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意大利著名旅遊城市威尼斯，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災。政府宣佈威尼斯進

入緊急狀態。雖然威尼斯對水患並不陌生，但這次是自 1966 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水深達 1.87 米。

一些古蹟及著名景點也被淹浸。據悉，隨著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威尼斯的水災情況將日趨

嚴重。 

或許，這類因氣候變化而造成不同類型天災的新聞，在過去十數年所發生的頻密程度，我們已經習以

為常，甚或也變得無動於衷，仍是如常地生活，為口奔馳。 

不錯，我們今天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因此承擔不同的責任，努力幹活，照顧家庭，這是無可口非，但

耶穌在路加福音對門徒提到「日子將到」的說話，祂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

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

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路十七 26-30）新約聖經每當提到「那日

子」，或是「日子將到」等同類表達，與基督再來有密切關係。耶穌以挪亞和羅得兩個時代的情況，

就是人漠視救恩和罪惡滔天，如常地「吃喝，娶嫁，買賣，耕種蓋造」，結果承受上帝的毀滅，類比

基督再來的境況也是如此。這提醒我們，基督將會再來，若是這樣，我們又會怎樣地生活呢？ 

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 2019 年的風雲人物，對全球氣候危機提出嚴峻警告的瑞典環保少女童貝

里，同樣帶來一些國家政要嘲諷她是「屁孩」，今天聖經對這世代發出的警告，我們又會否同樣無動

於衷呢？當然我們不能輕言說今天發生的天災人禍是上帝對這世代的懲罰，但這些災禍，我們又有否

空間靜下來，想想我們活在怎樣的世代中？我們與主的關係又是怎樣？ 
 

中國先賢孟子的至理名言—「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生活在英國，一個著重

民主、自由和國民福利，看重家庭生活的國家，一切能讓人安穩下來，這同樣是

無可口非，但可以在不知不覺間叫我們失掉一份對主再來的渴慕，及對「那日

子」的儆醒和危機感。踏進 2020 年，願耶穌的訓誨，讓我們多靜下來，想一

想，我們為誰而活，主讓我們在此地有何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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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亞的日子，今天的世代」      張濟明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曼華曼華曼華》》》》    

感謝神！曼華在 2019 年中經歷了 神的工作和保守！雖然很多

信主有年的學生畢業回去他們家 鄉，不過神保守了我們的迎

新會和迎新營。迎新營有 30 位年 青人進去，連營舍也住滿

了。營中我們經歷神在天氣上保 守。本身下了兩天的雨，最

後出外遊玩前半小時停雨。到戶外時，更見到美麗的陽光出來，真的體會神的看顧！到 10 月尾的佈道會，神

感動了 34 位同學到來（圖 1），更是第一次有 10 位同學有感動願意認識主更多或接受主的救恩。 

11 月中我們舉辦了首次的夫婦講座，雖然參與的人數比較少，不過也有弟兄姊妹得著很有用的啟發。其後曼

華有一批姊妹參加了婦女營，她們都是滿有得著而歸的。 

到 12 月聖誕節，雖然有不少的會眾出外了，不過神也是給了我們一個充滿喜

樂的聖誕節。我們的成年組也

出外吃飯慶祝（圖 2）。聖誕

節日間聚會，我們有 85 位成人和 20 位小朋友參與。今次聚會

更首次有 12 位青年組成聖誕詩班。希望神感動這些人得著真

平安和喜樂。以往聖誕節很多學生都出外，今次的聖誕節是很

特別。到 25 日晚上，我們開了一個特別的青年聖誕聚餐聚

會，有 37 位青年人到來（圖 3）。我們一同唱聖誕歌和交換禮

物，雖然到了曲終人散時候，不過仍有年青人捨不得離開。神讓我們經歷祂奇妙帶領。希望神繼續動工，讓

更多人信主。 

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宣利宣利宣利宣》》》》    
 

去年十月份，利宣邀請了過去在加拿大牧會多年的郭文潭牧師來作連續兩

晚的專題分享，10 月 10 日第一晚的聖經講座，題目是「天國子民-神喜悅

的子民和領袖」，而第二晚，是為家庭關係而設的專題，題目是「蒙福的家

-夫妻、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讓參與的弟兄姊妹在靈性及家庭關係中得著

造就。 

另外，我們在大學開學後不久，於十月中安排了一次大學生生活營，一方面讓已

數年在英國讀書的弟兄姊妹們關係能夠進深，另一方面，也讓第一年新入學的

同學，藉此有機會接觸福音，或是認識教會，以便日後能投入團契，屬靈生命

得著成長。 

 

在剛過去的聖誕節前夕，我們安排了一次在週日崇拜後的旁晚，與另一間英語

教會的弟兄姊妹，在利兹市內唱詩歌報佳音，將基督降生的信息與不同的人分

享，讓這個城市得著屬靈的愛和盼望。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交友與戀愛交友與戀愛交友與戀愛交友與戀愛」」」」        

大學生生活營大學生生活營大學生生活營大學生生活營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曼宣曼宣曼宣》》》》    

近年，有不少從香港移民來曼城的朋友，參與教會崇拜及活動，他們大多居住

在 Sale一帶。教會看到這地區有不少華人聚居，體會到當中福音的需要，所以

有計劃探索在那裡開植聚會點。我們於十一月底，舉行了行區祈禱，為 Sale生

活的華人和傳福音的機會禱告。感謝主的帶

領，得差會和華宣的幫助，羅慶偉牧師將前來發展 Sale的植堂工作。  

 

為加強教會兄姊對 Sale 植堂的領受，曼宣於聖誕

前，在當地 Sainsbury 門外報佳音，中英文組分別

在上下午藉唱頌聖誕詩歌，接觸及祝福當地居

民。感謝主感動兄姊踴躍參與，他們都十分投入

和感到雀躍。此外，教會於 12 月 25 日舉辦了聖

誕節崇拜和愛筵，當日超過 130 人出席。 

曼宣第三期擴堂工程原定聖誕前竣工，現延至 1

月 17 日才能完成，從相片可見，加建了講台、新

嬰兒房和二樓多用途活動室的輪廓。議會已定了

3     月 8 日為獻堂禮崇拜。  

雖然很多

不過神保守了我們的迎

最

神

其後曼

不過神也是給了我們一個充滿喜

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宣東宣東宣東宣》》》》    
 
 

在去年底確實於今年 9 月 23 日至 12 日中旬要回港述職後，當時腦海就有個想法，牧師師母在主日不在堂

會，好像不太好，有許多事情實在需要我們去處理。其實背後反映我一種心態，就是教會「無咗我唔得」

（「沒有我就不成」）。如果我不在，教會有事怎麼辦？如果我不在，有弟兄姊妹要找我怎算？如果我不在，

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處理原本我負責的事情嗎？但其實健康的機構管理，應該是不會沒有了誰是不行的，每一個

員工都應該可以被取代，這樣才不致影響公司的運作。是的，教會也一樣。 

 

所以，是次回港述職三個月，反而若有所失的，並不是覺得「教會無咗我唔得」（「沒有我就不成」），而是

三個月沒有與弟兄姊妹見面，沒有參與教會聚會和活動，也不太知道這三個月教會發生了甚麼事，會否好像一

部電影： Home Alone裡形容父母外出後，孩子會遇到很多驚險的事。可是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即使有

兩至三個月我們不在教會，或以後一輩子不在東宣，神都會在教會，其他的同工、肢體都能互補，而教會的元

首主耶穌基督更會看顧祂的教會。 

 

我們相信這段時間不在，是神要教會學習成長最好的時段。為此，我們很早就助弟兄姊妹要有心理準備，安排

好及託付可以託付的肢體，挑戰並鼓勵他們勇敢去承擔，不靠人，單靠主，體會神實實在在的同在。神是信實

的，在我們還沒有回港述職前，神就興起幾位肢體一起肩負教會的大小事宜，又激勵眾肢體同心事主，加上又

有不同外來牧者答允每主日能前往東宣以神的話去牧養祂的子民。 

 

請為「東宣」因牧者不在的兩至三個月期間，肢體們仍堅心倚靠神，經歷神的同在與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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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宣南宣南宣南宣》》》》    

 

南宣在十月初接待屯門堂宣道會四位短宣體驗團; 十一月有

八位姊妹參加華宣舉辦的婦女營; 十二月原本在聖誕主日舉

行的慶祝, 因租借給我們的教會在當天也有慶祝, 我們只得

取消了，南宣詩班第一次在聖誕崇拜中獻詩。 

在平實中喜見主的恩典, 要鞏固少年團契和主日學的老師和學生比例, 確實不容

易; 國語事工叫人鼓舞, 不知從何而來的國語人仕開始參加查經, 尋求認識神。 

廣東話的伉儷團契又有新移民加入, 大人小朋友加起來令查經班熱鬧得很。十二

月底有學生福音營, 雖然參加學

生不多, 郤是感恩, 出席的學生

都有機會聽聞福音。 

適逢柬埔寨宣教士到英，特别

邀請他分享柬埔寨的福音工

作。 

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宣布宣布宣布宣》》》》 

 

教會在十月底慶祝 21週年紀念，我們看到神在過去 21 年眷顧和保守

這小小的堂會，當天還有很多創堂時已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到臨呢!  

 

華人宣道聯會第一次籌辦的婦女營會剛在十一月尾順利完成,題目是

「一個全新的我」,這營會不但給姊妹們一個新的開始,Mabel和 Philip也有新的

學習,當中 Mabel與

另外七位宣道會的

師母一起合作, Phil-

ip 亦有機會在這營

會裏面作後勤服

侍。 

  

 

十一月青年團契在教會籌辦了一個讓教會不同年齡層有機會更

彼此認識的聚會,一起遊戲和分享相片。參與的弟兄姊妹都很投

入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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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福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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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慶偉）是在香港成長，家是傳統的水上人。我在中三那一年

(1988 年)暑假聽了佈道會後,回家後回想自己得罪神的事情, 在那

天晚上我跪在神面前決志祈禱，在那一刻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釋

放。 

  

神又很奇妙帶領我來到英國讀書。感謝神為我預備了一間華人基

督教會，我一直參加華人教會，靈命得到穩定的成長，還有機會

參與教兒童主日學、祈禱會、短宣、探訪及傳福音等事奉。我藉

著祈禱，戰戰兢兢地學習事奉、倚靠神。 

  

我修讀市場管理，原本是希望畢業後回港工作，賺錢回饋家人，

讓家裡有更好的生活，然而這並非天父的計劃。 

  

在 94 年的一次教會的冬令營中，神透過講員向我作出獻身的呼召，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一面唱著《奇異

恩典》，一面流淚，但我始終沒有走到台前，因我害怕自己的回應僅是出於一份虛浮的激情。之後我很小心

的求問神。有一次我偶然去到蘇格蘭一個名叫 Iona 的小島，我在那裡有一段很安靜、很難忘的禱告時間。

幾個月後，我又參加一個讀經營，沒料到營中所選讀的兩書卷就是約拿書和哈巴谷書，神的呼喚再次向我發

出；更奇怪的，營內的研討會提及一個對英國教會史很重要的據點，那就是 Iona島！神在我心裡的呼聲就

更響亮了。讀經營結束後，我去拜訪一位宣教士，宣教士說了一句話：「如果是神揀選的，走也走不掉。」

我此刻已知道答案了。 

  

我在 1997 年回港工作，想先去吸收社會經驗才進神學院。工作六年多後，在 2003 年入讀建道神學院, 畢業

後在母會宣道會北角堂及分堂服侍。 

  

感謝神在 Glasgow教會裡讓我認識太太尹芝，她修讀音樂。她認識我時已知道我有事奉的心志。一起拍

拖，決定也頗鄭重，因知道要行一條｢另類｣的路。然而神把我們放在一起，在恩賜及長、短處上很配合。 

 

當時一起，她向神立願在我事奉的路上忠心支持，是她與天父及我的約定。因為性格不同，處事方式不同，

也會有不同意見及磨擦，感恩我們一同學習接受及欣賞彼此間的異同。在 2000 年結婚及兩兒子先後出生，

現在大兒銘謙 11歲, 小兒銘信 9歲。感謝神讓兩個兒子與我們夫婦一同學習成長。 

  

我們倆曾受英國華人教會的栽培，很想回饋當地的華人教會，更願意更多認識主耶穌及幫助信徒成長。而我

們一家在 2015 年加入香港宣道差會被差遣來到英國利兹宣道會(利宣)教會服侍。感謝神！我們已完成利宣

教會的服侍。現在將於協助開展曼徹斯特宣道會的新聚會點；此外，我們仍然繼續服侍 Huddersfield 大學

作 Faith advisor，關顧華人學生。 

  

因以往在英國華人教會成長，我們也明白教會面對的困難。求天父賜下純全誠實的心，用心事奉祂，毋忘起

初的召命。這是我們的祈禱。 

 求主常作我們一家心中的王，成為我們一家的異象。 



經過年多的籌備經過年多的籌備經過年多的籌備經過年多的籌備 2019201920192019 年十一月底, 三日兩亱的婦女營終於出現了年十一月底, 三日兩亱的婦女營終於出現了年十一月底, 三日兩亱的婦女營終於出現了年十一月底, 三日兩亱的婦女營終於出現了， ， ， ， 營營營營

會的主題是 會的主題是 會的主題是 會的主題是 ““““全新的你全新的你全新的你全新的你” ” ” ” ，  ，  ，  ，  營會有三個第一營會有三個第一營會有三個第一營會有三個第一。。。。第一次華宣八位師母第一次華宣八位師母第一次華宣八位師母第一次華宣八位師母

齊齊出動, 帶領營會齊齊出動, 帶領營會齊齊出動, 帶領營會齊齊出動, 帶領營會。。。。第一次華宣籌第一次華宣籌第一次華宣籌第一次華宣籌

辦全英婦女營, 來自辦全英婦女營, 來自辦全英婦女營, 來自辦全英婦女營, 來自 19191919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80808080 多人多人多人多人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第一次三位講員都是婦女第一次三位講員都是婦女第一次三位講員都是婦女第一次三位講員都是婦女。。。。是是是是

次營會實在感恩不盡; 除了有人次營會實在感恩不盡; 除了有人次營會實在感恩不盡; 除了有人次營會實在感恩不盡; 除了有人

決志決志決志決志

外, 參加外, 參加外, 參加外, 參加

張錢錦旋師母張錢錦旋師母張錢錦旋師母張錢錦旋師母    

由於地域所限各師母需以視像開會，彷彿電影橋段聯合國高峰會議般。即使營會期間，晚上也有檢討會，營會完結

了，仍有營後檢討會，又是一輪跨城會議！然而，當我身在當中，見證營會結束時，姊妹們自發地手拖著手，彼此

黃唐美寶師母黃唐美寶師母黃唐美寶師母黃唐美寶師母    

在營會前我的恐懼，是比我的興奮更大，因知道當中的工作應是不小,亦會是第一次與各宣道會師母級的姊妹合作,我

們在一起退修時雖然大部分早已認識,但紿終未曾一起合作過,猜想當中必有些許需要磨合,但主是信實的,一起合作時

不但沒有壓力,反多了一些包容和趣味。每位師母各有恩賜,叫我有很多的學習。我要負責的都不是我所長的,對我來

說是一個挑戰,但經師母們耐心的提點,靠著主,感恩我能突破自己的限制，靠着主的恩典，亦能順利完工。經過一起

服侍,我們的關係加深了,這是這營會帶給我其中的祝福。 

Philip 亦有機會突破自己的駕駛技術，他雖是男士，但他亦有機會在這營會裏面服侍，和一起接送教會兩位姊妹到營

會去，三個半小時的長途駕駛，對他來說，真是一個大突破，感謝主神給我們安全和順利的路程。 

在營會當中，藉著姊妹們的見證，我更看到神在她們身上的工作，衪是一個活生生的主，祂是可以將我們的生命扭

轉，重新改寫，祂能把腐朽化為神奇，把咒詛變為祝福，在祂裏面沒有難成的事，姊妹們真摯和坦誠的分享 ,對我來

彭黎燕芬師母彭黎燕芬師母彭黎燕芬師母彭黎燕芬師母    

回想由籌備至營會完結，我可以說的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我們住在不同的城市，在堂會又有不同的事奉，受着地區

和時間的限制，要抽時間開會真的是談何容易。在整個籌辦的過程中，我們沒有一次是可以一齊坐下來面對面開會

的，每次都是視像會議，或是透過在群組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我這個『電腦盲』來

說卻是絶不簡單，然而神總有憐憫，每次要開視像會議的時候，都會派天使來協助

把網絡連接。看着在  『師母群組』裏的每位師母。神讓我知道在宣教的路上，我

並不是孤軍作戰的，因身邊有很多同路人。 

        姊 妹 篇姊 妹 篇姊 妹 篇姊 妹 篇

宣道會師母宣道會師母宣道會師母宣道會師母    

三位講員三位講員三位講員三位講員    



曼宣曼宣曼宣曼宣            簡蘇錦瑤簡蘇錦瑤簡蘇錦瑤簡蘇錦瑤    

不知不覺相信了主耶穌已有二十多年了,  但根本不知道神有多麼愛和保護著我們，直到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參加這個婦

女營會，當晚趙劉倩婷師母的講道才讓我恍然大悟，和感受到神時刻保護著我們，為我們遮風擋雨，感謝主！原來神

都對我不離不棄，無論大小事一直都為我安排，

布宣  趙紅月                                                                                                                      布宣  趙紅月                                                                                                                      布宣  趙紅月                                                                                                                      布宣  趙紅月                                                                                                                                                                                                                                          

如期迎來了我人生的第一個營會，在異國他鄉，這麼多姐妹相聚，不同年齡，不相同的經歷，師母一步一步由淺至細

的帶领，姐妹們的分享，熱烈的小組 討論，一切都那麼美好，溫暖，時間卻飛快。我們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營會主

題歌《全新的你》，手牽手流著眼淚唱的，耶穌了解你，了解我，耶穌體會你我的心情，耶穌已經改變了你我的曾

布宣   鍾美蓮布宣   鍾美蓮布宣   鍾美蓮布宣   鍾美蓮                                                                                                                                             

這次營會, 讓我有新的學習, 新的領悟, 也有新的領受和得着, 讓我學習看到站在主背後的婦人是什麼樣的謙卑, 怎麼樣

把自己的面子完全放下, 怎麼樣為主獻上, 懂得不再被黑暗的勢力所捆綁, 從主的赦免裏得自由, 從此我在主腳前永不後

東東東東宣  宣  宣  宣          陳清                                                                                                                           陳清                                                                                                                           陳清                                                                                                                           陳清                                                                                                                                                                                                                           通過營

會，上帝讓我意識到用神無條件的愛來教育孩子，鼓勵孩子，不要隨意讓情緒控制自己，而責罵孩子，以致給魔鬼

留破口破壞孩子身心靈的健康成長。這是我營會中最大收穫“凡事謝恩”，接受孩子的缺點，多發現孩子的優點，

曼宣  余吳玉梅曼宣  余吳玉梅曼宣  余吳玉梅曼宣  余吳玉梅    

總結這次婦女營，我深深領受到神的醫治。讓我從新得力，從新開始做一個全新的我，去見證神，榮耀主！願主安排帶

領下一次婦女營的來臨，期盼著，阿們！ 

曼宣曼宣曼宣曼宣            黃美媚黃美媚黃美媚黃美媚    

我說每天生活一樣平靜， 對於未來沒有一點信心。 越走越不見神， 越行越不喜樂。在營會中， 

眼淚洗淨內心的恐懼、自卑和被拒， 再一次經歷到神無條件的愛與接納, 醫治剖開的傷口, 讓神的光進入， 

慢慢感受到溫暖、擁抱， 被主的觸摸，全身也就輕了。出營至今， 笑容自然些， 感恩多了些，親情和友情真誠些。 

南宣   陳巧茹南宣   陳巧茹南宣   陳巧茹南宣   陳巧茹    

我最感觸的是聽到姊妹們的分享, 讓我既感動又心疼,  感謝她們勇敢的見證分享. 因着她們的見證, 成為我們的祝福. 

讓我認識到一切都不是必然, 我們應該凡事謝恩, 感謝創造萬物全能的主。 

        姊 妹 篇姊 妹 篇姊 妹 篇姊 妹 篇    

宣宣宣宣道道道道會會會會師師師師母母母母與與與與非非非非宣宣宣宣道道道道會會會會師師師師母母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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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岑偉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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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Saunders Rise West 

Brighton BN2 4EU 

宣教士：黃國輝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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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Deptford Methodist Church 

1 Creek Road 

London SE8 3BT 

E-mail:  

info_elac@ymail.com  

堂主任：彭大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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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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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羅慶偉牧師 

利兹宣道會

利兹宣道會利兹宣道會

利兹宣道會 

  

 

Leeds Allianc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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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man Lane 

Leeds LS2 9ER 

www.leedsallch.org  

堂主任：張濟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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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www.manallch.org 

堂主任：趙偉初牧師 

英語事工：劉思銘傳道                                       

Sale ：羅慶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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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Alliance Mandarin  

Fellowship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堂主任：李德信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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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St Andrew Church 

Herbert Road, Wimbledon  

London SW19 3SH 

https://slac.org.uk/ 

堂主任：岑偉農牧師 

助理傳道：閻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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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我們常誤以為回教徒是手拿武器, 準備殉教的激

進份子; 認為他們是一群大聲疾呼一些我們不明白的教義. 我們認為, 他們是

不會明白福音的. 或許你是對的, 因為我們是被新聞媒介的渲染所影響.一位

神學院學生曾說: “我不懂回教徒信什麼, 又不會阿拉伯語, 又害怕被謀害, 

很難與他們溝通!”  

 

另一個使人誤會的教導, 就是一些所謂專家, 告訴我們要記著回教的五大支柱, 就可以與他們交往. 

(1. 承認這信條 “除了真主沒有別神, 毛罕默德是上帝特差的使者.” 2. 祈禱.  3. 奉獻. 4. 禁食. 5. 

朝聖.) 又有一些回教的書籍告訴我們, 要接觸他們, 必須要學他們的文化, 語文和伊司蘭信條. 以

上都是廢話, 因為英國的回教徒是不一樣的. 

 

另人驚訝的是, 英國一個普通的回民, 都不知道五大支柱是什麼; 他們對可蘭經和教條一竅不通,  

他們信神, 毛罕默德是主特差先知; 也有向馬利亞, 先知們, 和祖先們祈禱; 在回教廟旁, 甚至有看

掌紋和與祖先靈交的, 同時也有穿牛仔褲的女孩子踏著摩托車呢! 

 

有些回民是無神論者, 也有些相信地獄和煉獄; 有些相信人死後回歸大自然. 另一方面, 有些回民

大學生願意去教堂聽道, 希望找一些在教堂崇拜的經驗, 也想學一些有關基督教的東西. 他們在等

著你的邀請呢! 有些年輕的回民盼望投入英國社會, 他們要擺脫父母的傳統. 所以, 他們不講父母

的語言. 經常反對父母. 事實上, 我們和他們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 例如: 家庭ˎ 朋友ˎ 生日慶祝ˎ 

等等. 那麽, 我們如何向他們分享福音呢? 

 

很明顯地不要將可蘭經和聖經去比較, 也不要只講他們的敬拜儀式和禮儀. 可以問他們要不要耶

穌管理你的生命? 又或者開始一個 “英語會話小組”, 又或者開一個飯聚, 邀請那些對基督信仰有

興趣的回民學生一起探索信仰? 我們要像耶穌一樣看他們, 他們只是常人. 

 

以下是一些給你們的建議: 

祈禱小組: 找機會與弟兄姊妹為他們禱告.  當回民的鄰居說: “我的孩子生病, 我很擔心. 他看來

很差.” 我們可以回答: “可否替你們禱告.” 或一起禱告. 隔天便要問候他們, 你有甚麼可為他們做

的, 或去探望他們. 

將每一個環境變成機會: 如果你被邀去參加 Ramadan筵席: 可以討論禁食. 

 

你探訪鄰居時她正在禱告 當她禱告完後, 便問你, “基督徒祈禱的嗎? 只在禮拜天? 為甚麼一星期

只有一天祈禱?” 那時便告訴她你的禱告生活, 你與神的關係, 你怎樣禱告.  這也是機會談及聖潔

和祈禱求潔淨.  你如何被潔淨的? 

 

當你在孩子的學校碰見回教徒時, 可以問你的孩子在學校安全嗎? 異性游泳時的安排怎樣? 舞蹈

班時怎樣? 

 

你的孩子有被邀到回民家的生日會嗎? 你有回請他們嗎? 在生日會中做甚麼? 你邀請他們吃飯時, 

擺上甚麽菜? 好客和大方是重要的. 有送禮嗎?  

 

“基督徒吃甚麽啊?” 他們會問.  食物也幫助打開話題。利用假期: 邀請和探訪的時候.  回教節日, 或

基督教節日是機會. 利用慶祝時間, 如生日會等。講故事: 故事給他們知識, 引發興趣, 指出普世真

理; 這些都是他們喜歡和容易記憶的.。講你自己的故事, 你的見證. 用他們明白的語言 (簡單的英

語). 記著包括以下的次序: 信主前的你, 你怎樣與主有關係, 現在我與主是甚麼樣的關係. 

    

 記著, 在英國與回民朋友分享耶穌的最好策略是通過關係. 從你的鄰居和同事開始. 你若忠心見證

主, 祈求主的話, 主會給你機會的.  

十二月廿三日一位中東摩洛哥來的朋友接受了耶穌做救主. 

⽊ ⺠ 事 ⼯ 

Luc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