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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的事奉人生

陳西拉

撒母耳是哈拿向神祈求得來的第一個兒子，哈拿照所祈求的意願，直等到小孩子斷奶。就把孩子帶上示羅獻祭，將他終
身歸與神 (撒上一 24-28)。孩子撒母耳在神面前漸漸長大，一生事奉神 (撒上二 21)。
1．從童年起事奉神

童子撒母耳在以利面前事奉神，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不常有默示。(撒上三 1)。他就從小

學習事奉神，用順服和誠實的心聽從以利。可從神來的一次二次呼喚撒母耳時，他驚醒起來便跑去問以利是不是叫他，又照
以利的話，就把神所默示的一切話都告訴了以利、並沒有隱瞞．(撒上三 18)。我們便明白撒母耳受教的心，天真無異的學習
態度，使得神和人喜愛的心一齊增長。
2．長大後被立為先知

撒母耳長大了、神與他同在、使他所說的話、一句都不落空。 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列人、都知

道耶和華立撒母耳為先知。(撒上三 19-20)他做了先知後，當起監管一班正在受感說話的先知，像是辦起了先知訓練班似
的，(撒上十九 18-20)。可見他就是神所用的先知。
3．作以色列的士師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列的士師。他每年巡行到伯特利、吉甲、米斯巴、在這幾處審判以色列人。隨後回
到拉瑪、因為他的家在那裡．也在那裡審判以色列人、且為耶和華築了一座壇。(撒上七 15-17)。他非常盡責親自巡行到各
地處理百姓事件，應是很忙碌，但卻不氣餒，只求促進百姓們過着一個和諧平安敬神愛人的生活。
4．作祭司獻祭

撒母耳也是祭司，因他有做獻祭的工作，蒙神悅納，使非利士人就敗在以色列人面前(撒上七 10)。神也藉

着他膏立掃羅和大衛為以色列第一和第二任君王。有一次撒母耳約好掃羅在吉甲獻祭與神，但掃羅等過了預約時間見撒母耳
還未到來，他就自行獻了祭，此刻、撒母耳就來到了，便對掃羅說：你作了糊塗事，因為獻祭是祭司的工作。撒母耳隨後回
到拉瑪，因他的家在那裹也在那裹審判以色列人，且為神築了一座壇(撒上七 16-17)。
5．一生的事奉

撒母耳對以色列眾人說、你們向我所求的、我已應允了、為你們立了一個王。 現在有這王在你們前面行．

我已年老髮白、我的兒子都在你們這裡．我從幼年直到今日、都在你們前面行。 我在這裡．你們要在耶和華和他的受膏者
面前、給我作見證、我奪過誰的牛、搶過誰的驢、欺負過誰、虐待過誰、從誰手裡受過賄賂因而眼瞎呢．若有、我必償還。
眾人說、你未曾欺負我們、虐待我們、也未曾從誰，手裡受過甚麼。 撒母耳對他們說、你們在我手裡沒有找著甚麼、有耶
和華和他的受膏者今日為證．他們說、願他為證。(撒上十二 1-5)。從這段經文不難看到撒母耳的事奉心，是如何從幼年到
老年在以色列百姓面前行，何等盡忠職守。在工作中帶着同情感情和愛情，又有坦誠、愛心、忠心和

貪心，都有以色列人

為證。或許他一生中曾有過挫折，但不曾有軟弱，在任何困難中仍堅毅地忠心事奉。
他到了晚年退任時，對以色列百姓說：「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們。」
(撒上十二 23). 人生事奉的岡位會因年齡增加而有所調動,但可在老年時將把自已事奉的經歴見證出來，那考究出來的真理認
知傳承給下代牢記. 故仍然能從各方面做好事奉神的工作。真正做到一生的事奉,活出一個有價值的人生,因此主這樣說:你可
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卄五 23)…………………………………………………………………………………………………………….

巡訪南北愛爾蘭的報導
我夫婦及小女同行於 2008 年 7 月 10-14 日巡訪南北愛爾蘭聚會點，我們先飛抵北愛住張育粦弟兄家兩天，在兩天中
跟張弟兄夫婦多次查經聚會，又帶我們探訪他們的親戚及觀光。到星期六由張弟兄開車前往貝爾法斯特聚會所守安息
日，共有九人出席聚會，弟就以「天上各樣屬靈的福氣」彼此勉勵。在下午增加一堂查經聚會(以弗所書第三章)，大家
都勇敢發表心得彼此造就。北愛爾蘭自從和解平息衝突後，政府一直來修建各破壞之處，重視城市現代的建設，給予民
生平安居住。因而旅遊人逐年增加，很容易看到不少新觀光點，讓遊客止足欣賞。這是我在十年後回到巡牧過的地區親
眼所見的實况，我想福音的信息正要重新宣揚的時候了。在星期日北愛同靈與我們一行七人早上坐巴士前往南愛爾蘭首
府都柏林探訪弟兄姊妹，經過兩小時車程便平安抵達，有一弟兄已在等候我們到來，就把我們帶到聚會點，與弟兄姊妹
見面互道平安，一會兒後舉開特別聚會，小弟便引用腓立比書第二章的「三種形像」來彼此提醒。散會後享受他們愛餐
的接待，一面吃一面諮問同靈信仰狀况，便得知那裏有信徒七十二人，但大部分同靈散居到各處做工，故此每安息日只
有卄至卅人可以參加聚會，有一部分同靈便利用手機傳送聽道。他們都是年青人，信仰根基又不錯，因此大家都希望在
那邊能為神建殿興旺福音。綜觀以上實况，我個人認為日後應改派專職傳道專責每梯次一個月駐牧帶領兩個聚會點的發
展，用兩年工作計劃推行，盡我們的本分努力栽種和殷勤澆灌，等候神叫他生長就是。(林前三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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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手中的石頭

石 約 珥 証道

亞開 筆錄

奉主耶穌聖名一同與大家學習道理.石頭的功用在建築行業中担當一個重要的角色，可負起根基的重任、使地基更加穩
固、如主耶穌在比喻中人所講: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
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七:24/25) 除了作根基外、姊妹們愛好閃閃礫耀的鑽石、寶石都是從中頭中提煉出來、裝篩
美觀. 從另一方面來講、石頭可傷人甚至可置人於死地、視乎如何去善用‧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
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祢說該把她怎麽樣呢.......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间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
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
那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麽.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八:3/11). 文士和法利賽人的來
意和目的乃試探及要得着告耶穌的把柄,主耶穌早已知道他們心裏所懷的惡意. 我們每個人都有軟弱、犯錯、所以要僅慎自
己、不可常常指責或甚至想用石頭打死別人、這是最不明智的做法.你們中间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先拿石頭打...耶穌說:我
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蹟.當時有幾個人...和司提反辯論.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
住.就買出人來...他們又聳動了百姓...設下假見證說...在公會的人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司提反說.....你們這硬
着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眾人聽
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就說;我看
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大聲喊叫,...齊心擁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
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着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 徒六:8-15 七 54-60 ).從以上的
经文得到教訓,叫我們用愛心說誠實話.不可作假見證陷害人 ( 出廿:16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
那惡者(太五:37).
今天人總喜歡聽甜言蜜語,奉承的說話,故做成人與人之間的虛偽,忠言逆語,好話聽不入耳.俗語有說,言不可亂發;筆不可亂
劃,意思不可随便亂講話,因我們所講是要負上責任,而筆不可亂劃,殺人不只限於刀槍,一支細小的筆也可無言地殺人. 所以作為
信徒,說話要真實,不可作假見證. 群眾向司提反咬牙切齒,人發怒的時候帶來的後果是非常可怕. 有句話說, 怒髮衝冠, 因怒氣所
戴的冠帽都被頭髮衝破.
日常所聞的家庭不幸,兄弟不和;仇恨事件;種種的批評;指責等...都是由怒氣而起.怒氣帶給人類痛苦和不安‧雅各長老教導.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幔的動怒. 因為人的怒氣,並不能成就神的義( 雅:一 19/20 ).為何神所造的
人有兩隻耳朵一個口呢, 意思就是多聽少講.不是叫我們不可講, 而是慢慢的去講, 犯錯的機會較少, 叫我們慢慢動怒就是要多
去思想.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斕 ( 箴十四:29-30 )
所以生活上要常控制自己的情緒、不可動不動就大發雷霆、如何去消除心中的怒氣、使我們能做和平人呢？你當默然倚
靠神,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至作惡.因為作惡的,
必被剪除.惟有等候神的,必承受地土.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 詩 37:7-10 ) 我們要禁止怒氣、因怒氣會引至大禍而得罪
神. 當將你的事交託神,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詩 37: 5). 凡事交託與主、心裡就得平靜、生活上若有一棵安靜和平的心、弟兄
就能彼此和睦、生活就得喜樂. 神為何看中亞伯的供物而看不中該隱的呢?該隱大大的發怒變了臉色、神對該隱說你為甚麼發
怒呢,你為甚麽變了臉色呢. 你若行得好、豈不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創 4: 3-8) 該隱在日常生活上無信心、甚
至連最基本的献祭也沒有信心、故他所献的祭得不到神的悅納.此時的該隱不曉得改過、還遷怒於亞伯、以至將他兄弟亞伯
打死、他還以為神不知道這事、最後神問他、你的兄弟亞伯在那裡呢？該隱說、我豈是看守我的兄弟麽?他竟推卸責任、但
神對他說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了. 從這短短经文所得的教訓、我們若做錯了事、不可像該隱遷怒於他人、日常
生活若有犯錯要向神認錯，反醒自己. 該隱最終得不到神的憐憫、是可嘆可悲的鑑戒.
弟兄姊妹! 我們生活在神的愛中、要常存愛弟兄姊妹的心 ( 來十三 1 ) 假若將來不能見神的面如該隱、是件可憐的事，今
天我們所献的祭能否蒙悅納、視乎我們所行所作、是否蒙神悅納. 問題是在乎自己與他人無關.今天我們信神無非是想得神悅
納.你若行得好豈不蒙悅納.
在社會上、每個人都去争取屬自己的、用不同手段去達到目的、真教會是神的教會、教會的負責人是经信徒選上、不是
你想要做就可以的、若你有作工的恩賜、自然會被信徒選上、不需要自我推薦 、這點我們必須要明白、不可效法該隱、錯
而不認、沒有被選上或器重時而發怒甚至變了臉色. 結果被神趕逐,不能見神的面. 保羅教導當時的人,不可任着你剛硬不悔改
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 當審判大日來到、我們就担當不起、( 羅二 5)因此犯錯要認並悔改、錯不是一件羞恥的事、人是有錯
和軟弱的一日、錯而不認又不悔改才是羞恥‧
我們從前遠離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裡,靠着他的血,巳经得親近了.這樣,我們不再作外人,和客旅,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裡的人了
( 弗二 13.19 ).我們旣是一家人,本有一家的精神、該守望相助、彼此相愛. 不可再拿手中的石頭來傷害弟兄姊妹了.父
子之情、夫妻之愛、兄弟之誼，言中也包含著愛、血膿於水、兄弟之間要有道義之精神、為兄弟赴湯度火、義不容辭，兄弟
如手足, 這才獲得喜樂和温暖. 人難免有互相得罪, 誰人無錯呢？最重要是坦誠相愛、彼此認錯.
我們是一家人、當彼此尊重、追求和睦, 若能寬恕弟兄的過錯、便是自己的榮耀‧ 一家自相分争、那家就站立不住‧和
睦是需要大家努力去追求並實行、不可有仇恨、爭競、怒惱‧彼此放下手中的石頭、寬容相待. 不必向外宣揚彼此得罪的事.
我們是神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温柔,忍耐的心.倘若我們之间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
我們,我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西三:12-13 ).更要學習保羅的教言訓,不要以惡報惡...盡カ與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寃,寧可讓步,聽憑
主怒.主說,伸寃在我‧我必報應 ( 羅十二 17-19 ).弟兄姊妹們、我們把手中的石頭放下吧！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大家一起追求憐憫、和平信實的心. 願主祝福 啊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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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的信仰歷程

~ 明琴~

我是生長在台灣一個普通的家庭裡,與大多數人一樣,我們是拜偶像的,我記得我的祖母是熱心行善又熱心廟宇活動的人,
小時候就常跟著祖母到各廟裡參與祭拜,當我們逐漸長大,家裡並不如父母所願的那樣順利平安,原來我們所屬的大家庭也分散
了,不再有大家庭的繁盛.到了中學時期,連父母也產生了不和睦,家裡一度機乎破裂.就如聖经所說的一樣,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銀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口中也沒有氣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詩篇 135:15-18).就在我進入專科學校的時候,當時校園有基督徒團契,我很為他們所傳耶穌是愛所吸引.就在那樣的機會裡開始
了與神的認識.我就在學校裡一直参加團契,沒有歸屬任何教會,到後來想找一個教會受洗,就先去天主教看了,覺得那不是我想
歸屬的地方,後來就到中學同學的教會,她父親是長老會牧師,就在那裡聚會受了洗.在追求神的事上,沒有聖靈的帶領其實是很
軟弱的,雖然受了洗,也想要讀经禱告,但是就是沒辦法得到力量,所以常常到不同的教會,想要尋找不同的體驗,但是所得到的信
仰復興都是短暫的,我的生命在那時候一直是很封閉的.我到了台北教書,心裡還是沒有快樂,當時我一面教書;一面進修,準備出
國,心里卻蠻恐懼的.記得出國前做了一個夢,夢到我被関起來判了死形,正面臨槍決的時候,一個牧師來讓我釋放了,我一直不能
明白這個夢,但卻讓我放心的到了德國.
我到德國的時候先到柏林,住在一個台灣同學家裏.他看到我在讀聖經,問我是不是基督徒,就建議我搬去科隆找一個牧師,是
一個長老會的台灣牧師,在德國幫助許多台灣人,他就幫我联絡好了一切.過了兩天,我就坐了七個小時的火車到了科隆市,住進
了那位牧師的家,開始認識了一些台灣學生,也參加了音樂院的校園團契,查经聚會.我記得每次查经的時候,這兩位女孩子就能
解釋得合理而清楚又有根據.令我很羨慕,有一次他們正在邀請人參加海德堡的靈恩會.我聽了很感與趣,她們就開始向我傳講真
理,有關安息日的道理.我是第一次聽到,覺得很驚訝.這是新的道理,但是都有聖经為依據,就讓我跟著她們去參加靈恩會了.
但是當我聽到禱告的聲音時,卻感到很害怕.我很喜歡教會的道理,只是不能明白聖靈.一直到第四個安息日,當柯弟兄從創世
記到啓示錄講解聖靈時,讓我心裡開始渴慕聖靈.在結束的禱告中,我便向神說:神哪,如果這是祢的教會,求祢讓我的心謙卑下來;
接受祢的聖靈.就在這樣禱告之後,突然有一股力量從上面澆灌下來說起靈言,在當時我真知道找到了神,觸摸了神,從前的憂愁
煩惱,苦悶,都被神的聖靈以喜樂代替了神啊,人算甚麽,祢竟認識他,世人算甚麼,你竟顧念他(詩:144:3).神帶我走上了永生的路.
在信主之後並非事事順利,我當時一直考不上學校,受洗之後也考不上.當時很想回去台灣,帶我去教會的姊妹要我先去參加
神訓班,回來再算.參加完神訓班後,她說要禱告求神帶領,看神要我去那裡,神帶領我們到那一個地方都有衪的旨意.當我真正這
樣以神的旨意禱告後,我考上了一間離教會不遠的學校.當時教會人數很少,很須要有人參與事工,我的信仰其實是在神的憐憫中
一面服事成長起來的,記得一個期中考,是决定能否繼續修課的考試,我知道自己的資質並不算頂尖的.就像 林前 1.26 你們蒙召
按肉體來說,有智慧,能力的不多.然而感謝神的憐憫,我的成續是最好的,我的教授當時很高興,晚上請我去吃飯,我跟她說,當時我
都设有時間好好練習,因為教會的事情很多,但只是因為先求神國神義的原故,這一切都要加添給你們.我的教授是個基督徒,她
也很理解這樣的見証.我是一個卑微人,本來像被定了死形的囚犯,應該面臨沒有盼望的審判,但神還不斷向我施慈愛,是我不配
得的.
德國的音樂學制是五年畢業,若成續達到特優,則可再修另一學位,我當時只是一心想著畢了業要回台灣工作,況且自己的條
件也不是頂尖,不會期望自已能以特優畢業,但每想到神賜我意外的機會,再修一個學位,一般人應該是很興奮,但是我卻很煩惱,
因為我跟父親說好了;五年就結束學業,所以很難再向父親要求讀書经費,況且那時巳经和 Steven 訂婚了;而當時他也還沒有找
到工作,變成一種兩難的情况.
於是神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詩 78:72).神的預備就是這麽奇妙,就在開學的前一天,一個弟兄打電
話給我,問 Steven 可不可以去德國他的公司上班,很明顯的是神賜的機會,德國教會一直很須要人力的投入.神賜給我們世上的
好機會,也是要賜給我們服事成長的機會.耶穌說: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不是你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主阿祢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如末底改對以斯帖說,妳得了王后的位份,不是為了現今的機會嗎？所以真的不是我們強
過他人,而是神的恩典與憐憫的選召.願一切荣耀主耶穌,阿們‧

……………………………………………………………………………………………………………………

總會消息
8 月 4 ---5 日在迦福園教會舉開會議.各處工作報告:
總負責: a.五月份在澳魯景恊助宣道訓練. b.六月下旬與部份負責人巡訪一些教會;與地方教會同靈團契,交換工作意見.c.七月底
到南;北愛爾蘭巡牧.
宣牧處: a.東非肯雅教會有一些負責人因背道擾亂教會而被開除,目前較平靜地發展 .b.贊比亞最近開托有 30 多人受洗. c. 莫斯
科教會的信徒穩定;安息日聚會約有 60 人參加. d.九月份陳志榮與林永基準備同去巡牧.今年初曾去烏克蘭開托;與一
教派連絡,介紹本會的基本教議...仍有部份持不同看法. e. 全國宣道團今年工作目標是強化地方教會宣道組之間的聯
繫和合作. f.神學生廖觀煌九月份最後一學期回美國上課,隨後改往德國上課.
總務處: a.法制委員會仍在探討制定各項辦事細則. b.各地教會信徒名冊資料仍在進行中. c.總會負責人今年的計劃巡訪英國教
會已執行. d.曼城聚會點總務處將訂出管理辦法,交聚會點負責人同意去執行需向總務處報備.維修工程由總務處招
商估價交建築商施工.
財務處: a. 至 7 月 31 日為止共收到英國教會的賑災捐款為£16,688.00 . b.全職工人之退休金辦法已實施.
教育處 :a. 學生靈恩會順利舉開,三班共 160 名學生参加. b.青年神訓班分三個學年,今年三班集中在紐卡素教會上課.感謝主各
個協辦教會的支持及參與的同靈所付出的心力;願主記念.
文宣處: a.今年青年神訓班之文宣課程由 Angela Ho 和 AnessaHo 兩位姊妹分擔講課. b.約聘的半職編輯何凱菁姊妹因本身之工
作可能減少工作時數. c.繼續加強電腦網絡宣道小組之工作,其會議有待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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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接上頁) 討論及議决事項:
1.通過紐卡素教會提名按立何德輝, 何天運弟兄為執事案.2.通過里斯持教會提名按立廖志偉弟兄為執事案.
<>總會按辦事細則去公函通知各地教會在一個月內提出異議.
3.都柏林聚會點購置會堂案;英總建議當地同靈先行召開信徒會議通過購堂提案後即成立建堂委員會,可邀請英總两位負責
人 加入參與協助.4.計劃增加專職傳道人一名案,請宣牧處修正及補充資料提交下次會議討論.5.財務處之開源節流案.保
留所提出之部份建議不以討論,待各地教會落實申請登記為慈善團體後再行考慮.至於傳道基金的使用方法可立專案討論之.
請財務處按修定之意見整理後提交今年的代表大會討論.6.修正專職人員福利與薪級辦法案.仍依照現行辨法實施.往後若有
必要可再提出討論.7.法制委員會所修訂之英總辦法及各項相關條例草案.下次會議討論.
8.聖樂小組之組織運作及工作目標方案.因具體理想化推至全國的聖樂活動難以落實及合適勝任人選等問題因此暫未有此組
織需要.9.需要联總派人協助之工作再向各地教會詢問明年的工作需要,才回覆联總.向非洲宣道小組建議:由每年差工人六
梯次,每次兩人.改為每年十二次,每次一名工人加義工(另一名由非洲當地工人陪同之).如此,一年十二個月均有工人在非洲工
作.10.明年各國教會代表大會之聖工研討會(主題:尋回迷羊;開船入深海)之探討.發函個別邀請地方教會的負責人出席参加
訂於十月 27 日的負責人同工团契活動的研討項目.11.有関提交明年世界代表大會之各項提案或建議.a 下次會議推選代表参
加世界代表大會.b 對張巴拿巴派系信徒及執事歸回本會之問題,請宣牧處寫出提交联總的提案在下次會議討論.
12.联總嗎哪英文雜誌的分派方法.請文宣處联絡各地教會;調整所需的份數向联總文宣部訂購直寄到地方教會,郵費由地方
教會自負.13.曼城聚會點牧養問題.當地缺乏領會人材;有來自中國的同靈,需要探訪工作.建議宣牧處儘早將明年的工作排定,
工人早安排並做週全準備.
臨時動議及其它事項:
1 通過主席建議調整貝爾法斯及都柏林的牧養方式;指派一個專職傳道人隔月駐牧一個月,一年中有六個月在當地,為能使其發
展成祈禱所.交由宣牧處編入 09 年的工作計劃中,試辦两年.
2 各地教會 07/08 年度之教勢及英總各單位之報告,請早寄交書記彙集辦理.
3 信徒填寫婚姻申請表後,教會依何程序辦理?下次會議確定程序,編入聖工人員手冊中.
4 英国目前不同地區共有十一處聚會點的统一稱謂.一律以聚會點(Service Place)稱之.凡目前直屬英總的聚會點可放置英
總網頁上;地方教會的聚會點不必要放在網頁上.宣牧處以公函通告.
<>下次會議十月 13,14 日於澳魯景教會

教會消息: Church News (July – September 2008)
里斯特 Leicester. Visiting Minister Dn. Sing-Yi Lin and his wife visited Leicester during the week of 28 July. Dn
Lin helped with the wedding of Bro. William Ho and Sis. May Liu, led services and conducted a Sabbath fellowship
on 2nd August, after the main services. Concerning the latter, Dn. Lin shared with us teachings from the Bible about
matters such as wealth, status and education.
Baptism:Thank God, on Sunday 3 August, four people received water baptism 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 River
Trent in Nottingham. Three were babies: Chloe Lee, Thomas Nam and Jonathan Shek. The fourth was a
Zimbabwean friend who has been worshipping with us for some time: Flora Magombo. Please remember them in
your prayers, so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guide their footsteps, and to enable them to grow in the grace of God.
Prayer Requests:We continue to ask your prayers for the following local brethren:
• Sis. Wendy Leacock, who has now completed her four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and is back at home.
• Bro. Johnny Liu who has started his second year of theological training in the USA.
• Dn. Luke and Pr. Michael Chan who are doing God’s work both in the UK and overseas
.
澳魯景教會消息:
~有從美國加洲沙加緬度(Sacramento)祈禱所之同靈;魯弟弟兄與張天慈姊妹夫婦(Ruedi & Tammy Egger)來訪.他們本是來英國北
部渡假,專程駕車來教會參加安息日聚會.
~林信義長老夫婦,受差派來英國協助聖工到澳魯景教會巡牧.
~陳志榮傳道巡牧,是本年度被安排在本會牧會的最後一次,此行有主持青少年婚姻座談會,切實地關注青少年的交友與婚姻問
題.感謝主,傳道!明年再見!
~為本會舉開之第廿三屆靈恩佈道會.主題:“得地＂.禱告會由本會負責人分擔主持;而靈恩會之課程均由林信義及陳志榮主講..
會中又安排本會之石秀英弟兄;及林長老娘(沈香美姊妹)見證信仰中的體驗,主恩豐盛,感謝主!此次靈恩佈道會有十多位慕道朋
友來聽福音;也有從迦福園,愛丁堡教會執事及同靈前來赴會共沐主恩.有一位嬰孩接受大水洗禮.“你年紀老邁了,還有許多未
得之地…(書十三 1-7).同靈們,起來吧!我們同心努力,向東西南北觀看,要得那未得之地!
~教會舉辦活動日.參加者除了本會同靈外;還有三位慕道者和正在巡牧中的陳志榮傳道.
~石約瑟傳道夫婦到來巡牧.牧會期間主持了弟兄團契,成人班查經禱告會.傳道夫婦又往訪各個家庭和阿巴甸區的同靈,愛心的
代禱與關懷,願主記念!~來訪有從香港的石婉雯姊妹;黃偉賢弟兄一家四口;石小燕,石小玲姊妹;還有來自美國的梁雅詩姊妹(梁
得仁傳道之女兒);愛丁堡教會的陳長嬌姊妺;石連有弟兄一家四口;梁天送弟兄一家三口;及來自南部 Norwich 的杜容興弟兄夫
婦.~有迦福園教會姊妹團契負責人一行六人到訪.與本會姊妹們分享事奉心得,信仰經歷和期望.教會安排了晚間聚會.願主記念
妹們的熱情與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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