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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最大最後的異象
啟示錄7:9「此後，我(使徒
約翰)觀看，見有許多的
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無限信
主的人)，是從各國各族
各民各方來的….。」

此段是我們熟悉的經文，看
過、讀過、聽過；但一直都不
太在意。十多年前，我和師母
往泰國、緬甸、寮國、金三角
地帶的美賽鎮宣教時，無心插
柳，柳成蔭，我們看到昔日老
約翰的異象。
一天清晨，當我讀到信主的
人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來，“方”中文不太貼意，
好像方向、地方，英文和泰文
聖經“方”，即是方言
Language。原來在此出產鴉片

地帶有三百萬人，廿多個少數
民族。我們設立了「天恩宣教
中心」，栽培百多位青少年，
差派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用
自己的鄉話向自己的同胞、同
學、同事傳福音是最有效的，
是多快好省，事半功倍的札根
宣教。現在西方很難找到獻身
的宣教士，就是找到了，費用
也驚人。現在從北美差派一對
到泰北宣教士，費用一年是六
萬美元，即二百萬泰銖。我們
可差派廿對本土少數民族宣教
士。
當我讀到經文：信主的人是
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
Language，我省悟過來，拍案
叫絕。我看見了昔日，靠近主
懷的“愛”門徒，在拔摩島的
監獄的“最大最後的異象”。
很多神學家，解經家都爭論，
主再來時，我們是在災前，災
中，災後被提？這一切都是“
多餘”的！主要我們努力向萬
民傳福音。

在廿一世紀宣教第一應該是
著重本土宣教、栽培、打發、
支持少數民族，讓他們用他們
的方言Language宣教。故我們
“天恩基金會”有敬老扶幼，
我們在溫哥華有兩間安老院，
150位平均年齡88歲的耆英。
每月奉獻一萬元加幣，可支
持泰北栽培100多位少數民族青
少年。當我們努力宣教，實踐
最後最大異象，才能聽到主耶
穌：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
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要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不再有死亡，悲哀，
哭號…。
更聽見主說：我要快來。啟
22:7、12、20 (三次)。但願末世
眾信徒與昔日信徒，同頌聖經
最後一節經文：「主耶穌阿，
我願祢來。」啟22:20
(編者按：李世勳牧師乃本院
董事，熱衷於普世宣教。)

忠心良善的僕人：鮑娜姐
鮑娜姐，她的年紀其實不是
太年長，但是大家是為了尊敬
她，學院師生和同工們都是這
樣稱呼她，可見她在學院負責
的工作非常重要的。
每天早晨，她最少駕駛一小
時車程，從家裡開車到學院上
班；每當遇上惡劣天氣時，崎
嶇的山路非常難行，沿途又會

水浸，她仍然不辭勞苦，盡忠
職守在學院工作，努力地事奉
神、服侍人。尤其令我感動的
是她曾患癌症，在接受化療期
間，精神稍為好轉，她仍然帶
著有病的身體來到學院，照顧
著她所惦記的每個人。
鮑娜姐的工作之一是負責安
排膳食，每次採購的食物，她
1

李世勳牧師

陳詠虹

都會精心揀選，不單新鮮有營
養，烹調煮法也別有特色，很
是好吃。她甚至時常把朋友送
給她的美食拿出來，讓大家一
起享用。
每次在學院看見鮑娜姐，她
總是滿面笑容，釋出愛心和善
意。她又喜歡與大家傾談，關
（下接第 3 頁）

平凡生命的召命～馬其頓的呼聲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現代雙職變全職事奉好榜樣.上文刊登於「通訊」
2020年8月號)

事實上，正如聖經說我們原
都不是屬神的，卻蒙了神的憐
憫成為了神的子民，得了上好
的福份，脫離了永恆的詛咒。
我們真正的家是天家，現在的
只是暫時的居所，儘管我們是
平凡的人，卻是有著從神而來
的不凡的使命。若主沒有呼召
你出去宣教，你也是帶有使命
對你周圍的人傳福音。所以我
們就要在生活上不要隨波逐流
去跟著現今的世俗觀念走，要
有生活上的見證，和睦的家庭
生活，在主裡積極而滿足的生
活態度。當生命發出了馨香之
氣，也必成為美好的見證。
在劍橋事奉23年了！不得不
慨嘆時光飛逝。回想起剛來到
這裡的時候，真是矇矇懂懂，
那時還不知道該如何開展福音
工作，又要面對一大堆現實生
活的問題，信心一次又一次的
打擊。但天父總不丟棄我們，
每一次的經歷都是一個美好的
功課。
而其中最深刻的就是當鳯仙
Rosa的母親在澳洲病重，因英
國居留簽証的耽擱直至彌留時
刻才能趕往澳洲探望。在途中
飛機上心情極為憂傷時，禱告
中得蒙天父答應可見母親最後
一面。到埗後，竟然母親告知
天父也曾在她昏迷時叫她等待
Rosa到來，最奇妙的那竟是在
同一時段發生的。結果Rosa可
以與母親相聚三天後，天父才
把母親接走。這個見証不單幫

助了Rosa爸爸在回天家之前三
個月信主，也在我們之後的宣
教歲月中，堅固了很多人的信
心。可見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15年前教會的建立也是一個
驚濤駭浪的過程，然而所經歷
的種種難處，最後不單沒有擊
退我們，更反而變成是讓我們
親嚐天父奇妙大能的機會。
當時我們經歷了7年流淚撒種
艱辛，帶領着一群初信的中國
大陸學者家庭，奇蹟般地在沒
有任何的支持下把「劍橋中華
學人基督教會」建立起來，而
當日一群毫無教會背景和觀念
的信徒也漸漸成長起來了。
15年來那些來自那惡者的種
種攻擊，無疑使教㑹曾經輭弱
過，我們也灰心過。但現在教
會弟兄姊妹都願承擔職責，且
非常支持我們的校園事工。帶
領我們經過這一切的是父神，
是主基督自己。我們並沒有什
麼可誇的，有的只是感恩。
23年以來我們除了在劍橋的
福音工作外，還有機會遊走在
英國和歐洲不同的城市中，參
與不同的教會和營會的事工。
每次証道後，看到信徒們臉上
的喜樂，傳福音後有人決志信
主，輔導後看到受輔導者臉上
的釋然，確實是讓我們有滿足
感。
但更多時候我們就像那些默
默地守候在小溪旁等待著魚兒
上釣的人，在一個小地方，小
教會，耐心守候著那川留不息
的人群停下腳步來，不單只是
探究博大精深的學問，或只顧
追求功名利祿，更願意去思想
生命的問題，接受福音。漫長
艱辛的過程雖然是非常磨人，
卻成為父神鍛鍊我們忍耐和忠
2

(續)

鄺維新長老夫婦
心的功課。
踏上了全職事奉之路，又是
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單是籌募
校園宣教的經費，對我們這些
本來是“織帳棚”宣教來說更
是一個挑戰，因很多時候接受
幫助比去幫助別人更是困難。
此外等待着我們去學習的功課
還有很多，面對著新一波又一
波來自中國大陸的訪問學者和
研究生，求主讓我們有更堅強
的信心，靠着聖靈所賜的力量
去打那更美好的仗。
莊稼已經熟了！求那感動戴
德生的靈今天感動更多的弟兄
姊妹回應祂的呼召投入支援劍
橋校園事工，為基督贏得這世
代的知識份子！

陳鳯仙牧師 Rev.Rosa Chan

美國基督使者協會宣教士、
劍橋校園同工、劍橋宣道會義
務牧師
鄺維新長老 Elder Edward
Kwong

美國基督使者協會宣教士,
劍橋校園同工、劍橋宣道會長
執會主席、劍橋校園中心主任
、宣道會歐鄰團契副主席、倫
敦華人基督教聯會主席、英國
基督使者協會董事，國際歐華
神學院董事。
Contact: email: edkwong10@gmail.com
Mobile: +44 7919523308
WeChat: edkwong10
Telegram: AmazingGrace20
Address: Cambridge Campus Ministry
Centre, 111 King Street,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B1 1LD,
United Kingdom

因禍而得福？
各位師長及校友主內平安！
現在各國一同處於世界性的
災難抗疫情境中，從３月份開
始至今我倆已禁足不出門，出
生於香港，後來移居紐約市，
這兩個地方都是世界最繁榮人
口最密集大城市，要安坐家中
有幾個月足不出戶是一生人從
未有過的體驗，我反而大有得
益。
［養兒防老］這句話是否已
經不合時了？現代人有經濟能
力喜歡獨立生活方式，平時在
生活上都沒有倚賴女兒照顧的
習慣，［因為是離開她們有１
３年去了巴拿馬事奉］ 紐約市
是今次疫情全世界確診人數最
多的城市，有基礎病的老人更
加要小心保護，雖然我們的女
兒都同住在紐約市，平時都是
各有各忙不是常見面聯絡的，
但疫情使她們非常緊張我倆吩
咐不要出門，為我們預備很多
食物和生活用品，每隔幾天就
送東西來應有盡有 ; 每日都在
視像裏問候我們情況？ 和孫女
見面看見很開心，與兒孫們感
情和距離更加拉近和溫馨，神
在疫境中給了我們和家人更大
祝福 ！
［一無所缺］今次疫情對紐
約經濟損害是破記錄的慘重，
被疫症奪去寶貴生命損失人數
是大災難的慘痛，但紐約人在
困境中醫療隊團結精神可嘉，

政府對社區服務福利關顧工作
增加很多，對老人家的照顧週
到，每週３天送餐到家門口我
們都有份得到受惠，老人中心
都有職員打電話問候，平時我
們對人情已很冷淡，在疫境中
反而覺得人間有愛和溫暖，最
初時人人擔心都去儲糧，搶購
食物，相信現在每人的家裏都
有食物過剩？我沒有去搶購儲
藏大量食物，但反而更加豐富
有雙重享用，女兒和政府老人
中心都不斷送到，對疫症我們
要小心，但對神不能小信，不
要為明天憂慮，神才是世界的
供應看顧保守！
［靈糧充足］現在教會因為
疫情原因全部集體聚會都取消
了，幸好現在是科技時代能透
過網絡可以個別待在家裏聚會
敬拜，我們的教會每個主日分
有４堂崇拜、４班的主日學、
下午有多個團契聚會、職員開
會、時間都非常緊湊忙碌，平
時沒有可能參加全部聚會只能
選擇合適自己時間的；反而現
在網上全部各堂主日崇拜、主
日學、團契都可以參加。教會
晚上的祈禱會、查經班、都很
少參加因為老人家晚上外出不
方便，現在網上又可以輕鬆地
參加慢慢聽。
神一切的安排高過我們所想
所求，神話語使人得飽足是真
正豐盛！

［疫情給我們真正的啟迪是
甚麼？］今次疫情使家人之間
的關係更親密，肢體之間互相
效力，有更多時間去愛人關懷
社群、新朋友、患病的、失業
的、他們從困境中得安慰看見
神的愛。我們生活在物質豐富
和繁忙社會裏，有機會能停下
來安靜親近神和聆聽神話語，
是一件很難得的美事。不是幸
災樂禍只是在疫情中逆流而上
啟發出個人屬靈生命，我相信
任何事情發生無論是好事還是
壞事，背後都有神的心意自己
應該如何回應？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
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約書亞記3: 4
今年內本應計劃回巴拿馬參
加校友慶典，和安排第三次與
教會短宣隊再到巴拿馬短宣，
現在只好等待神的安排？
能在巴拿馬有１３年時間學
習與事奉，是我倆難忘的經歷
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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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問候同學們近況，所以同學
面對大小困難，都樂於與她傾
心吐意；她又盡量為各人尋找
解決的方法。鮑娜姐無形中營
造了一個穩妥可倚靠的環境，
讓那些從海外來這裡求學的同

學，可以安心專注地讀書。
鮑娜姐也要負責學院兩位本
地同工的工作安排，他們是負
責清潔和保養校園。鮑娜姐也
很用心對待這些同工，每年聖
誕節，她都精心挑選合用的禮
物送給他們；有時他們工作不

理想，她仍然帶著愛心去教導
他們，細心指引他們應該如何
改正。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
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快樂。」（太25:21）
鮑娜姐，謝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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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卓培夫婦 David and
Shirley Ng 第二屆畢業校友

學
1. 學院現況
(一) 因疫情原因，巴拿馬機
場封閉延至8月22日，而Copa航
班要到9月3日才起飛。
(二) 今年第一、二季講師們
只能在網上上課，有些國外延
伸課也準備要如此做。
(三) 學院廿週年特刊正在努
力製作中，估計可以照計劃於
九月間出版。
(四) 本來今年5 月29日至6 月
7 日，由本院及恩霖中華合辦
之「聖地旅遊學習團」，因疫
情現在暫時延到2021年1月30日
至2月8日才能成行。

2. 校友消息
(一) 在南美之校友：
a. 李恵祥傳道：在法屬圭亞
那宣道會事奉，他報導說：教
會名字是“基督教皆因華人宣
道會”，於1993年成立。現在
聚會人數約80人，兒童30人。
早期它是屬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聯會，現在是獨立教會。三年
前購入一幅4000平方公尺地，
現正開始建造新堂。全部費用
約160萬歐元(€)，約為180萬美
元，希望明年完成，請代禱。
b. 劉武揚傳道：緊貼疫情作
嘗試在微訊朋友圈上分享神的
話語。7月28日更是秘魯199年
國慶。封城第135天有39萬5005
病例。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
存。」(詩篇 136:1-3 )
(二) 在中美之校友：
a. 藍敬雲校友：最近兩次進

院

動

醫院接受治療：一次因跌倒，
幸虧沒有跌斷腿骨；另一次因
血糖太高。請為他身體健康代
禱。
b. 王琨璞傳道夫婦：吳蘊賢
師母在家養胎，因尿有菌，血
壓血糖升高。醫生開給孕婦的
藥很昂貴。預產期是九月十三
日。疫情禁足下，在家中網上
牧養ARRAJAN 教會，查經，
關顧及教主日學。
c. 侯保行傳道： 仍在家中
休養，三月封關後就沒有做物
理治療，背部仍有些地方不能
活動自如。
d. 胡鵬九牧師：心臟手術後
仍在台灣休養，八月哥斯達黎
加機場解封，胡師母將在14號
回台與牧師相會，求主保守。
e. 吳樹文傳道：安靜在家，
操練與事奉在家，全無牽掛。
(三) 在北美之校友：
a. 余雋禧傳道：正在南加州
金門神學院深造，還有兩年課
程。網上上課又要照顧孩子，
難於集中，求神加力，賜下聰
明智慧及集中力。
b. 聶深信牧師：轉往Arizona
之Phoenix 牧會多年，現在疫情
對牧會信徒打擊很重，請為信
徒的信心與教牧的堅忍代禱。
c. 敖薇傳道：教會的長者較
多，她們都不懂上網，所以我
們要用conference call來牧養他
們，而且都需要個別教導他們
怎樣使用， 所以需要許多人手
及耐性來服事。
d. 呂偉青牧師：感謝主內牧
長和弟兄姊妹的關心和代禱。6

態
月初小蘭師母的身體健康出了
狀況，需要去了醫院急症，現
在已經回復正常了。女兒Alice
在家參加教會辦的暑期班，星
期一到星期五白天都在網上有
活動，這樣挺好的，感謝神的
安排。
我們原定7-8月假期到巴拿馬
服事，因為疫情雖然不能實體
到巴拿馬，但是已經開始在網
上與巴拿馬教會聯絡並參與他
們的網上聚會，負責他們的團
契分享、崇拜講道、以及教一
個主日學班。另外，8月份要負
責一個哥斯達黎加教會的網上
訓練課程。感謝主為我們開巴
拿馬及中南美洲事奉的機會。
e. 何建華牧師夫婦：巴拿馬
疫情嚴峻，每天都有過千人感
染，教會肢體還好，只是有些
地區要封城，人心惶惶。自3月
起已用Zoom在網上聚會，神預
備了加拿大的牧者傳道給予我
們肢體很多訓練，感恩他們很
積極學習，7月初還開設了每周
弟兄團契聚會，每月有一次是
外展的福音聚會，願主繼續帶
領教會。
私人方面，感謝神在疫情中
能夠一屋變二，兩兒女都能有
自己居所，使我們再回巴拿馬
事奉時，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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