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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是否所有衝突都必須化解呢？」 

我答：「並非所有衝突都可以化解的。」 

小明：「我很不喜歡一位肢體，因為他對人的態度很差，

並且總是命令人做事。」 

我答：「那你是否可以提醒他？」 

小明：（面有難色）「我不想和他傾……我怕……其實很多

人都很怕他的……」 

小明是個溫和的人，任何人與他在一起，都會覺得很舒服

，他是一位很順服的人，任何人找他幫忙，他總是會盡力

幫忙，但也因為這性格，他並不容易拒絕別人，所以往往

委曲求全，更枉論要面對衝突了。在處理衝突的模式當中

，他是屬於退縮、妥協或忍讓性格的。 

在以上處境當中，小明可以先檢視一下雙方是否有同樣的

意願去解決衝突，大家都知道在相處上要互相包容或願意

為他人的緣故而作出適量的改變。倘若大家會繼續在團契

中碰面，我會建議小明可以嘗試自己突破自己的限制去面

對這件事，不要忽略或假裝風平浪靜，否則情況只會繼續

惡化，不滿的情緒會越積越多，最終不單會影響雙方的友

誼，嚴重者甚至會影響其返教會的熱誠。 

李萍牧師 

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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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 
 

其次小明可以想一想為何他未能接受一些犀利的言詞，或很

「倔」的語氣，這樣的語氣在他而言代表甚麼意思：不尊重

、冒犯、不禮貌……？會否令自己想起一些人或一些不愉快

的經歷？認識了自己的需要，然後嘗試去明白對方的性格和

為人，他是否只針對自己？還是他對所有人都是如此？他是

否也有溫柔的時候，只是表達形式與自己不一樣？他這樣的

語氣和態度是否也是有原因？了解了自己的需要，也嘗試了

解對方後，小明可以試一試先將要講的話寫出來，在家練習

幾次，然後找合適的時間、地點，真誠地與對方一起分享感

受和想法，表達期望雙方可以和睦相處的願望。 

 

當然，這對小明來說較為困難，因為他的性格並不擅長面對

這樣的處境，倘若真的未能有足夠勇氣的話，我建議他可以

找人商量，不要將負面的情緒繼續放在心中，讓這情緒繼續

影響自己。當然，求人不如求己，若發現自己有些限制或軟

弱重覆又重覆發生的話，不妨尋求個人成長輔導，醫治過去

的傷痕，或學習過去未掌握的成長功課，讓自己內心強壯起

來，活出更自在的人生。 

（你們）要以思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

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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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進入 3 月，英國疫情仍未明朗，而一些貧窮國家、地區，人們生活更顯

艱難。為此「南宣職青團契」舉辦了為阿富汗地區受寒冷、饑餓影響的

小朋友捐款義賣活動，所得善款 700 英鎊全數捐給相關機構。 

  

19 日，「南宣」在金斯頓市中心派發福音單張並接觸到一些新移民。感

謝主！主日崇拜時，接觸到的新移民當中便有人來參加崇拜聚會。   同

日，亦是「南宣」為烏克蘭難民舉行「青少年慈善跑步」捐款活動，所

籌 1747 英鎊亦全數捐出，以此企盼戰爭早日結束，世界早日和平！ 

  

4 月 23 日，「南宣」舉行「教會中心」獻堂禮。感謝神！「華宣」各堂

會均有牧者到場觀禮、支持，見證了神在「南宣」福音事工上的引領與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東宣」由2022年3月份全面恢復實體敬拜後，肢

體間的關懷更具體關顧。向外探望及個人佈道的接

觸也增加。更感恩崇拜的人數也增加不少，平均每

主日出席率為65人。3月份開始，崇拜講道時段亦

開始以普通話及廣東話進行，感恩有不同肢體在翻

譯上事奉。自2月份開始週二晚網上廣東話查經至今

，每次參加者達20多人。其他查經也陸續以實體進

行，感恩。 

 

過去兩年由於疫情之故而未能進行實體「暑期兒童

聖經班」，只能網上舉辦。因著政府防疫措施全面

開放，今年將舉辦一連5天（8月15日）實體「暑期

兒童聖經班」。是次也得「美國福遍中國教會」（F

BCC）前來協助，祈盼接觸更多本地華人小朋友及

家長，可使他們能聽到福音。８月底「東宣」有部

份青少年人將首次參加「曼宣」青少年夏令營，盼

青少年得造就。 

 

過多兩個月就是「東宣」十周年（９月４日）堂慶

，籌備工作已到了新的階段：特刋、聚餐、兒童書

籤填色比賽、短片…進行如火如荼的階段，請在禱

告中記念。「東宣」第一屆執事人選，已有四位弟

兄姊妹願意承擔感恩。我們盼望今年內可完成教會

各政府申請註冊為慈善機構。 

預備。 隨著「教會中心」的使用，5 月 7 日，在這裏

舉辦了全英第一屆「基督生平」畢業禮。成為神恩典

的見證！ 

 

5 月 8 日，「南宣」舉行了「浸禮」，有六位弟兄姊

妹參加洗禮，歸入主的名下。感謝神的恩典與預備！ 

華宣 

家訊 

首屆全英「基督生平」畢業禮    

「南宣」獻堂感恩崇拜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隨著英國生活已習慣了與病毒共存，教會已大致恢復所有

實體聚會，也沒有再限制聚集人數，戴口罩也容讓聚會者

自行選擇。過去幾個月，移民來到教會聚會的香港人持續

增加，到今，母堂和兩個分堂(德福分堂和沃靈頓分堂)的

成人聚會人數已達 900 人，兒童及少年也有 300 人。 

事工方面，今年開展了嘆茶組，服事區內年長人士，每次

聚會約有三十多人，參加者都享受與一眾「 老友記」 傾談

分享的時間。此外，教會也開設了行山組，以及計劃嘗試

其他外展活動，讓無論新來教會或是聚會已久的信徒，可

以一同參與，彼此認識，一同事奉。 

英語崇拜漸趨國際化，除了有不同種族人士參與崇拜外，

教會亦嘗試以不同語言讀經、唱詩敬拜，感恩英語崇拜能

成為一個場景，讓我們不受語言的限制，體現萬族來到主

面敬拜。為了提昇敬拜氣氛，教會在週六粵語崇拜組成了

一隊敬拜隊，當中人才濟濟，以不同樂器彈奏，引領會眾

投入敬拜。 

今年受苦節，教會除了默想聚會外，我們也以誦唱泰澤詩

歌進行禁食禱告，並安排了事奉人員一同退修；復活節當

日也舉行了洗禮和轉會禮，共有 5 位洗禮，5 位轉會。此

外，教會也開辦了真理迎新課程，讓新參與曼宣聚會的信

徒一同學習，早前開辦了「 團契生活」 ，平均有六十多人

出席；另外，我們留意到各堂點都有未信或初信的朋友參

與聚會，故各堂分別舉辦了信仰探索班，藉此與參加者深

入討論信仰。 

教會在今年會員大會通過了華宣建議的堂會憲章，並獲得

英國慈惠局批准採用。隨著人數和事工增多，教會議會亦

商討在行政架構方面作出改動，新增若干部門負責差傳、

傳道栽培、聖樂、教導等事工。 

曼宣行山組 布宣查經小組 

布宣兄姊妹一起服侍成長。 主日學老師、查經組長和崇拜侍奉人

員已基本掌握了服侍的需要。 他們自由的參與侍奉，在過程中享

受侍奉，最終目標是侍奉主和討主喜悅。 所有的查經小組一起查

考「 約瑟生平」 。 我們正在培訓四位查經組長，在他們帶領查經

前進行預查，這也可幫助他們對聖經有更深徹的理解。 查經小組

也選取和分享一些基督徒真實個人見證錄像，參與的弟兄姊妹被

神如何改變人的生命所感動。每一個神介入人的生命故事對我們

都是很好的提醒。 

一些來自香港的家庭長遠未必會在布萊頓安頓下來, 並會搬到其

他城市。在那裡他們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作機會， 更便宜的房屋，

有些亦因為孩子的學校地點。將有大約三至四個家庭離開布萊顿，

他們一直積極地擔任主日學老師、主日學助理、祟拜電腦操作等，

願神帶領他們到適合的教會安頓下來，繼續事奉神，成為他人的祝

福。另兩位會搬家的是約在兩個月前幫助我們開始少年主日學的

一對夫婦， 他們是有承擔的導師。我們肯定會想念這些將要離開

的弟兄姊妹， 但知道神正引導他們的前路，願神也為我們適時預

備所需的工人。 

因在兒童主日學不諳中文的英國土生華人正在成長，踏入少年階

段,願主預備可用英語教少年主日學的導師。教會的少年和兒童都

是第二代信徒。願他們與主能建立個人關係，能第一身經歷主。 

另外，教會洗禮和過會禮將在 7 月舉行。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22 年的第二季，各方面的實體聚會都恢復過來。四月中的受苦節崇拜，

是疫情後第一次恢復實體舉行，讓出席的弟兄姊妹藉著崇拜記念耶穌基

督的受苦。 而 6 月 5 日的聖靈降臨主日，我們與西人教會舉行聯合崇拜，

也是疫情開始至今，停辦了兩年後再次舉行的實體聯合崇拜，感恩兩教

會合共有 80 多成人和孩童出席，這次聯合崇拜，由利宣負責崇拜整個

程序，西人教會一位執事證道，之後一起有茶點分享和交談，讓兩教會

的弟兄姊妹能夠增進互相的認識。 

 

五月初的銀行假期，教會安排了大旅行，雖然當天天氣陰天，但也適合

戶外效遊，出席的弟兄姊妹，男女老幼合共八十多人參加，有利宣原先

的弟兄姊妹，也有新移民出席，讓不同的弟兄姊妹能夠聚首，彼此認識

和互動，孩童也特別高興，能夠在戶外跑動和玩耍，弟兄姊妹能夠跳出

教會「四塊牆」的團契交通。 

利玆宣道會《利宣》 

利宣華語及粵語大學生團契一起用膳 

早幾年我曾在串聯寫了一篇名為《P 牌牧者在英遊記》，細說神學院畢

業後新來英事奉之感。現在我要回港繼續進修神學了，也用《P 牌牧者

在英遊記》(下集) 為題，同一個題目來分享我離別聯會的心情。 

 

P 牌: 早年我曾說，我剛於建道畢業便來英國事奉，新手牧者來的新的地

方，我像 P 牌駕駛者一樣，是 P 牌牧者，感恩有大家的愛顧和遷就。過

成長

之路 劉思銘傳道 

與聯會兄姊說再見 :  

P 牌牧者在英遊記(下集) 

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希望我的 P 牌，能真真正正成

為了 Pastor 牧者的 P 牌。 牧者: 說起 P 牌， P  for  

pastor，與弟兄姊妹按着恩賜各司其職，一同在主裡

成長，被神使用、用祂的話語來牧養教會，這就是我

們的 professionalism。在英遊記: 說到這是遊記，現

在我在英國的一頁要劃上休止符了。下一頁我不在英

國，但在主裡仍與一眾聯會兄姊連在一起，感恩認識

到大家。 

 

過去一年多，香港移民來到利宣，生活安頓下來，亦

相繼穩定參加教會的崇拜，慢慢也出現一個模式，就

是這些香港移民所認識的香港親友或教會弟兄姊妹， 

亦計劃前來利玆，教會於 5 月份再次分別舉辦三次關

於找學校、住屋和工作的講座，開放去接觸計劃前來

利玆的朋友，給予支援，好讓他們能夠順利到埗，並

日後能夠參加利宣的聚會。 

 

5 月 14 日，利宣舉行了 2022 年度的會員大會，感恩

這次會員大會順利進行，通過 2021 年度的事工及財

政報告，和新一年度的預算，並且選出了新一屆的執

事。於利宣三年事奉的張濟明牧師於六月尾離任，教

會亦聘任了黃永康牧師，於七月接替張牧師，繼續牧

養和帶領利宣。 

利宣大學生團契家聚 



透過香港 BN(O)移民計劃來到英國的香港人，令本地華人

教會都有明顯的增長，相信這移民潮，短期內都不會減退，

這個暑假又將迎來更多的家庭。華宣於去年已留意到不少

移民家庭聚居在沒有華人教會的地區或城鎮，所以開始探

討那些地方有開展教會的需要。我們很清楚，如果已有教

會或信徒群體已在某些地區開展工作，又或沒有打算與華

宣合作，本著不競爭、不重複資源的情況下，華宣不會貿

然樹立旗幟建立教會。今年初，我留意到 Crewe 有不少香

港人聚居，住在新建的房子裡，在當地只有一個由信徒自

發組成的查經小組，經過探訪接觸，與他們傾談，了解到

會長 

的話 趙偉初牧師 

他們十分希望可以在 Crewe 參與粵語崇拜，也樂意華宣在當地開

植教會，讓他們可以參與其中。華宣管理委員會通過後，Crewe 植

堂計劃正式開展，感謝主，在四月底的時候，我們得到當地一間屬

於聖公會的教堂答允，借出其社區會堂，作為崇拜地點；第一次崇

拜於 6 月 19 日進行，當日有 26 位當地信徒及未信朋友參加，願

主帶領這植堂工作。 

 

我相信開展港人教會和崇拜，只是順應移民潮下的工作，作為宣道

會教會，秉承宣教使命，我們盼望凝聚信徒一同敬拜，向講粵語的

人士傳福音以後，能推動信徒繼續向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傳福音，

先是華人，後是本地英國人，以及穆斯林。 

會眾 

投稿 《南宣》馮天麗姊妹 

自決定移居英國開始，整個過程由申請簽證、找暫住的

居所、參與義工服務以至投入教會，心裡滿有平安，因

為上帝一直為我安排、開路，我還沒有想到的，祂已經

給我預備了。 

  

南宣也是上帝領我來的，我還在香港的時候，一位認識

多年的教牧便建議我來英之後參加南宣。在南宣，我有

機會參與從前未曾參與的服事，例如慕道課組長、崇拜

翻譯。嘗試參與新的事工，令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提

醒我要謙卑；與此同時，能夠與弟兄姊妹同工，我滿心

歡喜快樂。這一年在英國的生活，我最深體會是人在何

處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神與我同在。 



你好！我喺利宣姊妹 Mabel Leung, 張牧師邀請我分享這題

目在《串聯》「談一談來英之後，對神看法的轉變以及對神

心意的領受。」現投稿。謝謝！ 

  

在香港，覺得每天自己總是有很多難題、計劃，但又解決或

決定不了，如參不参予這事奉，移不移英好…………求問神這

樣那樣，每天懇求神回答，好像把神推進自己著急的計劃中。  

  

來英後，太多生活上的事情，不是我們用香港的模式及常理，

或付多小小錢就一定可解決，讓我們學習更依靠神，凡事禱

告交托，由租住 airbnb，找長租，到買屋，找人裝修花園，

鄰居相處…………甚或最近買 flat 增加收入，見到的就是神的

預備，祂的預備是多過自己所想所求。 

  

在面對環境、身體健康，自身性格限制以及人際關係張

力………等等的挑戰時，從起初發覺正是機遇我回轉歸向祂，

着重和衪的關係，多禱告交托，多親近神。  

會眾 

投稿 

  

直到某天，回望來英後祂给的種種恩典，才發覺原來

祂是透過生活的難處及自己靈性狀況，叫我經歷及更

體會祂的應許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

引你。 」  感謝神！ 

  

  

 
《南宣》Ben  

來英很快便一年，感謝主的帶領家庭各人也算是適

應下來，特別是經歷一個冬天，體會四時變化。在

過渡期間特別多謝主內弟兄姊妹互相支援，鼓勵彼

此多做運動，多吸收太陽，積極面對英國新生活。 

 

和在家鄉的親友閒聊，特別掛念小朋友不再認識中

文了，有感而發拿出中文聖經來和他們一起朗讀。

每日一小段，志在一起吸收神的話語也讓他們有神

在心中扎根；也要看英文，積極融入新生活，畢竟

神的話語是跨國界跨語言的。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布宣》阿貓 

人到中年才到新國度大冒險，不安感隨時由毛孔鑽

出來，滲透全身。 

 

辦理手續、找居所、找教會、朋友交往、各種生活

細節，從前「叮」一下就處理好，生活得安全感滿

滿；但今日在陌生的國度裡，就算我出發前做了再

多的資料搜集和心理準備，所有事情都可以帶來衝

擊，沮喪不安終日。 

 

偶爾一天整理文件，看見自己的公開試證書，看見

孩子初生的照片，我才驚覺同樣的功課，神早在我

每個人生重要關口已教導過我。面對著不可知的未

來，神不是一次又一次拖著我手走過嗎？有哪一次

不是祂用出人意外的方法陪我度過？我還要憂慮什

麼？ 

《利宣》Mable  

(續) 



2020 年 9 月女兒到英國讀書，冬天英國封城，女兒孤單寂寞，幸好

宣教士夫婦的關心，送上愛心叉燒和奶黃包，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看見他們夫婦「做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所以

我當時決定，主若許我到英國，我必在這教會事奉。 

主應許我了，2021 年 8 月我和兒子到埗英國，第一件事就是我要積

極事奉，但我遇到的困難是「不習慣」和「與弟兄姊妹不同步」，

原來我的心早在一年前已預備在這裏事奉，但其他人則需要時間適

應。經歷聖靈的責備，我禱告主，求祂赦免我罪，使我謙卑地服事。 

第二件事是我要傳福音給英國人，我深信主開我英國之門，必有主

的旨意，心想天父如此愛我，也必愛英國人。自此之後，我身邊出

現很多英國人，更能成為朋友，我深信天父的安排，是「先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的結果。所以我要努力學習英語，希望天父使用。 

《布宣》Winsia 

移英將近一年了。回顧這一年，可說是諸事順利，一步到位。租屋、

孩子入學、買車、開戶、找工作、買房子等等，無不水到渠成。因

此，每逢團契分享，「感恩」二字總掛在口邊，但是如果你能細察，

想想一家人要離鄉別井，來到一個在言語和生活上完全與香港不同

的陌生國度，「諸事順利，一步到位」可說是有點奢侈，反而處處

踫壁、挫折滿途才是正常。所以，對於毅然放棄香港高薪厚職，來

到英國重新做人的一群，如果可以保持一份「青春活潑」的生活態

度，以好奇心面對新生活、新挑戰，以「不知明天會否下雨但希望

總在明天」的信念克服困難，以抓住神的祝福使自己不再為前路恐

懼，有此覺悟，才值得感恩。 

《利宣》Dennis  

「談一談來英國之後，對神看法的轉變以及對神心意

的領受」 

有時候我會問，家到底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呢？到底是

物理性的那個建築物，還是有家人在的那個空間？那

麼像我們從熟悉的香港斷然割捨的人，我們的家在哪

裡？ 

  

來到英國，轉眼超過半年，生活中偶爾有一種失序的

感覺，也許是不再要用急促的步履追著我的學生，蓄

勢待發的雙腳總有一種悵然若失。 我經常問天父，祢

長途跋涉安排我到英國，到底是否有特別任務讓我達

成？不過轉念一想，全職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也許祂

想我把這空檔視為另一種創造的機會？ 

  

由香港一間龐大的教會來到英國這間小但溫暖的教

會，雖然我不能每天見到家人、朋友，但得著是更多

事奉的機會，在寧靜中更能欣賞天父創造的美境良

辰。 

  

那麼如果我解讀家是每一個被摸摸頭、可以安心傾訴

的地方。我現在沒有一個固定的家了......但我也許更

接近那個獨一又永恆的家了。 天父把我們自安舒中召

出來，叫我們趁此靜心，然後重新出發到祂所指定的

工場中。雖然仍然迷茫，但我相信這趟旅程，絕對不

是枉然。 

《利宣》Anita 

每天清晨，開車沿 A1M 公路上班，見四周風光明媚，

又是新的一天，驀然想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

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神沒有叫你萬事亨通，

但祂每時每刻沒有丟下你，問題是你有沒有倚靠祂。 

「疲 乏 的 ， 他 賜 能 力 ； 軟 弱 的 ， 他 加 力 量 。 就 

是 少 年 人 也 要 疲 乏 困 倦 ； 強 壯 的 也 必 全 然 

跌 倒 。但 那 等 候 耶 和 華 的 必 從 新 得 力 。 他 們 

必 如 鷹 展 翅 上 騰 ； 他 們 奔 跑 卻 不 困 倦 ， 行 走 

卻 不 疲 乏 。」 



在他的宣教旅程當中，保羅在等候西拉和提摩太期間，曾到訪

雅典。在那裡，他曾宣講了他的亞略巴古講章。亞略巴古處於

希臘雅典城裡的山上，有一個法院。這個法院審訊城裡民事、

宗教和道德的案件。於他的講章中，保羅曾說: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

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

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徒 17:26-27) 

  

這是關乎神掌管萬國的有力論述。神對萬族有祂的計劃和權

能，神使用歷史中不同的國族和人口遷移運動，去促使他要萬

民聽到祂的福音的計劃 -- 「要叫他們尋求神」。我們所身處居

住的地方，有不同的族群成為我們的鄰舍，也是有祂的心意。

祂的心意，是要叫萬民「可以揣摩而得」祂的救恩。換句話說，

神帶領萬族的人成為我們的鄰舍，是為了叫他們能尋找祂。保

羅說，神離我們不遠。在我們身處的社區有移民人士，全是因

為神把他們帶到我們的社群當中。 

  

為未信的人着急 (徒 17:16)  

當保羅見到雅典的人都敬拜偶像，他心中感到着急。他着急，

是因為他對神的榮耀大發熱心，他痛恨見到人們都追求敬拜偶

像，而失卻了追求神的榮耀。保羅於講道的末端，呼籲人們都

要摒棄偶像、敬拜永活真神 (徒 17:29)。保羅為未信的人感到

着急，他的講道以他對未信者的叮嚀作結  

(徒 17:30-31) 

  

走進人群 (徒 17:17-21)  

保羅總是喜歡走到會堂去教導人。對他來說，宗教的地方，總

是談論宗教事務的好地方。同時，他也喜歡走到市集去宣講給

途經該地的人。市集總是一個保羅跟哲學家辯論的地方，而哲

學家亦邀請了保羅到亞略巴古繼續他的宣講。我們或許有傳統

的思維，認為我們必須要帶人「來」我們的教會 – 一個我們感

到安舒的場景，但對保羅來說，他總是喜愛走進人群。我們要

學習和進入不同人的生活方式，紅酒和芝士加福音，或許這是

合適中產英國人的佈道方式，但對於藍領階層來說，這未必適

合，更何況對於穆斯林的福音工作。 

很多時候，我們都能參與不同的社區群組，或跟我們的鄰舍閒

聊，去接觸不同的人，但有其他的時候，我們作為教會也能透

過以下活動接觸不同的鄰舍，例如:  

• 一同慶祝華人、庫爾德人或波斯人的新年 

• 一同參與英文班或其他社交小組 

• 跨文化咖啡活動 

• 與不同宗教領袖的交流或辯論會 

  

探索別人的世界觀 (徒 17:22-23)  

當保羅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 (徒 17:15-16)，人們或許都會

期望他會直接講道，但他卻把時間花在探索城市和當地的文化 

(徒 17:23)。保羅觀看他們所敬拜的，並仔細學習和研究，同時

他亦能道出他們的哲學家和詩人的教訓 (徒 17:28)。 

  

與未信的人結連 (徒 17:24-28)  

保羅的宣講，總是給我們經常都是一樣的印象。使徒行傳 17:18

說他在「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為了作出適切的宣講，保羅

本色化了他的論述，所有的論述的指向也是殊途同歸的 – 呼召

人悔改歸向基督，但他用了別的辦法去宣講。首先，他與他的

受眾結連，於雅典他一開始談及的，是當地人的宗教習慣 (徒

17:22-23)，他向他們表達了，神是我們的主和創造者。如經文

所見，他總是引述受眾所曉得的哲學家和詩人的教導，去跟他

們結連在一起。 

  

宣教

心得 Pastor Lucho 

傳揚耶穌的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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