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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	2022-23 學年開始招生，求主預備學院今年的收生；也求主記
念 4 月 9 日的招生活動「無懼風浪　細察主心」獻身日營可以
順利舉行。

•	學院現招聘行政主任一職，求主預備。

校友消息
•	恭賀校友俞裕樂（BTh	 2008）於 2022 年 3 月獲竹園區神召會
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他往後的牧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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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寒假本地跨文化短宣和
佈道實習均能順利完成，同學們在這次實習有着不
同體會。今次的經驗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務要
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
後四 2）我們不知道機會幾時會無聲無息地被奪去。



專題文章

何西阿先知的靈命塑造
何西阿先知的靈命塑造始於神呼召他去娶一個淫婦為
妻，並養育淫亂的兒女。神是何西阿先知靈命的塑造
者，同時何西阿先知如何回應，也決定了他靈命被塑造
的效果和結果。在這過程中，塑造者與被塑造者之關
係，一方面是基於神的主權，另一方面是在於何西阿先
知的自由意志和行動。靈命塑造的過程是兩者既動態又
多元的互動。

靈命塑造：先知的經歷與行動

先知的召命在於領受神的心意，並將神的心意傳遞給神
所指定的受眾。1 此既是靈命塑造的目的，也是方法和
內容，三者常常交織在一起。先知被呼召，不只是宣講
信息，更要做一些事情，或稱為「先知的行動」2，如
神吩咐以賽亞先知露身赤足行走三年（賽廿 2-3），吩
咐耶利米先知不可娶妻和生兒育女（耶十六 2），吩咐
以西結先知左側臥 390 日、右側臥 40 日、吃牛糞烤的
餅（結四 4-15）等。可見「先知的行動」、「先知的
信息」並「先知的生命（靈命）」是息息相關的。

上述命令都是一些高難度的行動；而神吩咐何西阿要做
的，是娶一個不忠的妻子，養育淫亂的兒女，這吩咐比起
要求其他先知要作的行動，可算是最不近人情，甚至是
有違倫理與誡律。3 然而，何西阿先知卻順命去執行，4

既沒有像那位「後無來者的先知」（申三十四10）般
討價還價（出四1-17），也沒有如流淚先知的自謙（耶
一6）。和合本聖經簡潔地記載：「於是何西阿去娶
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這婦人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
子。」（何一3）。希伯來文聖經是用兩個第三身陽性
單數的動詞開始此節經文：「他去、他娶」；「他」就
是指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先知以行動回應神在何西阿書
一章2節「去」和「娶」的兩個命令，經文沒有記述先
知的掙扎或疑問。

何西阿先知被喻為第一個以婚姻盟約比喻人神關係的先
知，5 他透過實際的經歷與行動來見證及宣講這真理。6

經歷與行動是先知宣講的基礎，也是神塑造何西阿先知
生命的一個途徑。

靈命塑造：順服神的吩咐

在十二小先知中，最不順服的是約拿；約拿書的結構和
內容，正是反映神要培育約拿先知的靈命，而非單是拯
救尼尼微城的人。7 何西阿先知以行動、生命、生活來
回應神的呼召，反映他的順服和勇氣，並且肯付代價的
精神，而最終此真心順命的行動，讓何西阿先知體會上

 1. James D. Newsome, Jr., The Hebrew Prophet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4), 10.

 2. 又稱為先知象徵性的行動，這些行動都預示上帝的心意和計
劃。魯斌著，伍美詩譯：《希伯來先知導論》（香港：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2014），333。

 3. 利未記二十一章 7 節禁止祭司娶妓女、被污或被休的婦人為
妻。雖然何西阿先知是否有祭司的職分仍未有定論，但先知
作為神的僕人，娶淫婦為妻肯定避免不了爭議。

 4. Heschel 與 Robinson 視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為真實歷史的事
件。筆者認為他們立論的理由比視此婚姻為比喻、象徵故
事更令人信服。詳見 Abraham J. Heschel, The Prophet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53. H. 
Wheeler Robinson, Two Hebrew Prophets: Studies in Hosea 
and Ezekiel (London: University of Oxford, 1948), 12-13.

 5. Walther Eichrodt,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 
John Baker, vol. II (London: SCM Press, 1967), 291. Renita 
J. Weems, Battered Love: Marriage, Sex, and Violence in 
the Hebrew Prophet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27-28.

 6. Heschel 說得好：「先知們的宣講並非基於個人的經驗或內
在的醒覺。而是基於一個屬神的經驗、一件屬神的事件。默
示不單是發生在先知身上的一個行動，而是先知親臨一件屬
神事件的時刻。」Heschel, The Prophets, 434-35.

 7. 約拿了解神的屬性，也是他不遵行神召命的原因（拿四 2）。
他向神呼求，神拯救（拿二），最終完成了最短和最有果效
的宣講（拿三），他卻向神發怒求死（拿四 3-9），可見清
晰領受神的召命（拿一 1），並不一定以順服回應（拿一 2）。

 8. 何西阿的妻子如何淫亂，是仍有討論空間：一）是在道德上
的不忠（破壞婚姻的盟約）：在婚前或婚後不忠；二）在宗
教上的不忠是巴力敬拜者、是獻童貞的風俗（vs 利廿一 4、
13、14）、是廟妓；三）是寓意的故事，非真有其人。

 9. 楊牧谷：《受傷的戀者——何西阿書今釋》，三版（台北：
校園出版社，1996），86。

 10. Robert Cate, Old Testament Roots for New Testament 
Faith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82), 263.

帝的心腸，以至他的宣講成為有血有肉，是真實的「見
證神的道」，而不只是「講道」。

神與以色列民立約，但他們背約，破壞了他們與神的關
係，正如何西阿的妻子歌篾對他不忠一樣；8 毀約與關
係的破裂，是神要何西阿親身經歷和宣講的信息。不但
如此，神要他為三個兒女起一些「難聽」的名字：耶斯
列——神審判，羅路哈瑪——不蒙憐憫，羅阿米——非
我民。神這樣親自「起名」，表明神與其子民的關係被
破壞，預表他的審判。神不單要何西阿先知以婚姻，更
要以其家庭、兒女作為宣講祂對其子民的信息。

靈命塑造：經驗上主對人的愛

何西阿先知以「買贖」的行動再「去、愛」一個拋夫棄
子的不忠妻子，他切身體會上帝救贖的愛。「愛神和愛
人」是靈命塑造最大的工程和過程。何西阿書三章 1 節
記述了四種愛：一）繼續去、愛（命令式、何西阿先知
受命去愛）；二）被友人所愛（被動式、何西阿先知之
妻被愛）；三）不斷愛（不定式動詞、神愛以色列民）；
四）不斷愛（分詞、以色列民愛葡萄餅）。

在「愛的命令」中，何西阿先知體驗神不斷去愛以色列
民，卻沒有得到回應，以色列民反而不斷愛向巴力獻
祭；正如他的妻子沒有回應他的愛一樣。誠如楊牧谷博
士所言，何西阿先知與耶和華都是受傷的戀者。9 何西
阿先知因順服，因愛而受傷的經驗，在人看來是一個咒
詛，卻吊詭地成為他靈命塑造的最大祝福。何西阿先知
透過順服的行動，真正體驗神的屬性，與祂建立極密切
關係，實踐「愛的命令」就是表達對召命之主的愛。何
西阿書一章 2 節和三章 1 節中先知對上帝命令的回應，
就是一種雙重「愛的行動」：對上帝的愛、對妻子的愛。

明白創造主、召命之主的感受和經驗其救贖的愛，是一
種與神極深的契合和極深厚愛的關係。經文沒有直接說
何西阿先知「認識」神，但何西阿書一至三章中所記，
先知順服的行動，他所經歷的就是上帝所經歷的，兩者
合唱愛的樂章。

靈命塑造：盟約的誠信慈愛

在 約 與 愛 的 關 係 中， 神 彰 顯 祂「 良 善 」（ 希 伯 來 文
Heºsed）的屬性，「良善」一字包涵「恩慈、信實、
良善、仁愛、憐憫」的意思，正是神給以色列的聘禮之
一。（何二 19）和合本聖經常將此字彙譯為「慈愛」，
英文聖經的 KJV 和 NASV 都翻譯作 loving kindness。

何西阿書則被翻譯為「良善」（何四 1，六 6〔或作
憐恤〕）、「慈愛」（何十 12）、「仁愛」（何十二
6）。一個較長但也較全面的翻譯可以是「盟約的誠信
慈愛」。

在約的關係中，上帝不單彰顯祂「恩慈、信實、良善、
仁愛、憐憫」，與及「盟約的誠信慈愛」之屬性，亦要
求人以此屬性來對待衪和他人。「盟約的誠信慈愛」是
神與人；人與人關係的基石。何西阿先知將「良善」
（Heºsed）與誠實、認識神聯在一起（何四 1） ，將「良
善」與祭祀相比（何六 6），將「慈愛」（Heºsed）與
公義比作收成與種子（何十 12），將「仁愛」（Heºsed）
與公平並列（何十二 6），可見「盟約的誠信慈愛」，
跟神公義、公平的屬性是相連的，因此，公義、公平也
是靈命塑造的必修課程。

結語

信仰需要身、心、靈和道德價值之融合，個人對自身靈
命光境的反思和實際行動。除了回應神的召命，一些生
活的經驗如讀書、工作、婚姻、生兒育女、病患、生
離死別等，都可以成為靈命塑造的課程。Robert Cate
說：「神的僕人就是向神全然降服的人。他們認識神的
旨意、順服神、並向神的子民宣講神的意旨。」10但願
何西阿先知的靈命塑造，也激勵我們積極接受神對我們
的靈命塑造，以信靠順服的心意和行動，去經歷塑造的
過程，更享受並見證塑造的成果。 

蒙日昇
舊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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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多年前讀神學，已拜讀趙中輝牧師與趙天恩牧師父
子翻譯及撰寫的書本。一直以來，有一個小小心願，就
是想認識及撰寫關於他們的故事。我們現今活在不一樣
且陌生的時代，實在十分需要參考前人走過的路，尤其
尋找上帝那奇妙的足跡，以致幫助我們更有力向前行。
筆者作為研究與教導教會歷史的老師，也有負擔成為說
故事者，把封塵了的過去，向大家展現。今天趁中國宣
道神學院邀稿，遂決定分享他們的故事，然而篇幅所
限，此文將以父親為主角，少許旁及兒子。

趙中輝牧師，遼寧省開原人，生於1916年6月6日，一
個十分容易記的日子。而他的一生，也十分容易記，
因他只委身於一個事奉，即專心翻譯改革宗書籍，譯
著成果等身。他的第二名兒子趙天恩牧師，1938年8
月22日生於遼寧營口，相比父親，兒子的事奉頗多元
化：有研究寫作、創辦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與中
國宣道神學院）、成立研究中心等等，事奉地點亦跨
越多個地域。在兒子眼中，父親是「中國教會唯一有
系統，忠心介紹改革宗的一位文字工作者。」1

趙牧師十六歲成婚，十九歲（1935年）參加王明道在
營口舉辦的奮興佈道會信主，並立志奉獻傳道。他生
養眾多，育有五男五女，共十個孩子。從今天看，要
養育十個孩子，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此外，正當他
二、三十歲的黃金時間，又遇上中國抗戰及內戰，究
竟趙牧師的一生，如何克服困難，一生專一地實踐召
命？筆者想從三個重要的元素，與大家分享趙中輝牧
師的故事。

遇上伯樂

首先，在1936至39年，趙中輝牧師初信主不久，便入
讀東北營口聖經學院，並常赴宣教士處所，參加英文
查經班，由此奠定英文的基礎與學習興趣。神學畢業
後，被召回母校，擔任魏司道院長（J.	G.	 Vos）的助
理，協助翻譯教材，包括《基督教預定論》，初嘗翻
譯經驗；又因魏司道牧師的介紹，結識了宣教士包義
森牧師（Rev.	Samuel	E.	Boyle）。

1948年12月，當趙牧師在蘇北工作期間，收到素未謀
面的包義森之邀，到廣州開辦改革宗翻譯社，希望能出
版改革宗的中文翻譯書籍。包牧師在華事奉多年，一直
希望以中文傳揚福音，以及翻譯改革宗書籍，但需要一
位通曉英語，又有神學背景的華人助手。在魏司道牧師
的介紹下，包牧師得知有合適人選，實在喜出望外。於
是，他向趙牧師發出邀請函。在通訊初期，包牧師收到
趙牧師的全家福照片，一看之下，令他緊張恐慌，皆因
當時趙牧師已有七個孩子，而包牧師所有的金錢，只足
夠他們一家到廣州的路費，怎麼有能力供應他們一家九
口之需要？但那刻，包牧師已無退路，唯有憑信心把經
濟的難題交給神，繼續請他們南下。

他們憑信心先創辦《信仰與生活》期刋，於是，趙牧
師便開始踏進文字事工之行列，並展開了他們倆近
五十年的寶貴友誼。1950年，包牧師又幫助趙牧師遷
居日本，一同完成多本書籍的翻譯工作。1954年，趙
中輝被按立為牧師，並入讀關西大學英文系，可見他
繼續努力裝備，決心以翻譯事主。筆者曾於數年前在
日本基督教書室，看
見許多趙牧師之中文
翻譯書，可見他對日
本華人信徒的影響，
至今仍然重要。趙中
輝牧師，有前輩亦師
亦友的提攜，實在難
能可貴。

經歷神蹟

趙中輝牧師，因着局勢變化，帶着妻子及眾多兒女，
先後移居多處，由東北遼寧南遷上海、廣州，再由廣
州遷往日本，然後入籍美國。從他們的遷移故事，看
見神蹟處處。第一次遷移，發生於1947年，當時趙牧
師在上海，收到妻子來信，得知他們身陷國共內戰三
不管地界，甚為憂心。當時家有七個孩子，經濟僅可
糊口，無餘款可作路費，妻子如何能夠獨力把孩子遷
到上海與牧師一家團聚？

有一天，趙中輝得知有一架「聖保羅號」飛機，將前
往瀋陽拯救基督徒至北平。感恩信義會願意擔保他一
家的飛機票，只要妻子能趕得及帶着子女到瀋陽，便
可搭乘此班機飛往上海。妻子收到消息後，已趕快出
發，但到達瀋陽時卻剛好過了起飛時間，怎辦？感恩
神蹟出現，那班機竟然在預備起飛時發生故障，不能
起飛，最少要等四天維修好才能起行。她們深歷神
恩，遲到仍可以上機，飛往上海與趙牧師團聚。

另有一次，發生於1957年，當時趙牧師被安排離開日
本，到美國參加一個旅行佈道行程。到美國後，因想到
十個子女長遠的教育需要，加上自己也想在美國修讀神
學，遂有一家移民美國的想法，但如何有所需路費五千
元？怎料，在此行第二站的芝加哥，趙牧師於教會證道
後，神感動一位素未謀面、年約六十歲的前芝加哥太陽
報經濟版編輯前來關心他，詢問他是否有意思把家人遷
來美國，趙牧坦然回答欠缺五千元路費。弟兄竟然樂意
奉獻給他作為家人來美所需要的路費。

單看這兩次神蹟，可見神如何保護及憐憫趙牧師一
家。定居美國後，趙牧師完成神學進修，於1968年，
又按着神的感動，把「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遷台，
自此與妻子及部分子女定居台灣多年，繼續積極從事
翻譯的工作。

才德婦人

第三個元素，讓趙牧師毫
無顧慮地承擔翻譯之工
作，就是有一位才德婦人
趙師母在背後的支持。趙師母李玉珍，父家本信佛，婚
前無機會受教育。十九歲奉父母之命，嫁給趙中輝，隨
夫家信主。原來這一位普通婦人，其實一點也不普通。
她除了生養眾多，也能獨力承擔照顧十名兒女的責任，
她持家有道，實在相當能幹。此外，她也有生意頭腦；
由於趙牧師只是憑信心做翻譯工作，收入不多，作為妻
子，也要為家人張羅生活費而憂心。有天，有位宣教

大時代下，十個子女之父親
       ——趙中輝牧師（1916-2010）

	 1.	 趙中輝：《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見證》（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1983），320。

	 2.	 趙中輝：《神恩浩大》，323。

士建議她養雞，說她既可以售賣雞蛋糊口，也可以給
孩子補充營養，到雞隻養老了，又可以殺掉來吃。結
果，她一共養了五十二隻雞。試想想，一個人照顧這
五十二隻雞，已經不容易，她還要照顧十個孩子，實
在相當厲害。箴言三十一章11-12節如此形容「才德的
婦人」：「她丈夫心裏倚靠她，	就不會缺少收入。她
一生的年日，只帶給丈夫益處，沒有害處。」趙師母
絕對是當之無愧。

綜觀趙中輝牧師的一生，他在急劇變化的「大時
代」，竟然「遇上伯樂」、「經歷神蹟」，以及得着
「才德婦人」，神的恩典何等奇妙。趙牧師自1948年
開始從事翻譯，直到1996年八十歲才退休，趙牧師共
出版八十五本神學書籍、二十二本福音護教小冊子。
今天中國基督教的神學，多受改革宗影響，或多或少
也受趙牧師的譯著影響。

趙牧師也成為兒子的伯樂，當趙天恩十四歲決定奉獻
後，父親便勉勵他：「衷心事主，遠離罪惡，好好讀
書」。2		在日本時，趙牧師已經常常要天恩幫他翻譯讀
者來函，而趙牧師的事奉，也開啓兒子對中國人之負
擔。2004、2010年，兒子與父親先後安息主懷，他們
一生緊守使命，忠心事主。

今天，面對急劇變化的「大時代」，我們仍可以專一
堅守使命嗎？我們仍然相信永不改變的神，可以帶領
我們行過高山低谷嗎？願以此文，向兩位趙牧師致
敬，也彼此勉勵！

筆者會繼續撰寫大時代下的牧者小故事（趙天恩及
其他牧者），歡迎登入	 Facebook	 Page	 HisStory	
Ministry或Instagram	@hisstory.ministry，繼續閱
讀，甚至可以用於講道與教導上。

參考：

•	《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台北：改革宗
出版有限公司，2011。

•	趙中輝：《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見證》。台
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

•	趙天恩：《薪火相傳——趙天恩牧師紀念文集》。
台北市：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5。

•	蘊文：〈懷念——主的忠僕趙天恩牧師〉，《中宣
文集》，第五期（2005），98-108。

趙中輝牧師（右）與兒子趙天恩牧師（1992年） 1951年與包義森牧師合照

黃彩蓮
教會歷史客座講師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終末係咁先啦！？理解
終末論的八個向度

周震聲牧師 Zoom網上課程 4月 1日（逢週五）

雕琢生命——
耶穌與門徒的師徒操練

黃恩淞老師 Zoom網上課程 4月 7日（逢週四）

與神同行——
重塑禱告人生

王淑華老師 Zoom網上課程另
附設退修日營

4月 19 日（逢週二）
退修日營：5月 14 日
（週六）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不可或缺——女性在宣
教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課程 4月 7日（逢週四）

收入 經常費奉獻 1,319,312	

宣訓奉獻 154,211	

學費及其他收入 424,438	

總收入 1,897,961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208,644)

宣訓支出 (256,883)

行政及課程支出 (314,354)

總支出 (1,779,881)

本期盈餘 / ( 不敷 ) 118,080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103,506)

累積不敷 (563,156)

購置設備 	

2021年 7月至 2021年12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127,362)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教	/		 ○	經費	HK$____________
		 	環球神學教育事工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靈命成長學 王淑華老師 Zoom網上實時教授 3月 2日（逢週三）

屬靈導引入門 賴玉芳老師 Zoom網上實時教授
退修營地點：中宣校園

3月 21日（逢週一）
營會日期：
4月23及30日（週六）

跨文化事奉與靈命 廖慧芬博士 深水埗區及 Zoom網上
實時教授

6月 1日（逢週三）

導引者的角色與生
命持續成長

邱穎妍老師 長洲思維靜院 6月 26至 30日
（週日至四）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春季課程（2 月至 5 月）
偶然趕上宣教的尾班車

生命故事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課程推廣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普及神學課程（4 至 6 月）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建立教會

2021年中，我們最終覓得一間英文教會，願意租借場
地作為我們主日聚會的地方，並於2021年8月15日開始
了「環球使命教會（伯明翰）」的第一次感恩呈獻聚
會，當日已有超過100位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出席，過去
半年出席人數最高超過260人，當中有半數是青少年及
兒童，現時已有同步的青少年聚會及兒童主日學。過去
每星期都不斷有剛到步的港人出席。以一間可容納300
人的大禮堂，及兩個中型聚會間的地方來看，現在已有
不敷應用的情況出現。預計2022年將會有更多港人陸
續移民進入英國各地，眼見目前英國，無論是本地或華
人教會，都未能有足夠資源及人手可以配合提供牧養，
正如馬太福音9章36節記載：「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
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
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父呀，求
你差遣！

危機中現契機

今日神為香港人開了一度寬敞的門，讓帶着不同需要的
人移居英國，身為基督的跟隨者更應把握這個福音契
機，帶着天國使命進入神所命定的移居地，成為宣教
群體，並為他們的下一代作好準備，讓他們承接福音的
棒，成為宣教大軍，將福音傳遍歐洲各地。神在這看似
危機四伏的大時代，同時也賜下契機，讓屬神的子民作
出行動，求主使我們看見神家的需要。

編註：

麥婉玲傳道為中宣 2006 年畢業校友，夫婦二人與同年
畢業校友葉凱琳傳道於 2020 年加入差會會幕 7000 成
為宣教士，並先後於 2021 年 6 月及 8 月被差遣到英國
伯明翰建立「環球使命教會（伯明翰）」。

「還早期英國來華宣教士福音的債」，差會在台上發出
這「還債」的呼籲，就是如此觸動着我的心，是報恩的
時候吧！對於已接近退休年齡的我，到底是否有能力踏
上這英國宣教之路呢？

回應呼召

2020 年底我便屆退休之年，早於 2019 年初，便開始
尋覓退休後的事奉崗位，希望以退而不休的餘生償還主
給我們一家的恩情。領受呼召後得知英國教會的荒涼，
昔日宣教士的家鄉如今已成為荒場，基督宗教的沒落令
人痛心，眾多宏偉的教堂已變成娛樂場所、酒吧或購物
商場。得知英國教會的景況，內心掙扎良久之後仍難以
釋懷，唯有順服聖靈的催逼來回應這呼召，並計劃以短
期宣教方式服侍一間缺乏牧者的華人教會。想不到多年
受教於中宣的宣教心志竟然是在退休之後才能實現，所
不同的是工場地區的轉移，使我在人生尾段仍能趕及加
入這宣教行列。

伯明翰的呼聲

與我們認識超過廿載的肢體於 3 年前移居英國伯明翰，
在傾談間問及英國華人教會的現況，姊妹竟向我們作出
邀請：「婉玲，請來牧養我們吧，我們快乾塘了！」她
這段說話不斷在我耳邊重覆響起，這豈不是從上而來的
召喚嗎？經過禱告後與差會商討，差會接納了我們的轉
向，以伯明翰作為服侍據點。與此同時，在2020年中，
有關英國 BNO 港人的居英權方案，將會在 2021 年開
始接受港人申請，這事何等奇妙地發生，讓我看見原來
上帝早已有計劃，並逐步向我們揭示祂將要開展的天國
事工，要在英國大開宣教之門。去年，數以十萬計港人
申請移居英國，而伯明翰是倫敦以外的第二大城市，是
不少港人選擇移居之地，伯明翰的需要天父早已知道。
感謝主，我有幸能夠被主選上成為這大時代的天國工
人，全是恩典。

麥婉玲
會幕 7000 差會宣教士／中宣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