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牌  不論在英國或香港，「新牌仔」駕駛人士皆可以在車上掛上「P 牌」，以便向途人以

及其他車輛提醒 : 「這位剛考取駕駛執照的朋友是需要各位多加留意的。」同樣，自上年夏天在建道

神學院完成了道學碩士的課程、獲頒發「牧養駕駛執照」之後，我就像剛考獲駕駛執照的「新牌仔」
一樣，在牧養上的「睇鏡、打燈、切線」等細微的動作，都偶有做得不流暢或技巧不純熟的時候，是
需要一眾資深牧者的指點和幫忙。常常聽駕駛了得的弟兄姊妹說 :「我撞了那麼多次車，怎會駕駛得不

好? 」學習、成長的道路，都是充滿着跌碰；同樣，如果我在曼宣的事工是一輛汽車的話，刮花、撞

痕，在短短這九個月相信已有不少。感恩的是，有着曼宣上下一眾牧者、長執和弟兄姊妹的教導，這
些牧養上的小挫折，暫時也沒有搞出「嚴重交通意外」，反倒是我作為「P 牌」牧者在學習上的資

源。 
 

牧者  「做牧者是做甚麼的?」，這是不少人好奇的問題。就此，我經常回答 : 「我把自己的工作分配

為: 一半時間對人，一半時間對電腦」。對人 : 那當然就是指在週末和主日的崇拜和團契，在週間偶有

的探訪、家聚與及和弟兄姊妹交談的時刻。對電腦 : 與弟兄姊妹協作，好讓各人能按自己的恩賜配撘

服事，有時確是要打開電腦，畫上圖表或寫下計劃書，好讓各人能在事工上有效彼此分工。作為「P

牌」剛畢業的新手牧者，我的神學生涯是始於電子書世代的，有不少時候打開電腦，為的是閱讀釋經
書，以預備講道的講稿。不論對人或對電腦，也是為了讓弟兄姊妹以神的話語為中心的一同事奉。 
 

在英  到了英國事奉，在物理上我當然是身在英國。但作為一間以香港人居多的教會牧者，在飲食的口
味、與弟兄姊妹的交流，我有時覺得自己根本沒有離開香港。但當踏出教會的大門，在曼城市中心的
邊陲位置，眼前的街道、途人在說英語，這是切切實實地身處英國。有趣的是，曼城作為一個多元文
化城市，不論生活或工作，我們所接觸的對象，都不只是英國人，而是來自各族各方到曼城留學、工
作或移民的人士。亦正因為這關係，我相信曼宣在曼城這地方的城市宣教工作，可不只是單單向華人
傳福音。這是一個散居群體宣教的年代，人口流動的幅度十分頻繁，就算我們身在英國，但我們的事
工也不只於向英國人或華人，而是可以放眼區內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群體。 
 

遊記  因着現代通訊科技發達，人就算跑到英國，但每天還在讀香港的新聞、國際的時事，在
Whatsapp 與香港的朋友或到了不同地方宣教的肢體交流，我們的連繫從來都不只於香港。「P 牌牧者

在英遊記」這位「P 牌牧者」從來都沒有與香港疏離；反之，不論在香港、曼城

以至其他地方事奉，弟兄姊妹的心都是在緊連著，去開展神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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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今年復活節

東話堂崇拜

 
五月是曼宣每年的

Brett

為題
差傳月
埔寨短宣
宣教士的工作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主！曼華蒙神的保守，經歷很多恩典。4月 21日的洗
禮，有 5位弟兄姊妹接受浸禮。今次好幾位弟兄姊妹，都是
來了曼華幾個月，就受感動以浸禮見證神。浸禮有 30多人出
席觀禮（圖 1），大家都感到曼華像一個大家庭。 

5月 18日舉辦了一個關於面對自閉症兒童講座。當天有 70多
人出席(圖 2)，家長們都得到鼓勵。有些家長希望他的小朋友可以參加曼華特殊中文班。 

6月 1日是曼華一年一度的户外活動。我們去 Tatton Park。最初有點擔心天氣，因為這個公園是很難找到避雨
的地方。有 20多人參加，當天早上還下雨，一直以來便為天氣禱告。出發前繼續禱告，下了車，雨開始停，
過了些時間，還有點陽光。神真是憐憫我們，感恩我們有一個愉快和輕鬆的外遊。 
 

六月分也是我們送別畢業同學的時候（圖 3）。今年送别 9位學生，當中好幾位是教會主力事奉人員，真的有
點難 捨，他們也經歷了曼華的成長的一頁，看見他們的成長也曉得神一定會帶領他們的腳步和前途。 

利玆宣道會《利宣》 
 
今年 19/4 受苦節有二十多位弟兄姊妹一同來參與受苦
節崇拜，默想耶穌為世人捨身，死在十字架上。 
 
16-17/4 廣東話大學生組舉辦了生活營。感謝神賜下美
好的天氣及相交，讓 15 位參加的大學生們一起生活和
反思。當中也有幾位未信主的學生參加。求主幫助我們
基督徒在生活上作好見證，也求主開他們的心，讓他們
早日決志信主。 
 
28/4 是利宣的會員大會。今年有兩位姊妹卸任執事，但感謝神賜下另外兩位姊妹願意承擔作執事和儲備執事

服侍主。願主祝福執事團隊有美好的配搭，服侍神的家。 
 
感謝神！利宣在 12/5 舉行浸禮，有一位姊妹和二位弟兄受浸，見證主。 求
神祝福三位弟兄姊妹靈命成長，也讓當天來參與的朋友能早日相信主。 
 
每年的聖靈降臨主日，利宣家與借用教會的 Blenheim Baptist Church 會一起
聯合崇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們在 9/6 兩間教會同心敬拜主。感謝神為我們
預備 Blenheim 教會，他們不單處於大學的位置，也十分支持利宣家華人事
工的發展。求神繼續賜恩給我們兩間教會常常見證主，在福音上齊心努力。 
 
感謝神！今年端午節前，教會邀請了幾位女士包粽，送給外賣店人士，把
基督的愛傳揚。外賣店的朋友們反應很好，有幾家還說，應該是我包粽送
給你們呢。求主祝福他們能早日接受主耶穌的救恩。 

（ 圖3 ）  

( 圖 2 )  

（ 圖 1）  

三位弟兄姊妹認信  

廣東話大學生組生活營
最後一天合作砌 Lego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今年復活節，共有 13 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禮，當中 9 位參與廣

東話堂崇拜，另外 4 位來自英語群體。 

 
五月是曼宣每年的差傳月，今年邀請到聖公會的牧師 John 

Brett 來到我們當中講道，他以「永恆的福音、不同的需要」

為題，提醒我們傳講福音的時候，要分享表達的是什麼。接著
差傳月，五位弟兄姊妹與趙牧師在六月中參加了華宣舉辦的柬
埔寨短宣，參加者都享受與南宣隊員同心事奉的時間，認識到
宣教士的工作，並體會到工場上的需要。 
 

至於擴堂工程，感謝神感動堂會和海內外信徒的支持，籌款目標三十
萬英鎊，認獻金額已接近九萬，免息貸款超過十二萬，現尚欠八萬
多。教會將如期繼續工程計劃，
盼望今年底前完成，預期工程期
間，主日崇拜聚會和兒少聚會需
要作出特別安排。 

 
 

。最初有點擔心天氣，因為這個公園是很難找到避雨
多人參加，當天早上還下雨，一直以來便為天氣禱告。出發前繼續禱告，下了車，雨開始停，

位學生，當中好幾位是教會主力事奉人員，真的有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四月份，有香港觀塘宣道會的周牧師，與短宣隊前來協助教會事工。其間在東
宣舉辦了醫療講座。這次醫療講座，讓弟兄姊妹能更了解自己的健康情況。探
訪不同的中國店，給短宣隊更明白這裡華人的情況和福音的需要。 
 
 

五月
份，
關心我們及東宣之加拿大肢體，前來
探望，使我們及教會肢體大得鼓勵。 
 
 

七月份，東宣將會舉行兒童日營

〈29/7 – 1/8〉，我們預計三十名

小朋友參加。曼宣趙牧師再次帶領短宣隊前來協助，今年的短宣隊
共有八位成員。當小朋友參
加日營的同時，我們也會安
排有關牙齒護理的醫療講座
給家長。 

 
 
 

洗禮合照 

 

短宣隊與金邊堂同工合照  

工程完成後，將有連浸池的講台，及
加建的嬰兒房和二樓房間  

加拿大肢體探望 

觀塘短宣隊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四月乍暖還寒的日子, 婦女們乘特價的機會, 乘
船暢遊倫敦泰晤士河, 沿河而下經過不少名勝古
蹟, 更能增加彼此交誼的機會. 
 
五月最興奮的事莫過於神垂聽南宣弟兄姊妹的
一年多的祈禱, 閻石傳道工作簽證批核下來, 他
們順利來到南宣事奉. 
 
 

六月是南宣家宣教月, 以 “宣教你我他”為題, 每
個主日有不同的活動, 教導並鼓勵弟兄姊妹有
關宣教.  婦女組認定在馬達加斯加的李就成牧
師, 師母為代禱對象.  南宣有三位弟兄姊妹和
岑牧師一起參加柬埔寨短宣, 各人都有得着並
在崇拜中分享.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除了粤語查经小组外，四月教會亦開始了每兩個星
期的普通話查經小组，弟兄姊妹經常有深入的討
論，很是感恩。 
 

很久没有舉行的教會旅行在五月份重新開鑼，雖然
不是去很遠的地方，但弟兄姊妹熱烈参加，有年青
人也有年長的，大家玩得很開心。 
 

教會會在 8 月尾舉行加入宣道會後第一次洗禮，我

們将會有六位弟兄姊妹参加洗禮，现在正忙於上洗禮班。 

普通話查經小组 

教會旅行  

到長者家上洗禮班  

南宣柬埔寨短宣成員與當地宣教士 

婦女组與家人旅遊 



自製福音單張 

 

五月初香港宣道會北角堂主任蕭壽華牧師到訪, 乘此機會華宣眾同工濟濟一堂, 舉行了二天一夜的退修.  蕭

牧師用神的說話鼓勵同工.  我們有機會重回昔日戴得生牧師為中國祈禱的布萊頓海灘黙想, 是一大震撼的體
會; 順道也探訪了布萊頓教會和當地兩所大學. 

乘華宣週年大會之便， 同工們有三天兩晚的退修。  黎牧師以現今的機會與挑戰， 再一次振奮同工找

緊在歐洲傳福音的契機, 跨越種族, 跨越地域。同工們同心繪畫了一幅代表華宣眾同工心聲的油畫。 

 



 

柬埔寨短宣體驗 
今年六月華宣的短宣隊遠赴東南亞中南半島南部的柬埔寨, 兩位牧者帶領, 一行十人在柬國短短十天, 參
與不同的事奉, 教英語, 帶領營會, 主持主日學, 講道, 探訪當地柬人家庭, 關懷問候分享福音等. 有一位學
生在福音營決志信主.  當短宣隊定意要與柬人分享所有之際, 郤換來數不盡的回饋, 或許可以說是這次
短宣讓隊員深深的經歷到神的大能, 開啟了他們與神關係的另一個高峰. 
 
以下是隊員們的短短分享, 從中讀者們可以揣摩一二, 或許可以找着他們, 讓他們向你慢慢細訴. 

 

透過 HRDI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 Cambodia)老師分享, 

他們還是學生時, 感受宣教同工的愛, 畢業受感去事奉. 見證耶穌生生不息的愛. 

                                                                                                            南宣 Kenji  

這次短宣之旅讓我眼界大開, 看到柬埔寨人的樸素和知足, 看到宣教士們的堅持
和忍耐, 令我明白主的供應真是超乎想像.  
                                                                                                           曼宣 Joyce 

 

自己其實被神祝福好多, 要好好珍惜現在有的一切, 好好順從, 同時將這份祝福分
享給其他人. 
                                                                                                            南宣 Betty  

Re-kindle with students.  Delightful to see their enthusiasm.  Praise the Lord, so love-

ly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mine.  Though it is my first STM.  It will not be my 

last. 

It has been an eye opening experience seeing a country very different to 

ours.  It has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pray for the mis-

sion in this place, and also serve as a continuous reminder of how blessed 

we are.                                                                                          曼宣 Karen  

Life is a mixture of joy and tears.  We can choose a simple life, to stay 

minimal, but for many in Cambodia they have no choice.  However from 

their eyes, their smiles, and their gentle hospitalities, you see they 

choose to be contented, be gracious and caring for others.  That’s what 

we’re lacking.                                                                                     曼宣 Fai  

I felt unity and joy of serving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Although I have 

been serving in church, brothers and sisters often have other commit-

ments, therefore we could rarely have such close and intense fellowship.  

I really enjoy it and felt that this is what fellowship should be like.  

                                                                                                          曼宣 Andy  



 

 

 

 

   

                      

                                                                                            

As a historical Christian nation, the U.K. enjoys much privileges that we often 
take them as granted.  This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n Cambodia not only caused 
me to recognise the needs of the Gospel in non-historical Christian nations, but 
also the U.K.’s need for a spiritual revival so that its diverse people may continue 
to enjoy the blessings of living under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曼宣 Jeffrey 

我們行程中的一個早上，是學習柬文，我很快便投降了，深刻體會到跨語言宣教的艱
辛。 
 
                                                                                                                                  趙牧 

帶着短宣隊員第一次踏足柬埔寨, 內心是興奮和緊張的交集.  興奮的是遵守大使命將福音
傳到地極; 緊張的是我們能否榮耀主的名.  抵步後, 日新宣教士妥善的安排和友善的接待, 

我相信主已經喜悅我們這次的短宣之旅.  最難忘的是宣教士們所撒下的種子, 她們的見證
足以使人感動.  感恩的是一些短宣隊員願意再回去服事。                                        岑牧 

五月底的銀行例假定必是華宣的周年大會, 今年邀請了香港宣道差會
總幹事黎嘉禮牧師作講員.  以 “承傳與承擔”  為題, 鼓勵華宣領袖們
秉承先賢的教誨, 將宣道精神傳承下去. 

新一屆董事與牧者合照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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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濟明牧師  

宣教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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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傳道：閻石傳道 
 

義務顧問 ： 

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義務財務顧問: Anne Goh  

華宣分別在五月初和七月
初有兩個家庭從中國和香
港加入華宣的事奉行列.  他
們分別是在南宣事奉的閻
石傳道, 和在利宣的張濟明
牧師.  往後串聯會分別逐一
介紹他們給大家認識。 

閻石傳道一家 

張濟明牧師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