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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文牧師

2018是我們一家在Crossway事奉的十週年，而十月份又剛
接受澳洲維省浸聯會的牧師確立，這是「雙十」的恩典

和祝福。 

感恩在過去的日子，神帶領我們眾肢體和領袖們忠心回應主的托付，  
實踐「持久的影響力」，委身於耶穌吩附的「大誡命」（彼此相愛）和
「大使命」（傳揚福音）。 

透過21個粵語生命小組及本年度的粵語崇拜營會，我們努力實踐彼此
相愛的「大誡命」，感謝組長們的忠心委身。透過英文班、福音粵曲、  
讚美操、音樂平台等小組活動，接觸社區，也透過家福、主日佈道會、
個人佈道領人歸主。同時，我們也努力推動以傳福音為導向的門徒訓練
小組（簡稱：使命小組Huddle），同心竭力，興旺福音。        

感謝神興起Wanda傳道，一邊進修神學，一邊承擔教會牧職事奉；     
感謝神興起Roger弟兄和Vicky姊妹，參與平信徒領袖講台服事，願他
們成為神話語的出口。讓我們無論在任何崗位「成全聖徒、各職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成為神的榮耀和祝福的見証。



3

新事工、新挑戰、新學習

蔡秀雯傳道

對我而言，2018年是充滿「新的開始」。開始了周六崇拜華語創意事工團
隊、開始了以傳福音為導向的「Band Training 」、開始了泰北短宣體驗、
開始了 「生命導師指導」(COACH Program)中文部的統籌。感謝主擴張我
的事奉境界，興起祂已預備的同工團隊，一起並肩同行。

感謝周六華語創意事工團隊群策群力，縱然人手資源經驗有限，卻看到眾
人的委身順服，神必賜福和建立。也感謝周日創意事工團隊的忠心，使隊
工邁向成熟。

感謝Huddle使命小組的眾家庭，我們一起學習UP IN OUT，當中有歡笑
有眼淚、有磨合有突破、有使命有困難、有團結有阻力。當我們定意一
同落實「大誡命」和「大使命」，就真實地嘗到作主門徒的甜酸苦辣，               
甚願這一切的磨練，使我們越戰越勇。讓我們眾家庭成為主真實的門徒，
讓「Band Training」成為得人得漁的福音平台。

感謝與我們一起實踐泰北短宣的家庭，你們踏出信心的一步，讓我們在
推動宣教事工上跨出具體的一步。若是主的心意，我們希望於2020年1月
初，再次差派短宣隊到訪泰北，讓神拓展我們事奉疆界。

感謝神的帥領和感動，讓我於8月開始參與LifeCare 的 COACH Program。
每當我看到那些較需要「貼身和定期」關懷的個案，我就想起「生命導師計
劃」，結果神卻是差遣我進到COACH program的團隊學習，冀能網絡中文
堂的肢體，興起成為別人的「生命導師」，走出教會，服事社區中的華人。

面對這一切新的「事工、學習、挑戰」，我需要雅比斯的禱告：「甚願你
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
就應允他所求的」(歷上4:9-10)。這不是自求多福的禱告，乃是在「先求神
的國和神的義」基礎上，順服神並與神同工的禱告；這也不是只求凡事亨
通無災無難的禱告，乃是提醒每當遇到困難，務要靠主跨勝。甚願「神就
應允我所求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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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我和師母在Crossway華語堂事奉已經六年多了，看著華語堂
人數的增長、事工不斷的擴展及弟兄姊妹靈命的成長時，我們的心中只
有對神的感恩及讚美，因這正是神在我們當中作工的明證。

在過去的這一年，我們與華語堂的義務傳道及同工們，經歷了極大的信
心考驗！神不僅把許多寶貴的靈魂帶到我們當中，同時也把牧養及裝備
他們的責任託付給我們。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華語堂是否能如期的在每周六傍晚開設第
二堂崇拜。雖然我們知道必須開展，但不確定是否有足夠的人手來建
立。感謝神，賜給華語堂牧者及同工們一致的看見，並願意同心回應神
放在我們心中的感動。藉著信心及禱告，勇敢的在年初一舉行了第一
次的周六晚間崇拜。雖然這事工至今仍有許多缺乏，但我們深信，神必
按著祂的信實，繼續在每位肢體的身上動工，使其按照祂所賜的恩賜，  
百節各按各職來為主擺上，帶領更多靈魂同樣來經歷神滿滿的恩典。

在事奉上雖然辛苦及不免有時疲憊，但能夠與主內的肢體一起同工，  
是我們分外感恩及喜樂的事。感謝神賜給我們莫大的恩典，呼召如此不
配的我們來服事祂並建立祂的教會。

莫大的恩典

主僕黃柄翔牧師及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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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鈿傳道

2018年是感恩的一年，又可說在我生命裏面，有很多轉變的一年，     
經過這三，四年的裝備，今年年底神學課程畢業，應著神的呼召，            
從全職工作到帶讀服侍，當教會的義務傳道，兒子和姪兒回香港讀書和
工作，二十多年來孩兒從未離開過我，從常忙碌地為他們安排到一個人
生活，在整個的轉變過程，都有從神而來的平安。
 
經過姊妹們為我尋求指引而不斷祈禱，終於回應神的呼召由全職工作到
半職工作，到帶讀服侍。當呼召來時我確實心裡曾經掙扎。當我盤算以
後的生活費和學費時，神給我一句話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伯1:21下)， 然而當時我還計劃
在未來把房子折去，重建兩個房子作為防老之用。一自住，一收租。每
當我聽到不要小看牧師年輕時，我內心又再湧起，教會是我一直成長的
家，難道我還要多等幾年才去服侍衪嗎？真的要為自己籌謀嗎？再等幾
年我還可以服侍祂嗎？
 
雖然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學習和成長，我只單純地為家出一分力，小事忠
心。與此同時，有句話常在我心裡，若然不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不會經
歷神的恩典。感謝神給我福份去經歷祂，成為祂不配的器皿，就是我的
不足和不配才彰顯神的榮耀。希望弟兄姊妹一起記著:「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書24:15)

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父。亞們。

主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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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工回顧

.................................................... 小組



7

今年是我和 Emily 一起嘗試帶組的第一年，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初入幼兒
班的小朋友，很緊張，緊張的是一個初哥的感覺，又恐怕，因我對聖經認
識未夠深入，恐怕在帶組時未能把握到神給我們的指導，提醒及教訓。

當組員未能出席時，我會在想他們是否認為是我們的領導欠佳，參加小
組是浪費時間。或許是我們在某方面未能達到以往一向的水準而令他們
失望呢？但同時亦感恩又有一對夫妻剛參加了我們的小组。

感謝主，在祈禱後聖靈給了我很多的啓示。我們只是作神的工具，神一
定帶領。與此同時，在小組裏每個組員都有不同的恩賜，表面上是我
們帶組，實質上我們從各組員身上學習，學習他們對主的信心，順服， 
謙卑和全心的擺上。

在互相代禱中更加看到神對我們的接納及無條件的愛。
但願我們一組能夠繼續在主內成長。     

Doncaster East

Theresa Cast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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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粵曲班所有同工和組員最追憶的，就是在年中離世的「抗癌勇士」
MayB 姊妹，她在這事工服事了五年半之久。感謝神，在她人生最後一
程路上，神賜予她無比的堅毅、信心和盼望。還記得她在回天家之前一
天，仍然到福曲斑用她朽壞的身軀和疲弱的聲音竭力讚美和敬拜神。  
感謝神將她放在我們的生命中間，服事和激勵著我們，作了我們效法的
榜樣。又感謝神隨之興起了新受洗的Wendy姊妹，憑著信熱誠地投入
這事工的服事行列。

福音悅曲班

Barbara, Siu Ming & Wendy

作為福音悦曲班事奉人員， 我們得著良多。每次見到組員的雀躍參與，
一起高歌頌讚神，互相熱情關心，很有溫暖的感覺。又喜見每首歌的歌
詞內容都是關乎聖經的話語，能帶給信或未信主的參加者 ， 對神多加一
點的認識、增添一份的感動。   感謝神使我們一起事奉，一起學習，一起
成長，全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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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一年又過。今年小組生活有喜亦有悲。年初參觀了猶太博
物館。大開眼界之餘，組員互相認識加深一點，以致分享都可開放自
己一點。相信這是神給我們今年一個特別的禮物。悲的是我們當中一
位摯愛的姊妹安息主懷。雖然理性上知道天家必然再聚，但是心靈仍
有很大的失落感。正恰家父亦於年初急病與世長辭。弟兄姐妹的關心
問候總算拖帶我走出陰霾。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姊妹回港渡假都抽時
間參加家父安息禮拜。想起創世記雅各對法老說他的年日又短又苦。
人活在世苦樂參半，日子怱怱而來又怱怱去了。但豈不知有逆境我們
才知道平安的可貴。更重要的是主都知道，又每與我們一起受苦。     
苦澀過後必可與主同得榮耀，只看我們有沒有智慧去數算自己的曰子。

Glen Waverly

Denni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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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今年最大的改變是場地改動了，新的桌椅，新的裝修，光缐更
充足，唯一不便的是沒有廚房可用了(中國人的飮食文化，尤其在長
者輩，都頗重要 ! ) 經文學習方面，今年亦加插了話劇元素，預備的
功夫是多了，感恩亦多了組員願意踏出、付上，讓整個聚會更具生氣。
感謝神 ! 以下是一些組員回應的點滴： 

*在豐盛我好有安全感和歸屬感。
*分組討論，自由分享，互相學習，對神的話更認識。
*以輕鬆話劇形式演譯經文，印象比讀經文更深刻，更明白。
*感恩加入豐盛，很開心有能力參與事奉，也多了很多學習機會。
*我屬別的敎會，但在這裡很開心、很親切， 研經易明，我一定來。
*開心在這裡認識一班滿有愛心的弟兄姊妹，又有神的話語在當中。
*原先不認老想為何要去豐盛，現在感受到有能力去服事是非常感恩。
*今年學習創世記，令我更深認識神的寬恕，忍耐，主權，感謝神將我    
加入祂的世界，成為祂計劃的一份子。

豐盛長者團契

May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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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 ; 」(詩50:23)。
「要常常喜樂，不斷的禱告，事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所給
你們定下的旨意。」(帖前5:16-18)

既然愛我們的天父上帝喜悅，我們事事皆要向他獻上感謝，故此向上帝
感恩是上帝的兒女們當盡的本分。

首先要為星期一小組在過去一年經歷父神的引領、保守、和祝福而獻上
感謝。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小組仍然能夠由禱告室轉到教會培訓室進行
聚會！雖然每逢公眾假期我們也必須隨著休假(息)！但卻可成為另一個
感恩的項目(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吧，哈哈！

其次要謝恩的是，每個小組成員皆踴躍參與外展工作的事奉，例如每年
都繼續領養一個外地貧乏中的兒童讀書、最近也參與支持泰北興建校舍
等事奉。每個小組成員屬靈生命成長在此可見一班！  願榮耀、尊貴、
頌讚歸給愛我們的天父上帝。

Doncaster Monday

Daniel & 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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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God for our journey 
and co-leading a Discipleship 
Huddle (使命小組) this year 
with my dear brother Sidnie. 
I wanted to do this because, 
firstly, when I self-reflected 
on the Great Commission, 
I realised I did not disciple 
anyone and seldom invited 
non-believers to Christ, and 
secondly, I wanted my family 
including my kids to experience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re are two things, amongst the many others, we would mainly do in 
our 使命小組. We spend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our experiences on 
listening to Go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nd how we respond. It is about 
asking “What is God saying to me?” and “How will I respond?”. 

Let me share a moment as this: a few Sundays ago at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Ps Scott was preaching about The Good Samaritan and 
“Baptist World Aid” (similar to World Vision where you can sponsor a 
child). To me, I have never been interested in sponsoring a child. But when 
Ps Scott talked about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about how the 
priest and the Levite both just walked past the injured man, I felt the Holy 
Spirit prompting me to say: “Are you also going to walk past a needy child 
as well?”. In the past, it was very easy for me to ignore God’s prompting. 
But through our 使命小組 I learnt to respond and not just let God’s 
prompting to slip away. And so straight after the sermon, I went to sign up 
to sponsor a 10 year old girl in Bangladesh. Glory to God!

(使命小組)Discipleship Hu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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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thing we do is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with God (UP),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nd with non-believers (OUT). In our 
使命小組 we have good time to draw near God, listen to what God 
is saying to us, 彼此相交, 彼此守望 and outreach to non-believers.  

To conclude, by God’s  grace, we hope we will continue to listen to 
God and to respond, and in the course of our 使命小組 spreading 
the Gospel to non-believers, we make disciples that multiple.

Vincent Ko

2018年對我們小組來說是
充滿改變和開展新一頁的一
年。感謝天父，有家庭再添
上新成員，又有弟兄姊妹在
工作上踏上新的旅程! 看見
孩子們在教會中逐漸成長，
實 在 是 看 到 上 帝 滿 滿 的 恩
典。各人在工作上的新挑戰
更是叫人值得期待和興奮。
在各種轉變之中能夠有小組
組員的扶持，加上互相代禱
的守望，生活中種種的壓力
也顯得特別容易跨過。小組
事奉方面亦踏出實踐使命的

一步，在今年度的家福中學習一起服侍。全體組員亦齊齊參與教會舉
辦的營會，增進與弟兄姊妹之間的感情。各人在個人事奉上亦找到了
新方向，在天父的家裏各盡其職。展望2019年，希望我們小組在實踐
使命上更進一步，學習成為倍增的門徒，阿們!

Young Family

Edmund & Cindy



14

感謝神預備週四晨聚這「可愛的家」，適合任何年龄的姊妹，只要願
意讓神親自祝福和教導成為「合神心意、才德智慧的婦女」就歡迎！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10:9)

如晨聚的團訓所言：「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
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10:23-24)

查經 - 讓我們一步一步明白神是信實慈愛的主，遇風浪才能堅守所承認的
指望，不至搖動。軟弱困難時手牽手同心禱告，激發愛心，彼此相顧，
懇求父神施恩幫助。頌唱 - 將榮耀歸於主，團歌 「 可愛的家～縱使多委
屈，踏進家中去，愁盡解怨盡化。」像暖流暖入心窩。讚美操 - 神的話配
以音樂歌聲，加舞步動作，讓我們身心靈都健康活潑！還有美味簡單
午餐、手工日或活動日更彰顯發揮神賜眾姊妹多才多藝的美好恩賜！

婦女多的地方有可能是個墟，但有神同在這屬靈可愛的家的婦女便盡顕
恩賜：講得、唱得、煑得、跳得、玩得、樣樣都得 - 感謝神親自祝福帶
領週四婦女晨聚這個屬靈可愛的家。

週四婦女晨聚

Astor, Linda & R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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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grave
我們的年青家庭小組在過去一年有著相當大的改變。有新成員加入，
也有舊成員接受神的新使命離開。我們相信這是預期的成長及良性的
分拆。

有賴各組員的配合，同牧者的支持，我們租用了新場地聚會， 能夠給予
小朋友適合的活動環境，亦提供了可作日後多元化發展的空間。這是一
大膽嘗試， 當中還有技術上的問題有待解決。

除了定期小組聚會，我們亦有戶外活動、家庭聚餐等歡樂時光，藉此接觸
及認識新朋友 。 一起參加教會營亦給我們有很好的交流機會及屬靈體會。

展望2019年, 我們能配合教會的 UP、ÍN、ÓUT發展路向，亦為小朋友
的靈命成長而求主引領。

各組員會繼續全力參與、一同付出、在主內成長，朝著使命小組的方向
出發。感謝主！

Raymond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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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 (路2:52)

感恩隨著年日的消逝，Infinity 的孩子們都長大了，學成回歸，之子于
歸，成家立室各有千秋。這一年鑑於教會地方不足，遷移Adriel 導師家
繼續每月兩次的聚會; 人數寥寥可數不足十人，但感恩全民皆兵，每人
都很踴躍的參與敬拜、查經、討論和分享。雖然我們少了一齊晚膳的時
段，但卻深層領受著一齊進食靈糧的豐盛。成長中的他們更不甘於只被
餵養，而主動地要求由他們自己去帶領查經，從而可以學習領受更多，
實在是值得鼓舞的。更感恩的是有一姐妹在多年的思考下，數星期前受
浸了，也是邁向成長的過程之一！

喜事重重，明年 Infinity 又將會有兩個婚禮，委實他們是長大了！但
願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能學効主耶穌在聖殿的追求，以致身量、       
智慧、愛神愛人的心都不斷的增長，終生的讓主使用，榮神益人！

禱願昔日、今日Infinity的成員不論在那一個生命階段中、在那一個生
活領域裏，都能夠靠著耶和華加給的力量，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
國度裏，飛越所有的艱難和風暴，單單注目神榮耀的寶座，活出美好自
由的風釆，亞們！

Inifinity

Kare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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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
2018年是感恩和變化的一年。

其中使組員最雀躍的是我
們第一次娶新抱!! 當日大
家傾巢而出、鼎力支持這
盛會! 新奶奶看到我們的
落力，很感動地說：好有
一家人的感覺啊！十分感
恩看到弟兄踏入人生另一
階段，願神祝福這新家庭!

此外，在上年底，神回應
了其中一位姊妹多年來的
禱告，使她能買到自己的
居所。 記得姊妹在尋找
的過程中，一直希望新屋

能被神使用開放給小組，最終神應允禱告，我們又多了一個開組的家，   
這都是神的恩典。

今年神又給了我們另一個異象，叫我們更多接觸非基督徒。因此除了恆
常的查經，我們還注入了一些新元素: 如興鬆愉快的唱卡拉OK、 打羽毛
球、打邊炉過中秋、一同睇Footy感受澳洲文化等。更感恩的是這些活
動都是由組員建議及推行，看到他們對小組的承擔，能深深覺得小組是
屬於大家的!

2019年，在傳福音的路上，我們需要更多的探索與尋求，求神帶領。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6:33)

Andrew, Denice, Helen, Wendy



18

感謝神的恩典與帶領，轉眼 Young Couple 小組已成立一週年了。 
我們看到的不是我們的能力，而是神大能的作為。是祂親自帶領著我們
和組員，一起學習，一同成長。除感恩以外，我們也感謝組員的願意投
入與配合、分享時的坦誠與信任、預備查經時的認真與盡心、大家彼此
的建立與鼓勵；是他們的真誠才能讓這小組的關係如此真摯，並能活出
神的愛。以下是我們幾對組員的分享: 

“今年，特別感恩加入 了 入
這個小組，覺得實在蒙
恩。雖然我們是最新加
入的成員，但跟組員卻
沒 有 半 點 的 距 離 感 ，
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主內
是一家人。這個小組讓
我倆婚姻關係，跟其他
人的關係，和跟神的關
係，都有了更進一步積
極的認知。而這一切都
離不開神的恩典。” 

“這個年紀的我們，面對著很多的改變：進入工作、步入社會、生活
和經濟的獨立、結婚組建小家庭…神是聽禱告的神，婚後馬上參加這
小組，很感恩與這群 life stage相約的弟兄姐妹，一起經歷神的恩典。    
也讓我們在這個世代做一群不一樣的年輕人，成為神的精兵。”

“這個小組所帶給我們夫婦的，超越了我們的所想所求，天父是滿滿的
施恩給我們。 願來年我們能把這恩典帶給更多身邊的人。因為神的愛讓
我們更加懂得愛這個字的深沉，以及為它所需付上的代價。願如經上所
說的那樣「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 ”

“感謝天父讓我們找到新的「家」，大家的互信互任在基督的愛中成
長，坦誠的分享，在建立新的婚姻生活中成了重要的一環。弟兄姐妹的
關係像細水長流的慢慢一點一滴的建立，而變得隱固。”

Young Couple

Kenny &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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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SEED踏入第三個年頭，
我們確實像一粒麥子的生長
期 。 經 歷 第 一 年 被 埋 在 土
裏，吸收養份，在主裏重整
自己；去年麥子開始扎根，
大家的關係緊密了；及至今
年麥子發芽的時候到了！

Seed

回想年初我們在求問天父小組今年的動向時，發現身邊有一位傳福音的
對象。我們想跟她保持聯繫，定期相聚，讓她自然投入。最後大家決定
嘗試以「三次查經，一次活動」的模式運作，由大家輪流帶領。其實，
計劃活動比預備查經需要更多的考慮和安排，每次都遇到不同的困難。
感恩天父一步一步的帶領和安慰，活動總是以祝福結尾。

回望過去，我們感恩天父的愛護，祂認識我們每一個，於清楚合適的時
機，讓我們在祂的蔭下經歷日曬雨淋，不知不覺中認識自己。更感謝天
父體恤我們的小信和軟弱，給予我們合時的「甜頭」，看見祂的美意。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讚嘆祂的獨行奇事，讓我們在祂的愛中成長，也讓
SEED今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朋友。天父，求祢賜我們能力繼續回應祢
的愛。

Cindy, Joanne & 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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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這已是我們在家中開組的第二年。2017年中我們在一個家庭
離開後，大家同心深切祈禱求神為我們預備合適的新成員，神是聽祈禱
的，他竟安排不只一個而是三個新家庭在年終前加入，而且在其中一個
家庭上，我們更見證神的奇妙，賜下小生命。神，你的恩典真是何其多!

雖然大家認識時間短，但在神的帶領下，透過査經 (彼此坦誠的討論聖
經上的問題，互相學習)、代禱(在生活上或屬靈上互相支持)，大家很快
便熟起來。他們知道我們一家參予短宣，在教會義賣中，各組員更傾盡
全力支持 : 有的一清早幫忙預備，有的一反平時文靜的外表，熱烈的高
聲呼喊叫賣，有的更帶同孩子一起參與，連懷孕的也要幫忙看守。各組
員啊， 神的愛在你們中間顯明， 多謝你們， 感謝主!

Mount Waverley

Francis &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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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今年我們一同慶祝了組員衛太96歲的生日，相信
她應是我們教會最年長的一位生命小組組員。看到衞太參加星期六晚的
小組聚會，和我們一同研讀聖經，很感恩。她成為我們很好的榜樣，值
得我們好好學習。以下是個別組員的感恩分享:

衛太, Grace & Helen: “我們非常感謝神給我們機會一同學習羅馬書。
我們學習的心得有：愛人不可虛假，因為愛成全了律法。在成聖的路上
雖然有苦難，但神的恩典夠用，只要順服及信靠祂！要學習以耶穌為中
心的生活準則。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做到聽道行道，多參與外展事
工，榮神益人。” 
Elisa & Pak:“感謝主賜给我豐盛的一年，可以服侍更多不同的服務對
象，亦參加了一個為期半年的社區領袖訓練，更發展了一項新興趣-攝影，
日子過得很充實和富足。更感恩主賜予家人都平安，兩個女兒都能順利
考到車牌，感謝主的時刻保守和带領，願主繼續再保守每一天！”

Templestowe

Rita & Victor:“今年特别感恩的是我們15歲的女兒决志信主了!  年中時我
带一位舊同事去家福，我在家裡分享說那裡的食物很好吃。女兒聽説後
便想去，還主動自己做Brownie带去。於是她從第三堂開始，一直參加到
最後，更在最後一次决志。感謝神！神的恩典就此臨到了我家，是我家
的福氣。” 
YY & Joe:“今年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我的姐姐在決志八年後於今年受
浸。當她憶述父親在病牀上接受主耶稣，她深受感動，願意在眾人面前
見證神同樣在她身上所施行的恩典多而又多，她的家庭
不斷蒙福，滿有喜樂，盼望將來與父親在天家重聚。” May 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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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篇 幅 有 限 ， 豈
能 數 算 神 今 年
給 我 們 小 組 所
有 恩 典 呢 ，
唯 有 取 重 點
吧——
『增加』！

小組人數——因有兩對夫婦年初轉了組，在人數來說是沒有增長的！ 
但卻有兩位新成員加入，是兩位初生的，我們確定他們是未決志信主
的，更認定他們是我們的福音對象，在傳福音使命上，我們增加了兩位
新目標！

我們的小朋友——身高增長了，體重增加了，上帝和人喜愛他們的心也
增多了！小朋友病多了，食藥增多了，所以抵抗力應該增加了! 

我們的年輕父母——我們還年輕，但年齡確實增長了！又因照顧家庭的壓
力，我們的重擔增多了；我們也發現皺紋增多了、恩典也隨着增加了！

組員之間的關係——因為大家開放了、分享多了；關係提升了、密切
了、深入了，感情又增長了！

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因為有經歷，有試煉、有挑戰、組員重投教
會事奉了，所以我們與神的關係仿似高低遠近；算到底，也是成長了，
屬靈生命增長了！

浸禮——向神向人表明自己受浸歸主，能親身伴隨著這兩位兄姊 (夫婦) 
由未信、結婚、小組、慕道、決志、生BB、到受浸！感恩！只有增加的
感恩！

今年的教會主題: 作主門徒、成為有生命感染力的基督徒。嗯，我們抓
著這屬靈的目標繼續努力，為主「增」光「加」鹽！

Brigitt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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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wood East
我們建立這個小組大概有三年多的時間，感謝主在這個小組裡與各弟
兄姊妹有很好的交流和溝通，對大家有更深的了解，能夠為彼此分憂
代禱，在組內看見滿滿的恩典。

今年是特別值得感恩的一年，小組內有三位一同成長的小朋友決定一同
接受浸禮，經過安排下，在今年的一月一日她們在Port Campbell的海
邊接受了浸禮，我們整個小組一同見證了這三位小朋友宣告主耶穌基督
為她們的救主，真的是值得感恩的事，願榮耀頌讚歸於我們天上的父。

Mero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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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婦女組
二零一八喜事重
笑談笑吃龍鳳配
添孫弄瓦醋意濃
秘製壽宴加歡樂
憑歌寄意獻給主
埋首細嚼甘泉話
真情無懼禱告心
豐足滿溢又一年

Dely Lee

Syndal 
透過我們組員Jenny Yuen的個人生命見證 (參後頁)，使我更領悟何謂：
「葡萄被壓，才能成為新酒。」感謝天父加力和賜信心給她！我們小組
都感恩主的慈愛和恩典所帶來生命的改變，同得見証天父的奇妙作為，
而更欣慰的是組員的彼此關顧，互相鼓勵和代禱，那是多麼美好的事！

Porti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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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粤語堂營會
感謝上帝的恩典和保守，粤語堂在十月五至七日順利完成了以「持久的
影響力」為主題的營會。

要為這營會感恩的事情實在太多，不能盡錄，包括 : 第一感謝神觸動超
過160位的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參加這個營會，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和建
立更深的關係，其中有九十七歲的衛太和三個月手抱的嬰孩。第二感謝
神保守整個營會的天氣，三日兩夜的營會都是藍天白雲、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適合進行室內和室外活動 ; 所有營友都有空間和時間休息、
相交和安靜。第三，委員會之前所預備的活動和其它遊戲都可以順利進
行，而營友亦可以盡情投入玩得愉快，見到營友的笑容和聽到他們歡樂
聲就感謝神。第四，在營會上聽到新朋友的分享，為他們可以完全投
入，沒有隔膜，彷彿已成為Crossway的一份子而感謝神。

當然我要為著一班臺前幕後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獻上感恩，多謝他們的
勞苦，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恩賜，互相幫助，盡心努力把營會每個細節
都安排妥當。所以很多營友在營會回顧的問卷中，表達他們非常滿意今
次營會的經歷，他們亦向事奉人員表達欣賞和感謝。

作為在Crossway粤語堂第一次擔任營會的主席，我感謝神帶領和保守
委員會從籌備到出營整個過程的安排，多謝何牧師和其他弟兄姊妹對我
的信任，讓我有機會參與這次事奉，與委員會成員可以彼此配搭服事弟
兄姊妹，正如保羅所說: 「我們都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最後願一切榮耀，頌讚和感謝都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Herman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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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年我在台上見證説: 輔康會獨立了，但當
時什麼也沒有。我想在維省推廣「自閉症身

份證和頸帶」這個計劃，別人勸說華人的小組織，
不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做不到。其實在那時那刻
我真的不知道以我自己有限的力量可以做到什麼。
學識有限的我，與三個義工加兩個孩子怎麼辦？當
時我只對你們說：我不能，但我的主能！

怎 樣 做 才 可 符 合 政 府 規 定 一 間 機 構 的 基 荏
本 需 要 條 件 : A B N ， G S T ， A C N C ， T a x 
deductible，Deductible       Gift    Recipient，Annual 
Report， Financial Statements.... 什麼什麼？ 我全不知從何入手。

但祂有祂的帶領，適當的時間就有適當的天使出現，資金方面果有朋友
仗義為輔康會籌款。有新朋友邀請我到她機構的週年大會。學習她們的
程序，這些人與我並不交深，也不是基督徒，只是在那時那刻的過客，
卻導引了我的方向。

更大的祝福就是神安排一位弟兄將輔康會整個行政架構重整，多過我所
想所求。一位和我多年同工的姊妹，她説我們遇見的難關一個比一個高
層次。但她仍做得很開心，見CPSSN 成長那麼快，很有成功感。因為
她相信這就是神蹟。

人多希望自己能掌控生命，但每是因為那個自我而跌倒。回首細看主背
著我走過的足跡，足印深深的留在我和輔康會的同工心裡。將自閉症身
份證推廣至整個墨爾本吧！雖然我不能，但我相信祂能！ 榮耀盡歸主！

Emily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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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兩年前分享爸爸在危病時在醫院決志信主。大家姐亦在癌病期
間接受主耶穌的拯救，亦不住為媽媽祈禱，願她能接受救恩。

今年初，家姐帶着順服的心，安詳離去。我們
回港預備家族中第一個安息禮，更急著要繼續
向未信主的媽媽傳福音！她幾十年拜偶像，   
堅持不能叛教而拒絕信耶穌。想不到回港的第
二天，她竟示意渴望將來一家人能在天家團
聚，就是這樣她就決定信主了。我們讚嘆神奇
妙的作為，叫心硬的她親眼看見耶穌。從家姐
癌病信主以後，她深深感受到家姐積極樂觀、
勇敢堅強地生活，接受治療，忍受痛楚，從不
埋怨。媽媽又看到教會無私的幫助、代禱、鼓
勵及關心，令她有平安的心接受家姐離開。

家姐的生命雖短，信主時間不長，遇主後卻得著不一樣的生命改變， 
家姐感恩神的揀選是她的福氣。起初想到安息禮時都是傷心難過的，       
但因有神同在，卻轉化為充滿平安丶關愛及感謝，神的恩典是何等美
好，神將盼望臨到安息禮中，擦乾每個親友的眼淚，散下福音的種子。
幾天後，爸爸在老人院也領受灑禮了。「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
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曽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

感謝神對我家的厚愛，這次短暫的假期實在恩典滿滿，讓我們深切體會
主耶穌的大能，祂是慈愛信實、有恩典有憐憫、又應允我們禱告的，  
「祂」是我們天上的父。 Mandy Wong

今年對於我們來說經歷了很
多，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

年，同時亦都是很感恩的一年。
因為我們深深體會到神在我們中
間的作為和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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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認識耶穌以前一直以來都很迷失。
自從接受耶穌為我生命的救主，祂承

擔了我的重擔、過去、罪。 

「我來的目的是要使他們得生命，而且是更
豐盛的生命。」 ( 約10:10）

願我讓聖靈住在心中，被祂陶造， 重建     

生命。 跟從主耶穌過著滿有愛的人生。 

感謝主! 阿們!
Rex Hui

我 們 今 年 經 歷 了 由 簽 買 屋 合 約 到 廢 除 合 約 ， 又 再 買 屋 。 到 屋 的 
settlement 過後不久又要辦父母的 PR 簽證審批，再發現即將會有一個
小生命的加入，今年可以說是真的像坐過山車一樣，一次過經歷了人生
裡的幾個重大改變。

雖然令我們有些應接不暇，但是我們卻深深體會到原來一切都在神的計
計劃中。原來在這一切事情發生之先，神就已經為我們安排好。我們去
年底巧合地加入了一個新成立的新婚夫婦小組。起初我們都有些擔心新
小組是否合適，怕與其他組員合不來。經過一年來的相處，我們不論在
查經和夫婦關係上都很有得着。

現在回想起來，這都是神在帶領。為我們這一年將要經歷的、要面對
的，早早安排好一班好的弟兄姐妹扶持我們。「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羅8:28) 我們在今年深深領會到這節經文。希望來年不只是
我們自己得益處，而是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叫其他愛神的人得益處。

Eva & W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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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丈夫RAY今年初二月信主 ; 在今年六月我們參加了恩愛夫妻營。
這是神的恩賜，我初見報名表時，感覺好興奮，我很想去。因為

我們是初信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夫妻營是學習營，我以為是夫妻共同
玩遊戲，看誰最合拍那種。是聖靈引領我們參加了。

想不到這三天是我婚後38年來最感動，最幸福的三天！很多夫妻相處之
道我們都是知道，但放下自我，談何容易！沒有神的力量，我38年都未
做到！

感謝主！聖靈在我倆之間感動了我們！在營中我對神的信心大增，我真
的願意信靠神，由祂帶領我們夫妻同心，同神的關係拉得很近，很親，
事情就變得十分美好，甜蜜！蒙主的福我同RAY在主的面前從新立約見
證婚姻，感謝主！
 
以前我以為自己好幸福，信主後我才真正知道什麼是幸福！

短短六個月，我改變了很多，我放低
了 妒 忌 ， 仇 怨 ， 懂 得 用 愛 去 包 容 家
人，用謙卑的心去愛主愛人愛自己，
感謝主不單止無放棄我，更賜一個改
變了價值觀的RAY給我，令我往後的
人生能靠著主的力量〜活出真善美，
哈利路亞 Jo Fong

18歲 中 學 畢 業 ， 出 來 工 作 ，            
结 婚 ， 生 子 ， 移 民 ， 置 業 ，    

創業至退休，42年來一直自覺好運，
以為是上天待我不薄。退休后重臨教
會，決志信主後才醒覺及领悟過去60年的好運包括健康/家庭/事業，
原來一切從主而來！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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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an Fong

祗有中學程度的我，竟然可在90年移民來澳洲，為何不是美/加/紐
呢？28年前置業至今從未搬過，四周好鄰居，一家三口健康温馨相
處。90年澳洲經濟衰退，無數人失業，我竟然可以開始自僱做零售， 
乃是主的恩赐。每當我們遇挫折時，是慈愛的主扶持我們一家三口！

我60歲前不認識這位全能的主，祂都這麽慷慨地施恩於我。Why 
me? 除感恩外，我對主作出回應，於今年透過浸禮來信服主。我堅信              
『信主』不會太遲！Hallelujah!

在信仰來說，我從前跟很多人一樣，每當我接近教會時，都有很多
阻滯。由於家人不贊成， 加上以前忙於工作， 照顧家庭等等原因

和籍口，我都不敢對神許下承諾，與神真的有很大隔膜感。 

很久以前，我曾患上了憂鬱症，自己對處理很多事情都非常緊張和杞人
憂天，導至家人同我有很多意見上的分歧，生活中造成了許多挑戰，  
有時覺得自己的情緒到了谷底， 但找不到適當的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题。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我被教會的姊妹
們鼓勵參加崇拜和祈禱。那感覺就好像聖靈帶
我回到天父的身邊。每次在崇拜裏，聽到詩歌
的歌詞時，好像神看透我的內心世界，感覺上
帝在鼓勵我，反思自己處事方法，很後悔以前
的不是和自我。每次崇拜聽到詩歌的歌詞時，
我都盡情痛哭，把我所有的壓力和內疚感一一
釋放。那時感覺到我真的更需要神的幫助和教
導，同神更多接近。於此，我立志接受浸禮。 

現在我要多學習與神親近，如祈禱，閱讀聖經，參加教會裡的小組活
動，廣傳福音，在主裡找到生命的目的和使命，感謝主 。  

Wendy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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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my life, I have been 
taught to work hard, be good 

and don’t do bad thing to others.  
I thought this is all I need to do to be successful and happy.  For some 
time, I was content with myself.  But deep inside I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missing but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about.

In 2011, I got married, and I thought this would bring me even more 
happiness.  But my wife was not happy with her new life in Melbourne, the 
most “liveable city” in the world!  I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her happy 
but it did not work.  

我來自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但不知道為何一直有想追朔         
‘何為基督的愛’。籍著在新加坡學習和工作的機會，神透過我

身邊遇到的人和事，給予我很大的恩典和慈愛。當我人生處於無助的時
候，我看到了自己的軟弱。當時我鼓起勇氣步入一間教堂，跪在神面前
大大地哭訴，求主饒恕我之前所犯的罪，並將自己完全交託給主。當
我步出教堂的那一刻神的恩典就馬上臨於我！從此，無論住宿，學習，  
工作以及生活都變得出奇的順利。當我尋找伴侶的時候，我不斷地向神
禱告，衪又為我預備了一個很好的對象，並因此有機會來到澳洲生活。

神給我的恩典真是數之不盡，奈何人的罪性和軟弱蒙閉了我的心眼。 
在我來到澳洲之後，我嘗試逃避神，沒有去教會和讀聖經，以為憑著自
己的力量可以很容易就過上美好的生活。誰知道，本是衣食無憂的我卻
患上憂鬱症，當時的生活是灰暗一片！幸好神一直都沒有離棄我。祂預
備了一對屬靈的夫婦在我身邊，我再次回到教會。透過崇拜講道、小組
學習、家福及生命之道等，讓我和我先生更明白神的愛。2015年神賜
給我們一個健康可愛的女兒，我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何其美！現在我知
道我不可以沒有神，就如不可以沒有空氣一樣。所以，我們要如樹栽在

溪水旁，渴慕和晝夜思想神的話
語，這樣必會按時結果子，葉子
也不枯乾，凡做的盡都順利。

Jane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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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 Fai Lee

Until, my wife said we should start going to church.  I did not mind, as long 
as she could feel happy,  “Happy Wife, Happy Life”. I thought I could be 
there as the driver only, just sit back and watch.  So we started coming to 
Crossway in 2014, we met many people and they all have been very kind 
and sincere in offering help and advice to us.  We joined the JaiFu (家福), a 
six weeks programme for the non-believers.  Thank God, in the course of 
it I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Christ, our Lord and Saviour.

From then on, I know whenever I have issue with my work or my home, 
I will speak to God and ask for His help and guidance. With my baptism, 
I am here to declare I am a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and I will share his 
message of love to all. The glory of praise to my Lord, Jesus Christ.  

我自 己 信 觀 音 已 經 有 不 短 的 日 子 ，    
為何我現在可以歸信主呢？這都是

我的好同學時常打電話與我聊天， 以及講
述她信了主之後， 她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最
後都不需要離婚收塲， 因此她好感恩。 

由此她不斷的打電話向我傳福音，久而久
之我對主有些認識了。後來我丈夫 Ricky 
的朋友邀請我們去家福，在家福裏再更了

解主的慈愛和恩典，所以我們便在家福最後一堂決志了。隨後我們參加
新生命成長班，從當日也開始了我們第一次踏入基督教的教堂， 自此我
們每星期都有去教會崇拜，不久我們亦有参加一些事奉和小組的聚會。 

我認識主之後，感覺到生命有所改變，我把急燥的性情都放在一邊，  
再沒有好像以前火燭車一般的性急了。 感謝主！我決定洗禮進入新生命
的開始，望主能領航著我。  

Rowen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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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家姐竟是被一個拜了幾十年黃大仙和觀音的媽媽引領信主
的 ! 久前我們都曾聽過耶穌基督有永生，但並未相信，唯因媽媽

患上末期癌症，在世日子不多，為了他日能在天家重聚，我倆先後信
主，作先鋒，隨後帶她返教會，至信主後洗禮。

好幾年前回港，因與爸爸發生一些衝突，堅持自我
立場，所以一怒之下［離家出走］。那個晚上，
痛心與難過，只有哭，恨不得要即飛回澳洲。

此刻聖靈提醒我，“基督徒是這樣的嗎？”一時
之氣破壞我們父女那原本親蜜的關係 ;  一個好好
的蜜瓜，為何要變成苦瓜 ?! 我想到基督尚可放下
身段，我算什麼？

很感恩聖靈對我的提醒和賜予勇氣，到天亮
時，我拿起電話來跟爸爸請求原諒。當時內心很榮耀主，恩賜給我     
成為一個能改變了從前的我的基督徒。感謝神!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5:5)

Miran Ho

何牧師在一次講道中提到聖靈怎樣對腓利說
話，催促他向埃提阿伯太監講解聖經，   

再一次提醒我，耶穌說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 這
是何等的重要。

能夠聽到神的聲音，是何等奇妙的經歷。感謝
主，聖靈不但對腓利說話，也對每個跟隨主的人
說話。這種經歷為我打開了充滿感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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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本以為在這問題上向神的回應已告一段落了。 
但聖靈在心裏面卻令我覺得有一些事要做，卻不知是什麼。 到了二月， 
突然收到弟兄電話要求幫助英文堂的一年青人提供一些計劃政治論壇，
回應Safe School Program 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不知道Dale牧師對
政治論壇的取態，我聯同幾位弟兄姊妹約了Dale牧師開會，都是存著打
探的心，看看是否會被接納。

誰知，在5月31號，當我們向Dale牧師自我介紹及說明來意之後，他竟
然在自言自語，“timing is right”, “the purpose is right”....， 接
著便說： 「你們的計劃很好。 我也就此宣告 Crossway 現在正式成立第
二十一個missional community，就是你們。 我也在計劃類似的論壇， 
日期是7月19號。你們要辦的這個論壇最好是在7月19號之前。亅這真
的是又驚又喜。喜，是因為看見神在Dale牧師身上的工作。驚，是因為
這意味著我們辦的論壇只有一個月的籌備！

這個 missional community 現在被稱為 Crossway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munity (CPEC)。 感謝主，只要聽而順服，就可以
參與神的工作，緊貼跟隨主。

Marcus Li

神是否沒有聽見我的呼求呢? 衪一直在沉默! 我禱告了, 交託了, 但等
候實在是一件使人煎熬難耐的事情，過程中信心不免時會有動搖

起伏。神漸漸改變我的想法 : 無論神的旨意是什麼，衪是如何完事的， 
衪的恩典必夠我用。

事件的死線即將臨到的時候，心裏的恐懼變
得越漸強大。理性的分析告訴自己，假若神
不出手介入，我將會面對更大的困難。14
個月過去了, 可是神仍在沉默 ;   衪要我繼續
等候嗎? 焦慮不安的情緒驅使自己要出手做
一點事，不能就此坐以待斃。我本想用人
的方法嘗試去解決事情，但神卻奇妙地藉
著出埃及記 32章， 提醒我不能像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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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用偶像來代替衪，那怕是任何人或東西，都不能代替衪。 我立
時向神認罪悔改，棄用自己的打算，甘願繼續等候。神讓我意識到自己
何嘗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樣，要自製偶像去倚靠，卻不单单仰望衪。更何
況， 人的方法也未必能成事。

主讓我在等候中學習信靠，交託，經歷祂的信實不變。我所需要的一
切，衪都早已有預備。當我願意信靠順服，放下自己，神就在人看來不
可能的時候，在最後一瞬間應允了我的禱告。這意料不到的結果，使我
不得不承認這「完全」是神的作為。願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Loretta Luk

我1993年從香港移居澳洲，一直沒有任何宗教信仰，2003年開始
跟隨妹妹來Crossway 接觸基督教。

過去當我在香港時，我曾參與某教會的社區服務中心義務工作，偶然的
機會下被邀請出席福音聚會。當中聽了一位女仕的見證；這女仕常在睡
覺時都「被鬼壓」，令她非常驚恐，不敢入睡；直至信主後，得著主的
救助，這情況再沒有出現了！其實，我也有類似的情況，但當時我仍對
這故事半信半疑！

直至2010年，我爸爸因跌倒入院後，已在半昏迷狀態，不能說話；     
當時他已決志，但仍未受浸！牧師說需要爸爸同意才可為他施洗。我向
他說：「爸爸，如果你願意受洗就點頭。」爸爸點了頭，但當牧師準備
進行時，爸爸起初推開牧師，但最後當施洗時，爸爸突變得平靜了！   
這次經歷使我深信神的恩典臨到了我的爸爸！

後來經牧師的幫助下解開了我在信仰上的疑問，我相信耶穌是我的救
主，我感謝神的恩典臨到我的家庭，我深信日後與爸爸能在天家重聚！
決志後，每當回到澳洲時，晚上我「被鬼壓」的情況在短時間內已消
失了，我現時已睡得很安寧，這是神的工作！決志到現在已有八年，       
喜樂多了，亦不斷蒙福。感謝主我願意透過浸禮見證我
是耶穌基督的兒女！ An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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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移民澳洲後，在朋友的介紹下，
參加了教會所辦的家庭福音探索

（家福），學習和探討六個聖經題目，
認識主耶穌。隨後我決志信主，星期日
到教會崇拜，加入生命小組。

期間我開始去尋求工作，但是與香港相比，在澳洲尋找一份合適的工作
是很困難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也經歷了生活困難和人生的低谷。
我祈禱請求神的指引，感謝神得到生命小組弟兄姊妹的禱告、鼓勵和支
持，在今年的年初，我報讀了TAFE 的Aged Care護老課程，以半年時
間完成了課程，開始四處尋找工作。神的安排真是奇妙， 遠超我所想所
求，差派了一位姊妹讓我在教會認識，她告訴我她工作的公司有職位空
缺，我靠著神給我的信心去申請工作，好感恩，我得到見工的機會，而
最終神真的賜給了我這份工作。感謝神！
將榮耀歸給主！ 

神的 賜 福 : 今 年 五 月 份 可 愛 小 孫 女  
Hadassah (即希伯來文的以斯帖) 誕生了。    

感謝賜生命的主！

神的看顧 : 今年早前遇上交通意外，肩膊一條筋
斷了。但頸脊無恙，心靈沒創傷，駕駛也沒後
遗症。現在是多一份謹慎，勤加做了復康治療
運動，體力反更勝從前。感謝掌管生命的主！

神的大能 : 今年在 BSF 研經班中，姐妹們分享神在個人生命中留下的
烙印。有慕道的得救、婚姻破裂的得挽回、抑鬱症得医诒而受洗、          
離棄神很久很遠的重回神的家、仍在生命困苦掙扎中的能堅忍信靠……       
她們都能活出聽道、行道，享受生命不一樣的福樂。讓我在這教會以
外的屬靈羣體中，見証你奇妙的慈愛和大能。感謝改變生命的主！ 

Connie Wong

Jenny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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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讓我們的生命有神的靈住在我們裏面！聖靈感動教會中的弟
兄姊妹，以生命見證神的真實和奇妙。患難中得幫助、痛苦中得

安慰、創傷中得醫治、迷惘中得指引、罪惡中得拯救。感謝主！我們的
人生不是只有禍患挑戰，神時常為我們預備美好豐盛的筵席，讓我們享
受神所賜的恩福與喜樂！

在本年六月初，我們的女兒與所愛的伴侶結
合，走上婚姻生活的道路。我們感恩能夠看
見兒女們在神的道路上邁進，有着神的祝福
與應許，帶着信心、存着盼望、在生活上、
在社會中、在教會裏，活出榮神益人的生
命。在這瞬息變幻的世代，面對驟來的種種
挑戰，要活出一個寵辱不驚、沈穩而活潑的
屬靈生命，殊不容易。感謝神！祂賜給我們

有着「靠主得勝」的應許，在生活中經歷「聖靈內住」的喜樂。我們的
女兒「訪羚」，如今站在神所立定的靈磐上，仰望元首基督，伴著神所
預備的配偶，迎風俯視這個蒼茫的世代，在一刻的淺笑間，決意舞出生
命的姿采！ 

我們的女兒，現在已經成為「蔡太」！主啊！我還未習慣啊！

Roger Chan

我小時就讀天主教學校，對耶穌基督和聖經
一點都不陌生。知道和深信有主的存在，

但是一直没有歸向主的意向; 到了長大開始工作
後也有一段時間對信主和宗教信仰有所質疑。
現在回想那時質疑的原因有許多，例如究竟人
是否一定要宗教信仰和究竟自己需要那一種宗

教信仰。自己也曾經探討過不同的信仰。但是好感恩主没有放棄我，  
令我深感在我最需要神的時候，祂必保守。從我決定信主後，我都可以
感受到主帶給我一切的安排，引領我遇到的人和事去更好的方向，讓我
心靈上得到安慰﹑平安和盼望。我覺得這兩段經文很能表達我心中對主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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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志信主已多年，但也沒有受浸，總覺得洗禮只不過是一種儀式，
決志已便足夠， 所以這些年來都沒有受㓎， 心裏只想着，總有一

天會做的。

媽媽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傳統拜祖先婦女，從小已為媽媽禱告，希望她能
和我一樣接受主耶穌為救主。直至去年九月媽媽病重，我隨即放下所有
工作，回港探望媽媽，在她離世前兩個星期，安排牧者為她傳福音。 
感謝神，媽媽真的接受主耶穌為她的救主，而且隨即接受洗禮。當時的
心情興奮萬分，還以為自己在做夢。神讓媽媽可以一信一洗歸入基督。  
祂不單止讓媽媽認識主耶穌，而且還給媽媽有一個基督教的安息禮，  
實在非常感恩，因為家中兄弟姊妹也不是基督徒，但他們竟然全都贊成
採用基督教儀式送別媽媽。

神應允了我多年的禱告，祂的作為實在奇
妙。同時心裏實在感到慚愧不配，信主這麼
多年也沒有受洗，相反地，媽媽可以決志後
隨即受洗歸入基督，那時在想，還猶豫什麼
呢！所以決定接受洗禮，祈盼在屬靈生命和
事奉上有所長進並回應神的愛。

感謝神，讓我受洗歸入基督。神所賜予的恩
典，成就的美事，也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萬般感恩。 Elaine Wong

Jenny Chong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從在神大能的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缷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5:6-7)

「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他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
更新。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多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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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nie Chau

我在中二學校佈道會決志信主，跟同學到深
水埗播道會活泉堂返主曰崇拜和靑少年團

契。十八歲就來澳洲讀書做留學生，住在姐姐和
姐夫的家中，星期日也參加崇拜，灑禮參入英文
教會。直至父母申請移民批準，我也可留下來正
式定居澳洲。因生活舒適，一切順利，漸漸地，
星期日也再沒有返教會。接著十多年日子，是   
讀書、工作和結婚生子。

我自幼跟隨父母去教會，眨眼之間
已經快接近二十個年頭。一路靠

著神無盡的愛和耐心，現今終於踏出這
信心的一步，接受浸禮。

回想其實每隔六年，神總會在意想不到
之間提醒我祂的同在和奇妙。首次經歷
在十二歲，當時營會崇拜震耳欲聾，  眾人手舞足蹈。我的耳膜卻隔絕了
這一切，有整整一分鐘感受到從所未有的安靜和平安。下一句幽幽傳來
的是牧師的呼召“有人願意跟隨耶穌基督嗎？”

十八歲，我畢業並接了份暑期工。每每看到人的貪婪，企業的腐敗，  
社會的不公，總會想起年幼時讀的一本書 - 「十萬個為什麼 」。教會小
組成為了我的避風塘，我從他們身上得著更新轉變，慢慢學習到如何愛
仇敵，也要善待他們。

二十五歲，我被一個簡單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發問的是我的一位       
同事，我一直不太聽懂他的發音，但當他三次追問“你自認是基督徒， 
那為什麼不接受洗禮？”我聽得一清二楚，一字不漏。被聖靈重複的提
醒，我不願像彼得般三次不認主，我更願效法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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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當再次遇上困難時，才想起詩篇23篇，神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隨時的幫助，我為何要放棄衪呢？忘記祂呢?! 所以我禱告希望有人邀
請我返教會。不出一星期，感謝主，真的有位姊妹邀請我參加崇拜聚會。

神常常提醒我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巳過，都變
成新的了。」(林後5:17)   何牧師知道我只接受過灑禮，所以邀請我在眾
人面前，接受浸禮，成為Crossway 浸信會會員。感謝主!

Emily Chin

感謝主讓我今年再有當母親的機會，賜
我家健康的寶寶，且有半年產假休息

和跟兒子們相處，簡直像再過一個男孩們
的童年，非常吵鬧、偶然「動武」、但也
非常珍惜這段時光。

感謝主賜我一位在大小事上都百般支持和要遷就我的丈夫，亦透過主和
家有新生的原故，讓我們今年有更親密和坦誠的相交。

感謝主大大的改變了我，從以前過度消費的生活中喚醒我，不再追求物質
上無止境的虛擬滿足。從前有兩個孩子的時候，我常有不能喘息和無力的
感覺，近年簡約減廢的生活，令我能放鬆心情和減慢腳步，有更多時間和
精力與神親近，參與教會生活，給家人quality time和參與社區活動。

篇幅有限無法盡記天父的奇異恩典，感謝神賜我祂的活水，讓我永遠不
渴。每天醒來張開眼睛，我感謝神賜我生命氣息和全新的一天，期待著
這天又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 :)

Grac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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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已回流澳洲兩年
多，這段時間要適應新

的生活、角色和責任，也要陪
伴子女和丈夫的適應，實在太
多時候我看不到前路，不知道
該留在這裏還是回港，惟有努
力禱告並盡力安靜等待。

教 養 年 幼 的 子 女 又 是 一 個 大       
挑戰，對他們太和善或太兇狠都會有可怕的反效果。很多時候被他們的           
哭鬧、告狀或打架弄得失去理性，我問神為什麼他們都把自己人性的軟
弱和黑暗迫出來。幸好小孩子很快長大，現在他們還會幫忙做家務，  
哭了也會自己收聲，學校老師的feedback也正面了。我終於明白只要
挨過了便成這個道理。

感謝神，讓我終於等到了祂前路的啓示，就是我跟著祂的帶領去行便
是。 神實在是精心設計的透過種種經歷去改變每一個屬於祂自己的人。
自問我對子女的愛和忍耐，怎能去跟神對我們的耐性和包容相比？感謝
祂也是在等待我們可以快些成長一點、明白聖經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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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

這一年很感恩在生活上有神不斷地帶領
我們一家渡過大大小小的困難。

四年前來到Crossway後便一直在參加祟拜
和小組。因著現在小組查經的模式及組長
Amy及Francis的鼓勵，我和先生Samson能
參與帶查經及詩歌。從前我們連開口禱告也
害怕，到現在帶查經看到弟兄姊妹當中有投
入分享, 這全是神令我們剛強壯膽。 

Josephine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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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Lu

另外，就是我們嘗試想要孩子一段時間，然而未有成功。在看專科及
作檢查後，知道以我們的身體情況是很難自然懷孕的。於是便打算去
嘗試人工受孕，但在試了一次不成功後，竟意外發現自己懷孕了! 但是
障礙並沒有因此而消除 ; 在早期懷孕的那三個月不斷地有出血的情況，
看急症也看了兩次。心裡想著這個孩子必定難以留下了，但因著神的
眷顧和憐憫，腹中的孩子繼續得以成長，產檢也沒發現甚麼大問題。
因工作上對體力的要求，和其他對孕婦、胎兒的危險因素卻一直令我
擔憂，幸好有著我們及身邊弟兄姊妹的禱告，神令我可以轉做其他較
為輕省的工作，免卻這些危險。就如詩人所寫「我的心哪，你要稱頌
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詩103:2)，可知因著神的恩典，   
我們必不致缺乏。感謝主!

感謝神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的帶領，祂帶領我來澳洲，帶領我信
主，帶領我受洗，帶領我來Crossway教會，更帶領我來到一個特

意給長者過屬靈生活的園地 - 豐盛小組!

在這小組裡，我們每月兩次聚會學習神的道
理，敬奉神。有査經課程、經文講述、演譯、          
討論，使我們看到神的憐憫、恩慈和信實，而且
作為基督徒，每天讀經、常常禱告，有助我們用
神的話來省察，以致我們能迅速到施恩座前，
蒙憐恤，得幫助。 感謝神!

在這屬靈家庭裡，無分彼此，大家一起熱心事
奉，人人精彩。今年更加插以話劇形式來演譯經文，令人更容易明白，
我雖有八十高齡，也有份參與角色演出，很開心，很感恩!

有好些從外地 (如馬來西亞、星加坡、中國、越南，台灣等) 來澳探親
的朋友，乘逗留數月之便到豐盛小組一行，我們都以神的愛殷勤欵待，  
以生命作見證，向他們傳福音。感謝神給我這些機會把基督信仰傳揚，
望我能作祂門徒，發光發熱 !

Simo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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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來了Crossway 已超過十年，成為基督徒也超過十年。今年
可説是受浸後屬靈上大豐收的一年。去年年尾因為一次聽道後深

受感動，決定接受講員的挑戰，首度參加家庭短宣。正當我不知如何入
手之際，神便安排Mary傳道跟與我們相識超過十年的家庭好友一起前
往泰北探訪， 一行六大六小。

由於這是家庭短宣，策劃上有一定難度。第一關是籌款活動，當時正
値何牧師和 Mary傳道各有要職，籌款的事宜便落在我們兩家人頭上。  
感激各弟兄姊妹熱心的支持和包涵，籌得的款項比我們想的還要多。 
當中小孩們也積極參予，在義賣當天拿着籃子向陌生人落力推銷，雖然
差傳出發的只有12人，但教會内毎人正透過不同的身份參予在其中。

在整個短宣的旅程中，特別感受到神毎天的供應與保守，與當地宣教士
一同生活，實在讓我切實體會到我們只是神的器皿，神的計劃不一定需
要我的參予，但感謝神讓我們一家有幸參予其中，見證神的慈愛。

Amy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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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語是有力量的，神的話語是改變生命的 ! 「生命之道」讀經
課程的格言正是： 「 愛聖經，愛讀經，活出主道作精兵。 」 

我參與生命之道的事奉從開始到現今已經五個年
頭了。過程可以說是驚喜萬分，但就正正因為這
些驚喜，令到我更加驚嘆祈禱的力量及神的大能！
驚  - 是所有星期天主日崇拜沒有遇過的 technical 
p r o b l e m 在 星 期 二 晚 的 生 命 之 道 都 發 生 了 ！ 
喜  - 是大家同工，面對困難時的幽默感及齊心， 
大家見招拆招，祈禱仰望，所以每次都有驚無險、
又到十點，可以安然回家睡覺。感謝神 !

感恩  - 在過去的五年，這事工服事了來自20多間的教會合共1750 名學
員人次一起學習神的話語，而我們中文堂竟有多過半數的弟兄姊妹踴躍
參讀其中。與此同時我們 Crossway籌委成員在這過去的五年來，因為
生命之道的事奉關係緊密了，自己敎會及與別的教會的成員也無分彼此
地合一在敬拜隊事奉。我感謝神我能一直參與服事其中，學習成長。

記得我們的開堂牧師Stuart Robinson 曾經說過，Crossway 這個在
Burwood 小山丘上的教會要成為祝福別人的教會，而當我們祝福別人
的時候，神也會大大的祝福我們!  感謝神透過生命之道事工祝福其他教
會，帶給Crossway教會一份從祂而來的榮耀。

現今，Crossway生命之道要寫上一個頓號，雖然我和眾同工及同學們
都捨不得就此道別這事工，心覺惋惜，但我們仍然帶着信念，盼望日
後Crossway中文堂會以不同的形式和姿態，繼續在守望神話語的事工
上有份，為更多人帶來祝福。

Wendy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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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這又是教會中文堂另一期的年終感恩集。在過去幾年我都
在我靈命不同的切面上寫下感恩，包括： 感謝神 給我在信、望、

愛上的認知和啟迪；感謝神 給我在讀經上的投放和得著；感謝神 給我
在事奉上的委身和功課..... 願神一一繼續帶領。

今年我很想踏回基本步，感謝神 給我有生命氣息，並在我悠悠的生活上
無間地赐予我切切實實和豐豐足足的供應！好幾十年來，無論在學業、
工作、婚姻、子女、家庭、朋友、金錢、健康、教會、種種我都覺得是
一無所缺 : 我得到的是神給我最好的、我得不到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我有的是夠我用的、我沒有的是可用來建立我的。感謝神數算不盡的  
恩惠、看顧、憐憫，感謝神 的同在！ 

就正如雅各那般基要和切實的所想所求：「願神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
路上保守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家，我必
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創28:20-21)

感謝神，我們每天起來，有那一刻的壽歲  
不是神所掌管？    誰能可以誇口我明天一定
可以平平安安吃什麼穿什麼呢？ 可知人人 
一生年月如水，有漫過豐足喜慶的時段，但
亦走不過有沮喪和衰敗的日子。願神給我有
一顆全然交託的心，學習如何在得時不得時
都能心存感恩 - 我若想念神，神必顧念我， 
深信神必保守我的心，定將我安歇在祂的  
青草地上 ...... 頌唱著 「神真！神好！神美！
聲聲讚頌美善之恩典，我心比那蜜糖甜」                                     

(福音悦曲歌詞） Siu Ming



愛神愛人
作倍增的門徒

 願
城市

國家及世界
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