :

要有盼望緊握神的應許去事奉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要效發主的愛去關心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腓 2:5-6)

要有信心確信去分享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你
們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 羅 12:1-2)

第一
我發覺生活慢慢地變得好像例行公事一樣，
很多時候感到不再有動力，好奇心和興趣去
關心和學習。

在

第三
我發覺自己多年來投入醫院工作、大學研究教學、社會服務和教會事奉，
開始感到疲累，有時甚至感到失望無奈，不再想積極參與

第二
我發覺在我身邊的人大多數跟自己有同樣的理念、想法、意見和宗教信仰，
很多時候不再有勇氣和自律走出 舒適區 (comfort zone) 去與非信徒分
享、討論、辯論和作見証。

去關心 (care)
去分享 (share)
去事奉 (serve)

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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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滿有恩典和慈
愛，不僅知道更供
應我們的需要。我
們沒有藉口不去關
心、分享和事奉。



每一个来到澳大利亚留学和工作的人，可能都会遭遇申请永久居民的经历。
我在 2010 年 6 月拿 457 签证从香港大学到墨尔本 MONASH 大学工作。我的
老板有很多资金，而且很有权势，只要他发命令，大学人事处的职员一定
迅速快捷的办理他要求的事情，比如签证。依靠他，我申请雇主担保的 PR
一定没有问题。而且老板也答应我，只要到了移民局要求的时间，他就要
求大学人事处帮我递交申请。然而，就在我全心全意依靠我的老板，准备
材料递交申请时，我却阴差阳错，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转到了另一所大
学。而当年雇主担保的 PR 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要为提名雇主工
作满 2年，而非之前的 1年。

还有再等待，不，我不能再等。我要靠我自己，我已拿到澳大利亚的技术
评估，只要雅思考过 4个 7， 我就可以通过技术移民申请 PR，不用等待。
而且我现在大学的老板人虽然很好，但没有资金，更没有权势。因此我要
靠我自己。从此，我不去教会，不管孩子，把家中事务全推给丈夫，我用

我开始反省，我开始回转，开始把我的眼眸转向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
救主耶稣基督。在过去两年中，我不是依靠我的老板就是要靠我自己，我
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创造者，厚赐万物，掌管一切的神耶和华。而耶和华是
多么怜悯我，祂不仅保守了我的性命，祂的爱祂的手，还把我紧紧抓住。
我不再去学雅思，不再去想 PR，而是去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学习神
的话语，去教会服侍，去关心和引导未信主的朋友，去教导孩子学圣经，
认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神，祂是如此的奇妙，当我定睛仰望祂，只求祂
的国，祂的义，遵循祂的诫命律法时，祂却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神
用超出常理，让所有知道的人惊讶不已，甚至震惊的方式，以大学雇主担

我所有业余时间去上雅思课程，去
做题，去摸考。然而，每次考完拿
到成绩时，四部分中，总有一部分
差 0.5 分。考了快一年了，我几乎
快崩溃。就在我准备再考一次时，
遭遇急性心肌大面积缺血，那一刻
我犹如被抛到了地狱深渊。我是家
中唯一经济来源，俩孩子尚年幼，
小的正准备上幼稚园，万一我有个
意外，他们这么过？！ 那些日子忧
愁和恐惧笼罩着我和全家。

的奇妙作为神

28

我不再去学雅思，不再
去想 PR，而是去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学 习
神的话语，去教会服侍，
去关心和引导未信主的
朋友，去教导孩子学圣
经，认识主耶稣。



ary ZhangM

謝神，祂使我生長在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中。我自小得到家庭和教會的牧養，使我的靈
性生命得以紥根和成長。在接受了主耶穌基督
為我個人的救主後，我就成為一個第四代的基
督徒了。

我確信神必會帶領我應走的道路。神帶領我去
進修院牧訓練課程：包括神學、教牧輔導、臨
床牧關教育及善終服務等等課程。並給我在多

感謝神，我終於得到香港一個新成立的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醫院院牧事工
委員會委任為一位全職首任院牧。在香港三間近百年歷史的華人醫院，即
東華醫院、東華東院及馮堯敬醫院中，創辦基督教醫院院牧事工，以基督
的愛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病者、其家人和醫院員工。

我移民澳洲後，亦曾被一間澳洲醫院委任為一位牧養
關顧義工及中文客座院牧。主耶穌曾說「你們這蒙我
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豫備的國。
因為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
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 ( 太廿五 34、36、40)

我立志要繼續不懈地以主耶穌基督的愛去牧養關顧有
需要的人，去彰顯神的大愛。

awrenceWongL

間醫院去實習。我盼望神能把我裝備成為一個合乎祂使用的醫院院牧。去
牧養關顧那些心靈有需要的人。

保的形式递交了申请。正如以赛亚书 55:9 所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
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把我从依靠我老板，依靠我自己这条偏
路上拉回来，让我知道，只有像亚伯拉罕，以撒和亚各一样，定睛仰望依
靠耶和华，祂必成就祂所要成就的。正如所罗门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
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他必指引
你的路」箴言 3:5-6）。阿门！

感

29

在接受了主耶穌
基督為我個人的
救主後，我就成
為一個第四代的
基督徒了。



ary Zhang

awrenceWong

是我的真實見證。來到 Crossway 在神
裡面我學習很多，我不能忘記衪的恩典。另
方面，心靈卻是軟弱、孤單。若沒有神在背
後支持和你們禱告，我怕也會跌倒。我明白
你們要照顧教會全體，只是我也讓你們知
道，我需要你們的代禱，鼓勵、和支持。願
神祝福你和 Ps Mary 一生的事奉，榮神益
人！以下是我在 ESL 的感恩分享。

我來這教會的時候是帶著一個不開心的心情
來到這裏，因為那時候我親愛的弟弟剛剛死

了。但在這裏神改變我的生命，祂拿走我的憂慮、恐懼、和我的自我，使
我順服，賜我有生命的動力。這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乃是神的幫助。我
本來是害羞，自我為是。但神的愛，祂的美意把我改變，使我生命不一樣。
感謝神的帶領，我在這裏英文班的服侍作義工，給我很多學習 的機會。神
在我患難的時候，給我新的出路，祂知道我的軟弱和需要，回顧過去，我
雖然死了一個弟弟，很失望，但我們的神是有生命的，祂看顧我，把我回
轉，改變我人性的看法，現在祂給我很多，是我意想不到的，我更要依靠
祂，好好的活下去。把榮耀歸神！

這

我看著“信望愛”這三個字，腦海浮現了以往一些片段，幾年前，我
每月會去護老院探望以前的師母。( 這是牧師生前的托付 )。我們己認識

andy LiuS

了二十多年，感情深厚。她那如慈母般的
關心愛護，常會令我温暖感動。師母是荷
蘭人，已經 80 多歲，每次的見面都那麼
喜樂，我們一起唱詩歌，一起憶舊事講近
況，她總讓我讀一段詩篇，然後說比她女
兒讀得還好，她就是這樣鼓勵我。那時牧
師剛去世，以往每天他都去探望，縱然路
途遙遠，初時我真有點擔心她能否承受這
打擊，也不知說些什麼安慰話，然而她帶
著平靜堅定的神情說“他只是先走一步，
在天堂與神一起，但神也與我同在啊﹗我
望著她那整齊，由金黃變了雪白的曲卷頭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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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裏神改變
我的生命，祂拿
走我的憂慮、恐
懼、和我的自我，
使我順服，賜我
有生命的動力。

師母愛神愛人，我
親眼見她常去沙灘
派發單張傳講耶穌，
到老人院彈琴慰問
病人，冒著風雨逐
家逐戶派送聖經。



riscillia HoP

那天我看著牆上一幅平時没去留意的小畫，精美之極令我讚嘆不已。金色
的心形木雕，四周環繞粉紅玫瑰，我細讀旁邊古式英文愛的詩句；愛是恆
久忍耐又有恩慈 ...。師母笑著說這是她與牧師結婚 50 週年教友們送的，
我要把它送給你留念，然後在畫的後面寫 with love, Dad & Mum。還真是
令我驚喜不已，幾天前才收到黃牧師的 3 張 CD“信望愛”，先聽愛因為愛
最大嘛，剛聽上帝的愛，祂就把愛的禮物送給我了，真是令人感動，心裡
充滿了感恩。

再次去探訪時，剛入門護理員就遞給我一本書“Faith Works”，原來是師
母兒子寄來的，她說看完後就借給我。我在想怎麼這樣巧合啊，我也是剛
聽 “信”，或許神要讓我認識“信望愛”是何等信實，更能明白福音真理，
以堅定的信心走這人生旅程。雖然我開始留意看有没有“望”，都是没有
出現，而然我們何嘗不是每天活在盼望中，盼望與神同在，盼望活出基督
樣式，盼望耶穌再來 ...

我所敬重的師母､牧師雖然已安息主懷，但她們以上帝的愛去愛人的精神
將永存我心。讓我們互相守望，讓神的愛永不止息。

髮，堅強有點風霜的面上總是開懷地笑著，眼中發出慈愛的光芒，我心裡
黙然記起她的人生左佑銘；”當你感到所做的像徒勞白費没人理解，請記
住在天上你的獲償是大的“。師母愛神愛人，我親眼見她常去沙灘派發單
張傳講耶穌，到老人院彈琴慰問病人，冒著風雨逐家逐戶派送聖經 ... 我
常向她訴說帶小孩的辛苦，她教導說要享受與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刻，他們
一下子就會長大的，還送了本兒童聖經給他們，她這些愛心行動常常激勵
著我，教我知道愛的真諦。

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神卻曾應許試煉得
恩助，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死的愛。

去年九月，媽媽在香港不幸中風。這是媽媽
第三次中風，加上中了主血管以致情況嚴
重，導致左邊半身不遂。康復情況及進度無
從估計。那時整個天像塌下來一樣，只想天

昏地暗不問世事地不停哭下去。心知要捉緊神但禱告乏力，只能不停說「主
啊，求袮求袮，我求袮求袮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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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堅信神從沒
有離棄我們，祂是
有愛有保守有憐憫
更與我同悲同哭的。



riscillia Ho

可惜，現實是逃避不了的，白天要忙於適應新工作，晚上回家要跟香港溝
通，安撫方寸大亂的爸爸至半夜，然後在禱告及眼淚中入眠。那時，感謝
主賜下很多小天使與我同行及代禱，替我數算主恩及求神加力，提醒我堅
信神從沒有離棄我們，祂是有愛有保守有憐憫更與我同悲同哭的。

確實，自媽媽出事以來，神有數不盡恩典。事發當日，媽媽是在她獨自逛
街回家後才出事，若發生於街上，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再者，適逢當日姨
媽及亞姨們造訪，事發後大家七手八腳的把媽媽送院，以至我們能把握中
風後的黃金三小時讓媽媽盡早入院急救，把創傷減至最低。

在生活上，神好好，為媽媽安排香港唯一一間針對中風的療養院，讓媽媽
接受最密集式的物理及職業治療。另外，神又賜給我們一位很好的家務助
理，照顧媽媽和家裡一切所需。讓我們減省很多顧慮。

在康復之路上，媽媽從事發初期插滿喉管及左邊身體完全不能移動；兩星
期後能吃糊狀物；一個月後除去所有喉管，能吃碎餐並開始學行；不久便
能吃正餐並學上落樓梯。至今天，媽媽已從療養院回到家中，食得瞓得坐
得企得更能不用柺杖行 100 米，左腳亦能奇妙地提起上落樓梯，媽媽每一
個動作實在是榮耀神的確據。

神不單醫治媽媽的身體，更醫治我們一家每一個人的心。在這一年我們真
的尤如行過死蔭的幽谷，不能想像若沒有神，我們怎樣在血淚低谷中有平
安、怎樣能經過這一切苦難並得著祝福。神亦特別為我開路，去年祂給我
勇氣辭工回港。今年，媽媽及家裡情況穩定後，神又帶領我回到澳洲，更
在回來後短短一個月找到工作。感謝天父賜下的所有祝福，感激祂賜給我
的每一位愛我與我同行的小天使，辛苦他們了。我清楚知道這一切都不一
是出於我，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父。

aggie ChengM

he bible says: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ph 5:20, NIV). Up 
until mid 2011, I really had nothing to complain about my life.  I was 
blessed with good family, friends, stable job… the list goes on.  But 
I took them for granted and it is only very recently that I’ve started 
to learn t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everything as the scripture state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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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diagnosis of my depression in early 2012 has really changed 
my lifestyle, perspectives an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ilst I 
shared last year that I thanked God for turning my condition to 
a blessing that drew closer to Him, I must admit that at times I 
struggled to thank God especially when I went through physical 
side effects of medications.  It was tough enough to be teary, not 
being able to smile or relaxed and misunderstood being standoffish 
or short tempered as my interpersonal skill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my moo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very hard to go through 
extreme fatigue, numbness on face, hands and neck, not being 
able to control what comes next. I prayed for those conditions to 
go away but it has always returned unpredictably on a frequent 
basis.  I’ve lost normality in my life.  I hated myself for being a 
burden for other people as they had to work around my condition.  
I continuously thought ‘why can’t I live like an average person in 
my age’?  This lifestyle and journey have struck me thinking… ‘Can 
I still thank God and be grateful about my depression?’  

This led me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question – ‘Will I still 
be thankful for what I have 
if  I  attained them without 
my illness?’  I pondered on 
this for a while and I had to 
reluctantly admit that the 
answer was ‘No’.  If I attained 
all I  have now without my 

illness, I would have been a very proud, self centred person, 
bringing glory to myself instead of God.  It was through having the 
illness and capacity restricted that really made me appreciate 
very minor and mundane things that I could do each day despite 
unpredictabl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symptoms.  There have 
been times that going through each day is a huge assignment for 
me but thank God, I’ve made it each day.  I now truly appreciate 
and give thanks for things as little as being able to wake up each 
morning, eat, smile, shower, drive, leave the house and socialize.   
I’ve learnt to live in the moment with God’s grace as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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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s continued to 
bless me abundantly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my physic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Most importantly, God has never left or forsaken me regardless of 
my sanity. God has continued to bless me abundantly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my physic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During this time, 
I’ve completed and achieved many things that I’ve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do in my whole life.  One of them was 
running 10km and raising fund for Crossway Lifecare in Melbourne 
Marathon Festival which I did not even think it was achievable as 
recent as 6 months ago. God has clearly used my circumstance to 
bring glory to Him.  

I also want to thank God that my family 
and fr iends did not love me more or 
less because of my fluctuating mood 
and condition.  They continued to love 
and care for me for who I was, just like 
God’s love for each one for us.  I have 
professionals helping me and they have 
given me overwhelming support and faith 
in me in this journe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family and friends, 
people who are helping and walking with 
me, and I thank God for all of you.  

God has never promised that life will be smooth, but He has 
clearly promised that He will never leave or forsake us.  I pray that 
everyone of us will continue to hold onto God’s love and promises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 in your life.

anae U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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