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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中學時喜歡寫隨筆，為生活的點滴和想法作個記錄，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成年後會參與聯會刊物《串聯》製作的

服事。在這個初次嘗試的過程中，我有一些新發現希望與

大家分享。 

「服侍」? 「服事」?  

「服事(侍)」到底是「服侍」還是「服事」? 哪個才是正字? 

若不是從事文字工作，可能在日常弟兄姊妹文字的交流裡

，以上兩個字隨意相通使用也沒有不可。自從參與了《串

聯》的事奉，我會嘗試校對和保持文字表達的一致性。說

起校對的工作，聽來好像兒時「找不同」的遊戲，我當然

要留意每份供稿的細節。可是，我們還未必每每都能保證

從不出錯，我會嘗試盡力細看和校對每一篇文章，務求能

稍作修補，希望與各同工和兄姊一同補足。弟兄姊妹間彼

此補足，這不就是我們教會生活的寫照嗎? 

「我寫了有沒有人看的?」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曾為《紐約時報》專欄記者的 Nicolas 

Kristof 寫了一篇有關非洲食水問題的文章 ，有一天富豪Bill 

Gates看了，便想到成立Gates Foundation去投資科研， 

解決不少人的生活問題。  

劉思銘傳道  

文字事奉的一些想法     

牧者

之言 
事後Kristof說他寫那文章時沒有想過要闖一番大事業，他只

是履行作為記者的職責。同理，相信很多牧長或同工的文章

，寫下來時也沒有要利用文章改變世界的打算，但於我的經

驗，我確實曾試過在閱讀《串聯》時，被牧長的話語激勵。

「我寫了有沒有人看的?」相信這是任何撰文的人的困惑，

但我們基督徒確信萬事互相效力，可能一段文字能在我們不

知道的情況下，為事情帶來影響。 

宣道一家的結連 

《串聯》作為英國華人宣道聯會的刊物，讀者當然包括在英

的弟兄姊妹、在港宣道會屬靈的家人和一眾友好同道。因着

疫情關係，我們未必容易親身見面和交流，甚或屬於不同堂

會的我們也不容易彼此認識，但誠如保羅在獄中曾向腓立比

教會寫道:  

「因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

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腓 1:7)  

儘管我們身在不同地方，或是疫情、或是交通，叫我們不能

走在一能，藉着弟兄姊妹間文字的交流，英國一眾同工的問

安和報告近況，我們都在基督裡彼此結連。透過文字，我們

都在同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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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由於參加崇拜的新移民不斷加增，  南宣於 2021 年 11

月第一個主日搬至新的地方聚會。 地點在京士頓大學附

近，乘火車站很方便，是適合發展福音事工及崇拜的地

方。 現南宣已分為上、下午堂的崇拜，統計人數在 120

人左右，且每次敬拜均有新朋友參加，感謝神的預備！  

 

進入 12 月， 南宣在新環境、新機遇、新挑戰面前以積

極的方式回應主的大使命;雖然疫情仍在肆虐，但是憑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東宣」2022 年全年的主題為「肢體關顧，關愛社

區」，目的是要「東宣」對內，要彼此關照，建立彼

此間更深的關係，在愛裡成長。 對外，是鼓勵肢體們，

不單顧自己的事，教會內肢體的需要，也要走出教會

的「安樂窩」，進到人群中，將福音傳送。為此，教

會計劃於學校的假期（Half-term），都會舉辦不同的

講座，好讓社區裡的華人身心靈得益。 2 月 19 日舉辦

「護腎有方，全民健康」醫療講座。之後，還有其他

不同「醫療」、「婚姻與家庭」的講座。 

 

二月份開始，每逢實體敬拜，在講道時段都設有翻譯

（國語／粵語）。另外每主日崇拜後有全新的「生活

查經系列」，有十多個肢體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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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社

區中能作鹽作光。 

 

「東宣」快十年了，也是時候，現時每個主日包括孩

子們， 平均都有 65 位肢體參加崇拜。盼在今年內，

向政府申請註冊為慈善機構。神的時間是最好的，感

謝神的帶領，有肢體願意將教會英文憲章翻譯為中

文，讓弟兄姊妹都能更明白其中意思。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去年聖誕，曼宣租用了 Didsbury 的 Cineworld 最大

的影院，舉行聖誕聯合崇拜，讓曼宣各堂崇拜及分堂

(德福分堂 Trafford 和沃靈頓分堂 Warrington)的會

眾能夠聚集一起，一同敬拜和慶祝聖誕，當日也進行

著信心，仍舉行了已經被推遲近一年的洗禮。 洗禮

有五位姊妹參加，報名觀禮者近 160 人，副堂增加

了直播， 加上小朋友，南宣的「新家」感覺有點小

了。 洗禮後， 南宣舉行了「聖誕慶祝會」;各團契施

展才藝表演「拿手好戲」。 弟兄姊妹在喜樂盼望中

渡過了這不平凡的耶誕節。 

 

與此同時，南宣家在 12 月中，也最終順利買到了「教

會中心」。 弟兄姊妹同心協力發揮專長，一起幫忙

裝修、修理水、電，使本該花費很高的部分節省了近

三分之二。 節省下的錢也剛好可以使用在福音事工

上面。 目前「教會中心」已經投入使用，期盼將來

神有更大的祝福。 

華宣 

家訊 

南宣裝修完了教會中心 一起吃飯 

南宣家聖誕洗禮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神的保守！曼華在過去經歷了很多新的挑戰，神的帶領

未有停止。從8月開始的實體崇拜和實體迎新活動，我們都

見到神的工作。踏入10月份，曼華重新開展青年團契佈道會

。當晚有10多位新到來的青年人參加了音樂佈道會，感謝神

有一位學生願意接受救恩。我們從11月就開始融合新來的成

員，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當然年青人喜歡的火鍋聚餐，

也是我們青年團契的特別交流聚會。不過神給曼華團契2021

年最大的功課，應該是我們的聖誕崇拜佈佳音了。當我們用

了兩個月的籌備，到最後因Omicron的病毒突然到來，感染

了好幾位青年詩班成員，我們整個聖誕崇拜聚會，要改為網

上聚會，佈佳音也無法進行。感謝神！耶穌基督是我們教會

的主，藉著今次突發困難，神給各人有不同學習。我們體會

了彼此相愛，主的愛才叫人知道，什麼是基督徒生命流露。

雖然我們經歷這個難關，但仍有弟兄姊妹在12月尾年終見證

會中，願意見證主的恩典。主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聖誕節前，曼華還藉著派發聖誕節兒童禮物，我們重新接觸

到新的朋友和很久未見的弟兄姊妹。真的祈求神將疫情影響

挪去，我們可以恢復探訪計畫。希望弟兄姊妹打破疫情的阻

隔，完全恢復實體的聚會。當然我們更渴望將平安的福音，

傳到曼城的華人裡。 

了接納新會員的環節，共有 7 位粵語信徒和 6 位非華語信

徒加入教會。 

 

因主日午堂崇拜人數眾多，為免禮堂太密集，由 2022 年開

始，曼宣在巿中心加設了早上舉行的粵語崇拜，主要讓沒

有孩子帶來教會的信徒參與。現時約有 50-60 人出席。現

時曼宣及各分堂出席崇拜人數超過 650 人，連同小朋友和

少年人聚會，達 900 多人，事奉人手十分缺乏，有些事奉

者十分勞累，求主感動更多成熟信徒參與，分擔聖工。 

 

 

 

 

 

 

 

 

 

 

 

 

 

 

 

 

 

 

 

去年為融合來自不同背景的信徒而構思的真理迎新課程，

在 12 月至 1 月再開辦「從零開始」， 平均約 60 多人出席；

現正籌劃第二炮「團契生活」，幫助信徒正確理解和實踐

團契生活，預計 3 月開課。1 月底開始，教會舉辦了新一

屆的洗禮和轉會班，將於今年復活節進行。另外，為有系

統安排新移英信徒參與團契，現時教會讓有興趣加入團契

者， 先組成查經小組， 內容圍繞移居及融入群體生活有

關，進行 6 次查經後，再安排整個小組加入正式的團契。 

教牧同工方面， 曼宣 12 月開始增聘了一位半職教牧同工曹嘉

宥傳道，負責青少年工作，而陳志鵬傳道及楊嘉駿牧師亦於

2 月中轉為全職同工，分別負責沃靈頓分堂和德福分堂。 

曼宣德福分堂 Trafford 

曼宣沃靈頓分堂 Warrington 

曼華青年團契 



歲月如梭， 光陰飛逝， 2021 年底三個月在港的述職期很

快過去了， 連強制隔離的三個星期， 留港接近四個月。很

高興可以在英國第一期宣教服事約三年後回港探望家人， 

跟朋友和弟兄姊妹會面， 在不同教會分享布萊頓的服事

和英國的屬靈需要， 讓弟兄姊妹可以更適切的為英國的

事工和為我們禱告。 

感恩十二月初回英後幾天便拿到了英國需要的 PCR 陰性

檢測， 讓我們可以在抵英第一個主日便回到教會敬拜。好

幾個月沒實體見面的弟兄姊妹， 重聚倍感興奮， 同時又來

得及送別在我們述職期間從香港來英體驗和服事的吳牧

師， 亦很感恩見到弟兄姊妹同心協力服事。在第二個主日， 

我們更可以安排弟兄姊妹一起到不同的華人店鋪派送剛

收到的 2022 年教會月曆， 送給他們一份新年暖意。 

預備了好幾星期的聖誕詩歌敬拜順利完成，主日學的小朋

友亦與我們一起敬拜， 用他們的恩賜來服事主，有的彈奏

樂器，有的咏唱， 有的讀經; 敬拜後一對夫婦為我們預備

遊戲， 增進彼此認識  。因為疫情我們沒有舉行聖誕聚餐， 

遊戲後便派送聖誕禮物。 姊妹們細心預備了一些香港的

美食， 包括菠蘿包，椰絲包，椰撻等; 弟兄姊妹收到這些

禮物很是感動，  聊解一點思鄕之情。另外， 農曆新年慶

利玆宣道會《利宣》 
2021 年年尾，雖然疫情上升，但政府措施限制也緩和不

少。實體崇拜自八月恢復後，讓弟兄姊妹開始適應和投入

停止了接近兩年的實體崇拜，不少香港移民肢體也參與，

但同時仍維持網上崇拜轉播，方便未能返教會的長者。而

到十一月便恢復兒童主日學的安排，讓家長能專心崇拜，

各方面運作也算順暢，為此感恩。 

 

十一月份，利宣開設初信栽培班，有兩位香港移民的弟兄

姊妹報名接受栽培，讓他們的屬靈生命的基礎得以堅固。

11 月 21 日是利宣的堂慶主日崇拜，邀請了「東宣」彭大

明牧師蒞臨證道，以主的話語勉勵弟兄姊妹繼續成長，崇

拜後才有簡單的茶點慶祝。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祝也沒有聚餐， 改送賀年禮物包， 包括年糕、笑口棗糖

果和米通。 

2022 年教會有很多新的機遇， 教會多了許多少年人， 這

方面事工發展很迫切， 感恩我們找到一些弟兄姊妹願意

服事， 可以開始少年人主日學。另外， 留學生和剛來英

國移民的外展福音工作亦有待開展。願天父使用布宣， 

成為祂施恩的器皿。 

布宣主日敬拜  



 

 有幸參與華宣刊物《串聯》的事奉，心中誠惶誠恐，自不待

言。 以往雖從業過媒體工作，但參與福音機構文字事奉仍屬

首次，深怕因膚淺、懈怠，有負交託。 

 

我對福音文字工作一直充滿敬意;源於它是 神工作的延伸，裡

面有著一種可以激勵並改變生命的救贖力量！ 

 

記得多年前，一本《跟隨他的腳蹤》讓我看到《聖經》對於社

會價值的本質意義及其變革動力。 使我意識到;「無論身處任

何時代，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十字架真理的見證。 」也正是緣

自這種「美善的力量」最終鼓勵了我踏上後來的侍奉之路… 

 

於我而言，「媒介記錄了歷史，教會正書寫著歷史」。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羅馬帝國瘟疫流行期間，當「異教」

信仰者紛紛撤離之際，唯基督徒不懼生死關顧病患，以致當時

羅馬皇帝震怒道：「你們所行的尚且不及那些基督徒...」。  

這些文字記錄，至今依然流淌著耶穌捨己的印記，激勵著主的

追隨者，尤其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更凸顯出了信仰的特別涵

義！ 

 

神借呼召讓人參與到神的救恩計劃當中，顯明教會和信徒在

主的大使命中委身的痕跡。 又藉著文字使人明白神在歷史中

的計劃及作為！ 因而，基督徒與教會都是歷史的書寫者！ 

 

對我來講，深感自己的不配！ 唯有謙卑事主，仰望禱告，方

能「跟隨主的腳蹤」...  

                                   

 

而踏入十二月份，即使疫情感染數字飆升，  教會在考慮疫情

限制及聖誕宣揚基督降生之間的平衡下，  仍分別於 12 月 8 日

及 11 日，安排了兩次戶外聖誕報佳音，主要在教會對面的大

學區、華人店鋪、市中心相對較多華人經過的位置，唱聖誕詩

歌及派福音單張。這次報佳音，不少香港移民信徒也有參與，

有個別肢體表示 2020 年因著香港疫情不能有戶外聚集的活

動，21 年的聖誕能夠在英國報佳音而感恩。也有普通話大學

生基督徒表示過去在家鄉，聖誕沒有任何宗教活動，  今次能

夠報佳音，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進入新的一年， 教會以「愛中彼此建立，同心向外見證」為全

年方向，求主保守利宣在新的一年在主的恩典下繼續成長。 

「串聯」  

事奉 南宣閻石傳道 

利宣在市中心報佳音 

利宣大學生團契聚會 



華宣的弟兄姊妹們， 大家好！我是 2021 年 12 月到任

曼徹斯特宣道會的半職青少年同工曹嘉宥傳道，亦可

叫我 Benjamin。 感謝上主的保守與帶領， 在 2021

年 7 月下旬，我、太太嘉頴、大女兒皓澄、小兒子道

銘和我的媽媽順利抵達英國，現定居於曼城市中心附

近。 

 

我於 2010 年蒙召，  2011 年進入中國神學研究院接

受神學裝備，並於 2014 年畢業。畢業後分別先後於

自己母會和一間堂校教會（一間駐中學的教會，平日

也能在學校中接觸和服事一群中學生）中服事。我小

時候的性格有點貪玩和反叛，所以很感恩在我小學一

年級時，便隨家人回教會認識基督教信仰，使我不至

「行差踏錯」。回想自己的第一個事奉便是在初中時

擔任團契的副團長。之後都參與過大大小小不同的事

奉崗位，但都沒有停止過關於青少年的服事，彷彿服

事青少年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直到如

今，我一刻也沒有想像過自己會有不參與青少年服事

的一日。雖然來到英國這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我的心

也總想著一群年青人們的需要，特別是從香港來英的

年青人，這群離開自己成長環境和熟悉的朋友圈，跟

隨父母到達一個陌生國度的年青人，都有著他們的難

曹嘉宥傳道 

處和被聆聽的需要。感恩曼宣看見了這群年青人的需要，並

願意投放資源在青少年牧養上，使我在英國仍有機會參與牧

職，與一群年青人同行，並一同尋索神在他們生命中的心意

和足跡。 

成為曼宣的同工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很多事情還在適應中。

特別是要與一群在英國成長和出生的年青人相處，我仍然有

很多需要學習和摸索的地方。請大家為我的服事和在英的生

活祈禱，使我能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與心力去牧養年青人，並

且也請大家為著曼宣的青少年事工禱告守望： 

 

導師團隊的需要 

合一：感謝神興起了一群有心服事青少年的弟兄姊妹擔任

導師，然而導師們是一個全新的團隊，求神使我們能

以神的心意、年青人的需要為念，使我們能成為合一

的團隊。 

 

人手：隨著愈來愈多年青人參與（三個堂點合每星期共約

100 名年青人，並相信仍會有很多香港家庭來英定

居）。導師人手嚴重不足，求主為我們預備有心有力

的青少年導師。 

 

青少年的需要 

在英國成長與從香港來的年青人，他們的成長背景、

價值觀都不盡相同。求主賜他們彼此接納、包容的心，

在基督的愛中能一同成長。 

 

預計在即將來臨的暑假，會再有新一批年青人來英。

求主使用我們成為年青人的支援和同行者，使曼宣能

成為他們的「落腳點」，在這裡經歷到愛與醫治。 

 

華宣 

知多點 



華宣 

點滴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我是華宣的秘書 Nicole。從 2021

年 9 月起擔任華宣的秘書， 主要負責華宣的行政、 財務及

人事管理的工作。 過往在香港我主要工作都是與金融財

務有關的，現時的工作機構性質可以說是跟過往的截然不

同，我亦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態去迎接全新的工作環境及崗

位。 幸好的是工作上面對的同工大部分都是已經認識的

曼宣弟兄姊妹，而其他堂會的同工亦十分願意分享經驗及

一起解決問題。不經不覺，今年已經是我們一家來英的第

五個年頭了，感謝主我們暫時在各方面都尚算順利，小朋

友十分喜歡及適應英國生活，我們一家亦認識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弟兄姊妹。 期望以後的事奉工作，家庭及教會生活

都繼續有神的恩典在當中。 

華宣秘書Nicole  

英國 St Albans 宣道會開荒植堂新事工感受  

按英國最近內政部對香港 BNO 的入境申請， 評估在 2021 年約有

12 至 15 萬人到達英國，預計未來數年會倍增至 25 至 32 萬人。 

 

去年 10 月，我和兩位宣教同工前往距離我家 54 英哩的 St Albans

探察究竟有多少香港新移民在此居住。有機會接觸一對信主夫婦，

得知現時大概有 200 個家庭住在 St Albans 及附近的小鎮，如

Welwyn Garden City， Hatfield。若每個家庭成員有 4 人，那麼就

有 800 個香港人。當中，也有信主的肢體，大概有 50 家。 

 

據該對夫婦說，將會繼續有更多新移民到 St Albans 生活，因為地區

好、校網也好。加上附近有一間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每年

都有好多中國大陸學生就讀於此。可是，在此區卻一間華人教會都

沒有，「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深感迫切！保羅說「我立

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

彭大明牧師 

基上」(羅馬書 15:20) 。保羅的志向是我學傚的榜樣，且

本著宣道會「開荒、 吃苦、 火熱」的精神， 甚覺在 St 

Albans 有宣道會植堂的必要。 

 

本希望在 2022 年 1 月份可招聚在 St Albans 的肢體開始

崇拜。可是所接觸的一對肢體基於現時是「赫特福德郡廣

東話團契 Hertfordshire Cantonese Fellowship」成員

(call group 成員之一)，若由他們來協助招聚，甚為「敏

感」。 加上 2021 年 12 月底英疫情又大爆發，是不宜開

始實體崇拜。說實在的，我基本在 St Albans 那兒一個人

都不識，真的不知從何著手，唯在禱告中求主引導。現仍

在進行籌劃在 St Albans「植堂」，請弟兄姊妹繼續在禱

告中記念，按主的時間，在合適的日子中開始祟拜聚會。 

 



今天我們不談科幻片集 Star Trek，我們談談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每當我們說到拓展疆界， 我們往往會想到走遍高山低谷、南北極或是

汪洋大海，甚或我們想到進入宇宙的深處。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就着人

類登陸月球曾說: 「這是人類歷史最偉大的一天。」很多人也認同他

的講法，甚或有富豪正打算嘗試在月球或火星買屋。縱或人類對拓展

疆界有不同的想像，截至 1910 年，拉丁美州的疆界一直都被遺忘，

但是神卻決定改變「世界宣教版圖」，讓世人看到拉丁美州這片疆界

的存在。於 2022 年，這片疆界被成功打開了，福音種子的遍傳，比

當地的出生率還快三倍。Luis Palau (一位像葛培理般受尊崇的領袖)

曾說: 「阿根廷不再需要宣教士了。」 

 

非洲的疆界也被開拓了，但亞洲呢? 福音已傳到了韓國、越南、柬埔

寨和老撾；在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已有教會， 聖靈臨到印尼的

浪潮可謂史無前例的快。異象和異夢也以很快的速度臨到穆民當中。

若果我們再看看共產國家的疆界，於俄羅斯每個主日也有 10%的信

徒參與教會聚會，而英國只有 4%。 

   

中東這片疆界又怎麼樣呢? 摩洛哥、 阿爾及利亞、 突尼西亞和利比

亞，整整於區內四千三百萬人當中，我們找不到一間正式的本地堂會，

這是我們的最後疆界嗎? 曼宣每月也有一次差傳祈禱會，而我們見到

萬國萬族也需要主的恩典，不止於北非。我們在祈求，神會差派更多

的工人去拓展這些疆界。若我們再看看我們的鄰舍，受着精神病困擾

的人士，也是我們需要臨到當中守望的鄰舍。根據以下網頁的統計數

字 https://mhfaengland.org/mhfa-centre/research-and-evaluation/mental-

health-statistics/: 

精神病是英國第二號殺手； 

12.8%患者為 5-19 歲達致有臨床治療需要水平的年輕人； 

英格蘭 NHS 每年花達六百四十萬英鎊為退伍軍人提供密集精神

病治療服務，而給予公眾的精神病治療服務預算，則高達一

百一十四億英鎊。 

 

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呢? 面對如此驚人的統計數字，面對更多不同的人

要我們向他們傳福音: 如何向同性戀人士傳福音? 如何讓耶穌觸碰他

們的需要? 我們的主日學準備好服事有特殊需要或是自閉症的兒童

嗎? 以主為中心的生命，能叫我們接納與我們不同的人嗎? 如何向來

自破碎家庭的少年人傳福音? 在新聞中聽到，有少女為了繳付大學學

費，而要出賣她們的身體，那是何其的難過。我們作為教會，願意接

觸不同人和滿足不同的需要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英國。 

   

耶穌的愛是開拓我們生命疆界的關鍵嗎?   

我很感恩，我在九歲的時候在秘魯首都利馬參加了當地的華人宣道

會。老實說，我不記得那時候的主日學、少年團契、講道和查經等等

說過甚麼，那真是說來慚愧，但我記得很清楚我的主日學老師在我病

時來過我家探訪，其餘的主日學老師也會這樣服事他們的學生。我記

得我的少年導師花了不少時間與我同行，我是多麼好奇作為有家室和

全職工作的他，是如何辦到的? 我記得我的華人牧者能叫得出我的名

字，亦挑戰我更加愛主 – 雖然他的西班牙語不靈光，但總是向我傳揚

主的話。 

 

當我在少年時，我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我總愛我行我素，但我的少

年牧者總會效法基督的榜樣、對我很有耐性。牧者們都不會是完美的，

但他們對我的生命總有影響。耶穌向聲名狼藉的婦女傳道，更走到遠

至加大拉人的地方去為人趕鬼。耶穌更花不少時間去與社會邊緣的人

同行，祂一切的舉動，都在挑戰我們作為基督徒的生活。耶穌為祂的

人擺上，祂會為他們付出心力。在我生命裡出現過的牧者，他們都學

效耶穌。他們愛耶穌的心吸引了我，他們為未得福音之民付出的愛，

叫我生命得到改變。在我當時的敎會，有來自香港的牧者，他們從不

會與人隔離，我們都是他們的薦書。不少在我們教會年少輕狂的份子，

今天都成為了牧者、輔導員、聖經教師和宣教士；有些從事了其他行

業的，都在貧窮和受苦的地方服事教會。 

   

我們現時面對的挑戰和困難，當然不止於以上數算這些；要解決這些

情況，也是不容易的事。我們當然可以用我們的智慧、才幹、技巧、

經驗或書本的知識去處理這些問題，但請不要忘記把耶穌的愛帶到你

所身處的場景中，特別在你所要面對的困難中。愛別人是一件美事，

但也是困難和要受苦的過程。 

 

哪裡是我們要拓展的疆界? 哪裡要我們向人分享神的愛? 是在我們本

地的社區嗎? 是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嗎? 你認為哪裡是我們要拓展的疆

界? 

   

木民

事工 Pastor Lucho 

哪裡是我們要拓展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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