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宣牧者之言
來吧！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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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未得著救恩時，一定曾得到別人的幫助、從他們的分享及見證中認識主耶
穌。當我們靜下來回想自己可以得到這寶貴救恩和平安，真的要感激為我們作見證的基督
徒。傳福音為主作見證是主耶穌的吩咐，也是每位基督徒的責任。不單如此，耶穌基督在
地上也為天父作見證成了榜樣，「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
事，就是我所做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 (約 5:36)
保羅也提醒我們，「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揚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新釋本)這段聖經提醒傳揚福音的重要性。其實我們或許也明白傳福音是主耶穌的托
付，但基督徒卻常覺得自己没有能力、知識、才幹或對聖經不太熟識而卻步，沒有見證主
耶穌的救恩，實在有點可惜。
為主作見證不一定要很有口才或對聖經有十分深入的知識。聖經告訴我們傳福音乃是
要靠著聖靈才可以成事。在使徒行傳 11:24「巴拿巴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
多人歸服了主。」當我們有願作的心，聖靈必會引領我們當說的話和當作的事，不是靠人
說甚麼，做甚麼，卻是神親自作工。我們因此也可以參與和經歷神的同在及與神同工。當
我們真心的感受到救恩的好處，常反思我們所確信的救恩是白白得來，全是恩典，自然便
產生動力與人分享、見證神在我們身上的所行的大能大力，心中滿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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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今年華宣舉辦了第一次的春令會，很感恩《曼華》這個小團契也有十四人參
加，特別開心的是一班年青人擱置去旅遊的計劃而選擇參加令會去學習神的話
語！大家在營會中有很多的得著及很好的學習，一班年青人更領受了很多屬靈
生命上的挑戰，感謝主讓我們能在靈裡有很好的餵養。
在春令會中有很好的學習
《曼華》在過去十年試辦特殊中文學校，反應良
好，小朋友們能有學習中文的機會，家長們都很開
心，很感恩有一些家庭出席我們的崇拜及兒童主日學，希望他們能多認識神及經歷
主的愛。而我們在五月十二日舉辦了開放日，有十多個家庭出席，一方面讓一些新
的家庭了解我們的中文學校，另一方面亦邀請了一位教育心理學專家作講座，並有
兩位弟兄姊妹作個人分享，家長們都很積極地參與討論，亦有
數位家長想讓他們的孩子入讀，但我們人手十分短缺，求主加 曼華每年一度的旅行
給我們智慧及愛心去服待這個十分有需要的群體。
特殊中文學校開放日

團契每年在六有都會有一次大遊行，今年去了 Chester，原本天氣預告十分差，但很感恩
到達後天氣好轉，參加的弟兄姊妹都有很開心的一天。
感謝主的帶領，李德信傳道及師母已經收到英國的工作簽證，但由於工作簽證有很短的
入境時限，他們在六月中先到來曼城處理入境事宜，再回加拿大作搬家安排，雖然他們
只來五天，弟兄姊妹都十分興奮，他們亦都出席了各個小組及活動！他們計劃將於七月
底來曼城正式開始事奉，求主為他們安排在曼城的居所，並讓他們能盡快適應在這裡的
生活及事奉。

利玆宣道會《利宣》
感謝神! 神賜 5 月 7 日的教會旅行(去 Wakefield Anglers Country Park)十分美好的天氣。弟兄姊妹帶領我們唱詩及
遊戲。我們一起野餐，並有很好的分享交通。
利宣家暫未有自己的堂址，多年借用一間位於大學附近的浸信
會教會（Blenheim Baptist Church）崇拜，及進行團契、小組和
活動等。他們對利宣教家一直十分支持。為了讓兩間教會的弟
兄姊妹彼此認識，我們每年也會在聖靈降臨主日一起聯合崇
拜。今年兩間教會的弟兄姊妹分享過去一起配搭的歷史。求神
賜恩給我們兩間教會的發展及配搭。
今季，教會開始了專為接觸餐
飲業人士而設的深宵聚會，每
月一次在平日晚上餐飲業人士放工後舉行。第一次的聚會在宣麗堂短宣隊幫
助下開始，剛已進行了第三次，每次以專題分享他們在工作中面對的事情，
並以聖經鼓勵他們及祈禱。雖然參與人數不算多，但出席穩定。請為這事工
祈禱。
由於羅牧師一家將回港述職， 8 月份利宣家邀請了任建雄牧師夫婦來協助教
會。任郭燕嫦師母是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總幹事，她多年做兒童工作經驗，
所以教會也邀請她教導四課主日學。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今年華宣在受難節舉辦了春令會，曼宣一共有 42 位弟兄姊妹和他們的家人參加。藉著溫偉耀博士的信息，
參加者不但得到不少的提醒和鼓勵，更感受到浸在神話裡的飽足。意外的收穫是， 當中一位未信的朋友，被
幾天的信息內容吸引，最後在牧者的帶領下決志信主，正好回應了今次春令會的主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神提醒我們，不要只顧信徒自己美好團契的時間，也要隨時把握機會，將人帶到祂的面前。現在這位初信姊
妹和其他 4 人正接受栽培哩!
每年復活節是曼宣一年一度浸禮的日子，今年一共有 13 位弟
兄姊妹接受洗禮，大部份是本地長居人士，有三位是在曼城讀
書的大學生。當中有兩位是在曼宣決志信主，近年才移居來英
國的新移民，也有一家三口(兩夫婦及女兒)一同受浸，還有一位
長者，來教會雖已有廿多年，最終在兩年前願意跨出信心的一
步，決志相信。感謝神在這些弟兄姊妹身上奇妙的工作，一切
盡是恩典，引領他們堅定地相信。

曼宣的事工年度由七月至翌年六月，隨著三月會員大會順利選出 5 位執事，新一屆議會已籌組完成，各事工
委員及團契職員亦已落實。2019 年為曼宣 25 週年銀禧堂慶，主題為「靈命進深 生命更新」。我們定這主
題的目的，是要介紹宣道會的屬靈傳統，除了我們熟識的四重福音、宣教使命之外，還有追求更深的生命，
就是活出與基督聯合的生命。盼望在週年紀念的日子，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預備承擔曼宣未來的發展。教
會現正籌備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包括：聖誕退修營、25 年歷史展覽、感恩崇拜、美食大賽、籌款晚宴、編製
紀念特刊等。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過去四月至六月，明顯地看到神的恩典臨到東宣的弟兄姊妹，實在感謝主。
主日崇拜，平均出席聚會的人數，合共孩子有五十多人。在金錢的奉獻，弟
兄姊妹都是甘心樂意的擺上。禱吿方面，眾肢體都非常投入，我們看見神把
福音的門逐一為我們打開，主的道也快快的傳開。前來教會聚會崇拜的人多
了，因此在三月份，就開始了一個「弟兄組」，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都有定期的相聚。在弟兄組相聚的
時間，弟兄們都非常開心及投入，現時有六位組員。
神的靈在人心工作，每週教會都有不同的小組查經班，參加的成員都非常渴求神
的話，大都是一心尋求更多認識神，神的話就在他們的心中動了善工，生命逐一
改變，人生的價值觀也不期然地改變，對神的信心不斷的更新，以神為首，為
這，我們要將榮耀歸與神。感謝主，有兩位朋友決志信主，在五月廿七日亦有兩
位弟兄姊妹受洗見證神恩歸入主的名下加入教會。
東宣需要你們在主前代求：六月份的福音外展探訪，8 月 25-27 日有兒童日營，為
一切安排籌劃禱告。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話說主日學走了幾個學生後，神垂聽禱告， 又帶領幾個小朋友
加入， 感謝主。
教會每年的戶外活動定於五月第一個公眾假期， 那天陽光高照，
吸引很多朋友一同參加， 不單是交誼， 也是傳福音的機會。
教會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邀請閻石傳道為教會助理傳道人， 並通過購堂， 需要懇切祈禱， 求神打開下一
步的路。 六月初領袖退修會， 二日一晚在一間修道院舉行， 不單可以黙想親近神， 同時也建立了主內彼
此更親密的關係。 六月廿三日在京士頓大學派單張， 繼而有賣物會和不同灘位，例如 幫助大學生修改
C.V. 、 如何見工、升讀碩士、 博士申請指導。
踏入暑假季節， 設計了一連
串週日活動， 例如做手工、
模型、 蛋糕等、 以吸引家長
帶小朋友來參加， 也藉此外
展， 南宣有一批少年人， 將
會在八月舉辦 “如何帶領少
年團契” 訓練， 以幫助做帶
領的弟兄姊妹， 掌握在英國長大的華人孩子的需要。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復活節假期後, 布宣主日崇拜聚會人數漸漸升回 30 至 40 人。感恩在四月廿九
日的佈道會出席人數約有老少 50 人， 有一位年青學生決志信主。布宣不斷
的有新朋友來參加主日崇拜，他們都是從布宣的網站和朋友介紹來的。
五月底布宣顧問彭大明牧師成功申請為 Sussex University 的院牧，期望可以接
觸更多的在 Brighton 讀書的大學生。
在七月廿九日第五個主日舉行第二個佈道

青年團職員會

會. 請代禱. 期望更多人參加。青年團契每週聚會出席人數约有在 20 至
30 人之間。4 月 22 日青年團活動是: 生命之旅，這活動主要目的是提醒年
輕人一個重要的訊息: 在我們還未出生以前, 神已經為我們的生命預備一計
劃. 選擇跟隨與否, 則由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選的路是引到永生還是永死？
遊戲想帶出訊息, 讓弟兄姊妹反思他們的生命, 可以與主活出一個得勝的人
生。
生命之旅
五月底從華宣 AGM 會議回來後，
布宣執事鼓勵弟兄姊妹多與華宣
會員
教會接觸,多參與華宣活動, 並期望布宣
獻章能與華宣教會獻章接軌。八月將會
舉行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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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12 世紀時，領土幾乎遍及整個中南半島，東南亞最強盛的王國「高棉」，若走訪越南南部、泰國中
北部，都可以見到 12 世紀，吳哥王朝鼎盛時期所留下的文化和建築痕跡。高棉文化淵遠流長，從鄰近諸國的建
築、宗教、風俗與生活習慣中，都隱約還能見證當年柬埔寨輝煌文化的影響。甚至到了近代的 19 世紀，由於是
法國殖民地，成為「受保護國」，柬埔寨的金邊，一度還有著「東方小巴黎」之稱。在當年，連新加坡都要派
遣留學生來金邊學習醫術和工程，泰國的拳擊、潑水節、 廟宇和皇宮的建築造 型等等，也都受到柬埔寨文化的
影響。
1975 到 1979 短短不到 4 年間，赤柬的恐怖統治，S - 21 是最泯滅人性的監獄之一，數以萬計的無辜
民眾在此遭受逼供，貼上政治犯的標籤，被殘忍地殺害。而今，原址改建為紀念館，讓後代銘記教訓。赤
柬又稱為「紅色高棉」，即柬埔寨共產黨。在 1975 年推翻由美國支持的龍諾 Lon Nol 政權後，在國內
推行極左共產主義制度。柬埔寨共產黨的原始想法與號召很崇高 ──希望打造一個毫無階級的富足社會。

赤柬政權為了執行他們的「理想政策」，開始以極端手段，毀滅一切被認為是「舊遺毒」的東西：包含廢除貨
幣，沒收私有財，關閉學校、醫院、工廠、寺廟，禁止一切傳統文化習俗與所有外來的文化 。赤柬在此同時，
更大力迫害「可能有反動傾向」的知識份子。加上大批的民眾被以極不人道的方式控制，並下放到農村進行集
體 勞 作 ， 國 家 迅 速 淪 落 成 為 低 度 開 發 ， 百 廢 待 興 的 殘 破 景 象 ， 由於 1970 年代赤柬屠殺人民的結果，現在柬埔寨 60%
的人口都在 30 歲以下。據說在 1979 年底，柬埔寨只剩下 200 位基督徒。
根據估計，在赤柬統治的 3 年半內，超過 200 萬人被害，而其中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例如教授、老師、工程
師、藝術家等。
在柬埔寨全國一千六百萬的人口中，基督徒只佔 2.5%。在
70 年代的越戰過後，柬埔寨成為共產國家。但絕大多數的
人民都是佛教徒，到處都是廟宇。每年有十幾個佛教的慶
典，人們都聚集在佛教廟宇裡慶祝。不論是在共產政權或
佛教的眼中，基督徒都是異類。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2019 年柬埔寨短宣
日期: 2019 年 6 月 12-21

目的
1. 體驗宣教, 並藉此建立與神更親密關係.
但這一代的基督徒領袖終於有接受培訓與傳福音的自由。
在柬埔寨最大的宗派，宣道會估計從 2010 年起，基督徒的
2. 協助宣道會在柬埔寨的事工
人數增長了 50%，現在大約有 30 萬信徒。
a. 帶領青少年英語福音營
b. 探訪教會, 協助主日學, 帶領兒童活動, 帶查經及崇拜
柬埔寨福音團契發起了柬埔寨宣教 2021 的計劃，準備在每
c. 教授英語會話
一個村莊都植堂。而在金邊最大的教會網絡“新生命教會團
d. 外展探訪
契”（New Life Fellowship of Churches）， 預備在同一時期開
始 500 間新的教會與細胞小組。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在全國
24 個省份中的 13 省，開始了 200 間教會或細胞小組。柬埔
寨的人民 80%居住在農村。因此，對絕大多數的地方而
言，基督教最多不過是一個小教堂。
柬埔寨人信了耶穌就需要面對家庭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
題。由於柬埔寨的家庭傳統都是圍繞著廟宇及祭拜祖先的
活動。許多快要接受耶穌的慕道友自然的會問他們是否還
可以參與這些活動。如果牧師告訴他們以後不可以再參與
這類的活動，這些慕道友很可能就不再來教會，更遑論成
為基督徒。
內容取自:
舉目 Behold, 18-8-2017 柬浦寨基督教的神蹟式進展
換日線 Crossing 02-02-2018 柬埔寨悲歌知多少 ?
J.Huang

參加者條件
重生得救並已受洗的基督徒
聯會屬下教會會友
牧者推薦
在教會有參與事奉者
費用: 每位£1,200.00 包括機票, 食物, 旅行保險,
和三天集訓費用.
自製福音單張
每位參加者可獲聯會資助£500.00.
截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短宣前集訓: 2019 年 5 月 4-6 日 務須出席

如有意参加請與教會收者/ 负責人索取報名表

每年五月第二個公眾假期，都是華宣的週年大會。大家都很高與見到布萊顿宣道會
的两位代表，由於路程遙遠，他們早一晚己經先到，他們的熱誠實在值得稱讚。六
間堂會代表來到曼宣教會，仔仔一堂議決來年動向、彼此代禱及團契交誼，當然，
也少不了屬靈的餵養。今年大會的講員是黃茗楷牧師，圍繞着「舉目看田」這
個主題，從聖經裡並落實地教導會眾。華宣會長岑偉農牧師以祷告開始了這一
屆的週年大會。

新一屆

大會選出下一屆各教會代表, 他們是 Kiu Fai Tung, Steven Liem Seabert Ma, Ping
Ping Sii, Kirsty Chau and Derek Ko 並議决明年度財政。
曼宣的弟兄姊妹盡地主之誼，以愛心和美味的食物招待每位出席，在此多謝他
們的勞苦。
全體合攝

致送記念品给黃茗楷 牧師
彼此代禱

午餐
舉手投票

春令會温偉耀博士講道可在以下連結找到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2ZO-NVJpNZaxC-3b6WNrxg

屆董事與教牧

大會出席者

短宣隊

短宣點滴
鄧頌翹（香港北角宣道會同工）
復活節期間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的短宣隊來到英國
利茲，參與利宣及華宣春令會的服侍。甫到步已
獲得熱情的款待，利宣羅牧師及曼宣的弟兄姊妹
專程到曼城機場接載我們到羅牧師在 Otley 的
家，並且以豐富的午餐為我們洗塵，令剛從悶熱香港來到寒風細雨英國的短宣隊，感受到暖暖的主內情
誼！
比起倫敦和曼城，利茲看來只是個小小的城鎮，沿途都是英式的屋子，也常常看到偌大的草坪和其上的
綿羊。這種景緻讓短宣隊聊起了大牧人耶穌基督和祂的羊群，為英國人在後現代文化氛圍以及異教衝擊
低下，能夠明白真理，回歸基督信仰禱告。就是在利茲這個小小的地
短宣隊與利宣
方，我們也看到曾經坐無虛席的古老教堂已失去它本來為要敬拜神的
境況，親身了解英國逼切的屬靈需要，願更多本地或外國的信徒領受
傳福音的使命。
在利宣家我們受到教會弟兄姊妹親切的款待，大家相當愉快地交流兩
地的生活，家庭、教會、事奉各種話題。短宣隊特別為了利宣家的第
二代感恩，見到這些少年和小孩都來教會上主日學，特別想為他們能
夠認定耶穌是生命的主，追求聖經真理，並且樂於服侍代禱。我們從
心底祝福利宣成為社區內既實踐著彼此相愛，又是充滿傳福音熱誠的
教會！

生命成長見證

東倫敦宣道會

曾艷

我來自福建省福清，我是一個小學沒畢業的農村人，我更是一
個虧欠的基督徒.。從小就信耶穌，十四歲已接受洗禮，但都是
掛名的信徒。星期天姐妹們叫我去教堂，我都找很多理由拒
絶，如果實在拒絶不了就去，到了教堂，人坐在那兒，心郤不
在那！回家從來不看聖經，也不禱告，白白浪費十幾年在主內
成長的時間。
.
2009 年偷渡來英國, 一路上的千辛萬苦，坐船、坐車、走路、
一個月後就平安到達英國，但從來沒覺得，是神保佑我一路平
安，只覺得是我幸運。與丈夫重聚後，發現他學會賭博，剛開始他也聽勸告，過了一
段時間後，他又偷偷的背着我去賭，我非常的傷心難過，精神緊張、憂慮、身心靈爭
戰、沒有平安，又不懂得依靠神，心裏的苦水向誰訴說呢? 足足痛苦兩年多的時間。
朋友介紹我們去教堂, 第一次踏入教堂, 正唱着「最知心的朋友」，當時,我的眼淚一下
子就流出來, 內心深處跟主說 「主啊! 你真的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就這樣簡單的祈禱,
讓我心裏頓時就得着依靠。
回到家, 我的心很平靜，平安。從那天開始我跟神的距離開始拉近, 學習依靠那位獨一
的真神. 雖然我的禱告就只有幾句話, 神卻垂聽， 丈夫賭博的壞習慣漸漸有所改善。
剛開始叫丈夫去教堂時，他只是聽話而已，並不是他的本意，禱告約有半年多的時間,
他也接受主耶穌作他個的救主，也洗禮,，把賭博戒掉了。

完全的交託仰望 （續）

黄巫秀梅

南倫敦宣道會

回望過去所經歷的一切，從一個經常出入廟宇的人，今見成為
跟隨基督的信徒，全是天父上帝的恩典。神多次呼喚，只是心
硬的我，築起圍牆抗拒神，以至我一次又一次錯過祝福。
決志後三年便受洗成為基督徒, 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仍然遇到風
浪, 試探和困難。 一六年發覺身體出現問題, 經過醫院多番的檢
查, 確定患了腸癌, 需要入院做切除手術, 在漫長的治療日子裏, 我
每天靠着唱詩歌, 祈禱和閱讀來面對精神和肉體的痛苦煎熬。當
我輭弱時, 曾經埋怨, 懷疑和怪責天父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有段日子, 我完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覺得神已經遠離我, 我開始對周圍的事物失去興
趣, 甚至憤世嫉俗。有一天, 我清楚聽到神叫我捨棄主權, 放下自己的成見和方法, 讓祂
來掌管我的生命。原來神一直在眷顧我, 只是我沒有交出主權。我重新交托仰望神, 讓
祂帶領引導我走前面的道路。當我肯放手倚靠神後, 體會神在我身上的奇妙作為。
天父上帝按着祂的恩惠, 和慈愛來醫治我, 陌生人的微笑, 使沮喪失意的我振作起來；
親人的擁抱與安慰, 使我心內温曖；教會的弟兄姊妹支持祈禱, 使我感到平安；無助
時, 神為我開路；又賜我能力不用服食安眠藥和抑鬱丸。天父上帝賜我的恩典無法數
算, 祂用疾病症來讓我經歷祂的美善, 我要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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