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與「事奉」: 主日崇拜不可與生活分割，按聖經文字的分析，「崇拜」與「事奉」( worship and service ) 並

沒有字義上的分別， 因此事奉就是崇拜，崇拜就是事奉, 故 羅馬書 12:1「..…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可譯作「如此是屬靈的崇拜」。而哥林多前書 10:31亦提到「你們或吃或喝， 無論做甚麼，

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所以崇拜神的在主日崇拜外應當在生活上以自己一言一行作為對神的崇拜。另外，神的子民在

被造與被贖的地位上，在主日集體敬拜三一神，感謝和榮耀祂，是討神喜悅和理所當然的。 

主日崇拜的態度 : 主耶穌教導我們以靈以誠敬拜神，「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翰福音

4:24，誠實或作真理） 

真正的敬拜不是外表的，乃建基於我們對神全心的愛。主耶穌清楚認定：「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因此，任何

在崇拜中把我們的專注從神身上轉移的，都要摒棄，縱使是感人至深的講者、領導會眾歡欣歌唱的主席；這些一切並不

是不好，只是倘若這些取代了神，成為眾人敬拜、讚賞、自豪的目標，便應被棄絕。 

主日崇拜模式 :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教會崇拜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禮儀教會 （Liturgical），二是自由

教會（Free）。 禮儀教會的崇拜聚會有固定的程序，祈禱的內容也有所規定，但也容許變化與更調；崇拜的程序與內容，

是由教會的領導者所製定，在同宗派內的教牧人員是需要以此為崇拜的標準。自由教會的崇拜程序由各堂會內的牧師及

會眾決定，一般沒有固定的程序，並且認為祈禱的內容不應預先規限，否則便會攔阻聖靈自由感動的工作。而宣道會是

自由教會。 

崇拜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其重要性，會眾需要明白其中的意義，才能更容易投入敬拜中。固定的崇拜程序能幫助會眾建立

一種熟悉感，使整體知所適從，讓全群一起投入敬拜，因此崇拜程序不宜經常轉變。然而崇拜的程序、頌詞經年不變，

又會出現僵化的情況；適量的轉變再加上充 份的解釋，可以有助更新崇拜。 

預備心靈投入主日崇拜 : 以下是一些主日崇拜須留意的地方 

前一天晚上早一點就寢，以精神奕奕 的狀態敬拜神。 

-主日早上早一點起床，預備返崇拜所 需的事情。

-衣著要整潔端正，表示對敬拜的重視。

-不讓其他事情奪去自己對神的專注（例如午膳的安排或當日負責的事奉）。

-在崇拜開始前思想一週的感恩事項， 預備透過詩歌去讚美神。

-在崇拜開始時安靜禱告。

結語 : 教會的更新與成長，是屬靈的爭戰，不能單靠我們肉身的智慧、策略與力量；在主日崇拜

外，我們須殷勤的研讀神的話語，恆切不斷的禱告，才可踏上生命更新之旅。 

(參考文章: 1) 「崇拜會眾錦囊」， 蕭壽華牧師、潘建堂牧師，宣道會北角堂崇拜事工科，二○ 一

一年七月增訂版。 2) 「二十一世紀崇拜學的一些反省（上）(下) 」， 陳康牧師，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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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神!曼華上一年尾經歷了很大變化, 人數確實差不多倍增。 年終感

恩會中,有未信主的朋友都有分享他自己在曼華開心感受,這次聚會有三

十多人分享見證（圖一）。 從一月開始,我們正在摸索神對我們發展的

帶領。弟兄姊妹亦展開了很多融合相交生活。 特別年青人團契,都開始了很多團契周會以外的活動,我們的兩個

新年慶祝愛筵,眾學生都好像回到大家庭去談天說地(圖二，三)。 弟兄姊妹和新來的學生都有一些互動的相交

生活。 我們更展開由學生負責的學生探訪工作。 

 

至於成年人小組方面,我們的查經開

始更多的靈裡的分享。 希望弟兄姊

妹能享受更多靈裡相交,而不只是停

留在個人對經文字句理解上。 我們

不只是要人數或量追求,反而是靈裡

那種彼此激勵,是我們成年人小組要

更多推動。日間查經小組開始了三個多月了, 人數雖然不多, 我們仍然希望藉

著經文分享, 而達到了彼此認識和激勵的機會, 參與的弟兄姊妹絕大多數是剛

剛來曼華團契不久的。 

 

特殊中文學校從耶誕節前開始了家長的福音信息分享時間,現在有一半以上的家長都願意聽福音信息。 感恩是

最近也有一位家長決志信主。 希望這些有困難的人得蒙主的安慰！ 

利玆宣道會《利宣》 
 
感謝神！這一季利宣家有兩次外出服侍： 

3/2 廣東話大學生去了東宣教會服侍，另外 

3/3 職青團契去幫助 Colchester 教會。這兩

次的服侍，弟兄姊妹們都有不同學習和得

著。大學生們都是信二代，他們從服侍中看到英國其它華人教會的需要，在

服侍中經歷神。 

而職青團契方面，這次外出服侍最大的挑戰是，三個家庭都帶同不足二歲的孩子出去服侍。由於孩子年幼，

他們比較擔心孩子/家庭的需要，要服侍主，看到神國度的需要並不容易；加上

由利茲去 Colchester 來回要 8 小時車程更是挑戰。感謝神的恩典和教導，他們

有很大的得著，回想自己信主的熱心，彼此鼓勵服侍主。感謝神讓我們有份參

與祂的工作，兩次外出服侍也有人願意信主。有弟兄姊妹表示，盼望日後仍有

機會外出服侍回應主。 

感謝神，利宣家在三月中有聖經講座，邀請了格拉斯哥華人教會的黃茗楷牧師

來講解聖經，講題為「登山寶訓再思- 天國聖民生命與天父心腸」，共四節。

這講座幫助我們重溫登山寶訓，弟兄姊妹都有美好的得著，學習了解及活出天

父的心腸。 

除夕感恩會 

新年聚會 

分享聚會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感謝主帶領曼宣渡過廿五個年頭，在農

曆年初六的日子，我們舉辦了廿五週年

感恩崇拜。除了世界宣道團契前會長

Arie Verduijn 遠道從荷蘭來曼城為我們證

道，還有英國宣道會友好牧者蒞臨到

賀，其他弟兄姊妹的家人好友亦一同參

與崇拜。當日氣氛熱鬧，共有 280 多人

出席，整個禮堂及第三副堂都擠滿人。 

 

因著教會地方開始不敷使用，曼宣正積極籌備第三期擴堂工程。3 月 17 日，我們舉

辦了籌款晚宴，共有 150 人參加。雖然籌到的款項不是一個大數目，但藉此機會，

我們可以與眾兄姊分享教會擴堂的需要和具體

計劃，盼望能推動大家繼續關注，為工程禱告

和捐獻。 

我們的兩個

現在有一半以上的家長都願意聽福音信息。 感恩是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東宣」過了今年的農曆新年後，都再沒有向外舉辦其他福

音的活動，所以二、三月份可說是平淡的過去。然而，每週

弟兄姊妹仍不斷學習在主裡成長、渴慕能對神的認識要多而

又多，所以每週的小組查經，弟兄姊妹都儘量出席學習。 

 
「東宣」是一間很多兒童及年輕家長多的教會，家長們極祈盼

孩子們能在品格、靈性上不斷地提高、成進及能榮神益人。最

近當燕芬師母再次推出「兒童親子教育課程」（The Parenting 

Children Course）後，報名參加學習的年輕母親都比上一次的

多。「東宣」也是一間基層背景為主的教會，雖然肢體教育水

平不高，可是弟兄姊妹的心卻向著教會、對準神，以及對神感

恩的心，實令人拍手鼓掌。舉列說，最近肢體中一個個拿到身

份後，都主動獻上金錢給神為「感恩奉獻」。也有一位弟兄因

神給他一份新的工作，就將第一個星期所賺到的薪金，一分一毫的全數奉獻給神為「初熟」奉獻。 

 
「東宣」深知要將福音繼續傳播給本地左鄰右舍的華僑同胞。在教會

附近的小鎮 Peckham 的繁榮的大街上，有為數不少華人開設的「美容

修甲」的店舖，內裡服務工作的幾乎全是華人（最少有 70-80 人），

聽說店內有很多已信主的朋友。但由於她（他）們工作時間長，為了

生計，一星期七天都要上班，基本上要每主日可返教會敬拜及聚會，

是困難的事。「東宣」肢體深感這群體福音的需要，願將福音傳到他

們當中。故此教會正尋求神為我們開這一度群體福音的門。 

 

25週年感恩崇拜) 

(25週年堂慶展品) 

第三期擴堂籌款晚宴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一月底有三位弟兄姊妹参與洗禮，家人、親友濟濟一堂，一同見

証神恩，分享洗禮的喜樂。 

6/2 中醫食療講座再加上即場

量血壓，吸引了不少非信徒 

 

10/2 慶祝 20 週年堂慶並農曆年聚餐、懷舊相片盡訴神恩、老、

中、青、小團契渾身解數的表演，一看就叫人曉得背後功夫可不少。 

 

 

3/3 以教英文作為傳福音媒介的英文班開始，5 名學生每星期日旱上

上課，接下來参加主日崇拜。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神學生，月明姑娘，即將完成在

布宣的實習和服侍，過去三個

月，她除了参加青年團契服侍和

祟拜服侍外，還為教會舉辦了

「傳福音訓練班亅和「祟拜人员侍奉訓練亅叫弟兄姊妹有學習。 

 

二月開始，教會亦開始了全教會的祈禱會，為教會各方面禱告，亦有十

位佐右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為教會禱告。亦開始了粤語查經小组，每星期差不多有八至十位弟兄姊妹查考神的

話。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查經，四月份，即将進入第二部分的查經。禱告了很久的普通話查經小組亦會在四月

尾開始。感謝主弟兄姊妹愛讀神的話。 

 

青年人對查經方法亦很有興趣，所以特意為他們安排了「OIA 亅研經訓練講座。 

 

感謝主，在探訪過程中，有一位長者願意信主。 

 

許多年來，布宣已没有慶祝，今年特意安排送小禮物送給教會的母

亲，表達我們對母愛的尊教，禮物由教會年青人派又送，場面温

馨。 

粤語查經小組 

全教會的祈禱會 

OIA 查經訓練班 

醫療講座  

20週年堂慶  

洗禮  

英文班 



自製福音單張 

 

李德信傳道與曾鳳鳴師母 

初信主的歷程： 

我和太太（Rainy 鳳鳴）都是在香港 70 年代信主。我們不約而同地都是在

香港基督教信心堂聚會。雖然我們是在同一個教會聚會，但並不是在同一
個團契，所以雙方並不太認識。當我在 1985 年從加拿大大學電機工程畢業
回港後，才初次知道有這一位熱心事奉的姊妹。當時 Rainy 已經在教會熱 

心事奉，而我還是一位比較飄離的弟兄。 

 

靈命重建的路程： 

後來神奇妙的帶領，神要我離開這高薪厚職的升降機工程師工作，再次回
去加拿大讀電腦碩士課程。原來神憐憫我的軟弱，帶我去加拿大的一個華
人教會再重新明白主的救恩。感恩是在這兩年裡，神讓我靈命得到建立，
畢業那年的夏令營，我更作出第一次奉獻自己給神用。 

 

學習事奉的路程： 

1990 年再次回港後，開始了嶄新的事奉生命。神更安排我和太太重新認識

對方，更踏入戀愛和婚姻中。婚後雖然工作和家庭都忙碌，但神給我倆都
己可以參與很多不同事奉，我和太太當執事或值理都超過 17 年。我也有

機會去教主日學，籌備佈道會，組織福音隊和探訪隊，作差傳的事奉。 

差傳事奉中，我發現了更多對宣教士支持不足地方。這是神要我明白將來
事奉方向的預告。 

 

踏上全職事奉的路程： 

2009 年因為母親的病患，我決定離開香港，回到多倫多去陪伴患病的媽
媽。神也再次感動自己要擺上事奉心志。這 20 年裡，神沒有忘記祂的呼
召。感謝神！祂沒有放棄我這個軟弱的僕人。神在 2010 年 10 月呼召我作全
時間事奉神。接著我 2011 年夏天到英國利茲短宣後，我就進入多倫多的恩
福華人神學院裡學習。母親在 2013 年聖誕節前被主接去，當時正在英國參

與短宣的我，真的遇到一次很大的衝擊。不過神的憐憫，用祂的恩手扶持了
我。到 2015 年道學碩士畢業後，神仍然感動自己不要停留在多倫多事奉。

最後我參加了阿根廷華人教會植堂事奉。在這一年海外福音事奉中，神給我

在愛心和牧會有很多操練。 

 

英國海外福音事奉的開始： 

到 2017 年神又將英國的牧會需要的感動放在我的心。最初曾考慮回香港母會

事奉，但神還是要我到英國曼城事奉。這個感動也放在我太太和兩個兒子心
裡。家庭禱告會中，兩個兒子都願意支持我和太太到曼華來事奉。大兒子
（Samuel）在修讀電腦安全學碩士，小兒子（Timothy）正修讀大學商科第一

年了。感恩是神都一路保守著兩個兒子，雖然爸爸媽媽不在他們身邊。我們交
托給神的東西，神真的完全看顧。不過自己也為 91 歲的父親常有掛念，求神
繼續保守爸爸對主的信心。這 8 個月的英國事奉，神給我很多要牧養的羊和

很多屬靈的兒女。神給我看見英國華人的需要，希希望在曼城裡将福音能廣傳
出去。  

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傳道人和他的家人，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在主愛中互相結連。今

期是李德信傳道夫婦。 

神學畢業合照  

與太太合照--在花園裏  

大兒子畢業  

家裏四男丁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ACUUK，顧名思義就曉得這是聯合不同

的宣道堂會聚在一起的機構，故此、每一間堂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他

們的成長路，或許是漫長，或許是崎嶇，總看見神的恩手在當中。2019 年是

曼宣 25 週年堂慶，在放眼未來之際，回顧前人所走過的路。 

 
       

我與「曼宣」一起成長       梁朱秀卿   

 

經文---「她 (迦勒女兒) 說：求你賜福給我，你既將我安置

在南地，求你也給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賜給

她。」士 1： 15 

 

2019年是曼徹斯特宣道會 慶祝成立 25週年，我們夫婦雖

然已離開曼宣 3年多了，但身為教會的創辦牧者，聽到教

會正在增長，我們所愛的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都能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又正籌務經費推動建堂第三期的工程，這些

消息都使我感恩雀躍，願神使用曼宣成為施福的器皿，繼

續為天國多結果子！ 

 

回想 1994年，曼宣開辦初期，只得十多位成人及

幾個孩子聚會，真是處於「百無」狀態：無人力、

無財力、無地方！不知如何向前，發展聖工！我們

只可學習迦勒女兒的榜樣，跪在神前祈求：「求主

賜我們機遇，建立強壯的教會，使更多華人得聽福

音，在社區作鹽作光！」 

 

蒙神恩典，經過十多年迂迴曲折的歷程，衝破重重

障礙，購置現時的商業舖位，成為教會永久基址。

它座落於曼城市牛津道(Oxford Road)唐人街 及大

學區附近，神真的把上泉(本地華僑)、下泉(大學生)都賜給我們，使夢境成真！我們夫婦於 2015年底

離職，教會已可以經濟獨立，自聘牧者，人數已增長至約 200人(包括成人、少年及兒童) 了 ！ 

 

建堂最初的十多年，集中佈道及培訓事工：開辦中文學校藉此接觸本地華僑家庭，然後逐家拜訪尋找

傳福音的機會、設立青年團契吸引大學生來參加、也成立少年團契及兒童主日學、常舉辦佈道會領人

決志歸主。此外，成立成人團契、家庭查經組、宣道神學課程等，培訓領袖及事奉人員，使教會在屬

靈質素及人數上靠神恩典一同增長。 

 

透過建立曼宣，神使我學習到很多寶貴的屬靈功課，體驗建立教會像孕育孩子成長的過程，苦樂參

半，悲喜交集。曼宣弟兄姊妹「加油」。 

 



尹芝師母 

一個感恩的旅程，有笑有

淚有分享有支持的難忘旅

程。  

燕芬師母  

同心，才可同行； 

相知，方可互勉。 

能痛哭，皆因有共鳴； 

共歡笑，盡訴心中情。 

鳳鳴師毋 

今次與四位師母退修有意外收穫，我

是第一次去旅行或退修會不被睡眠困

擾。因為大家促膝夜談，陪我到差不

多天亮才睡覺。大家的分享實在深入 

家庭、事奉，無所不談，互相激勵！

感恩！ 

倩婷師母 

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無覺好瞓"的旅

程。5 個媽媽级的師母，幾位還是

第一次見面的，竟然可以晚晚傾

謁傾到 3-4 點。回想起，已經有

好幾十年沒有這種唔願瞓傾通頂

的興緻。 

美寶師母 

一個難忘又可傾心吐

意的旅程，叫我們各

師母有更深的連結和

支持。 

 要是成功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的支持，那麼男傳道人的背

後就離不開師母的支持、鼓勵和禱告。三月初華宣幾位師母

相約到捷克首都布拉格退修和交誼，以下是他們的分享。 

幗雄師母 

在上機前一刻因病不能與

其它師母同去。唯有期盼

下次。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岑偉農牧師 

副會長：趙偉初牧師 

布萊頓宣道會 
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Saunders Rise West 
Brighton BN2 4EU 
宣教士：黃國輝傳道 

東倫敦宣道會 

East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Deptford Methodist Church 
1 Creek Road 
London SE8 3BT 

E-mail:  

info_elac@ymail.com  

堂主任：彭大明牧師 

 

利兹宣道會 

Leeds Alliance Church 
c/o Blenheim Baptist Church 
Blackman Lane 
Leeds LS2 9ER 

www.leedsallch.org  

堂主任：羅慶偉牧師 

 

曼徹斯持宣道會 

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www.manallch.org 

堂主任：趙偉初牧師 

英語事工：劉思銘傳道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 

Manchester Alliance Mandarin  
Fellowship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堂主任：李德信傳道 

南倫敦宣道會 

South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St Andrew Church 
Herbert Road, Wimbledon  
London SW19 3SH 
https://slac.org.uk/ 

堂主任：岑偉農牧師 

 

義務顧問 ： 

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義務財務顧問: Anne Goh  

  神帶领我回家       李桂娣 （曼宣 ） 

 

在我還未信主的時候，曾經在困擾和不愉快的情況下，我和丈夫

二人齊應朋友的邀約去了佛堂，但結果並沒有任何改變，所以沒

有再去。 

 

我曾是浪子，因為在很久以前，一位叫碧珊的姊妹帶了我決志。

後來因為繁忙的工作而令我卻步，照顧家庭、接送兒女返學、丈

夫身體不適、餐廳工作等等。在這環境下產生種種問題，令我煩惱不堪，經常與

丈夫兒女發生口角。正因沒有專心去照顧兒女，弄到大家的關係很差，彼此的感

情也大大破壞，終日爭爭吵吵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所以我很後悔當初離開了

神，浪費寶貴的光陰，沒有珍惜和家人好好的相處。幸好今天他們各有各的事業

和家庭，感謝主給他們有幸福美滿的家庭和順利的工作，願神保守他們健康、平

安! 

 

去年，有一天得知姊姊(李玉萍)去春令會，我便問她我可不可以去。她說可以，

我便參加了。此舉是我意料不到的，更意料不到的，是趙偉初牧師帶了我決志，

事前我是絲毫沒有心理準備的。其實那天林黃寶琴姊妹也曾邀請我決志，但當時

我拒絕了她，原因是感到很迷惘，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同一天晚上，聽完溫偉耀博士講道，他講及馬利亞給耶穌基督塗上香膏，是

要預備祂的受死。當時我不懂什麼，只覺得那些人怎會如此殘酷不仁要把耶穌殺

害，而我們偉大的耶穌基督怎會甘願被釘十字架呢! (今天我明白了，這一切都是

神愛世人而作出的贖罪祭。) 想著想著，牧師便走近來鼓勵我決志，我只能說當

時心裡已是十五十六，只差牧師推一推而已。做完決志禱告後，我心裡立刻平伏

了，還有種莫名的喜悅，感謝主，因祂的寬恕、厚愛、憐憫而重新接納我。 

 

不久，我和女兒一家去了希臘，我每天在露台或泳池旁邊背主禱文、讀聖經，當

時我感覺到神與我同在，因為我不停跟祂說話。無論太陽太猛烈、泳池的水太

冷、我不敢下水，這一切我都跟神說。神真的在我身邊，因為我竟不知不覺走到

泳池中間，我原是不熟水性的。這一切是神實實在在和我一起。至此，我經常

說: 神，我愛祢! 

 

感謝主，目前生活我不再凡事執著，放下自己原有的想法，多些去體諒人，很多

問題也就解決，家庭也和諧融洽起來，兒女們有空就齊齊回家吃飯。 

  

我很喜歡教會的生活，喜歡主日崇拜，喜歡牧者的講道，喜歡弟兄姊妹和藹可親

的笑容，喜歡團契和查經班。感謝主，給我很多力量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