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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宣牧者之言 教會活動的反思 劉思銘傳道
在來英國之前，我逢星期二都會與一班男生打籃球，在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已與這些男生有逢週二晚打
籃球的習慣，直到我三十多歲、來英之前 (不計在建道寄宿的日子)，也在「恆常聚會」打球，在我去了
英國以後他們還在打。在這十多年間，有新來的人、也有離去的人，我們沒有宣傳、沒有在球賽中加入
破冰遊戲或精緻的食物，亦不需要點名或開會「規劃事工」，打球就是打球，大家卻是持之以恆的每星
期來，並見證彼此的不同人生階段的進展。
是的，教會活動是能叫教會有系統發展的工具。試想一間教會的青少年事工，若是甚麼的活動也刻意不
預備，每星期少年人來到教會，當天想做甚麼便隨心做甚麼，那是沒有方向的發展。但反過來想，有了
活動也不一定等於有方向的，任何事工大可以塞滿不少活動，但身處其中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靈命沒有

建立，沒有意欲向人傳福音 -- 試想若教會生活就等如把所有時間與弟兄姊妹籌備活動，試問我們又有
多少空間認識未信者? 搞活動本身便是方向，當這方向達到了，便告完滿，傳不傳到福音也沒有關係，
這當然是不對。
若傳福音是我們的方向，籌劃活動只是幫助我們達致這方向的工具，我們應當思考的是: 如何用活動這
工具幫助我們傳福音，而不是以搞好活動作為我們的目的? 有時我們會說 : 「如果這個活動更精采，可
以讓新朋友更有意欲參與教會」，我嘗試消化這句話、也假設它是對的，但次序上恐怕還是要先讓未信
者知道這個精采活動的存在。而要未信者知道這活動的存在，前提在於我們有沒有傳福音、身邊有沒有
着力與未信者聯絡，甚或乎嘗試了解後現代社會裡未信者如何看信仰和教會? 活動可以幫助事工發展，
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工具；就算活動是傳福音的活動 (如佈道會)，前提還是弟兄姊妹有沒有準備過自己
去告訴人這個活動?又回到傳福音的問題。我們必然要讓自己有機會接觸未信者、認識新朋友，我們才能

華宣牧者之言
華宣家訊
知多一點點

1
2-4
5

華宣點滴

6-7

木民事工

8

發揮任何活動的果效。
若循以上的進路去思想，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很多的活動(就算本為向外的活
動如佈道會)，在籌備的過程中，弟兄姊妹所花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接觸身邊
已信主的弟兄姊妹。上面說到，要讓活動成為我們傳福音的工具，先決條件

是要有空間讓弟兄姊妹接觸未信者，方可邀請人參與活動；循這想法去看，
其實

……未完，請翻到第 6 頁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主的帶領！曼華在 8 月份已經重新開展了崇拜和青年團契的
實體聚會。雖然有部分會眾回來實體崇拜仍有困難，但是都有超

圖一

過一半會眾願意回來敬拜神。奇妙是到九月份，真的有新的會眾
到來參與敬拜。我們現在的崇拜聚會人數（實體和網上參與人
數），反而比起只有網上聚會時，有所增加。神的帶領真的夠我們用。
每年的 9 月份，就是我們大學迎新活動的開始了。今年從國內到來曼城的學生，比 2019 年少了，有可能部
分學科，仍是在網上進行所至。在疫情下，我們取消了以往免費聚餐的接觸方法。不過第一次迎新會到來

的人數比以往少了，但是奇妙是第 2 到 3 次的迎新活動（圖 1），到來人數沒有減少，更是有增加，這與
以前迎新情況，是翻轉過來的。特別我們外出爬山活動時，新來的學生到達今年的最高峰的 18 人（圖
2）。我們本身的正在讀大學的團友，只有 3 個人。神卻帶領了一些基督徒和未信主的朋友到來，這是我們
想像不到的。10 月 27 日是我們的青年團佈道會，求神保守整個籌備和邀請工作，更感動新來的同學接受
救恩。

圖二

恢復成人小組實體聚會，是我們未來的重要發展。希望
12 月 25-26 日的聖誕聚會，能在福音上有突破性的擴
展。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愛中相交，正是基督徒的生命見
證。求神感動和帶領眾人，從種種困難裡，看見神的保
守。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暑期網上兒童聖經班

暑假期間,多間英國華人宣道會聯合舉辦暑期網上兒童聖經班,
布宣
「
有超過 10 位小朋友參與, 總共有 50 多位小朋友參加,很受歡迎。
教會等了約七十個星期後,終於在七月十一日恢復實體敬拜,因西人教
會早已將電腦更新,所以在恢複實體敬拜前兩星期請教會的一些年青

人回教會學習祟拜的電腦和影音操作。恢複實體敬拜的第一個主日來
了很多新移居布萊頓的家庭, 新來的弟兄姊妹是舊的兩倍,兒童主日學亦多了很多小朋友,大堂差不多不夠坐,
很是熱鬧,等了那麼久才可以實體敬拜,弟兄姊妹都很是興奮,一方面可以認識新來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又可以
再見面。網上見面和實體見面真是很不一樣啊!
教會第二次海邊洗禮

八月初布宣亦舉行了第二屆洗禮,今次仍與第一屆一樣,在海邊洗禮,亦是在
傳統上認為是當年戴德生宣教士在海邊禱告求主預備工人到中國宣教的地
方,很有意思。當天有兩位年輕的弟兄姊妹洗禮,天氣雖然不太好, 但感恩雖
是大風, 洗禮期間並沒有下雨, 反而典禮完成後才下大雨, 神真的恩待當天
受浸、施浸和觀禮的弟兄姊妹。
Phiilp 和 Mabel 八月尾回港述職三個月, 感恩主為布宣預備了在香港牧會剛

退休的吳牧師到布宣服侍體驗, 又在未恢復實體敬拜其間, 神給我們機會讓
幾位姊妹有機會在祟拜翻譯和兒童主日學受訓和學習, 減輕了實體敬拜面對
的困難。現在每星期崇拜禮堂都差不多坐滿, 求主讓布宣弟兄姊妹的生命不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自政府七月下旬完全取消封城措施，教會陸續開放實體

聚會，包括崇拜、團契、兒童及少年聚會等，但為免教
會場地過於擠逼，禮堂崇拜只容納最多 180 人，並仍保
持預先登記報名參加。因著香港移民信徒踴躍參加崇
拜，曼宣雖然多設了一堂週六崇拜，但兩堂崇拜都額
滿。有些信徒未能參與實體，惟有繼續收看主日崇拜的
直播。
七至八月，兩位建道神學院二年級學生在曼宣作全時間
牧職實習，分別負責兒童及少年暑期活動，他們在週六及主日安排活動。他們的服事，幫助教會開始了週六粵
語兒童聖經班和少年團契的雛型。現時兒童及少年聚會人數分別約 100 人。
因看到 Warrington 的需要，教會借用了巿中心聖公會的教堂，於週六早上開設了崇拜聚會，現時崇拜人數約
80 人，兒童約 30 人。逢星期一早上，Warrington 聚會點設立 Coffee Bar，與聖公會一同接觸區內香港人和本

地人士。另外，Sale 植堂正式稱為曼徹斯特宣道會德福分堂，已跟當地 Avenue Methodist Church 達成協議，
租用其地方進行聚會和作辦公室之用，並將於 10 月 31 日正式開始分堂主日崇拜；分堂可緊接循道會 11:00 完
結崇拜後，11:30 開始我們的崇拜，循道會亦歡迎分堂兄姊參與他們崇拜後半小時的茶點時間，以增進兩間教
會的關係。
10 月開始，我們恢復了中神生命之道的實體課堂，但參與人數比疫情前明顯地減少了。另外，去年因疫情暫停

了一屆洗禮，今年的一屆也延期了，最後，教會決定在 10 月 17 日舉行，當日共有 11 位兄姊接受洗禮，並正
式使用了教會的浸池。

利玆宣道會《利宣》
隨著政府「解封」的措施放寬，西人教會也預備恢復實體聚會，利宣八
月份主日，也開始回復實體崇拜。雖然可以實體崇拜，但也因應疫情仍

有受感染情況及避免發生大規模疫情爆發，因此也需要參加崇拜的肢
體 報 名 ； 減 少 用 手 接 觸 的 禮 儀 環 節，如 收 金 錢 奉 獻 ； 暫 不 安 排
Refreshment 等等措施，讓弟兄姊妹逐步適應停頓了一年多的實體崇
拜。
而八月份，在不受戶外人數上限的規則下，也把握最後星期的銀行公
假，安排了一次在 Temple Newsam 公園全教會性的旅行，感恩當天陽光

利宣普通話迎新會

普照，利宣的弟兄姊妹及香港移民肢體的家庭一同參加，包括兒童在內，共約有五十多人參與，
為此感恩。

而十月份，安排了一連四週的週五晚上的網上主日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研讀」，讓報名的弟兄姊妹在聖經的知識和

屬靈生命上成長；另一方面，邀請了香港建道神學院舊約教授高銘謙牧師，於 10 月 9 日，通過 FaceBook Live 作利宣培靈

會的講員，題目是「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在這個使人困惑的時勢和年代，藉高牧師的信息和上帝的話激勵弟兄
姊妹的心。

與此同時，大學生的工作，也隨著 9 月尾利玆大學陸續開課而開始，分別於 10 月 7 日及 10 月 21 日，先後舉行普通話大學
生及粵語大學生的「迎新會」，既接觸新同學，也凝聚過去參加學生團契的學生。
仍然在不少變數的情況下，我們只有仰望上帝，一步一步去恢復教會的各項聚會。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南宣在八月恢復實體崇拜, 舉辦了

J team 暑期兒童活動, 由導師教導
少年組籌辦兒童活動.

在八月每個

南宣新聚會點外貌一角
大人和孩一齊裝嵌椅子

主日在 Jesus Team 的主題下有不同活動.

感恩神實在祝福這活動.

終於不用隔離了，每個小組相繼有不同活動，教會一番新氣象。
由於新移民來崇拜的人數增加了, 南宣租用的教堂不敷應用, 只得四處尋覓更大的地方, 終
於覓得一所照顧殘障人士中心, 南宣租用星期六及日, 以作崇拜和團契之用.
士頓大學附近, 離火車站不遠, 很適合南宣.

這中心在京

南宣就在十月第一個主日搬到此中心敬拜主.

此中心房間充裕寛敝, 又有花園, 彈床, 水池等, 讓孩子耍樂的地方.

岑牧在大閘拍攝

在十一月更開展了上, 下午堂崇

拜.

南宣買中心和賣物業一波三折, 這正是
Pumpkin party孩子捐贈食物

考驗弟兄姊妹的信心和同心.

執

筆時終於簽定了買中心和賣物業的
契約, 神豐富的恩典. 保守南宣弟
兄姊妹上下同心, 面對挑戰, 相信
神要預備南宣面

J team 孩子表演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因著香港近一兩年社會的變動，而來英國的新移民漸多，到「東宣」的不多，但今年 7 月份開始就成立一個週二
晚的「廣東話」查經，至今在群組裡有十二人。「東宣」是一間很小的教會，都基本上都是來自基層，是有很多
的學習，今年「東宣」已踏入的九年。九年來彼此扶持，以愛相顧相關，「東宣」成長了，一個個的孩子長大
了，肢體們已主動關懷神家的事，熱心參與事奉。加上從香港新來主內的肢體投入敬拜及加入事奉而成為「東
宣」一大的鼓舞。

「東宣」在未來的半年內祈盼可以向英政府註冊為慈善機構，也將會有第一屆執事出現。明年九月第一個主日
「東宣」會踏入「十歲」，肢體正不斷禱告尋求主引領，如何在社區中成為一間「不一樣有影響力的教會」，請
為「東宣」未來事工的籌劃代禱。

「東宣」成立多少年，青少年的年齡也有多少，人數也接近 30 個，有些已入讀初中求學的階段。今日「東宣」
需要有土生土長的青少年導師或年青的牧者與他們同行，願主差派合適的青少年同工前來協助。請禱告中記念青
少年事工的發展。

我們現時主日崇拜仍維持每月兩次實體崇拜（逢每月第一及第三個主日），同步也有「網上」現場直播，其餘的
主日崇拜，都以網上進行。感謝主，因著每週有定時的禱告會，網上查經、肢體間緊密聯繫、關顧，教會聚會人
數已漸漸多起來。

請記念：
「東宣」向政府註為「慈善機構」進度禱告
求主供應合適青少年導師前來東宣事奉
如何關顧從香港來的「新移民」及福音拓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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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是楊嘉駿牧師，陳志鵬傳道，李萍牧師
各位華宣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楊嘉駿牧師，過去在香港的教會全職事奉已
有二十一年，於本年三月與家人 --- 包括太太、女兒及我的媽媽，由香港來
到曼徹斯特 Sale 居住，轉眼間已經超過半年了。由八月一日開始加入曼宣大
家庭，我主要是負責曼徹斯特南部 Sale 聚會點植堂事工的半職牧者。現在
Sale 聚會點也正式命名為「曼徹斯特宣道會德福分堂」Manchester Alliance

Church (Trafford) ，而「德福」這名字背後也帶著學習聖經德行，傳揚救主
福音的理念。德福分堂已借 Avenue Methodist Church，並於 10 月 31 日早上
11:30 開始實體崇拜，同步也會開始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團契。所以也需要大
家禱告記念場地及事奉人手安排，求主預備及帶領。
曼徹斯特宣道會德福分堂的 Facebook page ： https://www.facebook.com/
manchesteralliancechurchtrafford

我是來自曼徹斯特
宣道會（簡稱曼宣）的陳志鵬傳道 Winson。感謝上主的保守，讓太太和十歲兒
子，於今年四月三十日，從香港順利抵達英國。目前，我們居住在與曼徹斯特西
南面的沃靈頓 Warrington。零三年「沙士」期間，我從上主領受了全職事奉的
呼召。及後，我進入香港牧職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神學裝備。畢業之後，我在堂會
參與事奉，主要牧養青少年以及在職青年。誠然，在香港事奉期間，我也曾經是
宣道會的同工。故此，在英國參與曼宣事奉，就好像回歸宣道會的大家庭。全是
上帝的恩典，讓我在英國有機會繼續事奉。目前，我在曼宣主要負責拓展教會在
沃靈頓的外展福音事工。

我是李萍，我們一家今年七月來到英國，現時在曼徹斯特宣道會負責心理輔導事工。這是曼宣新開設的服務，鼓
勵弟兄姊妹以自由奉獻的形式使用這項服務。我一生做過三份工作——教師、傳
道人、心理輔導員，全是對人的工作。我於 2003 年蒙召，先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修
讀心理輔導教育碩士課程(MCE)，牧會 11 年後，再於理工大學修畢婚姻及家庭本
位治療碩士課程。來到英國後，我期望結合自己的專業和牧會的經驗，在曼宣這
個大家庭，開展輔導相關的事工，回應這個時代弟兄姊妹的需要。現時我們會提
供專業的個人、家庭、婚前、婚姻、兒童、青少年、親子輔導和情緒困擾心理治
療。我們也為不同年齡人士提供成長輔導，協助他們超越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階

段活得更輕鬆自在。

續第 1 頁華宣牧者之言-教會活動的反思
教會生活真的要從繁忙的事工和週會中，釋放弟兄姊妹時間和空間出來接觸未信者。 再說，我們日常多數
接觸的都是常常見面的同事或家人，要向他們傳福音、邀請他們參與聚會，談何容易? 在教會生活弟兄姊
妹多數會接觸的都是已信者，至於未信的、我們不容易邀請到來教會，在這兩重因素夾擊下，我們可不可
以接受: 其實教會活動，是傾向維持已有弟兄姊妹關係的事物?

我們不容易帶未信者來到教會，但教會的恆常活動、與及籌備活動的過程，都是在操練弟兄姊妹靈命的機
會，我們都在籌備事工的過程中，讓弟兄姊妹以主為中心的彼此磨合。很多活動我們都未必能吸引未信者
參與，但我們知道從籌備活動、與弟兄姊妹彼此磨合的過程中，我們都在認識神、認識自己，以準備我們
各人能在教會外向人作好見證。在了解過傳福音與活動兩者的關係過後，或許我們更能懂得學會在籌備活
動的過程中懂得放手，並檢視我們有多少時間是投資在認識未信者和向人傳福音。

說回起首我談到的那個男生打籃球活動，這活動是完全沒有我們傳統認為教會活動要有的元素的: 沒有破
冰遊戲、沒有點名、沒有規劃，它唯一有的宣傳，就是各個男生認為這是一個大家可以下班後鬆一鬆的空
間，然後介紹更多朋友來一起參與。同理，教會的活動，當然是可以繼續有不同的破冰、茶點和不同的行
政和規劃，但有一點我們值得從這個男生打籃球活動學習的，是那份簡單直接的參與方式，與及各人在當
中經歷彼此同行的真摰關係。教會當然可以繼續有活動，也需要有活動，但在不自覺地相信事奉就必然等
如追求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教會活動的背後，我們不妨反思一下: 活動，到底有多少能幫助我們認識未信
者、廣傳福音? 可能有天我們的教會生活，都像那個男生籃球聚會一樣，既持久也有生命力，亦可有效融
華宣牧者祈禱會
入未信者的生活中。

「以愛相繫」生活營體驗

周唐婉儀

2021 年 8 月 29 日，我懷著興奮的心情，開車前往處於英格蘭中部的 Pioneer Centre 參加華宣舉辦的「以愛

相繫」生活營。
三日兩夜的生活營原定於 2020 年 4 月復活節期間舉行，目的是酬謝過往在各宣道會堂會忠心服侍的領袖，
讓他們放下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遠離繁囂、全然休息、與來自不同堂會的肢體分享主愛。無奈一場世紀疫
情令原來的計劃一波三折，營期改了又改，終於在今年 8 月，疫情稍為緩和時實現了。
因疫情關係，參加營會的領袖人數減少了，大家仍擔心在密切接觸中傳播病毒。因此華宣委員會決定開放營

會，以先到先得形式，讓所有會眾都有機會免費參加。
感謝神的恩典，在機緣巧合下我參加了這生活營，並跟岑牧師師母一起參與籌劃工作。為什麼是機緣巧合？
我原定於 2020 年 4 月前往以色列，當時亦未參與華宣事奉，若不是疫情，本是無緣參加的。深信這是上主
的安排，給我美好的體驗和學習。
對我來說，參與這生活營的事奉是充滿挑戰的，但在挑戰中更需要仰望上主，更能體會祂的眷顧保守，「不

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縱使我們的準備和決定不完美，但每每看見主施
憐憫，補足我們的缺欠。
另一方面，我也為弟兄姊妹的付出及包容感恩，大家雖來自不同地區堂會、甚少機會見面，卻能活出愛，只
因我們同有一位愛我們的主。營會能順利運作，參加者能享受營內的設施和遊戲，有賴許多兄姊不計較、無
私地支援，我們不能一一道謝，卻記在心中，願主親自報答他們！
最後，我從岑牧師師母的殷勤服侍中學習寶貴的功課。南宣租了一輛 18 人小巴接載會友來營地，而司機正
是岑牧師，岑師母製作和搬運大型水戰工具，讓參加者享受一整個下午，都是值得敬佩的。「你們中間誰願
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牧者以身作則，不怕勞苦，示範了作教會領袖的真正意義。

英國華人宣道聯會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趙偉初牧師
副會長：彭大明牧師

木民事工 Lucho —— 能生存就是最好
你看故事時, 會不會偷看故事的結局? 故事中的愛情會不會結合? 故事

中的英雄能不能逃生? 故事中誰是真兇? 答案通常是: 我會看看結局.
這就破壞了故事的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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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你對世界的末日有興趣嗎? 這是關於這真實世界的.

啟 7 章告訴我們世界末日的啟示.

讓我們看看:「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
的、站在寶座和羔 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
的神、也歸與羔羊。」 (啟 7:9-10)
我們看見將來會有各國各族各民各方在天上敬拜主羔羊.

問題是天上的情景會在地上的華人

教會看到一點點嗎? 在曼宣, 我們看到華人教會歡迎和愛那些非華人, 如中東的阿都拉, 讓我
來分享他的故事.

天越發充滿他的心. 他第一次感覺到政府的宗教不能滿足他的心.

他第一次向神說: “天

父”. 神不再是很遥遠. 而且日子越久, 他越想分享他的見證. 但同時, 他在國家這樣做, 便
我應該怎辦?

East London Alliance Church
c/o Deptford Methodist Church
1 Creek Road
London SE8 3B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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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彭大明牧師

利兹宣道會

阿都拉初次聽聞福音廣播是在他的家鄉, 那裏是牧農的地方. 開始時, 他覺得很喜樂. 耶穌每

受到死刑的對待.

東倫敦宣道會

他越聆聽聖經的教導, 越想與人分享, 但又害怕受死刑的懲罰, 他問自己:

你在此情況下會怎樣做?

當阿都拉越愛主耶穌, 他心越不能夠平靜. 他開始與人分享他的救主, 他的神.

同時他也遇

到了那恐佈的後果. 一天, 他父親在家中的大廳告誡他, 而鄰居在大叫: “殺了他, 殺了他!”
他父親呼叫: “我再不能容忍你, 你再不是我的兒子!” 當他父親大叫時, 阿都拉突然感覺頭
很痛, 他開始昏迷, 他倒下時, 他的兄弟們狠狠地踢他.
當他醒來時, 他滿身鮮血, 被綁在床上, 他懇求弟弟: “請給一個機會, 我只是發一個訊息,
父親回來我必死. 我只是發一個訊息!” 他的弟弟只有十歲. 他發訊息給教會, 弟兄立即來救
他, 帶他到教會去. 並偷偷將他運出境, 去土耳其途中, 他的弟弟警告他有關家人要偷襲的消
息, 他便向地中海方向逃, 每次險境都蒙主聽禱告, 都有信徒來幫他.
他去到希臘, 步行至羅馬尼亞, 越境至克羅地亞, 最後抵達波蘭, 在波蘭被拘押在拘留所. 在
獄中八個月, 他向主禱告: “我想離開這裡, 我想與人分享你的福音!”
因著一位當地牧師的努力, 他在第九個月得釋放出來. 該牧師的教會歡迎他. 他在十多個月的
逃難生涯中, 第一次睡得很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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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在波蘭的時候, 神將傳福音給同胞的負擔放在他心裡, 神更差他到英國去. 波蘭教會送

他去德國, 再轉往法國, 在法國的森林中遇到一些同胞. 再在英法兩岸的一小鎮, 偷偷溜進一
貨櫃車進入英國. 在英國利物浦的拘留所住了幾個月後, 被釋放出來了. 他遇到一些同胞信
徒, 他們將他極力推荐給我, 他就來了曼城.
我們認識後, 他將身上為主耶穌所得的傷痕向我展現:

南倫敦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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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將波蘭教會

堂主任：岑偉農牧師

推荐信和律師信給我看. 當他流淚分享時, 突然問我:

助理傳道：閻石傳道

鞭傷; 右手兩指折斷; 頭上的瘢痕.

“我們在那裏?”這一問使我很驚訝. 我回答: “我們
在曼城一華人宣教機構和教會內.”

義務顧問 ：
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義務財務顧問: Anne G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