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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宣牧者之言

大惊小怪的门徒 彭大明

经文：可 6 ： 45-52 节
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大小风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主恩经过这些困难。不过我们会否好像十二门徒一
样，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反而会大惊小怪呢？从马可福音 6 章 45 节，门徒明明是听了主的吩咐去到对面
的海边，但是他们遇到海中的一阵怪风。他们摇橹很辛苦，但还是漂流在海中。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中，

祈求神带领。我们会祷告说不是你的路，请神替我封闭。后来我们听到神要为我们开路，我们立刻动身
去了。当我们听从神的安排，是否发现很多时候，不一定一帆风顺呢？十二门徒听主吩咐，却面对困
境。我们这时可能有人会想怎样去摆平这个局面。可能有人会尽量移到风浪没有这么厉害的海面，可能
有人去找一些更好的摇橹工具来，可能有人会什么都作不了，只是埋怨主给我们一条黑暗的道路。当然
有属灵经验的人会开始祷告了，他们会想到主，以前是怎样平静风浪了。
不过主是奇妙的神，祂的带领和看顾我们，是远超我们所想像的。当耶稣基督发现门徒摇橹不顺和痛
苦，祂没有立刻停止风浪。当然主可以这么作，然而主却踏浪过去门徒的船边。多少时候我们以为神，

只是高高在上的主，不会理会我们的生活困难艰苦。为什么神不减少我们困难，不给能力或机会，让我
们离开风浪呢？耶稣基督却是亲自来到风浪环境中。主是一路陪伴和走到我们身旁的神。
耶稣基督没有跟我们解释，祂的道路为何有这么多困难，祂只是踏海走到我们旁边。不过当门徒看见这
个神迹奇事，他们反过来是大声喊叫，真的是大惊如见鬼一样。当我们见到主的安排，是超越我们的想
像时，我们会否怕得要命，可能比遇见风浪更惊骇。我们信心的历程里，可能要面对这种难以接受的神
迹奇事。当主见到门徒大惊小怪时，在 6 章 50 节主说了一句话【你们放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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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宣家讯
知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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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怕】。何等大的恩典！主向我们信心软弱的人之重大保证，就是我们面
对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主说你们要放心，因为一切都有主的美意和恩典。我们
可以放心，更不要怕了。主叫我们放心，因为是主为我们预备道路。我们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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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可能是主安排的一部分。请记着是主叫我们上船到彼岸，祂一定会与我们

华宣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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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渡过风波。今天我们可能要面对家庭的困扰，或是找工作的困难，或是遇到

木民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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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气愤的待遇。 【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今天在天路中，主常向
我们的保证和安慰。

曼彻斯特宣道华语团契《曼华》
感谢神！曼华经历
了一年疫情的阴霾，但是神仍然赐下平安和保守给我们。踏入 2021 年，我们
的聚会，仍然是在网上进行。不过网上聚会也给我们有一线沟通的管道。我
们在二月底送别了 3 个年青人（图一）。不过青年聚会仍然可以继续保持，
因为透过网上聚会，有几位不在曼城的年青人可以继续参与。当然我们仍然
期盼可以恢复实体的年青人聚会。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在今年学期完结前，与
众学生有一个见面畅聚的机会。

送别年青人 2021 年 2 月

今年的春节是我们第一次不能有聚餐的新年。不过神给我们更珍惜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机会，我们也有互送一
些过年食品的温馨情景，当然我们就无法入屋探访了。我们在各小组中亦有彼此拜年的机会 （图二）。在
的感恩见证会中，我们听到二十多位弟兄姊妹的见证。虽然是在疫情中，他们仍然感到
青年團新春祝賀

曼华是他们的一个家。真的，家里有很多不同的成员，我们性格和背景都有差异，不过
神却要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和相顾，这就是教会一个重要的见证。
特殊儿童中文班仍然在网上进行，但当我见到好几位儿童和家长仍然
投入在班里时，这些儿童真的需要更多爱来栽培他们成长。希望神给
我们在今年 7 月中文班完结时，可以有一个实体庆祝聚会。

利兹宣道会《利宣》
这段日子虽然受封城影响，弟兄姊妹无法实体见面，但仍寻找可保持接触的途径，好让弟兄姊妹之间仍能继
续联系和互动。2021 年新的一年，教会团契或小组整体查经是「民数记」，让弟兄姊妹借此在神的话语和旧
约经卷有进深的认识。此外，虽然利兹大学仍未能恢复实体上课，多是网课，但过去也有来英升学的香港学
生主动联络教会希望参加学生团契，并以《价值观重整之旅》作视像团契的查经内容。而普通话大学生，部
分是在利兹大学的研究生，也有部份已回国，但仍希望继续参加我们网上的团契查经，查考约翰福音。
二月份农历新年期间，举行了两个庆祝农历新年的联欢活动，一个是与香港移民一起的视像联欢会，让弟兄
姊妹之间能彼此认识、分享和代祷。另一次则是利宣自己堂内弟兄姊妹的联欢会，大家一同唱诗、游戏，虽
在种种限制下仍增添不少欢乐气氛，并且有肢体很有心思地联络了昔日在利宣聚会，但已返回原居地的学生，
及过去牧养和带领过利宣的牧者，送上祝贺的短片，鼓励弟兄姊妹。
而年初三的主日崇拜，也是利宣的福音主日，邀请了岑牧师通过视像讲道，当中有两位朋
友及后回应表示有意信耶稣，为此感恩！
另一方面，香港移民小组开始有正式聚会，同时在三
月份教会祈祷会，也为香港移民的事工祈祷，并与利
宣的弟兄姊妹交流分享，让弟兄姊妹明白香港移民的
情况和需要，心态上如何预备接待他们的来临，及实
际上如何支援等等。求主继续保守利宣的成长。

新小组视像聚会

曼彻斯特宣道会《曼宣》
踏入 2021 年，一月开始，因为英国疫情严峻再度封城，曼宣将原本有限度实体崇拜暂停，再次只提供崇拜直
播。儿童聚会方面，自从去年封城以来，便一直暂停，到今年三月，才尝试以网上形式，安排每月一次聚会，
分低年级和高年级两班进行，各有大概五至六名小孩子参加。
自从去年开始，不少香港人移居到英国生活，除了罗牧师在 Sale 开荒植堂, 已成立网上团契外，曼宣亦开设
了另一个专为港人而设的网上团契，名为约书亚团，两个团契合共 70 人参加，并继续有新朋友加入。
虽然还未知道今年洗礼可以何时举行，但我们已开始今年的洗礼班，由 Lucho 宣教士带来教会英语崇拜的归主
者，正有几位参加今年的洗礼班。
把握时机课程于 3 月开始，包括牧者在内，教会共有七人参加，大家都感到很有得着。
另外，今年的会员大会亦已于 3 月 31 日，以网上形式进行，并顺利选出 5 位执事。

布莱顿宣道会《布宣》
英国疫情纵然严峻,但仍看到天父对这个国家的保守,英国正进行新冠肺炎疫苗全国接
种,执笔时约百份之六十的成年人口已顺利接种,我们教会的长者也全都接种了疫苗,
并没有很大的副作用。回想一趟送教会一位八十多岁独居长者到注射中心并顺道作他
翻译,那次体会到整个接种流程都井井有条,而负责的医护人员都亲切有礼,老伯伯也
很满意,并期待稍后的第二针。我和太太则在 3 月底接种了。疫苗注射后,大部分市民都 祷告在两所大学
期待着尽快回复相对正常的生活。
这段期间,英国仍未完全解除封城措施,故仍很多机会与弟兄姊妹在 Zoom 上见面。一位
在去年一月决志信主的国内学生于九月毕业返国,返国后因学业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未

Brighton University 和
Sussex University
能认识多些学生

能继续我们的网上查经。但她刚刚获批到意大利攻读硕士课程,感谢主她又可重新投入查经小组,继续成长。儿童主日学
多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教,这位大姐姐是从香港到英国读 A-level 的学生,她很享受侍奉呢!求主继续发挥她的恩赐。

在农历年期间,Mabel 常想学习如何做年糕或萝卜糕,与一些仍留在英国的学生和刚来英国的新移民分享,希望他们身在异
乡仍能感受到过年气氛和弟兄姊妹的关懐。感谢主,我们还有机会用这些萝卜糕结交一个刚从香港来的未信主家庭。最近
Sussex University 一位校牧邀请我们合作,当大学恢复正常面对面授课时,帮助有需要的华人学生补习英语,他是一位土
生土长的英国人,对华人有如此愿意服侍的心,我们很是感动,求主开路。
因应多了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 我们考虑新开设一个广东话少年小
组和一个广东话妈妈小组,求主赐智慧和愿意一起服事的弟兄姊
妹。复活节我们一起在网上有特别聚会,一起透过默想主的话和歌
敬拜, 思想主舍命救赎的爱。

英国其中一个疫苗接种中心

过年做的萝卜糕

南伦敦宣道会《南宣》
南宣的农历新年网上庆祝双语进行, 串联不同组别
一齐参与, 是一个快乐的时刻。
封关逐步放宽, 青年组和普通话相继出游。
每两月一次的宣教讲座已经开始, 由 Lucho 牧师负
责, 生动有趣, 推动南宣对宣教的认识和学习。

普通话团契户外活动

南宣领袖训练课程、基督生平第四期已经开班, 今期的老师是第一期的毕业生, 感恩神兴起更多领袖。
少年团契参与社会公益, 推动红鼻子运动. 筹得款项全数捐出, 帮助被虐待的家庭。
过去一年虽然是封城, 但南宣主日学和少年组仍然在网上活动. 不单如此, 更与不同宣道会合作, 每主日有
联合的网上主日学和少年组, 实在感恩能够彼此服侍, 主内成长。
领袖退修会连同各小组领袖及准领袖有 23 人参加, 虽是一天的网上退修, 黎嘉礼牧师以神所喜悦的工人为
题, 提点各领袖优先次序, 高举耶稣基督, 以认识祂为至宝, 退修会的默想虽然时间短促, 神仍祝福眷顾,
让大家得益。受难节默想, 阎传道带领大家安静默想祷告, 在繁忙的工作中, 用一小时来到主面前思想主替

青年团契户外活动

我们的罪受死, 大家更亲近主, 领受主的恩典和慈爱。

少年组红鼻子运动
购买教会中心进行得如火如荼, 已得到买
家答允售卖, 是一幢独立式洋房. 筹钱方
面也看到神的手,筹款活动陆续推出, 更
推行信心奉献, 鼓励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
外, 更踏出一步, 以信心奉献。请继续代
祷。

东伦敦宣道会《东宣》
按政府抗疫行动措施指令下后，「东宣家」仍继续每周维持「网上」崇拜、查经、小组、祈祷会…等等的活
动。每主日崇拜平均有 19 个家庭参加，更有刚从香港到英国定居生活的肢体与我们一起敬拜。
「东宣」除了从一月份开始了「网上读经计划」、「门训」和「婚姻与家庭」的讲座后，教会于三月份网上崇
拜后举办一个「生活查经系列」，有十多个肢体参加。这「系列」主要目的是盼望肢体们认知信仰与生活是
分不开，信仰是生活化的。
四月份开始（复活节主日），「东宣」开始实体崇拜，包括孩子们，有 24 位肢体出席。由于聚会人数受到限
制，当日我们尝试网上同步直播，提供不能出席实体崇拜的肢体可在家一起敬拜。感谢主及肢体们同心协力
下成功顺畅进行。
据悉在东宣附近将会有不少从香港而来定居的新移民，故「东宣」正在思索如何接触及关顾他们的需要。请
代祷。教会网页设计已进入完结阶段，求主使用，盼日后有人从网页认识敎会，可与我们联络。

串联将会逐一介绍华宣同工和他的家人，增进华宣家彼此认识，在主爱中互相
结连。今期是彭大明 牧师
感谢主拣选我成为祂的仆人，又赐我一位贤淑
的妻子：燕芬师母和三个健康的儿子。实在感
恩，使我这位不配的人，不经不觉在英国、欧
洲全时间事奉有 34 年，这全是主的恩典。
我生长在一个浓厚拜偶像的农村，13 岁时进入
一所基督教中学，开始对耶稣有了初步的认
识。其后，因基督徒同学的见证，深深感受到
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1977 年初就决
志信靠耶稣为救主，信主不久便随家人移居英
国，在英国蒙神的怜悯及施恩，属灵生命不断
成长，亦在教会中有学习事奉的机会。
1981 年大专求学期间，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参
与欧洲不同的短宣布道工作，深深体会人灵魂失丧的可怕，深愿福音广传，更多人能认识救
主，又见到当时欧洲教会荒凉、一座座宏伟的教堂被出售，成为作异教或娱乐场所而感悲
痛。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于大专毕业后就回港进入建道神学院接受造就。 1987 年神学毕业
后，就回英国加入英国基督教侨布道会，在英国及欧洲作巡回布道植堂的工作。
1997 年 9 月加入香港宣道差会至今。加入「差会」初期就协助伦敦一所宣道会牧养事奉，直
到该教会聘得传道同工。于 1998 方开始在伦敦西南 Merton 区的温堡顿（Wimbledon）展开
「南伦敦宣道会」植堂。感谢主，1999 年 1 月「南伦敦宣道会」开始崇拜。在「南宣」牧养
10 年后，神给我们看到伦敦东南区 Lewisham, Deptford, Greenwich 一带华人福音的需要，
2010 年蒙神恩典，就开展「东伦敦宣道会」的植堂工作，主要对象是当地的「福清华侨」及
该区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后，我有机会成为两所大学（Greenwich & Goldsmiths）的
校牧有更多机会在校园作中国留学生福音事工。感谢主 2012 年 9 月 2 日，「东伦敦宣道会」
也开始了主日崇拜。
除了牧养「东伦敦宣道会」外，于 2018 年开始兼任「布莱顿宣道会」（Brighton Alliance
Church）顾问牧师。同年，被两所大学（Sussex & Brighton）接纳为校牧。感谢主，让我在
学习中事奉。 2021 年 6 月开始，将担任副会长一职，求主使用，也请你们多多为我们祷
告，求主加添灵力、体力及智慧。

自製福音單張

疫情后, 各教会慢慢地步出封锁, "闭关"一年多, 弟兄
姊妹已养成很多不同习惯.

从实体上和属灵上凝聚弟兄

姊妹, 实在需要祈求从上而来的智慧. 华宣牧者分享具
体计划, 彼此参考, 互相鼓励, 让华宣各堂会在疫情后
更上一层楼。
步出 lockdown 和往后计划

黄国辉传道

布宣一直都有思想在何时和怎样恢复实体敬拜。在时间方面,

一方面会参考政府解除封城措施的步伐和

时间表, 另一方面就是教会会众的特点和需要。布宣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弟兄姊妹, 对疫情比较小心, 许多
都打了第一针疫苗, 并等候第二针。疫苗的确带来保护 , 能减低受感染和患病导致死亡的风险, 但仍不
能掉以轻心, 因打针后并不表示完全没有感染风险。恢复实体敬拜时间我们比较保守, 由于政府计划在六
月解除所有封城措施, 我们计划在七月初开始恢复实体敬拜。以下是我们一些计划重点:
1) 会实施有关防疫措施如戴口罩、使用消毒洗手液和保持社交距离。
2) 每次敬拜均有签到名单, 方便有怀疑感染个案时, 可追縱密切接触者和进行病毒测试。
3) 敬拜初期会同时录制网上版, 让因各种原因未能立即参与实体敬拜的弟兄姊妹有一适应过渡期, 过渡
期不会超过一个月, 因最终目标是让弟兄姊妹能面对面实体相交。
4) 团契活动以实体进行。
5) 各组查经班则可实体和网上同时进行, 利用网络突破地域限制, 让住得较偏远的弟兄姊妹仍可继续查
考神的话

利宣 Lockdown 后的预备和计划
利宣聚会场地是租用英语教会，教会就解除

张济明牧师
lockdown 后的安排上将会有一个小组，商讨及如何逐步恢复

实体和正常聚会的步骤及细节，与英语教会沟通。
但因肢体间已一年多未能有真实见面的互动，因此，计划在政府解除户外见面的守则后，举行一次教会性的
户外活动，邀请香港移民的肢体一同参加，一方面让利宣堂内的肢体能彼此重聚和鼓励，建立弟兄姊妹之间
久未能见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让利宣家与香港信徒互相认识，借此在生活资讯及实际需要上能互相交流
和支援。

与此同时，重新学生的福音工作，也因着香港移民的信徒，整体也有一些事工及人手上的调整和一些装备上
的训练，让香港信徒逐步隔入教会，整体上希望「各按各职」，一同事奉。

華宣牧者祈禱會

Lockdown 后的计划

岑伟农牧师

南宣的崇拜小组已经开始部署,

安排主席, 翻译, 领崇拜等事奉人员轮值表, 准备实体崇拜. 当然我们仍按

政府指引, 做足各项清洁和防疫措施, 避免第三波出现.

因网上聚会也有一些好处, 南宣正考虑怎样保持使用网上聚会, 来接触新移民, 大学生, 和英国以外的事工.
因封城的绿故, 很多人与人的接触被减至最低, 南宣故此成立了不同功能的领袖小组, 由牧者传道人作导师,
期望在解封后, 教会在各发展方向上,发挥更大果效.

疫疫后回归圣道

刘思铭传道

疫情期间偶有听到恒常有参与事奉的弟兄姊妹说：「原来教会可以不忙」，而观乎疫情期间弟兄姊妹对圣经

学习的渴求，再加上网络聚会生态的兴起，对于疫后教会的想像，我们可一同在祷告中想想如何装备信徒，
好让我们能在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向人传福音。疫情的尽头，我们还未确实见到，而世界和英国的变化之快，
亦叫我们对疫后计划也不能说得那么肯定。可肯定的是，在疫后我们一起建立的教会新面貌，我们会一同努
力回归圣道，让弟兄姊妹在教会内外也积极向人述说主所托负我们的好消息。这是我对疫后教会新常态的期
许。

Bind us together with Love
以

愛

相

繫

華宣領袖營CACU Leaders Camp
日期Date: 29-31 August 2021
地點Venue:Pioneer Centre, Cleobury Mortimer, Kidderminster DY14 8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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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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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民事工 Lucho

會長: 岑偉農牧師

疫后的关顾和牧养

副會長：趙偉初牧師

因着疫苖的大量接种, 英国渐渐解封, 这真是好消息, 同时我
们仍要小心, 按政府要求而开始实体聚会.

重要的如各人戴口

罩, 禁止唱诗, 保持距离, 洗水间限制, 禁止大型聚集, 禁止
拥抱和握手等; 还有各人用不同的咪, 用网上奉献, 经常清洁场所, 和使空气
流通等. 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实体聚会了.

一些注意的事项:

渐渐解封不等同完全开放.
* 我们继续关怀有各项需要的人.

在属灵上, 情绪上, 身体上和安全上有需要

的人, 在我们附近有很多这些家庭.
* 我建议教会开办如 “修补心灵事工”.

专门聆听破碎者的诉求和心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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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是信徒和非信徒也有需要.
Huddersfield 團契

你们曾经在疫情最严重时, 将平安和鼓励带给在困境中的家庭, 去安慰对新冠
肺炎有恐惧的人, 和牧养那些家人因感染疫菌而死亡的人.
* 我们或许开设一“步行事工”.

春天来到, 我们六人一起去远足.

可以

去一公园; 或山幽; 或户外午餐; 或看优美风景. 在这种环境下, 对那些失去
亲人的人, 会比较容易分享心里的忧伤.

宣教士：羅慶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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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又或者和团契一起到郊野, 在那里六人一组地相交.
团契查经时, 可将话题围绕所查的经文, 又用经文一起祷告.
* 可能你们已经开始了.

现在很多人都厌倦网上查经, 这是正常的! 不用

担心, 给他们发表心里感受的空间.

记着, 我们是服侍人的需要.

* 若你们已经开始实体聚会, 仍可以保持网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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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羅慶偉牧師

记着, 邀请你的朋友, 与他们分享耶稣.
坊”.

南宣已经有网上的“宣教工作

有否想过开办“编织班”; “烹饪班”; “结他班”; 又或者弟兄们一

起看球赛.

有些大学生喜欢学中文, 可以开办“中文班”.

英国圣公会对开始实体聚会的教会, 有以下的指引:
在不明朗下, 我们由主带领. 请尽量分享.
在主带领下去关爱邻居. 请继续做下去.
我们遵守科学家们的带领. 请不要更改.

在

疫情下, 主赐我们喜乐, 并带领我们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都期望尽快回复正常, 然而, 在现况里, 基督徒有寻找意义的能力. 在历
史中, 我们是被塑造, 同时又被拣选去塑造环境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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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你们牧养和怜悯的心情继续发挥, 不单只在教会和基督徒朋友上, 更去关心

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你们附近的人.

義務財務顧問: Anne G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