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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生會遇到很多大小風浪。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靠主恩經過這些困難。不過我們會否好像十二門徒一

樣，見到耶穌基督的神跡反而會大驚小怪呢？從馬可福音 6章 45節，門徒明明是聽了主的吩咐去到對面

的海邊，但是他們遇到海中的一陣怪風。他們搖櫓很辛苦，但還是漂流在海中。我們在人生的路程中，

祈求神帶領。我們會禱告說不是你的路，請神替我封閉。後來我們聽到神要為我們開路，我們立刻動身

去了。當我們聽從神的安排，是否發現很多時候，不一定一帆風順呢？十二門徒聽主吩咐，卻面對困

境。我們這時可能有人會想怎樣去擺平這個局面。可能有人會盡量移到風浪沒有這麽厲害的海面，可能

有人去找一些更好的搖櫓工具來，可能有人會什麼都作不了，只是埋怨主給我們一條黑暗的道路。當然

有屬靈經驗的人會開始禱告了，他們會想到主，以前是怎樣平靜風浪了。 

不過主是奇妙的神，祂的帶領和看顧我們，是遠超我們所想像的。當耶穌基督發現門徒搖櫓不順和痛

苦，祂沒有立刻停止風浪。當然主可以這麽作，然而主卻踏浪過去門徒的船邊。多少時候我們以為神，

只是高高在上的主，不會理會我們的生活困難艱苦。為什麼神不減少我們困難，不給能力或機會，讓我

們離開風浪呢？耶穌基督卻是親自來到風浪環境中。主是一路陪伴和走到我們身旁的神。 

耶穌基督沒有跟我們解釋，祂的道路為何有這麽多困難，祂只是踏海走到我們旁邊。不過當門徒看見這

個神跡奇事，他們反過來是大聲喊叫，真的是大驚如見鬼一樣。當我們見到主的安排，是超越我們的想

像時，我們會否怕得要命，可能比遇見風浪更驚駭。我們信心的歷程裡，可能要面對這種難以接受的神

跡奇事。當主見到門徒大驚小怪時，在 6 章 50節主說了一句話【你們放心，是

我，不要怕】。何等大的恩典！主向我們信心軟弱的人之重大保證，就是我們

面對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主說你們要放心，因為一切都有主的美意和恩典。

我們可以放心，更不要怕了。主叫我們放心，因為是主為我們預備道路。我們

現在的逆境，可能是主安排的一部分。請記著是主叫我們上船到彼岸，祂一定

會與我們一同渡過風波。今天我們可能要面對家庭的困擾，或是找工作的困

難，或是遇到令人氣憤的待遇。【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這是今天在天

路中，主常向我們的保證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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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這段日子雖然受封城影響，弟兄姊妹無法實體見面，但仍尋找可保持接觸

的途徑，好讓弟兄姊妹之間仍能繼續聯繫和互動。 

2021年新的一年，教會團契或小組整體查經是「民數記」，讓弟兄姊妹藉此在神的話語和舊約經卷有進深的認識。此外，

雖然利玆大學仍未能恢複實體上課，多是網課，但過去也有來英升學的香港學生主動聯絡教會希望參加學生團契，並以

《價值觀重整之旅》作視像團契的查經內容。而普通話大學生，部分是在利玆大學的研究生，也有部份已回國，但仍希

望繼續參加我們網上的團契查經，查考約翰福音。 

 

二月份農曆新年期間，舉行了兩個慶祝農曆新年的聯歡活動，一個是與香港移民一起的視像聯歡會，讓弟兄姊妹之間能

彼此認識、分享和代禱。另一次則是利宣自己堂內弟兄姊妹的聯歡會，大家一同唱詩、遊戲，雖在種種限制下仍增添不

少歡樂氣氛，並且有肢體很有心思地聯絡了昔日在利宣聚會，但已返回原居地的學生，及過去牧養和帶領過利宣的牧者，

送上祝賀的短片，鼓勵弟兄姊妹。 

 

而年初三的主日崇拜，也是利宣的福音主日，邀請了岑牧師通過視像講道，當中有兩位

朋友及後回應表示有意信耶穌，為此感恩！ 

 

另一方面，香港移民小組開始有正式聚會，同時在三月份

教會祈禱會，也為香港移民的事工祈禱，並與利宣的弟兄

姊妹交流分享，讓弟兄姊妹明白香港移民的情況和需要，

心態上如何預備接待他們的來臨，及實際上如何

支援等等。求主繼續保守利宣的成長。 

 

 

新小組視像聚會 

感謝神！ 曼華經歷了一年疫情的陰霾，但是神仍然賜下平安和保守給我們。

踏入 2021 年，我們的聚會，仍然是在網上進行。不過網上聚會也給我們有一

線溝通的管道。我們在二月底送別了 3個年青人（圖一）。不過青年聚會仍

然可以繼續保持，因為透過網上聚會，有幾位不在曼城的年青人可以繼續參

與。當然我們仍然期盼可以恢復實體的年青人聚會。我們真的希望可以在今

年學期完結前，與眾學生有一個見面暢聚的機會。  

今年的春節是我們第一次不能有聚餐的新年。不過神給我們更珍惜與弟兄姊妹相交的機會，我們也有互送一

些過年食品的溫馨情景，當然我們就無法入屋探訪了。我們在各小組中亦有彼此拜年的機會 （圖二）。在

的感恩見證會中，我們聽到二十多位弟兄姊妹的見證。雖然是在疫情中，他們仍然感到曼華是他們的一個

家。真的，家裡有很多不同的成員，我們性格和背景都有差異，不過

神卻要我們學習彼此接納和相顧，這就是教會一個重要的見證。 

送别年青人 2021 年 2月 

青年團新春祝賀 

利玆宣道會《利宣》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踏入 2021 年，一月開始，因為英國疫情嚴峻再度封城，曼宣將原本有限度實體崇拜暫停，再次只提供崇拜直

播。兒童聚會方面，自從去年封城以來，便一直暫停，到今年三月，才嘗試以網上形式，安排每月一次聚會，

分低年級和高年級兩班進行，各有大概五至六名小孩子參加。 

 

自從去年開始，不少香港人移居到英國生活，除了羅牧師在 Sale開荒植堂, 已成立網上團契外，曼宣亦開設

了另一個專為港人而設的網上團契，名為約書亞團，兩個團契合共 70 人參加，並繼續有新朋友加入。 

 

雖然還未知道今年洗禮可以何時舉行，但我們已開始今年的洗禮班，由 Lucho宣教士帶來教會英語崇拜的歸主

者，正有幾位參加今年的洗禮班。 

 

把握時機課程於 3月開始，包括牧者在內，教會共有七人參加，大家都感到很有得著。 

 

另外，今年的會員大會亦已於 3月 31日，以網上形式進行，並順利選出 5位執事。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英國疫情縱然嚴峻,但仍看到天父對這個國家的保守,英國正進行新冠肺炎疫苗全國接

種,執筆時約百份之六十的成年人口已順利接種,我們教會的長者也全都接種了疫苗,

並沒有很大的副作用。回想一趟送教會一位八十多歲獨居長者到注射中心並順道作他

翻譯,那次體會到整個接種流程都井井有條,而負責的醫護人員都親切有禮,老伯伯也

很滿意,並期待稍後的第二針。我和太太則在 3月底接種了。疫苗注射後,大部分市民

都期待著盡快回復相對正常的生活。 

 

這段期間,英國仍未完全解除封城措施,故仍很多機會與弟兄姊妹在 Zoom上見面。一位

在去年一月決志信主的國內學生於九月畢業返國,返國後因學業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未

能繼續我們的網上查經。但她剛剛獲批到意大利攻讀碩士課程,感謝主她又可重新投入查經小組,繼續成長。兒童主日學

多了一位年輕人做助教,這位大姐姐是從香港到英國讀 A-level 的學生,她很享受侍奉呢!求主繼續發揮她的恩賜。 

 

在農曆年期間,Mabel常想學習如何做年糕或蘿蔔糕,與一些仍留在英國的學生和剛來英國的新移民分享,希望他們身在異

鄉仍能感受到過年氣氛和弟兄姊妹的關懐。感謝主,我們還有機會用這些蘿蔔糕結交一個剛從香港來的未信主家庭。最近

Sussex University 一位校牧邀請我們合作,當大學恢復正常面對面授課時,幫助有需要的華人學生補習英語,他是一位土

生土長的英國人,對華人有如此願意服侍的心,我們很是感動,求主開路 。   

 

因應多了從香港來的弟兄姊妹, 我們考慮新開設一個廣東話少年小

組和一個廣東話媽媽小組,求主賜智慧和願意一起服事的弟兄姊

妹。復活節我們一起在網上有特別聚會,一起透過默想主的話和歌

敬拜, 思想主捨命救贖的愛。 

 英國其中一個疫苗接種中心    

禱告在兩所大學  

Brighton University 和                                                                                  

Sussex University  

能認識多些學生  

過年做的蘿蔔糕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南宣的農曆新年網上慶祝雙語進行, 串聯不同組別

一齊參與, 是一個快樂的時刻。 

封關逐步放寬, 青年組和普通話相繼出遊。 

每兩月一次的宣教講座已經開始, 由 Lucho牧師負

責, 生動有趣, 推動南宣對宣教的認識和學習。 

 

南宣領袖訓練課程、基督生平第四期已經開班, 今期的老師是第一期的畢業生, 感恩神興起更多領袖。 

少年團契參與社會公益, 推動紅鼻子運動. 籌得款項全數捐出, 幫助被虐待的家庭。 

過去一年雖然是封城, 但南宣主日學和少年組仍然在網上活動. 不單如此, 更與不同宣道會合作, 每主日有

聯合的網上主日學和少年組, 實在感恩能夠彼此服侍, 主內成長。 

 

領袖退修會連同各小組領袖及準領袖有 23人參加, 雖是一天的網上退修, 黎嘉禮牧師以神所喜悅的工人為

題, 提點各領袖優先次序, 高舉耶穌基督, 以認識祂為至寶, 退修會的默想雖然時間短促, 神仍祝福眷顧, 

讓大家得益。 受難節默想, 閻傳道帶領大家安靜默想禱告, 在繁忙的工作中, 用一小時來到主面前思想主

替我們的罪受死, 大家更親近主, 領受主的恩典和慈愛。 

 

購買教會中心進行得如火如荼, 已得到買

家答允售賣, 是一幢獨立式洋房. 籌錢方

面也看到神的手,籌款活動陸續推出, 更

推行信心奉獻, 鼓勵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獻

外, 更踏出一步, 以信心奉獻。請繼續代

禱。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按政府抗疫行動措施指令下後，「東宣家」仍繼續每週維持「網上」崇拜、查經、小組、祈禱會…等等的活
動。每主日崇拜平均有 19個家庭參加，更有剛從香港到英國定居生活的肢體與我們一起敬拜。 
 
「東宣」除了從一月份開始了「網上讀經計劃」、「門訓」和「婚姻與家庭」的講座後，教會於三月份網上崇拜
後舉辦一個「生活查經系列」，有十多個肢體參加。這「系列」主要目的是盼望肢體們認知信仰與生活是分不
開，信仰是生活化的。 
 
四月份開始（復活節主日），「東宣」開始實體崇拜，包括孩子們，有 24位肢體出席。由於聚會人數受到限
制，當日我們嚐試網上同步直播，提供不能出席實體崇拜的肢體可在家一起敬拜。感謝主及肢體們同心協力下成
功順暢進行。 
 
據悉在東宣附近將會有不少從香港而來定居的新移民，故「東宣」正在思索如何接觸及關顧他們的需要。請代
禱。教會網頁設計已進入完結階段，求主使用，盼日後有人從網頁認識敎會，可與我們聯絡。 

 

青年團契戶外活動 

普通話團契戶外活動 

少年组紅鼻子運動 



自製福音單張 

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同工和他的家人，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在主愛中互相

結連。今期是彭大明 牧師  

   感謝主揀選我成為祂的僕人，又賜我一位賢淑 
   的妻子：燕芬師母和三個健康的兒子。實在感 
   恩，使我這位不配的人，不經不覺在英國、歐 
   洲全時間事奉有 34年，這全是主的恩典。 
 
   我生長在一個濃厚拜偶像的農村，13歲時進入 
   一所基督教中學，開始對耶穌有了初步的認 
   識。其後，因基督徒同學的見證，深深感受到 
   主耶穌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1977年初就決 
   志信靠耶穌為救主，信主不久便隨家人移居英 
   國，在英國蒙神的憐憫及施恩，屬靈生命不斷 
   成長，亦在教會中有學習事奉的機會。 
 
   1981年大專求學期間，神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參 
   與歐洲不同的短宣佈道工作，深深體會人靈魂失喪的可怕，深願福音廣傳，更多人能認識救 
   主，又見到當時歐洲教會荒涼、一座座宏偉的教堂被出售，成為作異教或娛樂場所而感悲 
   痛。為了回應神的呼召，於大專畢業後就回港進入建道神學院接受造就。1987年神學畢業 
   後，就回英國加入英國基督教僑佈道會，在英國及歐洲作巡迴佈道植堂的工作。 
 
   1997年 9月加入香港宣道差會至今。加入「差會」初期就協助倫敦一所宣道會牧養事奉，直 
   到該教會聘得傳道同工。於 1998方開始在倫敦西南 Merton區的溫堡頓（Wimbledon）展開 
   「南倫敦宣道會」植堂。感謝主，1999年 1月「南倫敦宣道會」開始崇拜。在「南宣」牧養 
   10年後，神給我們看到倫敦東南區 Lewisham, Deptford, Greenwich 一帶華人福音的需要， 
   2010年蒙神恩典，就開展「東倫敦宣道會」的植堂工作，主要對象是當地的「福清華僑」及 
   該區兩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其後，我有機會成為兩所大學（Greenwich & Goldsmiths）的 
   校牧有更多機會在校園作中國留學生福音事工。感謝主 2012年 9月 2日，「東倫敦宣道會」 
   也開始了主日崇拜。 
 
   除了牧養「東倫敦宣道會」外，於 2018年開始兼任「布萊頓宣道會」（Brighton Alliance  
   Church）顧問牧師。同年，被兩所大學（Sussex & Brighton）接納為校牧。感謝主，讓我在 
   學習中事奉。2021年 6月開始，將擔任副會長一職，求主使用，也請你們多多為我們禱告， 
   求主加添靈力、體力及智慧。 
 



 

 

華宣牧者祈禱會

 

 

 步出 lockdown 和往後計劃                           黃國輝傳道  
 

布宣一直都有思想在何時和怎樣恢復實體敬拜。在時間方面, 一方面會參考政府解除封城措施的步伐和

時間表, 另一方面就是教會會眾的特點和需要。布宣有不少年紀較大的弟兄姊妹, 對疫情比較小心, 許多

都打了第一針疫苗, 並等候第二針。疫苗的確帶來保護 , 能減低受感染和患病導致死亡的風險, 但仍不

能掉以輕心, 因打針後並不表示完全沒有感染風險。恢復實體敬拜時間我們比較保守, 由於政府計劃在六

月解除所有封城措施, 我們計劃在七月初開始恢復實體敬拜。以下是我們一些計劃重點: 

1) 會實施有關防疫措施如戴口罩、使用消毒洗手液和保持社交距離。 

2) 每次敬拜均有簽到名單, 方便有懷疑感染個案時, 可追縱密切接觸者和進行病毒測試。 

3) 敬拜初期會同時錄制網上版, 讓因各種原因未能立即參與實體敬拜的弟兄姊妹有一適應過渡期, 過渡

期不會超過一個月, 因最終目標是讓弟兄姊妹能面對面實體相交。 

4) 團契活動以實體進行。 

5) 各組查經班則可實體和網上同時進行, 利用網絡突破地域限制, 讓住得較偏遠的弟兄姊妹仍可繼續查

考神的話。 

利宣 Lockdown 後的預備和計劃                              張濟明牧師 

 

利宣聚會場地是租用英語教會，教會就解除 lockdown 後的安排上將會有一個小組，商討及如何逐步恢復實

體和正常聚會的步驟及細節，與英語教會溝通。  

 

但因肢體間已一年多未能有真實見面的互動，因此，計劃在政府解除戶外見面的守則後，舉行一次教會性的

戶外活動，邀請香港移民的肢體一同參加，一方面讓利宣堂內的肢體能彼此重聚和鼓勵，建立弟兄姊妹之間

久未能見面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讓利宣家與香港信徒互相認識，藉此在生活資訊及實際需要上能互相交流

和支援。 

 

與此同時，重新學生的福音工作，也因著香港移民的信徒，整體也有一些事工及人手上的調整和一些裝備上

的訓練，讓香港信徒逐步隔入教會，整體上希望「各按各職」，一同事奉。 

 

疫情後, 各教會慢慢地步出封鎖, "閉關"一年多, 弟兄

姊妹已養成很多不同習慣.  從實體上和屬靈上凝聚弟兄

姊妹, 實在需要祈求從上而來的智慧. 華宣牧者分享具

體計劃, 彼此參考, 互相鼓勵, 讓華宣各堂會在疫情後

更上一層樓。 



 

 

 

 

疫疫後回歸聖道       劉思銘傳道   

疫情期間偶有聽到恆常有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說：「原來教會可以不忙」，而觀乎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對聖經

學習的渴求，再加上網絡聚會生態的興起，對於疫後教會的想像，我們可一同在禱告中想想如何裝備信徒，

好讓我們能在線上線下隨時隨地向人傳福音。疫情的盡頭，我們還未確實見到，而世界和英國的變化之快，

亦叫我們對疫後計劃也不能說得那麼肯定。可肯定的是，在疫後我們一起建立的教會新面貌，我們會一同努

力回歸聖道，讓弟兄姊妹在教會內外也積極向人述說主所託負我們的好消息。這是我對疫後教會新常態的期

許。 

Lockdown後的計劃    岑偉農牧師  

南宣的崇拜小組已經開始部署, 安排主席, 翻譯, 領崇拜等事奉人員輪值表, 準備實體崇拜. 當然我們仍按

政府指引, 做足各項清潔和防疫措施, 避免第三波出現. 

因網上聚會也有一些好處, 南宣正考慮怎樣保持使用網上聚會, 來接觸新移民, 大學生, 和英國以外的事工. 

因封城的綠故, 很多人與人的接觸被減至最低, 南宣故此成立了不同功能的領袖小組, 由牧者傳道人作導師, 

期望在解封後, 教會在各發展方向上, 發揮更大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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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of charge and recommend by your church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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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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dersfield 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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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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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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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民事工   Lucho 

疫後的關顧和牧養 

 

因著疫苖的大量接種, 英國漸漸解封, 這真是好消息, 同時我們仍要小心, 按

政府要求而開始實體聚會.  重要的如各人戴口罩, 禁止唱詩, 保持距離, 洗水

間限制, 禁止大型聚集, 禁止擁抱和握手等; 還有各人用不同的咪, 用網上奉

獻, 經常清潔場所, 和使空氣流通等.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實體聚會了. 

一些注意的事項: 

漸漸解封不等同完全開放. 

我們繼續關懷有各項需要的人.  在屬靈上, 情緒上, 身體上和安全上有需

要的人, 在我們附近有很多這些家庭.  

我建議教會開辦如 “修補心靈事工”.  專門聆聽破碎者的訴求和心聲.  無

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也有需要. 

 

你們曾經在疫情最嚴重時, 將平安和鼓勵帶給在困境中的家庭, 去安慰對新冠

肺炎有恐懼的人, 和牧養那些家人因感染疫菌而死亡的人. 

 

我們或許開設一 “步行事工”.  春天來到, 我們六人一起去遠足.  可以去一

公園; 或山幽; 或戶外午餐; 或看優美風景. 在這種環境下, 對那些失去親人

的人, 會比較容易分享心裏的憂傷. 又或者和團契一起到郊野, 在那裏六人一

組地相交. 團契查經時, 可將話題圍繞所查的經文, 又用經文一起禱告. 可能

你們已經開始了.  現在很多人都厭倦網上查經, 這是正常的! 不用擔心, 給他

們發表心裏感受的空間.  記著, 我們是服侍人的需要. 

 

若你們已經開始實體聚會, 仍可以保持網上活動. 記著, 邀請你的朋友, 與他

們分享耶穌. 南宣已經有網上的 “宣教工作坊”.  有否想過開辦 “編織班”; 

“烹飪班”; “結他班”; 又或者弟兄們一起看球賽.  有些大學生喜歡學中文, 

可以開辦 “中文班”.  

 

英國聖公會對開始實體聚會的教會, 有以下的指引: 

在不明朗下, 我們由主帶領. 請盡量分享. 

在主帶領下去關愛鄰居. 請繼續做下去. 

我們遵守科學家們的帶領. 請不要更改. 

在疫情下, 主賜我們喜樂, 並帶領我們認識神的心意. 

我們都期望盡快回復正常, 然而, 在現況裏, 基督徒有尋找意義的能力. 在歷

史中, 我們是被塑造, 同時又被揀選去塑造環境的一群. 

請你們牧養和憐憫的心情繼續發揮, 不單只在教會和基督徒朋友上, 更去關心 

你們附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