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禱事項
1. 請為本教會在伯明翰、英國的華人宣教事工、教牧會
議、事工會議及教區會議。
2. 請為 4 月 27 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 ，張漢林牧師來自
馬來西亞將蒞臨本堂帶領褔音詩歌佈道會，敬請當日
帶領親友赴會和並請為這項聖工代禱。

四月家訊
3. 為需要扶持的弟兄姐妹代禱：

Apr 2014

a) 身體欠安者：招鎮森夫婦、李孟光(加拿大)、
Rev. Caroline Homan、吳秀英、蔡雅鴻、梁秀偵、
李智平、張翠荷、趙磊。

b) 待產媽媽與胎兒的健康：陳黃雄英、 陳吳彩
雲、 李穎琳。

c) 尋找工作：Richard Sheldrick、何卓倫
4. 為回原居地探親及旅行的弟兄姐妹禱告：張盧詠舒、
馮官寶夫婦、譚映蔚、熊成發夫婦、黃碧如、羅曉恩，

Church Address :

願神 保守他們一切平安順利。

Chatham Road, Northfield, Birmingham, B31 2PH

5. 願主激發弟兄姐妹，因本堂昐望舉辦「三福」個人佈
道訓練班及開始中文啟發課程，請各兄姐們在禱告記
念此項事工。

2014 教會年度目標：
教會年度目標：拓展神家、
拓展神家、見証基督！
Expanding God’s Household、
、Witnessing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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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此，你们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
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
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稣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贊，
榮耀，尊貴。（彼得前書 1：6-7）。有讀法律的朋友說很多人
不交房租逃掉也不會有事，因為並非犯法的；也有朋友知道
現實中很多人都有類似實實在在的情況。所有人都有罪，人
並非怕犯罪，而是怕犯罪所帶來的懲罰。但是有聖靈同在，
我的心是清潔的，自然不會考慮這種處理方法，也從未此分
心，因為這些都不是公義、良善、誠實的事，不是主喜悅的。
有主同在，邪靈便沒有機會。當時我就決定就算是沒有租出
去也要誠實的處理。所以繼續禱告，信靠主。

2014.3.29 禱告之夜上的禱告見證 - 王浩
（根據見證講述內容整理）
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再次經歷主的大能與恩典。我們在成長八課第四
課時的禱告歷險記中所求的租房問題得到了神的回應。藉著
這個見證，使我們更明確了兩個問題的答案 —— 禱告的收
穫，和神的回應

而不是人的作為。

禱告可以堅定我們的信心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
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馬太福音 6：8）神要我們
掌管好金錢可以做更多善事，更多可以榮耀主名的事。我相
信我們禱告之時，主已經早早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但一切
都有它的時 間，雖未必是 馬上 ——everything has its time;
already, but not yet.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希伯來書 11:1）所以，我沒有停止禱告，把一切交託
給主，信靠主。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
的益處。（哥林多前書 10:23-24）。我在禱告的中為我自己能
夠把房子轉租出去、避免經濟上的損失而禱告的同時，也為
別人的益處禱告，希望我的房子能夠和新的租客心意，能夠
給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空間，也希望主按照祂的意思安
排，乃要照顧到別人的益處。

禱告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喜樂，
禱告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喜樂，與神的大能的回應

也有考慮過可以提前租給別人，我搬出去別的
地方短租也是個辦法；記得有朋友也曾建議我可以適當地便
宜一點租給別人。但是我始終覺得主一定有祂最好的安排。
我們當求別人的益處，主就給我們益處。應當一無掛慮，只
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神所賜的恩典永遠多過我們所求的，這也是出人意外
的——今天上午一個從牛津(Oxford)過來的在學校裡面工作
的人簽好了轉租合同，並且就是按照原來的租金沒有減少，
而且剛好可以從我走的那天開始起租——主回應我的祈求，
是以這樣一種出人意外的安排，並且是全局的安排，絕非我
們一個人所能安排。也許我們不排除可以降價租出去，或者
提前搬出去遷就別人的租期，但所有這些人能力所能做的僅
在這個

禱告可以讓我們手潔心清

在

等待主的回應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實實在在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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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是委協，絕對不可能安排一個 Oxford 的人在這個時候看
到我的 廣 告 帖 ， 同 時這個人 還 需要在伯明翰大 學有 工作 合
同，而且正好 5 月開始，和我聯繫後的第二天便正好要來伯
明翰機場接他太太，正好可以來看房子、簽合同……所有這
些諸多苛刻的前提條件，靠人的能力絕不可能完備。這更使
我確信是神的安排和旨意的是，中午簽完合同，下午返工就
得知下星期（至少在下個月早些時候）就要出差去 Bristol 做
實驗，如果這星期定不下來租房的事情，下個月很可能沒有
時間照顧得到租房這個事情了……主把一切都安排，一樣一
樣的按照祂的時間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只能驚嘆、讚美，
哈里路亞！

讓我們看到禱告可以使我們的信心堅
定，使我們手潔心清，使我們在平安喜樂中蒙主的慈愛與恩
典。僅此將現實生活中的簡短見證同弟兄姊妹分享，使我們
都能常在主裡面，主的話也常在我們裡面，凡我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我們成就。
願主祝福祂的話語，賜福祂的兒女，每一位弟兄姊妹，阿
門！
主內 王浩
2014.3.29 於伯明翰華人循道會
為主作見證，再一次

******************************************************
******************************************************
『梁秀偵的分享』
梁秀偵的分享』

我關於見證的體會
我關於見證的體會分享
體會分享

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這在聖經中有很多例子，如讓
年纪老邁的亞伯拉罕和撒拉生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
及；讓拉撒路已經死四天復活，以及一切的神跡……
其實不要說人妄想替自己贖罪，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中連
租房這些事情都沒有辦法自己處理得到最好。我的禱告見證
更讓我重新感恩主耶穌基督的寶血為我們贖罪，以及神的救
恩與慈愛。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
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
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9-10）感謝
主的恩典與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鍛煉我們的信心，真的感覺
得到那句感動的話——“你的信救了你”。

家好, 我是 Cherry. 現在人在香港, 想念起在英國的大家,
也想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
相信大家還記得我在英國後期身體不適, 那時候的我心想回
到香港後應該很快就會康復的, 因為在英國的時候, 已深深
也確切的明白神是一定會醫治我, 靈修的時候神也一直鼓勵
我說祂與我同在, 我所經過的是試錬, 為要祝福更多的人.
我在英國生病的時候, 的確神大大地使用了我, 讓我這患病
的身體, 原來還有能力去安慰其他人, 那時候發現了原來身
邊有很多朋友也生病了, 各種不同的病; 有的比我更嚴重,
可能因為真的自己也在生病, 讓我更能體會別人生病了的痛
苦, 我用自己的經歷, 鼓勵了同在生病的朋友, 互相勉勵 。
原來病了, 才使我更多的和更懂得去關心其他人, 感謝神。

主所

大

愛的弟兄姐妹，讓我們凡事禱告，凡事謝恩。在經歷苦
難的時候向主禱告，在享受喜樂成功的时候贊美主感謝主。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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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後, 以為一切就會好轉,但我要告訴大家, 我到現在
還沒有康復過來, 哈哈,大概神還有使用我的地方。
其實時間久了, 人的心真的會軟弱, 雖然每天的靈修神都在
鼓勵我, 叫我要忍耐, 但我的心開始疲倦了, 軟弱了, 開始發
出埋怨的聲音, 為什麼神遲遲還不醫治我, 有時心情也忽然
變得很失落. 因為我中藥試過了, 西藥試過了, 現在更嘗試
了自然療法, 但只是令我本來不受波及的面部, 現在也長出
疹子來. 身上也由原本的只是痕癢, 變得有點會痛. 每一次
問醫生, 答案也是”因為毒素還未排清”, 爸爸媽媽也每天
地跟我說”你個醫生唔得喎, 點解仲係唔好”, 使我也感到
很有壓力，我不停地上網找資料，看看有沒有別的醫生。
但是近來, 神在靈裡提醒了我, 靈修的時候神由剛開始說的
叫我要忍耐, 現在卻反問我的信心足不足夠, 祂跟我說”這
事出於我, 你是不是渴望為我作些偉大的工作, 結果反倒卧
病在床呢? 我是管理環境的神, 你所處的境遇并非偶然, 都
有我的美意在其中, 你的軟弱需要我的剛強, 你的平安在乎
讓我替你爭戰。”
我忽然好像明白了什麼, 我忽然感覺到自己實在很對不起主,
我的信心為何那麼小。我在英國的時候情況比現在更差, 卻
也懂得去讚美神, 感謝神; 反倒現在只是病情反覆了, 我就
非常的不快樂而且埋怨神。
我忘記了神才是最大的醫生。

跟神承認了我的軟弱, 我求神去加添我的信心; 神好像開
通了我的眼睛, 有聲音問我說”難道現在疹子發出來了一定
是不好的事嗎?”
我們常常只看到了眼前這一刻所發生的事, 好像現在的不好,
以後也不會有好事似的, 然後就一直在這一刻所發生的不好
裡不停難過, 卻忘記了神原來已經把美好的事放在前面了.
聖經上說: “主說: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
棵桑樹說: 你要拔起根來, 栽在海裡, 他也必聽從你們” 我
相信主是要我學習信心的功課, 我希望能像哥林多後書 6 章
10 節所說的”似乎憂愁, 卻是常常快樂的”. 我要為主願意
給我試錬而喜樂。
另外，神在我的工作上也給了我很大的祝福, 我回來香港後,
寄了只有幾份的 resume, 然後只 interview 了一間公司, 那就
請了。我本來以為自己沒有工作一年多, 應該很難找工作, 我
也自問是 interview skill 很差的人, 不過我是相信神會給我最
好的, 所以找工作的時候, 我都跟神說, “若不是你的意思,
那就不要給我”, 想不到神的恩典如此快臨到, 感謝神工作
是五天的, 更讓我感恩的是在薪金方面, 居然比我要 expect
的更多, 我的一些朋友都說見工時常常被僱主壓價了, 在這
個市道,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有公司會比 expected salary 更高的
價錢. 感謝主!
在工作裡, 也遇到了很好的同事, 而且也有機會跟同事分享
了一些基督教的信息, 希望神會使用我, 祝福更多的人. 現

回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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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月, 有些運作仍然不太清楚, 願神賜給智慧,
好讓我能在工作上榮神益人.
所以身在英國的你們, 願你們也不要為明天憂慮, 希望我們
能一同學習,把眼目放在神的身上, 學習依賴祂, 信靠祂。
願我這個見証能大大地給你們鼓勵, Amen!

令會及佈道會。那年春令會讓我開始知道跟隨神是什麼一回
事，亦讓我開始懂得開始於神面前承認自己所犯的罪。那年
報道會時於周太太的鼓勵下，我做了第一次的決志。那刻我
感受到聖靈的感動，是滿滿的，直到現在還是歷歷在目。於
兩年間，幸運的我認識了一班十分照顧我的朋友，若沒有他
們帶我認識神及給予我支持，單靠我個人的力量應該比較難
渡過第一年他人嘲笑及言語不通問題。直到現在，我還十分
感激當時 Liona 幫我尋回我一直欠缺的信心，更讓我慢慢學
懂如何去依靠對我不離不棄的神。
於英國生活大約兩年，一切都開始習慣的時候，神將那份禮
物突然收回了。可是，我卻知道跟隨神的路才正式開始。雅
各書 1:2-4「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
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
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回想起那時候的
我，我當然會失望，會有十萬個為什麼，但我亦欣然接受了。
我接受了神給我的安排。7 年間的經歷令我深深體會到神對
我的思典及安排。7 年間，我一直努力跟隨神為我揀選的路
去走，對於回到英國生活的渴望並沒有減退。大衛在巨大危
難中、看不見出路時，寫下他對上帝的等候：詩篇 27: 13「我
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因
此祈求回英國的同時，衪讓我學懂等待。詩篇 40:1「我曾耐
性等候耶和華，衪垂聽我的呼求。」更要相信衪的計劃比自
己定的方向更好。以弗所書 5:15-17「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
像愚昧的人，當像智慧的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三思而後行
是必須的，每一個決定主宰了我將會遇什麼的困難，但盡管

在工作了一個

〈簡君祐得救見證〉
簡君祐得救見證〉

簡君祐)出生於一個小康之家。媽媽從小就對我有所期
望，因此從幼稚園到小學都為我安排入讀有一定知名度的學
校。同時，就算她每天工作八小時，回家還是以精力充沛的
狀態與我溫默書、對功課、做練習…… 可惜，小女並非聰穎
之輩，背頌能力欠佳，更有經常發白日夢的習慣，所以經常
換來當頭棒喝的責罵及突如其來的後腦襲擊。這都是小時候
的 “DAILY ROUTINE”，久而久之我開始討厭這個家，甚
至討厭那個我覺得只會嫌棄我的媽媽。或許因為反感的關
係，我甚少跟爸媽傾訴；於朋友或其他人面前亦甚少說話，
避免講多錯多。為了招架媽媽的監管，「講大話」技巧亦由小
學程度提升到中學的熟練。中二時可以去英國讀書不單止是
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願望，亦是一種解脫。現在再一次回望
過去，那短短的兩年的英國生活可算是我人生其中一個很大
的轉捩點。
兩年間影響我的人和事有很多。印象較深刻的是 2005 年的春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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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多難熬，只要我依靠神，祂必將我的憂慮、重擔卸下。
彼得前書 5:6-7「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
了時候，衪必叫你們升高。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
因為祂顧念你們。」祂令我慢慢學會承受及面對各種難受的
事、原諒傷害我的人、體諒及明白他人的感受。神，祂清楚
知道我們每一個人能承受的重擔有多少，衪不會讓我們倒
下，因為神 愛世人，甚至犧牲衪的兒子為我們贖罪。
2013 年祂安排我再次回到英國，過去的 7 年好像是祂為我
計劃今天回來作的最好準備。今天，我愛我每一個家人，因
為我明白他們一直的用心良苦。我更學會如何跟爸媽分享我
的生活，令他們不再擔心。今天的我不再自卑，更學會爭取
及珍惜神賜給我的機會、智慧以及能力。走在神所指示的道
路上，無論是依靠衪的心或是祂給予的目標，我懂得去堅持，
直到終點，直到重遇祂的那天。

教會近期活動

事

盼望舉辦《三福》個人佈道訓練班，有意參加者，
請速向張楊偉虹姐妹報名。

1) 本堂

0
洗禮及慶祝復活節，接受此次
的洗禮者有：王浩、簡君祐、李彥華、黃思。

2) 4 月 2 日教會將舉行聖

謹訂於 8 月 25 日至 28 日舉行本年夏令會，敬約
弟兄姐妹預留時間來赴會。

3) 本堂

於 9 月 2 日至 6 日舉辦衛斯理尋根團，並將由
盧龍光牧師帶領，請兄姐預留時間，共沐主恩。

4) 本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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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會講道

===============================================
『小小的
小小的分享』
分享』

竭文

6) 6 月 25 日由英國餐福舉辦張崇德、劉美娟音樂佈道
會，地點：新中英飯店，請邀請朋友們參加及代禱。

母親節(Mothering
母親節(Mothering Sunday) 剛過去，
剛過去，你有否想到你平常是如何
對待父母呢？
對待父母呢？只是提款機嗎
只是提款機嗎？只是給我一切所需的嗎？
只是給我一切所需的嗎？
我們應該付出我們的關懷及愛
我們應該付出我們的關懷及愛，
及愛，因當失去的時候，
因當失去的時候，做甚麼想

7) 若信徒是一位納稅者而有給教會奉獻，就懇請參加本
堂的退稅計劃＜Gift Aid＞，請向廖薜恆燕姐妹索取參
加退稅計劃。如你的奉獻是入信封並填上名字，教會
也能從政府收到一些退稅。

修補也沒辦法了。
修補也沒辦法了。
「你們作兒女的，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要
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
父母，使你得福，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以弗所書六章一—二節)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