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宣牧者之言

2018 4—6

天國子民、地上公民

趙偉初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一 27)
保羅呼籲在腓立比的信徒，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有譯本把「行事為人」這個字譯成「作
公民」。腓立比是羅馬的殖民地，當地人都享有羅馬公民的身份，所以保羅特別用了「作公民」這個字來
提醒他們；不過，保羅在這裡並不單止呼籲他們作一個與福音相稱的羅馬公民，而且更要作一個與福音相
稱的天國公民；腓三 20 就提到「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保羅要信徒謹記自己有屬天的身份，所以在地
上，也應該有屬天國民的表現。保羅、腓立比教會、我們都一樣，有著這「雙重」國籍的身份，是地上某
國家政權的公民，但同時是天國的子民。
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是基督徒要小心的：一、只看重自己天國子民的身份，對社會的事情卻不聞不
問。這種否定社會參與的態度，源於將屬靈和屬世的事過份二分，認為地上的事都是無價值的，於是乎從
自己其他的角色和責任中抽離，過一種隱世的生活。
二、認為天國能在今世地上完全實現，以推動社會改革來履行天國子民的身份。這種積極參與社會運
動的態度，屬靈和屬世的事不分，甚至逼使教會必須主動擔綱改革社會的角色。
神容許我們在地上持這「雙重」國籍，就必須按神的心意盡這兩方面的責任，即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我們一方面熱心傳福音，渴望親近神，另一方面，關心時事，留心社區上的需要，按神給予我們的能力回
應。神也派遣我們成為天國的特使，藉著宣揚、見證、禱告，將還未得著天國子民身份的人，帶到祂的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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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新聞看到不法和不公義的事情，好像近日很多華人家庭遭賊人爆竊，
我們這些天國的子民同樣感到震驚。或許就著譴責罪行、執法部門不力，有人會質
問：「教會在哪裡？」沒錯，有信徒、甚至非信徒，都期待教會為真理、公義發聲。
我個人認為基督徒可以按個人領受，向他們的市政府表達訴求，甚至施壓。不過事實
上，教會每個星期的崇拜，就是向這充滿罪惡的世代宣講真理，督責、勸勉人悔改，
歸回上帝。教會的在場不一定在街上遊行或在報章聲明，教會的在場也在合一敬拜和
禱告記念之中。
讓我們為這國家能秉行公義禱告，盼望執行機關盡力打擊罪惡份子、瓦解犯罪集團，
讓我們寄居在此世的華人，生命和財產得到應有的保障。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聖誕家庭聚餐

每年在年底都會有「年終感恩分享會」，讓弟兄姊妹回顧過去一年
如何經歷上帝的恩典與帶領，在分享中彼此激勵與支持，以詩歌來
讚美主。今年有約三十位弟兄姊妹及朋友出席，在聚會前先有愛
筵，各人都預備了美食來與大家分享，食物豐富但靈裡的分享更豐
盛，除了在場的弟兄姊妹分享以外，已經離開曼城的肢體及劉牧師
都寄上影片來分享，還有慕道的朋友亦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實在
感恩不盡。

由於過去一年劉牧師及師母帶領了
數個門徒訓練小組，弟兄姊妹繼
續想對聖經有進一步的學習，所
以職員會決定在今年一月份開始
了成人主日學，每月一次在崇拜
前九點上課，題目是《認識聖
經》，讓弟兄姊妹認識聖經的背
「年終感恩分享會」的愛筵
，
景、形成、流傳、文體、書卷分
類等，很感恩有十八人參加，一
同學習。

成人主日學

利玆宣道會《利宣》
在 24/12, 很感恩，雖然大部分公共交通停駛，但我們仍能一起與弟兄
姊妹、朋友慶祝聖誕，記念主的降生。當天主日學學生獻詩”In the
Bleak Midwinter”作崇拜序樂，與會眾和應獻上心靈給主。講道及詩班
亦提到主耶穌謙卑的降生。
31/12，除夕那天我們有感恩崇拜，回顧主在過去一年的恩典。之後
弟兄姊妹一起愛筵分享。

新春晚會負責的廣東話學生組留影

20.2.2018 – 新春晚會
由於利茲普通話的學生也不少，以往有感覺到由於
內地政策的改變，接觸普通話學生沒有以往的方便
。因此，我們在春節期間團契時段再舉辦普通話學
生的佈道會，主題【前途・錢途】，由東倫敦宣道
會彭大明牧師證道。感謝神！有學生對信仰有興趣
。求主幫助教會去跟進，讓他們更認識福音。
普通話學生佈道會【前途・錢途】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踏入 2018 年，曼宣在崇拜的安排上作出了新的嘗試和調動。英語崇拜
由 1 月開始，聚會時間改於早上 10:45 進行，每月仍維持一次雙語崇
拜，於第二個主日進行，除安排聖餐外，該主日亦集合全教會不同年
齡，包括兒童、少年人及中文學校家長，一同唱詩敬拜；為了讓兒童投
入敬拜，領詩與兒童主日學的老師會特別揀選一首兒童敬拜詩歌。隨著
崇拜的新安排，英語的敬拜事工和雙語崇拜的敬拜小組分別成立。感謝
主保守帶領，無論英語群體，或是兒童和家長，他們都更投入敬拜當
中。
今年二月第三個主日，是農曆新年年初三，教會一如以往，有中文學校
學生為我們預備表演節目，讓參與崇拜的成人信徒和家長，可以一同慶
祝佳節。另外，二月中也是預苦期的開始，今年英文事工特別製
作了一本手冊，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在預苦期為世界上不同國家的 新春中文學校學生表演
需要代禱，逢星期三的中午也會禁食禱告；這次安排不但說英語
的信徒參與，返粵語堂的弟兄姊妹也有回應。
中國神學研究院生命之道事工於去年十月第一次
在曼城舉辦，參加者都被課程的設計和內容吸
引，更深體會到讀經的樂趣。今年將繼續在曼宣
舉行，現時二月至四月課程為出埃及記，共有八
十多位曼宣及曼城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參加。
教會過去一直欲增聘英語事工傳道，感謝神帶
領，我們已找到合適人選，現正處理一些細節，
若一切順利，展望今年八月便可到任。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感謝神於 2017 年聖誕節崇拜塈慶祝，前來參加的大小朋友有九十多人，其中
有很多新的朋友是初次踏進教會，願主的靈繼續助我們跟進，助慕道友一步
一步接近主，蒙主恩澤。蒙主賜福，2018 年農曆新年年初三，教會亦舉辦新

春佈道崇拜及慶祝，藉著當天的詩歌、短講、遊戲及聚餐，親朋及會友們都
非常活躍參與，五十多張歡笑聲音不斷環繞整
個會場。

一到三月期間, 由於燕芬師母回港省親照顧年邁的雙親，一直由她負責主日學
的教導就落在一些肢體的身上。感謝主，肢體們都抱一個服侍學習的心態，大
家在服事上雖面對有難處，但主的恩夠用。東宣的主日學老師仍很缺乏，請禱
告中求主參派願意委身事奉的肢體能前來協助。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職青團契吃盆菜

.踏進 2018 年南宣中文班面對大小不同的挑戰, 老師和學生因着不同原因，
流失一些人, 這是我們傳福音的橋樑, 求神幫助我們藉中文班接觸未信主
的朋友, 同時也求恩典, 不要因挫折而影响事奉熱誠。
基督生平課程已經進入第四年, 能夠堅持繼續的弟兄姊妹也有一半以上(除
了因搬遷而離開倫敦不能繼續以外的) 。
今年新的一班又開始, 為期六年, 每年讀一冊, 有六位弟兄姊妹
參加。 這是南宣家領袖們或有潛質作領袖的必修科, 讓他們
在信仰根基上, 屬靈生命上健壯成長。
為要致謝弟兄姊妹對教會事奉的參與, 教會擺出簡單而豐富
的晚宴, 而職員們親自服侍每一位弟兄姊妹, 席間分享事奉
的喜樂, 事奉的蒙福, 在彼此溫馨關懷中, 一同分享食物, 分享主愛。

職员們宴請弟兄姊們晚餐

慶祝農曆新年必不會缺少聚餐,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讓新舊朋友聚首一堂, 分享主恩. 職青團契更出動盆菜這
道名菜, 大家圍在盆邊, 邊吃邊談, 很窩心
大學生來來去去, 每回都留下不少日用品, 對於剛來的學生正好用

得着, 這正切合資本主義的供應與需求道理, 賣物會應運而生, 未
來數月我們將收集得來的物品, 舉行義賣, 籌得款項, 全數捐去
“淚基金會” (Tear Fund) 。
新春聚餐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即將在 4 月 29 日主日舉行佈道會, 對象不光只是學生, 還有居住
在布萊頓的華人朋友, 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須要華宣各堂會為布
苯顿祈禱, 為弟兄姊妹有勇氣去邀請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出席, 講
員李日昇先生的訊息, 教會上下同心協力事奉, 讓更多人得聞福音
的好處.
加入華宣後第一次崇拜
一直以來青
年團契都是參加南英倫復活節退修會, 由於早已安排好,
今次趕不及參加華宣的春令營, 無論在那裏, 求主造就
弟兄姊妹, 高舉主的名 。

來自 布萊頓（Brighton）的呼聲

彭大明

一提到布萊頓你想到甚麼？或許你立即想到布萊頓是英國有名的＂ Gay 城＂。事實上布萊頓與倫敦距離有 47 英
哩，是英國南部著名海岸旅遊業的一個城市。有優美的鵝卵石海灘、碼頭、皇家行宫（The Royal Pavilion）、海
洋館（Brighton Sea Life Center）、博物館和美術館（Brighton Museum & Art Gallery）、七姐妹國家公園
（Seven Sisters Country Park）、北萊恩小巷（North Laine）、海灘（Palace Pier Beach）。當然布萊頓亦有
各種餐廳，酒吧，海鮮小店，以及皇室樓閣。在夏天，這裡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及娛樂休閒和放鬆心情的好去
處。從以上的簡單紹介，布萊頓實在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小城，可是，這裡也是一個福音拓展的禾田。
你曾想過布萊頓海濱，與中國人得聞福音，是聯繫著一個極大的淵源嗎？
按中國及英國教會宣教史文獻記載，當戴德生和瑪麗亞於 1860 年從上海回英國後翌年，經醫生診斷，發現戴德
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幾年內都不得出國遠行，必須留英國休養。為此，戴德生只好遵
醫生囑咐留在英國休養，達四年半的時光（1861-1865 年）。在此期間，戴德生沒有閒著，靠神所加的力量，他
仍不馳勞苦地前往英國各處教會分享中國福音的需要及寫作。於 1864 年，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
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之同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中
國的宣教士數目卻由 115 人減至 91 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的城市，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當他看到這
種情況，就想到在中國每年都有百萬人死亡，他們滅亡是因為沒有基督救恩，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
1865 年 6 月下旬，神藉戴德生的好友皮爾士（Mr.George Pearse）邀請他到布萊頓海濱度假。在期間他參加當
地一主日崇拜後，他獨自在布萊頓海灘上散步默想時，神再次令他想到中國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
後來，神的安慰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釋放，於是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 24 位宣教士，與他共赴
中國，一起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之後，當他從布萊頓海邊回倫敦後，戴德生就以＂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存入 ₤10。＂中國內地會＂（今＂海外基督使團＂）就是這樣成立。
昔日神在布萊頓海濱將異象給了戴德生，創立了＂中國內地會＂之時，在布萊頓可能連一個中國人都沒有。時至
今日，你可知道在布萊頓一帶區域有多少中國人嗎？有多少曾聽聞福音嗎？
按 2011 英國人口調查統計，布萊頓沿岸一帶人口有 289,200，其中合法定居的華人有 3181 人。據非官方人事透
露在布萊頓區域居住的華人，包括沒有身份的，大概有一萬多。而華人大都從事餐飲業，按當地僑領粗略計算約
有 200 間。另外，布萊頓這區還有兩間大學（Brighton & Sussex Universities），華人學生也不少。據兩所大學
所提供資訊，Brighton University 有 3,000 名國際學生，有一半是來自中國；而 Sussex University 國際學生有
3164 ，來自中國佔 1886 個。按以上數字顯示，整個布萊頓與沿岸的華人、學生接近兩萬。在這兩萬華人中，華
人教會就只有一間！ 教會看到當地一萬多華僑及三千多學生福音的需要，卻是有心無力，實需要外援。弟兄姊
妹，這裡的需要非常之大，當你聽到又看到「布宣」的需要、工人的缺乏的呼聲，你願意前來與我們同工嗎？
布萊頓華人基督教會於 2017 年 10 月份經教會全體會友議決，正式通過成為英國華人宣道聯會轄下的會員，改名
為布萊頓宣道會（Brighton Alliance Church），簡稱「布宣」。今年 10自製福音單張
月，「布宣」就踏入 20 周年。按早期
會友指出第一次主日崇拜参加人數約有 80 多人，而今日平均崇拜人數有 30-40 人。快 20 年了，按教會增長學一
般來說，「布宣」應該可以「自立、自養、自傳」。為何時至今日這境況, 踝足不前呢？原來過去的 19 年，「布
宣」一直都沒有一個全時間的牧者去牧養他們，祇靠當地熱心的信徒來帶領。每主日講台的信息是有賴外來講員
主領，而每主日講道的內容都不連貫，沒有系統的教導。另外加上肢體間平時都沒有適切的栽培及關顧、對下一
代福音事工的發展亦因語言的代溝而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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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巫秀梅

南倫敦宣道會

我是在一個佛教家庭長大, 大約十歲時, 我接觸到基督教, 那時我家附近的大厦二樓單位來了一
個基督教團體, 每逢星期日早上和傍晚, 總有三, 四個人站在大厦低層的樓梯入口處, 攔截途人,
並強行拉扯他們上二樓聽福音, 那時無知的我, 以為他們在爭吵打鬥, 所以每到週日, 我會繞路而
行, 避免央及池魚, 後來聽街坊說, 那是基督教會, 只要去聽道, 完了, 便有奶粉派送, 後來, 外婆便
帶我同去聽福音, 因為可以領取兩份奶粉, 所以, 對我來說, 基督教會就是一所造福社會的慈善機
構.
當我再次接觸基督教是幾十年之後, 大能的神用我身邊的人來影響我. 堂弟一家是虔誠的基督徒,
每次返港探親, 他都邀請我去主日崇拜, 當時只抱着應酬的心態去參加, 漸漸地發覺那些基督徒
很誠懇友善, 我逐漸改用客觀和敬重的態度去回應他們. 孩子的五叔五嬸, 引導女兒認識福音; 回
想孩子們在青少年時期, 也像一般十四, 五歲的年青人反叛, 駁咀, 和鬧情緒等, 那段日子裏, 我和
他們常有爭執, 鬥氣, 對罵的情形發生, 很感謝讚美主, 五叔, 五嬸鼓勵兒
女參加團契活動, 上青少年主日學等, 他們的生命改變回來, 我們的關係
也好轉. 雖然我仍堅持自己信仰的立場, 但已開始認識到基督教對青年人
良好的影響.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才親身,接觸基督教, 經歷神的恩典. 我記得那時身體
不適, 頭痛ˎ 失眠ˎ失憶, 視力衰退ˎ 反應遲鈍ˎ 失去平衡等, 使我連日常生
活, 都不能處理, 家裏亂七八糟, 又不能煮食, 我感到十分失落和無助, 雖
然女兒每天為我祈禱, 因自己不是基督徒, 所以不抱任何期望, 神怎會拯
救我這個不完全的人呢! 女兒鼓勵我看醫生, 同時也要求我陪她去教會
崇拜, 不要關閉自己, 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便順從女兒.
我在教會裏, 受到教友們的熱情招待, 親切問候, 使我十分感動, 我在醫院接受磁力共振的檢查後,
驗出腦後有個良性腫瘤, 需要立刻入院進行切除手術, 我六神無主之際, 幸得彭大明牧師和教會
姊妹為我安排和處理入院的事情, 使我難忘的是我進入手術室之前一刻, 满有愛心的彭牧師和教
幾位姊妹, 特來為我祈禱, 我感激之餘, 也看到上帝透過他們讓救恩臨到我身上, 我將生命完全的
交託仰望耶穌基督, 內心立刻得到平安, 我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 我又怎配得到弟兄姊妹的關懷
和支持呢!
住院期間,因輭弱, 魔鬼便利用這機會, 日夜在我牀邊騷擾和攻擊我, 使我精神錯亂, 我只有心內不
停地呼喚基督的聖名來得着力量. 但有一次, 我真的無能抵擋魔鬼, 便想到自殺, 把輸送血液和養
料的膠管從手腕拔除, 任由血液養料流失; 感謝主, 護士很快便發覺, 把我救回. 這次, 是神再給我
施行慈愛, 回想我從得病入院至到痊癒出院的整個歷程中, 都是神召喚我歸信的見證.

我深信上帝早已在我身上作工, 播下了福音的種子. 祂安排我小時候跟外婆去教會, 雖然是為了
領取奶粉, 但是已給我留下深刻良好的慈善機構的形象; 神又安排接近我的人, 都是敬虔的基督
徒, 嘗試給我傳福音, 但頑固的我, 總是敬而遠之, 可是, 大能的神未有放棄我, 祂藉着我患病, 提
醒我, 人沒有生命的掌控權, 只有賜生命的主才能給我們生命, 所以我是因病蒙恩, 得痊癒後而決
志的. 我決志後三年受洗, 成為上帝的子女, 得着極大的喜樂; 我知道自己的靈命需要時間栽培和
成長, 所以我仍會遇到試探, 攻擊, 憂慮和困難, 但我郤學會完全的交託仰望, 因為詩篇三十七章
五節告訢我們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祂, 祂就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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