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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宣牧者之言

基督是再來的王

趙偉初

主耶穌預言，末世的先兆會出現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眼看現今
的世代紛亂，恐襲、冷戰、疫情肆虐，人們不禁問，聖經預言的末世是否已經來臨? 我們是否有機會看
到主親自降臨?
宣道會傳講四重福音: 耶穌基督是救主、使人成聖的主、醫治的主和再來的王。作為宣道人，我們盼望
這位再來的王，在終末建立千禧國度之先，必親自從天降臨。然而在主再來之先，教會必須準備好，
追求成聖，使自己從世界中分別出來；此外，基督徒必須遵行大使命，將福音傳遍世界每一個地方，
使各個民族都有機會聽聞福音。
值得留意的是，四重福音可以一個主題貫穿起來，就是渴慕與主建立更深的關係。除了承擔普世宣教
使命，追求更深的生命(deeper life)也是宣道會的屬靈傳統。因為當我們接受救主的時候，祂也是我們生
命的主，我們生命的每一個部份，都交給祂掌管；當我們追求成聖的時候，是追求活得更像基督，活
出與主聯合的生命；當我們相信主能醫治我們疾病的時候，主若願意，祂能在我們身上顯出復活和勝
過疾病的大能；以此思路來了解主再來，宣信博士之所以積極傳揚福音、推動宣教，固然是為了遵行
主的吩咐，但他也同時渴求主再來，那時能與主面對面，與基督關係進深到一個程度，得到完全的滿
足。他深信，按聖經的記載，福音要傳遍普天之下，然後末期才來到；那麼，只要福音能越快傳到世
界上每一個未聞福音的民族，主便有機會越早降臨。早期宣道會的宣教策略之一，就是不在已有福音
開展的基礎上工作，甚至宣道會自己一手開拓的工場，當有其他差會也在其中工作的時候，便離開轉
到更偏遠、未有人開荒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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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當我們講論主再來的時候，重點不應放在末世預兆和災難上，猜想現今的世
界局勢，應驗了聖經的哪一章哪一節；又如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提到被提
(rapture)，重點也不是被提應放在哪一個歷史時候，探究在哪一刻發生，而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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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將來必定會復活與主相遇，我們要以此盼望作為彼此勸勉和安慰。聖經從來

華宣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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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本滿足人好奇心的書，但卻要讓人認識神，得著救恩。即使主耶穌提到末世

木民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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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兆，重點也是提醒信徒要警醒，常常作好準備，因為那日子沒有人知道，並且
會在我們沒意識到的時候便來到。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神！ 雖然我們經歷疫情的衝擊，但是神都一路保守著曼華弟兄姊妹的平安。我們已經停了實體聚會和探
訪 3 個月，但是見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仍然熱心參與我們的網上聚會。其中日間查經小組人數是不跌反升。
成年人摩西小組都繼續保持查經聚會。甚至弟兄姊妹在疫情當中，希望可以增加網上聚會。現在有兩個成年
人的小組，以往都是隔週一次聚會，現在變成每週聚會了。
我們有些已經離開曼城弟兄姊妹，因為現在網上敬拜的安排，他們反而可以再次來參與崇拜。不過也有一些
弟兄姊妹也會參與別處的網上聚會了。今次的網上聚會，讓我們學了一些新的功課。當然這幾個月無法見面
或探訪，也影響了我們福音工作和相交的機會。真的希望疫情可以早日減退，我們弟兄姊妹和朋友可以再見
面。
隨著大學在 3 月份的封閉，很多學生都提早回家鄉了。學生團契的人數都受了一些影響。感謝神！留下來的
弟兄姊妹和朋友仍然參加團契聚會。每年 6 月過後，學生團契人數都會進入低點。今年更有不少大學宣佈，
秋季學期會繼續網上上課，這變化或會影響學生團契新一年的發展了。不過這可能是神要我們學習的信心功
課了。

利玆宣道會《利宣》

網上崇拜一同守聖餐

疫情至今，利宣實體聚會均停止，雖然這樣，但不阻礙我們維持聚會的安排。
首先 我們仍繼續網上崇拜，感謝主在過往的日子，不同的弟兄姊妹，參與主席
帶領詩歌、講道翻譯、製作崇拜的 powerpoint 版面、攝錄後的後期製作，好讓
教會的崇拜在 youtube 的平台播放，讓利宣的弟兄姊妹，或其他地方的主內肢
體，於週日一同參與視像的崇拜，我
們為此感恩。

另一方面，因著封鎖，我們透過網上視像，維持團契聚會，讓弟兄
姊妹不受「地域」上的限制，一同查經和分享，互相建立。
網上崇拜唱詩

教會中的長者，是需要特別的關注，事實上因封鎖，他們不便外出
購物，避免受感染的潛在風險，但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以不同的方

式關心教會中長者，例如幫他們買食物，或是送上食物到他們家中，有些則以電話慰問，好讓他們得著關懷，
避免他們因長時間困在家中，產生情緒的鬱結。
除此之外，疫情的挑戰，更需要祈禱，我們同樣安排視像祈禱會，希望肢體間彼此關心，互相代求。還有，疫

情的阻礙，也是一個「裝備」的時機，利宣在六月份安排
網上主日學「以弗所書研讀」

了一連六堂的網上主日學，
以弗所書研讀，好讓弟兄姊

妹在聖經和主的話語上扎根。

綱上團契一同唱詩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自從三月後期教會實體崇拜暫停，曼宣一直採用錄播的方式，讓信徒可以繼續參與敬拜；由主席、講員及教
牧分別各自在家中錄影領唱、講道和報告，再經過剪輯才放上 Youtube 頻道，於教會主日崇拜時間才啟
播。我們沒有採用現時流行的網上會議軟件來安排即時崇拜，因為考慮到部份信徒未必能掌握這些新興科
技，傳送一條結連，讓他們可以一打開便看到崇拜，是較為簡單的做法。
基本上，除了長者團契和兒童主日學暫停活動外，曼宣其他組別的團契和小組，仍然維持定期聚會，透過網

上會議軟件進行團契週會和小組查經。有一點值得感恩的是，教會祈禱會和聖經真理課程，以網上進行的參
加情況，比過去在教會地方舉行，有更高的參與率。這三個月，我們在粵語群體分別講授了啟示錄、從新約
聖經看基督徒成聖之路、但以理書，而英語組則分享了歷代志的信息。
曼宣於今年計劃在 Sale 這區開展植堂計劃，由羅慶偉牧師帶領曼宣幾位兄姊進行，因疫情關係，未可以馬
上進行實體聚會，但透過網上講座和兒童活動，仍維持連繫在該區居住的信徒和新來英家庭。
踏入七月份，教會新一年主題為「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動盪不安的世代，準備好自己，
活出聖潔的生命，以彰顯上主的榮耀。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每星期將食物送到長者家中

六月尾英國的疫情比較緩和, 弟兄姊妹亦習慣了網上敬拜, 網上聚會和網上查經
小組, 這個 Zoom 平台對他們來說已沒有太大困難。在個多月前,因為對 Zoom 這
平台多了掌握, 亦不受地域限制,預錄的網上敬拜可邀請更多弟兄姊妹參與服侍,
如講道傳譯、祟拜主席、領詩、讀經等, 有不同的嘗試,發掘恩賜。還記得有位
姊妹初嘗試一個新的服侍崗位時膽顫心驚,但完成後,她很感恩和喜樂,主亦藉著
這次服侍機會讓她信心加增。
網上查經小組除了參與的人數多了外,彼此的關係和學習亦有進深。有一位老姊妹, 因工作和照顧孫兒,只能過年
過節才返教會, 封城後因長者隔離措施呆在家裏, 所以開始參加查經小組。起初她只是抱着戰戰兢兢 的心情去參
加,因她以往未參加過查經,擔心不明白,所以她懇切禱告,求神幫助她明白,亦預早預備查經的功課。感謝主,主真的
在第一次的查經中讓她明白當天查考的經文。從此以後她在網上崇拜聽道時亦很用心, 她與我們分享,自從開始
查經後她對聖經理解力比以前高。我們很為她感恩, 聖靈親自讓她明白聖經, 看到她的成長, 我們心中感恩。
每星期日的網上兒童主日學,對 Mabel 來說是有點壓力的,有時擔心電腦技術上的
出錯,有時亦擔心所預備的能否吸引小朋友, 讓他們明白。這是 Mabel 很好的信
心功課, 她禱告將小朋友交托主, 求主親自教導小朋友。很感恩,每星期完成課堂
後, Mabel 心裡都充滿喜樂。有一位平時比較頑皮的小朋友亦留心教導和喜歡答
問題; 亦有兩兄妹, 因父母未信主, 所以對聖經特別陌生,但參加了幾次後,對聖經
故事亦開始掌握。求主藉著兒童主日學,叫小朋友在屬靈方面成長。禱告實體敬
拜恢復後,他們仍勤力上主日學,父母亦能在教會裏認識主。

Mabel在Zoom平台教導兒童主日學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沒有實體的活動, 看起來教會好像停滯了似的, 而事實上, 正好相反, 就是因為要
聯絡各自呆在家中的肢體, 南宣增加了一些活動。 以廣東話婦女組為例, 增加了
每星期有三個早上一齊跳讚美操半小時, 一方面讚美神, 同時又可以鍛鍊身體,
還增加閒聊時間, 讓姊妹們天南地北, 無所不談。 國語組也不甘後人, 增加了一

網上崇拜首頁

個慕道者聚會, 大家在網上一齊閱讀 “標杆人
生”, 每回都有熱烈討論。弟兄組查經人數也略有增加。而職青組也增加了 “生命歷
奇”查經聚會, 引導慕道者明白救恩。
截稿時仍未知什麼時候可以回復實體崇拜, 但我們已做好準備. 回顧網上崇拜, 其實也
每周日教會禱告會

有它的好處, 因為可以發放到一些一直以來因工作原因去不到教會的肢體, 讓他們可
以崇拜. 就是因為這樣, 有餐館伙記因此而信主; 亦有外賣店肢體因此而戒掉多年來的
煙癮; 實在是神的恩典。
囗罩

南宣做了千多 個布口罩, 分發給有
需要的人士, 特別是社區中有需要
的，例如護老院等機構, 能夠服侍

社區是個很好的學習。

夫婦團契聚會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在政府下達「居家令」至今快四個月。在這四個月內，「東宣」做了好多事。對內，我們每週
都維持「網上」現場崇拜，每週維持平均有 19 個家庭，有時也有教會肢體邀請新朋友前來參
加。除了崇拜，我們每週四都定時有教會禱告會，為教會、個人，以及世界各地大小事宜同心
禱告。以電話、WhatsApp, Wechat 關顧肢體是少不了我。加上由牧者撰寫每日「靈修分享」
來牧養及協助弟兄姊妹靈命成長。
感謝主，在過去疫情期間，教會舉辦網上「標竿人生 40 天」靈命進深為題，以閱讀或聆聽
「標竿人生」這本書為課本，藉每週一次小組分享心得，肢體們大得鼓勵。當教會完成這個網
上學習後。教會也推出為期 16 星期的「一對一門徒」訓練，參加的肢體佔教會 50%。
為了防疫又可關懷「東宣」肢體的需要，教會從香港訂購口罩，加上香港支持教會送來口罩，
我們就進行「口罩」贈送行動，分發給教會的肢體、鄰居、華僑、學生及有需要的朋友。當獲
得這一點點「教會的心意」朋友們，對教會的反應及印象改觀好多，並深刻感到教會惦著他們
的需要。每當逆境臨到，我們都找緊機會，趁著「危機」化為「轉機」，做更多福音的預工，
預備人心接受福音。
請記念：
7 月 27-31 日「東宣」將舉辦暑假網上兒童活動
10 月份將會開始第二輪進深門徒訓練的課程

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同工和他的家人，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在主愛中互相
結連。今期是 磐石（化名）
記得小的時候，父親騎著單車帶我穿過一條狹長的小巷，入巷不深有一棟灰色的建築物佇立
在右側。我問父親；“那是什麼？”，“是教堂”，“幹嘛的？”，“不知道… 聽說裡面
的人用小孩的器官做藥”… 不知父親是認真的還是有意嚇唬我，神秘而恐懼的感覺成了教
堂給我的最初記憶。
中學時幾個朋友一起閒聊；談到宇宙外圍無邊無際、無限大時，我問；“怎麼知道無限大
呢？”，“因為現有的技術無法知道有多大”，“那未來呢？”， “不知道”。在那一瞬
間，我的心裡突然被一種莫名的憂傷和孤獨感所籠罩，感覺自己如同一個世間的孤兒，無依無靠的活在地球上…
高中至大學階段，宗教、哲學、神秘事物，成了我的興趣。後來練習氣功也一度小有所得，直至讀神學，邪靈出來
干擾才知是撒旦的詭計。奉主耶穌之名驅趕，邪靈不再回來。
大學畢業後工作較為理想。只是幾年下來與物質的豐富相比，靈魂卻倍感空虛沒有方向。母親見此情形勸我來英國
學習，卻不想這一行竟被耶穌基督改變了一生。
來英後受教會邀請參加查經班。但疑惑科學昌明的英國居然還有人信 “錯
謬”的 “ 有神論”。然而，從起初的辯論未果，至後來生重病禱告蒙醫
治，我深深的經歷了神的真實與大愛。一年後決定相信耶穌為我個人救主，
那一刻我找到了心靈的彼岸！
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教會裡我居然認識了一個愛主的女孩-她後來成了我
的太太。更沒想到的是；信主七年之後神竟為我預備了讀神學的路！在讀神
學期間我太太意外的有了孩子。儘管當時困難重重，卻更深的經歷了神的大能與恩典，一路走來竟是一無所缺，孩
子也長得健康、可愛。在此我要由衷的感謝太太對我一直以來的鼓勵、支持，才使我可以在神的路上走的更遠。
然而，伴隨畢業後短暫的侍奉，竟是近十載的曠野之路。當再返世俗社會，強烈的虛空感無時不在，屬靈爭戰更是
持續不斷；借人、借事、借環境“世界的王”要奪去我們的救恩，那時也唯有與太太一起不斷的禱告憑信心托住彼
此。那是一段極其艱難的試煉期…
二零一八年，了解到華宣有侍奉機會，但當時不敢多想，只是禱告神說；“這事若是神的心意，請給我們清楚的明
證”。不想此後所求的兩件事都成了；一是兒子鋼琴考試，之前僅過了五級，而此次考試竟考過了英皇八級且優
秀。二是太太跨專業的證書考試，居然也拿到理想中的結果。於是我們繼續禱告神；“若這是神對我們禱告的回
答，就繼續引路，讓我們可以拿到簽證”。次年四月，在遞交了簽證申請兩週後，我們得到了簽證。神開門了！
自製福音單張

如今，在宣教工場一年有餘，我們一家人亦常經歷到神的恩典與保守；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間，孩子停課前沒有生
病、太太至今仍有工作，唯有感謝神的預備與眷顧。而這一年裡看到不少中國學生和新移民來到倫敦學習生活，在
異國他鄉為著將來奮鬥、打拼，卻不知人生的歸宿在哪兒! 深深感到他們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與平安…。誠然，侍奉
不易， 但相信神必會與我們同在！正如《腓立比書 1: 6 》所說：「我深信那在你 (我) 們 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疫情下… 面對新冠肺炎的橫行無忌，令人聞肺炎喪膽之際，而同時也是我
們數算神恩典的時候。以下是布宣家弟兄姊妹在疫情下見證神在各方面的不
同看顧和保護。
李英明姊妹 (Ashley)
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我們會因為全球疫情的爆發，不能到教會聚會。雖然如此，我們的聚會沒有因此而中止，教會傳道人的安
排，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一起查考聖經和敬拜，這個經歷很難得也讓我非常感恩和珍惜。弟兄姊妹雖然分隔千里 (因疫情原故,
Ashley 現身在澳門)，但仍能一起思考神的話，分享神在我們生命中帶來的改變，是何等美好。求神神憐憫世人，疫情早日過
去，弟兄姊妹能在主裡一起敬拜團契。阿們！

李蓮英姊妹 (Gloria)
感謝神！我們蒙福！網上聚會現是唯一途徑保持靈裡的聚集，跟弟兄姊妹團契的生活。能夠安坐家中，靈靜的心敬拜讚美
神，在這疫(逆)境中思想神的愛，祂的話語賜我們平靜安隱的心來面對困境，要謙卑順服。視像查經大家彼此代禱，互相鼓
勵，更為有需要的支體或鄰舍給予幫助，榮耀主的愛。

吳桂芬姊妹 (Cathy)
世紀瘟疫漫延，無奈病毒奪取全球數以萬計人的生命。這場疫情相信是神容許發生的，為要喚醒世人回轉尋求祂的寬恕和醫
治。災情影響基督徒們未能參加主日崇拜，幸而可參與網上祟拜和視象査經聚會，聯 絡了各肢體間關懷和靈命得以成長。

每年五月底是華宣的周年大會，各堂會代表滙集在曼宣齊齊參與一年一度盛會， 今年郤
與往常有別，代表們各自安在家中電腦台前，利用視象會議，參與各項討論， 並選出了
明年董事。事實上，各牧者透過互聯網不斷交流，並一齊祈禱仰望神的引領。

新一屆董 事與教牧

華宣南英倫牧者祈禱會

華宣牧者祈禱會

疫情下，各堂會按各自教會的情况，相應配合福工作的開展，以下是各
堂會牧者的分享。
利宣 張濟明牧師
疫情下，教會福音工作，不論是本來七月份大學生的語言班，還是外賣店的探訪，也受到影響，但這不阻疑傳福音的心，疫情反
而是契機，過去數月，《號角》月刊的主題文章與疫情有關，當中帶著福音和盼望的信息，因此可以將電子版的《號角》，傳予
外賣店的朋友，讓他們在工餘時間能細閱。

南宣 岑偉農牧師
世紀疫情, 全球大部份國家都閉關, 人與人的接觸幾乎減至零機會; 教會也不能倖免, 那麼如何實踐大使命呢?

南宣家有一些姊妹在疫情期間, 製做了千多個口罩, 免費派發给長者和缺乏口罩的人士, 同時聯络附近的安老院, 和民間團體, 瞬
間便派完了; 藉此彰顯神的愛。
不能實體聚會, 我們改用網上崇拜, 把預先錄影的崇拜傳發給各地的肢體和朋友, 有些肢體在外賣店看崇拜，未信主的同事也聽到
福音因而信主。青少年團契在由於網上有不同網上遊戲、活動，吸引他們參加。回 復實體崇拜和各項聚會正常運作後, 我相信探
索發展網上福音工作是勢在必行的。

布宣 黃國輝傳道
Covid-19 將全世界包括英國的生活方式徹底改變了, 亦為教會帶來了福音契機。「務要傳道,無論得時與不得時…」(提後 4:2), 平
時因各種原因不能參與聚會的都能安坐家中在網上參與。兒童主日學多了小朋友, 他們未信主的父母因此有機會認識教會。福音
班也能遷就未信主朋友彈性安排。網上查經小組參與的人數也多了, 更包括一些從前較少返回教會的肢體, 一些肢體分享他們的
生命因神的話成長了。這全是神的恩典。

南宣

閻傳道

技術與自律 : 網絡的好處是不受時空所限, 有網絡便可彼此交流，是疫情期間教會仍可持續聚會的不二“利器”。然而，信徒在
家如何過敬虔的信仰生活，則需自律才能達成。
模式與轉變：因受疫情影響，全球性政治、經濟領域，均有較大變化，已有傳福音模式需要更多轉變；唯，多元並舉、關切人
心、關注靈魂，才是福音持久之道。

《歌羅西書》1:28 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個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多變的是世界，不變的是基督的愛。世事雖斗轉星移，惟有 神才是歷史的掌管者…

曼宣 劉思銘傳道
在疫情期間我與身在美國的中學同學談道、與在港的家人分享信仰。這是很微薄的力量，但想像一個群體五十位肢體每人向兩
位親友傳福音，已是沒有地域限制的一百位福音對象。疫情讓我們從原有的忙亂中重新想像信徒生活。

東宣 彭大明牧師
Captain Tom Moore 他是英國的退役老兵。因新冠肺炎的隔離，家人未能為他舉行一百歲生日派對，女兒向他提出一個玩意，若
他在生日前每天在後花園來回步行 100 次，她便會每次給他 £1 作獎勵。並把這個「主意」放在網上平台，為英國醫療增添抗疫

設備籌款，期望籌到 £1000，當他一百歲時，他籌得三千多萬鎊。
在艱難時刻，並非單向神求改善疫情，更應求神改變我們眼光和價值觀，及讓我們裡面的人剛強起來。藉著禱告祈求，讓神在
我們的生命、教會內外發揮「可能」、「轉化」；讓彼此間的生命變得堅毅。讓我們像保羅知道自己只是個平凡的瓦器，他會
經歷困難與軟弱，會面對四面受敵，也會心裏作難。然而在困難中，保羅加上四個「卻不」: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
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 4:8-9) 讓神也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能大力，成
就超過所求所想的，將福音傳開，讓主耶穌的名得著榮耀。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岑偉農牧師

木民事工 Lucho

副會長：趙偉初牧師

自從二零一九年底起, 新冠肺炎開始傳播時, 已經有一百九十

布萊頓宣道會

萬人受感染, 現有一百九十九個國家有影響, 有十一萬四千人
染病而死亡。
在歐洲, 塞普路斯邊防兵將一隻載有一百名難民的船推回海裏, 理由是新冠肺炎.
意大利以同樣理由拒絶再收容難民. 正因為新冠肺炎的蔓延, 歐盟所有國家暫時
以閉關政策, 不容許非歐盟人士自由入境; 至於申請庇護的人士, 若沒有病徵的話,
仍可以進入, 起碼表面上如此。

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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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on BN2 4EU
宣教士：黃國輝傳道
東倫敦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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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彭大明牧師

英國現時有 305,289 人受新冠病毒的感染(至收稿那日), 因此難民的命運極之不
穩. 政府已經禁止他們申請國家福利和房屋居住, 貧困的難民唯有倚靠朋友或慈

Huddersfield 團契
宣教士：羅慶偉牧師

善機構. 就是有志願機構的收留, 他們住在一些破舊的房屋, 沒有熱水供應, 和鼠
輩橫行. 當我們探訪會友或朋友時, 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看到後有什麼可
做的? 簡單的是直接的幫忙他們清潔牆壁, 清理垃圾箱, 修理水管, 教導他們保持
衛生, 供應口罩, 和買食物給他們. 他們每星期£37 的資助沒有了, 看到有情緒病
的得不到即時藥物的那種無奈, 我們會問, 人怎能住在這樣的環境呢? 新冠肺炎
帶來很多傷痛和憂悶, 同時也帶來很多分享福音的機會。
這段時間, 我們接觸到的人比往常多了, 雖然他們大部份都是找朋友幫忙, 而不是
對上帝有興趣. 有些在會友家庭居住的難民, 一下子沒有工作了, 我們怎樣幫他們
呢? 祈禱求主給我們金錢的救濟! 一位香港曾在此實習的姊妹奉獻一些金錢給一
個家庭; 這令我們很感動. 我太太受到感染後, 心想, 如何再幫助這些難民呢? 正

在這時, 又有南宣一家庭奉獻給 Fatima 和 Manolo。
Fatima 是一位六十歲從伊朗來的婦人, 她很害怕死, 她申請援助的表格都在政府
部門濟留着, 她患有骨質疏鬆症, 她一貧如洗, 連兩餐都需要救助. 她兩個月後, 得
到這些錢, 能買到一些止痛藥, 那天她感動地流淚, 這是她慶幸在信徒的家的淚.
Manolo 患有嚴重肝病, 他已受新冠病毒感染, 因人道理由被送到西班牙受醫, 他
原是無神論者, 因着基督徒無條件的愛, 他邀請我到西班牙替他施洗。
華宣 (是香宣的 “愛心援助計劃”)又奉獻了一筆錢給我們教會一些會友, 他們
收到奉獻時開心得流淚, 我和他們一起哭. 他們的團體看到了一切, 便問: 怎會如
此? 你們為什麼會幫助這些人? 很多難民去他們的廟宇尋求幫助, 得到的回應是
閉門羹. 但為什麼這些基督徒會這樣做? 為什麼他們會冒受感染的險去幫助他
們? 這些不是社會中的廢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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