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禱事項
1) 感恩李英南弟兄心臟手術順利。
2) 請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姐妹們代禱：黃漢威、黃世康（李
玉蘭的兒子）
、陳潤文（陳潤景的哥哥）
、袁慶云弟兄。
3) 請為教會待產中的媽媽們代禱：吳彩云、張玉慧、吳明
妹、周諾晴。

十月家訊
4) 本堂籌辦的宣教咖啡屋：One2Love Café 預計將於 10
月 18 日開張，請為此事工的籌備及參與的同工禱告。

October 2010

5) 請為 10 月 20 日餐福在 St. Martin 舉行的＜豐盛人生＞
音樂佈道會即後續的跟進工作代禱。
6) 請為教會今年新來的大專生在英國生活與課業的適應
禱告，並為他們能在這裡找到屬靈的家禱告。
7) 請為教會 10 月底的週年大會禱告，多位執事於今年離
職，求神賜下新的同工參與事奉。
8) 請為教會 10 月 24 日的堂慶及 12 月份聖誕節的準備禱
Church Address: 208 Corporation Street, Birmingham. B4 6QW

告。

Tel.:0121-2331915

２０１０教會年度目標：為神而活，齊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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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陳承恩姊妹
李陳承恩姊妹(
恩姊妹(初嬸)
初嬸)見證
初嬸
感謝慈愛的天父上帝賜我有上二代的親人，他們全部都
經歷上帝的恩典。我父親的叔叔，他為人偉大，我父親十
二歲，我的爺爺就離開世界，父親的叔叔帶領我嫲嫲，我
父親，我姑姐到香港謀生，並認識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位
鐵打醫生，他帶領我上二代的親人認識神，所以我的叔公，
嫲嫲，姑姐包括我親生媽媽的家人，全部都成為基督徒。
但母親在我四歲時便回到父神的懷裡，我六歲時走日本
仔(逃難)，在逃難途中和父親失散了，父親說，若不是神
的恩典，一定找不到我，因當時一大群人逃難，亦沒有人
認識我兩父女，我父親發覺失去我，就坐下祈禱，當他禱
告完畢，張開眼睛，我就站在他面前。

和平後返港，父神藉牧師發還大排擋給我們做生意，我
十二歲時父親再婚，記得我小學畢業時，繼母找個黃綠醫
生醫父親的痔瘡，越醫越差，我為父親禱告，後來痊癒了,
所以養成禱告交托的習慣。
在二十六歲那年，我丈夫的父親病危，醫生說這老人沒
得醫，叫我預備他身後事，但神令我安睡，第二天一早起
牀將我兩個女兒交托鄰居看管，立即找到我信主的親人舅
公和舅父，將醫生說我家翁沒得醫的事告訴他們，舅公囑
咐我回家，晚上舅公和舅父到我家中，我舅公七十歲居然
將我老爺背著走下四層樓梯，坐的士到他們常去的禮拜
堂，裡面的牧者是一位西人醫生，他的名字叫巴恩立牧師，
從外國到香港牧養神的羊，我的家翁由這位慈愛的牧師醫
好，真感謝神！當家公的病好了後，我們介紹他認識神，
但他拒絕了，還在家中安放祖先神位，當時我便開始慢慢
的離開了神。

記得我七歲那年，叔公因不想讓父親負擔重，就賣了香
港的屋子，分為兩份，一份給父親到惠楊做小生意，另一

在香港生活時，我已很久沒有返教會，但神藉著一件事，

半拿來做為跟我和姑姐到廣州投靠我堂姑姐。由於我這堂
姑姐反骨無人性，本來她是基督徒，但她反教，拜偶像不
聽父親勸告，所以我們四人住在她家受盡苦頭，她不准我
叔公讀經祈禱，要我們工作又沒有糧給比我們，又沒飽飯

使我再一次經歷神的恩典。1979 年有一天，我接到親友的
來電，便從我家觀塘坐船到上環探望她，坐下不久電台便
發出七號風球，親友囑咐我立刻回家，當時觀塘碼頭很簡
陋沒有圍攔，只有空空洞洞的一條長堤。渡輪靠岸泊在堤

給我們吃，但神非常祝福保守我們，堂姑姐開的妨織廠女
工偷偷給我們四人吃飯飲茶，神懲罰我堂姑姐令她生病睡
在牀上，不能管得著我們。

邊，當其時所有乘客全部走光，只有我走得很慢，可能魔
鬼要我死，但神藉天使把我從魔鬼手裡脫險，我記得我俯
伏在地，在我最無助的一剎那，突然有人一手把我連拖帶
拉推進一部的士，我回頭本想多謝那人，但後面並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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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謝神差遺使者救了我。

天父的孩子
崔琳那

直到 1980 年，我移民來到英國，神都一直帶領我。其實
我也曾離棄神約有十多年，但神一樣保守我，藉著我的女
兒提醒我，她是一個傳道人，她鼓勵我返教會。她說我像
沒有生命的基督徒，使我猛然一醒，從此之後我立刻跟我
女兒返教會，熱心事奉主。

如果兒童生活在批評中，
如果兒童生活在批評中，他們學會譴責。
他們學會譴責。
如果兒童生活在敵意中，
他們學會打仗。
如果兒童生活在敵意中
，他們學會打仗
。
如果兒童生活在嘲笑中，
他們學會害羞。
如果兒童生活在嘲笑中
，他們學會害羞
。
如果兒童生活在羞辱中，
他們學會感到內疚。
如果兒童生活在羞辱中
，他們學會感到內疚
。
如果而童生活在寬容中，
他們學會耐心等待和容忍。
如果而童生活在寬容中
，他們學會耐心等待和容忍
。
如果兒童生活在鼓勵中，
他們學會自信。
如果兒童生活在鼓勵中
，他們學會自信
。
如果兒童生活在讚美中，
他們學會欣賞。
如果兒童生活在讚美中
，他們學會欣賞
。
如果兒童生活在公平中，
他們學會正義。
如果兒童生活在公平中
，他們學會正義
。

2003 年，我因肺積水，做手術前一天，馬牧師對我說，
在我做手術前一小時一定要來醫院，牧師為我禱告神，內
容是求神叫天使天軍保護我，而且牧師還幫我做翻譯，直
到照顧我出院，我感謝神，令我來這教會有好的牧師和親
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兒童生活在接納
如果兒童生活在接納和友好相處中，
和友好相處中，
他們學會在世界上尋找愛。
他們學會在世界上尋找愛
。
我在天上的父，我就是您的孩子，我在您的教導、關愛
和庇護下成長，我得到了您的愛和福，我願意將這愛和福
傳播給所有信靠順服您的朋友。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
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
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耶利米書
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
耶利米書 31:3

我是一個離婚的單身媽媽。2008 年 11 月 2 日我被迫離
開我的家，我的前任丈夫，他要殺死我。 他曾經是一個好
人，我們互相照顧，彼此關心。但是自從他認識了一個壞
朋友，他變了，很多時候，他喝的爛醉，他的行為變得不
可預測，我再也不瞭解他。他開始很頻繁的責怪我，而且
無理取鬧、吹毛求疵，不管我做什麼，他都不喜歡，無論
我做什麼，我都是錯的，他永遠都是正確的。他在精神上，
情感上，身體上折磨、虐待我。我無法忍受他的虐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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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毅然決然的離開了我深愛的家。
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離開我的家，
我的朋友，我的大學，我的工作，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沒
有錢，沒有工作，還要養活我和我的女兒，不知道今後會
發生什麼事，不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怎樣，我幾乎被摧毀了，
我很孤獨也很絕望。可是奇蹟出現了。

26:3）
；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 121:2）
；
如果你的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辭，要向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才行善（箴言 3:27）
。

就在我走投無路，無家可歸的時侯，有人向我伸出了援
助的手，他們幫我找到了住房，幫我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
幫我建立了一個安全溫暖的家。當時我很疑惑，我並不認
識這些幫助我的人，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償還給他們的，為
什麼他們要幫助我？

這也解開了我的疑團，那些幫助過我的人，是您的信徒，
他們是回應您的命令來幫助我，使我得享您的恩典和愛。
我在您的關愛下成長。我時常在惡夢中醒來，夢見我的
前夫手持尖刀，揮舞著向我走來，我很驚恐害怕，每當這
時，我的耳邊就響起了您的話語：耶和華是公義的，他砍
斷了惡人的繩索（詩篇 129:4）
；你躺下的時候，必不驚恐；
你躺臥的時候，睡得鄉甜（箴言 3:24）
。之後，我的心變為
平靜安穩，像斷過奶的孩子躺在他母親的懷中，無驚無恐。
上帝您的作為奇妙，您是偉大的！

在那年的聖誕節（我和我的孩子離開家後的第一個聖誕
節）
，我們被邀請到教堂與其他的人歡聚（那是我有生以來
第一次與基督徒共同分享節日，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活的
reindeer）。我們還收到了許多聖誕禮物，那裡的人，彼此

我要稱謝您，您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您的慈愛永遠
長存。我要在您的聖殿下跪，您使我剛強，心裡有力。您
為困苦人申冤辨屈，您扶持孤兒寡婦，您保護所有的人，
卻要消滅所有的惡人。您的應許使我存活，而這是我在困

友善和關愛，在那裡我又感覺到了家的溫暖。

苦中的安慰。

自從那次聖誕節後，我不由自主的走到主的裡面，在您
那裡我認識到了生命的意義和真理。你已經把生命之路指

我要高聲大喊：主，我愛您！

示了我，必使我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使徒行傳
2:28）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專心依靠你
的，你必保護他的一切平安，因為他依靠你（以賽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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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華人
府及華人社群相關
華人社群相關公告
社群相關公告
英國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下次的人口普查將於明
年三月進行。協助人口普查或許能增加英國政府對華人的
教育、健康、大眾運輸，及居住置產的補助。因此請參與
明年三月的人口普查，並正確的回答當中的問題。

教會近期活動
1) 邀請各團契的弟兄姐妹貢獻你們的巧思，設計美化教會
的入口處佈告欄，設計方式及時間請詢問各團契負責
人。

（此通告由柏明翰華人循道會翻譯並編輯）

2)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教會也開始思考明天的主題，請各
位弟兄姐妹一同為此禱告，並可將你對於教會明年的主
題建議交給楊偉虹姐妹。

人口普查職位招聘
人口普查職位招聘
下次人口普查會在 2011 年 3 月 27 日開始進行，由今年
9 月起至明年 1 月會陸續招聘總數 3 萬 5 千個相關職位，
包括有：
•

Census Coordinator (人口普查統籌)

•
•

Special Enumerator (人口普查統計員)
Census Collector (人口普查數據搜集員)

•

Census Coverage Survey Regional Manager
(人口普查區域調查經理)

•

Census Coverage Survey Team Manager
(人口普查調查經理)

•

Census Coverage Survey Interviewer
(人口普查調查訪問員)

•
•
•

3) 10 月 24 日下午兩點教會慶祝十六週年堂慶。
4) 10 月 31 日崇拜散會後，請各位弟兄姐妹留下參加本堂
一年一度的週年大會。我們將在會中討論本堂過去一年
及來年的事工發展。
5) 本堂多位弟兄姐妹為教會堂址使用及宣教募款貢獻心
思。除 One2Love Café 外，目前教會還有福音小書室，
及理髮的服務。歡迎各位弟兄姐妹善用，並為教會奉獻。
6) 教會講道錄音與教會相關資訊列於教會網站上，歡迎各
位弟兄姐妹多多使用教會網站，並可介紹給朋友。網站
網址為：http://chinese.bham-methodist.info/

Non Compliance Coordinator (人口普查法例執行統籌)
Non Compliance Officer (人口普查法例執行主任)
Non Compliance Assistant (人口普查法例執行助理)

詳情請參閱網站 www.censusjobs.co.uk
（此通告由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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