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10 - 12

華宣牧者之言

崇拜中的一些常見通病

彭大明

主日崇拜，對信主的人來說都極為看重的，因它是最影響我們靈命的地方。為此，我嘗試拋磚引
玉分享崇拜時遇見過的通病，彼此的提醒。有些雖然看似微小，但若稍為注意，可助我們對崇拜
和對上帝有更準確的認識。
相信我們在崇拜時都聽到這樣的話：「讓我們放下重擔來敬拜神。」這是教導人性格分裂，假
若真是有重擔，是很困難地暫時放下，完了敬拜才重新擔上。我其實鼓勵人若有重擔，可以帶
來一同在神面前敬拜，求神加力。我們可以說：「讓我們全人敬拜上帝，求主加能賜力。」
在崇拜中，最常聽到是「時候」這個詞，如「這是讀經的時候」、「收奉獻的時候」和「證道
的時候」等等。這樣的語調，會給會眾的感覺是把敬拜「斬件上碟」，成了不同的部分，彷佛
沒有關連一般。最簡單的處理，可以這樣說:「讓我們繼續以奉獻敬拜上帝。」
很多時候，領詩人員常說，「請琴給個音」或「請琴給我們最後一句」。想深一層，這是語病，
應該是「司琴」或「彈琴的弟兄／姊姊」，因為琴自己是不會給個音的，若是會，是非常詭異的
一件事。看似是很小的事，但崇拜每一個字都要小心，因為這都是一個教導。
在奉獻的時候，一定聽過以下說話：「奉獻時候，未信主的不必參與。」 我當然明白這是怕未
信主的人對教會有誤會，以為是要他們的錢。但這句話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不會說「現在是唱
詩 ，未信主的不必參與」或「讓我們祈禱，未信主的不必參與。」最大方得體可以這樣說：
「奉獻是回應神的愛，歡迎每一個參與。」
我們可能最常見主席為牧師或講員祈禱時，常常用「膏抹」這詞，如「膏抹牧師的口」或「膏抹
牧師」。用「膏抹」這字眼或許對某教會（宗派）的運用是有含意的。但一般來說，我們或許不
知其解，只是感覺是屬靈字眼，於是不問其因而照用。我在這裡不作其解釋，我反而提議，不如
實在的為牧師或講員祈禱時，用既簡單又聽得明白的用語便可以了，如：「求主給牧師（某某傳
道人）清晰的頭腦，把預備好的能清楚講解」，這既大方又實在，人人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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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崇拜我沒有得著」，相信這也是常聽到的。問題出在哪裡？我們認為

聽道（或「講道」）就是敬拜的全部或最重要的中心。所以，整個敬拜其他
的元素，根本是無關重要。難怪有人在講道時段才出現，完了便急急離開。
我們一定見過很多會眾，在牧師未祝福前，已經離開了，彷佛「祝福」這個
環節沒有甚麼大不了。其實，這才是敬拜的高潮，就是帶著從敬拜而來的領
受，被差遣（帶著祝福）出去，以致餘下的一周生活，是帶著敬拜的生活見
證上帝的大愛，而不是完了一個聚會。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每年 7、8 月是曼華團契青年團的畢業生離開我們的時候。 我
們送別了好幾位熱心事奉的弟兄們。
青年團契 8 月份雖只有 6 個學生留下來。 我們開始門徒訓練
的第一門課程，幫助學生打好信仰根基，然後發展 9 月到來的
福音工作。 感謝神！從 8 月份到 9 月初，他帶領了三位已信
主的學生加入了青年團契。青年團契重新注入動力。
9 月初，我們展開大學迎新的巨幕，我們整個華語團契弟兄姊妹一同事奉主。 由製作宣傳單張、派單張、煮食
的安排、預備節目和遊戲活動等，都是曼華團契合一事奉的見證。今年我們發動了學生禱告會，一同仰望倚靠
主！奇妙是，神在 4 天內感動了 4 位已信主的學生加入我們迎新的事奉
中。 迎新時，我們可以差不多有 1 對 1.5 個未信主學生的比例。感謝
神！
我們第一次迎新有 28 位新來
學生參加，大部分學生都很投
入活動中。有些學生更再來我
們第二次迎新活動。我們兩次
迎新聚會已經接觸了 40 多位
新來的學生。求神親自感動這
些學生，希望他們得著福音!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東宣到今日已六歲了，仍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有許多的需要，人
手的協助。特別看到事工一天天的增加，人手又極其欠缺之際，我經常會禱
告神：祢可以差遣人過來，幫助東宣再邁前一步嗎？
神聽禱告。今年初，曼徹斯特宣道會趙偉初牧師跟我交談，他見到東宣的需
要，便起意說很想組隊夏天前往東宣舉辦兒童日營。當時心中極其雀躍。經過多次的傾談，事就這樣成了。
感謝主，2018 年 8 月 25-28 日為東宣「首屆」的「兒童日營」，有曼徹斯特宣道會趙偉初牧師率領五位弟
兄姊妹前來協助，並有 7 位東倫敦宣道會的姊妹參與。使「日營」成功順利完成，並結出美好果子。有 34
位小朋友參加這次營會，年齡由 4 至 11 歲，「日營」的內容是圍繞聖靈所結的果子來教導孩子，並藉多采
多姿不同的活動，培育孩子們日後的屬靈生命能彰顯神所給予應有的品格。「日營」最後一天是活外活動，
我們舉辦「親子。親友。親鄰」同樂日，地點為倫敦著名皇家公園—Kew Gardens。除了參加兒童日營的小
朋友和他們的父母，我們更鼓勵他們邀請親友鄰居一同前往。感謝主當日陽光
普照，原本估計大人小孩
80 人參加，竟然有 109
人共天倫、唱遊與歡笑渡
過愉快的一天。願一切榮
耀歸與神。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少年營’If…Then…’ @Cloverley Hall

每年暑假，大學生雖然返回自己的原居地，但曼宣並沒有因為學生工作暫停
而變得輕鬆，反而豐富的暑期活動，讓不同年齡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事奉，
一同學習和實踐聖經真理。

少年人都懷著期待的心情，參加今年的營會。今年參加的人數是近年最多
的，共有 31 位少年人，當中有 15 人更是第一次參加的，籌委和導師們都既
興奮且戰競地帶領營會。今屆營會的講員是倫敦宣道會英文部的朱溢峰牧
師，無論事奉者或少年人，都從神話語中得著激勵。在營會的最後一晚，有 1 位少年人決志，10 多人立志更委
身信仰。
用餅乾和糖寫希伯來文
東倫敦短宣兒童日營@ 東倫敦宣道會
今年兒童日營在八月首三個星期六舉
字母@MAC兒童日營
行，主題是「埃及王子」，共有 16 位小
朋友參加。除了在聖經課和話劇學習出埃
及記的內容，孩子們還透過手工、烹飪
等，認識希伯來人的服飾、食物和文字。
曼宣近幾年，開始定期推展差傳工作；除
了訂定差傳預算，支持宣教士單位，也安
排了短宣行程。8 月 25-28 日，一行 6 人的短宣隊趁著銀行假期到東倫敦宣道會，帶領
兒童日營。感謝神，讓隊員不但與小朋友和家長們渡過了快樂的假期，透過這次短宣，
他們更體會到宣教工場的需要和宣教士的勞苦。
新聘任的劉思銘傳道，於 8 月開始在英語事工服事。此外，英語事工現有兩位蒙召的肢
體全時間在拿撒勒神學院唸神學，分別就讀第二年的汪軒信弟兄和剛入學的邱美蘭姊妹。邱姊妹在七月參加了
在泰國舉行的青宣大會。

利玆宣道會《利宣》
一年暑假很快又到了。有些大學生畢業回國了，又有一些學生們六月開始
放暑假。教會也有些家庭回國探親。因羅牧師 6-8 月要回港述職，所以邀
請不同的牧者來協助，七月份有張濟明牧師在恩慈團契分享團契生活及主
日分享信息。

任師母與弟兄姊妹上課後拍

八月又有任健雄牧師和任郭燕嫦師母來一個月。任師母剛剛退休，她是萬國兒童佈道團總幹事，她對教導兒童
非常有經驗。教會於是邀請她教授「教養兒女」主日學。參與這主日學
弟兄姊妹的反應非常好，對我們最近有兒女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幫助。
11-21/8 羅牧師和陳澤霖弟兄一起參加宣青大會，獲益良多。
九月份教會開始籌備迎新活動，今年我們新嘗試在迎新晚會前有「開放
教會」活動（26/9），雖然願意踏足教會的學生不算多，，但二十多位
弟兄姊妹所付出是沒有白費的。求主使用我們當天所派出的千多張有關
大學生迎新會的單張。
開放教會派單張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為切合修讀英語的大學生需要，在大學裡借用房
間，開辦了「如何寫論文講助」和「How to do
presentation」，吸引很多未信主的朋友。
暑假的南宣相繼也有弟兄姊妹回鄉探親, 事奉的人
手有點緊張. 暑期兒童活動改在週日與崇拜同時並進, 一方面減低人手, 另一方面也
可以讓父母專心崇拜. 八月開始便聚焦在大學生外展, 遊艇河和野餐吸引了他們, 教
會每年八月中的燒烤增加了福音電影, 一面吃燒烤, 交誼, 又可看電影, 有不少朋友參加.
九月初, 血管科專科醫生講座, 有意想不到的

中秋節聚餮

人數, 感謝神. 九月中, 所有的兒童活動也一併
展開, 學生人數不多.
岑偉農牧師夫婦在九月中至十二月中回港述
職，所以提前了周年大會，感謝神顺利選出
下年度執事。
有位來讀一年的碩士生，由從未聽聞耶稣是誰，到九月回國前决志信主並接受水禮，這是神的恩典。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暑假期間,，大學生人數少了,，布宣出席人數平均減至廿多
人。 大學生考試後,，一些回國、 一些旅行休息。 九月有五至
六位新人,，他們都是來布萊頓讀中學的中學生，七月底 彭牧
師和香港四位短宣隊員來布萊頓探訪，他們探訪兩所大學的學
生,，和一對夫婦。為有青光眼的禱告， 並鼓勵他們倚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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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師開始布宣的探訪工作.。
七月廿九日的佈道會有廿七成人參加.， 當天有一位姊妹作見證， 她因魚刺在喉管而做小手術， 佈道會那天
竟能領唱詩,，全是神的醫治。一位在布宣崇拜的大學生 Enoch 在香港母會受浸.。
青年團契:將與東宣和南宣合辦聖誕節生活營， 日期是 12 月 21 至 23 日。布宣在十月七日將會慶祝廿週年記
念.

短宣之感

彭大明牧師

從神學院畢業就一直在歐洲宣教，不經不覺快三十二
年，其間帶領過的短宣隊，我已數不出來了。或許對一
些人來說，我已是一位老練、經驗豐富、駕輕就熟領短
宣的宣教士，應該沒甚麼可懼。可是我的感受卻不是這
樣。剛才說過，我在英或歐洲工場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日
子，然而自從在神學院受訓時，曾踏足過不同東南亞國
家，參與過短宣之外，就一直再沒有踏足過東南亞短
宣。所以，今年７月帶領短宣隊前往泰國，心中是膽
怯，怕自己不能勝任，有所虧欠、令短宣隊隊員失望。
為此我抱一個學習的態度，願與年輕的短宣隊員共同
進退。
每個宣教工場，都有其當地宣教的文化、處事方式。例如在曼谷紅燈區時向性工作者傳福音的事上，我
學習到不能太過自負，急於用自己慣用傳福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2019年柬埔寨短宣
音的方式。卻要學會聽從、順服本土宣教士
的指引並尊重他們背後的神學理念：「單行
日期: 2019年6月12-21
區禱告、主必工作」。感謝主教曉我做一個
盡所能不堅持過往行事的作法及添亂子的
目的
人。只要配合、服從當地本土宣教同工一切
1. 體驗宣教, 並藉此建立與神更親密關係.
的安全守則和勸告，就已經大大幫助本土宣
2. 協助宣道會在柬埔寨的事工
教士一個大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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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短宣，神也給我學習要與當地信徒和本
c. 教授英語會話
土宣教同工一起認同；衣食住行都要非常簡
d. 外展探訪
樸。我深深領悟在工場時一切的起居飲食所
花的費用，都要小心謹慎地使用，因為一切
的支出，背後都是弟兄姊妹節儉省下來的金
錢、都是教會愛心的饋贈及聯會大力的支
助，我就要忠心且好好作一個金錢管理的好
管家。
弟兄姊妹，開始時我曾說，我是抱一個學習
的心態帶短宣的，結果，我學習到的，是我
在歐洲事奉內沒學習到的功課。
明年六月「華宣」將有柬埔寨短宣之旅，我
鼓勵你報名參加，我相信神將會給你有所
學、有所悟，以成為你將來人生及事奉上的
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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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製福音單張
和三天集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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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短宣體會 Yvonne & Derek
首先，為到這一次能參與泰國短宣活動
感謝主。在短宣，我深深經歷到神的工
作，在 2017 年年尾已決定要參加這次短宣，但我 2018 年的年假
已用完，抱著信心求神在金錢和假期上有供應，誰知這短宣就發
生在我轉換工作期間，所以不用為假期擔心，而金錢上也有華宣
和南宣的弟兄姊妹支持。
第一個星期，我們在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中能夠與從十多個不同國家的宣道會弟兄姊妹認識及溝
通，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值此機會交流教會各方面的需要及宣教心得實在難得. 看見這麼多為神
工作的弟兄姊妹 ，真令人鼓舞！亦從而令自己加添信心.
在第二個星期，我們有幸來到曼谷的 ENVISION TEAM 體驗及幫忙， 他們主要的宣教對象是學生
及紅燈區的性工作者及小孩。當地大學生對宗教信仰思想開放，有部分學生從沒有聽過福音.宣教
士主要著重透過不同活動和學生建立關係，當中包括：英文會話班，遊戲日，足球比賽等等。希望
他們在與教會弟兄姊妹相處中能看到神的愛。
這次短宣中，我們深深體會到佛教對泰國人的影響. 我們看到佛教廟宇就在學校的旁邊，比較窮困
的泰國人會選擇在這些學校讀書，因為當地的廟宇會為小朋友預備午餐。大學校舍中間也設有廟
宇，方便學生作祈求用，這也令我反思我們的神是何等大，賜予我們禱告的權柄，隨時隨地也可向
衪分享，向衪求。這地區真的很需要我們為他們禱告。
深刻記得第一次跟 Rahab Ministries 組織接觸及關心紅燈區的性工作者時，她們的那個笑容十分燦
爛，是來自心底裏的歡樂. 可見她們其實很需要關心和愛，她們背後有不同的原因，有迫不得意
的，有金錢壓力的，求神繼續在泰國掌權，令更多泰國人聽見福音.
特別想提到，今次的經歷令我看到神為我們每一個人安排的道路，是我們自己不能預測的，但衪安
排你的一定有衪的原因，我們要相信衪。這短短的一個星期，神讓我遇見一個未信的大學生，他和
我一樣都是讀建築系的，不一樣的是他患有抑鬱症，但正正因為我們的共通點，他很快便打開心扉
向我訴說他內心的感受。當最後我們說想為他禱告時，他也一同與我們禱告。直到現在我們回到了
英國也一直有跟他聯繫，感謝主！
在英國平凡而安穩的日子裏，其實我們看到的真的很少，這次短宣也
令我們體會到，我們不單單要在英國傳福音，也要在不同的地方傳福
音，因為神愛的是世人，是每一個在世界上的人!
很感恩今次在泰國能夠接觸泰國大學生及非基督徒，藉着這次的探訪
我對泰國加深了認識亦明白當地的需求，我亦很感恩我從小就開始接
觸基督教，一路在教會中成長，希望在日後仍然能夠到訪泰國探訪當
地有需要的人將福音傳開使更多人成為耶穌的門徒，彼此相愛，回到
英國後，我仍然經常想念泰國旅程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包括向非基督徒
傳福音，行區祈禱以及探訪當地有需要的大學生，感謝主能讓我有這次機會將耶穌基督的愛傳開
去，亦很感恩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記念我們。

今年七月華宣资助四位弟兄姊妹，並在两位牧者伴同下參與
在泰國的宣教會議並落實宣教體驗。希望這些難能可贵的經
驗也成為別人的祝福，體會神的宣教心。
CAWF 泰國短宣分享 陳澤霖
今年剛過去的七月，參加了世界華人宣道聯會在泰國曼谷舉辦的會議和短宣。參
觀了曼谷的教會，佛廟，清真寺，傳統的村子，在大學裏傳福音，還有感受宣教
士的日常生活。
我探訪一間只說泰語的教會，它比我在英國的教會小，人數也不多。與我在英國
教會的分別有很多，例如唱詩歌讚美時間至少長一倍，講道内容偏向于在現實世
界的應用而對瞭解有關聖經是比較淺。
崇拜前就參加了他們的查經班，是用類似問答方式來進行，而老師一定會清楚説
明正確的答案讓學生寫下記住，相比在自己教會查經方式有點不同。我看到在這
教會裏，參加崇拜的人也多都是中年的；他們都是在泰國成長的，但有一些是來自泰國北部的小數民族在
曼谷工作。
我們參觀一間在泰國較大和出名的廟寺，看見他們也引用現代的方法來吸引人相信佛教，而不光只是靠傳
統的方法，同時他們也盡力跟各大學建立關係，以開展佛教的研究，並用衛星電視各種媒體24小時傳達佛
學資訊。我們進入這廟宙時，感受到那環境設計容易吸引人進入他們的思想裏。當參觀他們的祭壇時，有
許多人正在念經，而他們的聲音令我們有些組員感覺不舒服，要立刻離開。
他們的對象不但是游客，也同樣注重年輕的小學生；他們用一個佛教課程以及考試來更加加强小學生從小
對佛教的認識和信仰。可以看到，他們非常盡力地擴展他們所能影響的範圍，進入社會裏各階層和不同年
齡的人。
然而我仍看見泰國人有興趣認識其他宗教，當我們在一間大學傳福音時，發現我們接觸的幾位大學生沒有
表達任何覺得奇怪的感覺，或拒絕我們的邀請，反而他們很樂意留下他們個人聯絡資料，讓本地宣教士可
以日後跟進。他們還很願意聼我們分享福音，也同時改正我們初學的泰語。有一位雖然說他信佛教，但他
也說他的朋友曾與他分享基督教。這些本地人對宗教的態度比較在英國人民的態度開放。實在鼓勵我們要
有勇氣和胆量去服侍他們。
我體會到在泰國做宣教士的生活并不簡單。泰國的路面交通又危
險又堵塞，平均一年乘客遭遇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是在世界上
數一數二最多的國家。宣教士的工作也要適應本地的文化，以至
能讓他們的工作發揮最大的影響，認識到一對宣教士夫婦以游戲
等等的方式來開始，從藉著一起討論社會問題，然後將基督教介
紹給他們。
這次泰國短宣，我深深體驗到泰國宣教士日常的生活與面對的問
題。雖然泰國很早已經有宣教士傳福音，但基督教在泰國仍然只
佔很小部分。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為泰國的宣教士和他們的工作
禱告，繼續帶領更多人聼到福音，成爲主的門徒。

洗禮見證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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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岑偉農牧師

最剛開始認識和了解是通過學姐介紹，認識了南宣一位姊
布萊顿宣道會
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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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on BN2 4EU
顧問：彭大明牧師

妹，我記得第一見面是一起在泰晤士河遊船然後大家一起玩
遊戲，因為那個時候是剛來英國不久，所以覺得很新鮮的感
覺，之後就去了團契。因為那個時候在讀語言班，為了提高
英語能力，南宣的弟兄姊妹幫我補習，因此，我和大家接觸
的時間越來越多，也慢慢的不僅僅是吃飯交誼和學習英語
了。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參加了福音性讀聖經，我覺得可以算是第一次接觸神，其實剛開始的時
候，我是完全不知道聖經在說什麼、寫什麼，所以當我任意翻開一頁時，便產生更多的疑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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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這本書裡面一直在談愛，神，耶穌這些字眼，我通過團契、讀聖經，與人一起禱告，慢慢地
我開始有一些感覺。
外表看起來開朗，笑容满意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由於成長背景的影响，我曉得自己是屬於一
個很容易胡思亂想的人，內心比較脆弱，遇到事情時，我總是偏向比較消極的態度來面對。
第一次禱告我抱著好奇的態度，也有一些懷疑，我說的話，神是否真的可以聽到？第一次回南宣
的路上經歷了禱告的真實。話說當天沿着指是去南宣崇拜，不知那裏出錯，東轉而轉，就是找不
到去南宣那條路，看看手上的錶，崇拜快要開始，怎辦？想起了禱告，求神帶我去南宣，一下
了，去南宣的路就出現在我眼前，我簡直不敢相信，真的這麽靈！原來禱告就是這樣真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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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同狀況，好的壞的，我都會禱告。
團契弟兄姊妹的愛都讓我覺得很溫馨，一起做飯一起玩遊戲，那種無私的愛背後讓我看到神，帶
給我感動。那份主動又樂意再加上慷慨的幫助，給我這個遊子一個安全的港口，每當我遇到問題
總回到這個屬靈的家找幫助。
相信耶穌是我生命一個新的開始，讓我意識到從前的不是，達不到神的標準，我希望可以在往後
的日子中不斷的學習神的話語，神的教導。
自從接受耶稣作救主後，我察覺到自已改變了，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我會站在別人的角度想，也我
會嘗試著開導自己，內心比之前要平靜很多，心裡會想著，神會帶我面對前面的困難，我不是一
個人去面對，我有教會的這些
兄弟姐妹，心裡有一鼓力量，
內心深處覺得自己不再畏懼，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我都會禱
告，我感到神就在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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