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陌生的城市街巷尋找教堂與舊物常常是我的樂趣。偶爾能在某個宅院裡找到些雕樑畫棟的廊柱，影壁。偶

爾也能在搬遷的棚戶區尋見心儀的舊物… 定定的看著那些荒敗的古蹟以及舊物上的古舊圖案，兀自的散發著

古老而神秘的美感，似乎無言的傾訴著那飄渺荒遠的陳年往事。只是，有些故事距離現在太過遙遠，已經無

法讀懂了... 它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我的家鄉在中國的東北，歷史上的滿清故里。基督教堂在這裡並不多見，自兒時起，記憶便是如此。不過值

得欣慰的是；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城市文化慢慢地被發掘，一些被耶穌基督之愛的恩澤浸潤過的歷

史，卻透過城市裡遺存的基督教堂將基督文明的印記清晰的保存下來… 

 經過最初的艱難等待與禱告，司督閣醫生創立了“盛京診所“，施醫

送藥，免費醫療，透過他的手醫治療成千上萬的人，給他們帶

來“光明”和希望。此後 20 年間，福音工作慢慢打開局面。司督閣

醫生和羅約翰牧師先後在奉天建立了醫學院，教堂和神學院。羅約

翰牧師且將【聖經】翻譯成朝鮮文，成為朝鮮的“馬禮遜”。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英國長老會將工作重心由山東轉到東北，先

後成立了“奉天文會書院”（青島科技大學前），“文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成為與“燕大”“南大”“齊

魯”“復旦”齊名由教會成立的高等學府。 1904 年，“日俄戰爭”在遼寧爆發，司督閣的“盛

京醫學院”治療了大批的傷員，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俄國人和日本人。當時的直隸總

督袁世凱為此特發了感謝信，讚揚他是“和平的使者”。 1910 年，奉天流行肺鼠疫，司

督閣擔任奉天抗擊鼠疫總指揮，剛剛到達奉天僅半年的宣教士亞瑟•傑克遜醫生親臨抗

擊鼠疫第一線，不幸染病身亡，為主殉職…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

出許多果實來”…】（約翰福音 12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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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傳承          閻石  

那是 1882 年的滿洲地區。虛弱腐敗的“大清國”正疲於應對早已工業化之列強的挑

戰。彼時“中法”，“中日”戰爭尚未開戰，東北匪患橫行，游勇，餘匪屢剿不盡，基

督的福音尚未被普通百姓所知。此時，英籍蘇格蘭人司督閣醫生和羅約翰牧師接

受長老會邀請來中國東北傳教。那是一段艱辛的開始；滿洲地區寒冷的天氣，語

言文化的迥異，當地民眾的不解與疏離，加之工作環境的風險，使福音工作實在

艱難。然而【我靠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 4 ： 13） 

盛京醫院舊影   

司督閣醫生    羅約翰牧師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神！奇妙的帶領！雖然曼華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們的青年團契

6 成的事奉人員離開了曼城，不過神也將好幾位的弟兄姊妹帶來曼

華。每年 7 月至 9 月都會充滿送別的情懷，當然見到學生能完成他

們的學業，也感到很開心（圖一）。 

以往暑假期間，我們各聚會人數，都會有很

大的落差。不過今年的暑期，神帶領了很多

新來的弟兄姊妹，兒童主日學的小朋友更是不跌反升，兒童主日學老師就面對不足

了。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一同來事奉。 

踏進 9 月迎新活動就開始了。感謝神！印刷了 2500 張單張，我們都可以順利的派出

去。主保守我們在第一次迎新會前，就派出了差不多 2000 分單張了。第一次迎新會也

有 61 個新來的學生，是超過我們的估計，

當晚事奉的弟兄姊妹情願自己省餸菜吃。不

過我們卻是興奮，見到這麽多從國內到來的

同學（圖二）。感恩是有 20 多個新學生在

三次迎新會中，來超過一次的（圖三）。今

年跟以往不同，就是新來的同學中，8 成是從國內來的。十月尾迎

新營會就到，我們已經有 30 人報名了，希望今次營會可以與新來同

學有更多認識。求神帶領我們這個重要的福音事工。 

利玆宣道會《利宣》 
 

在 7 月 15 日張濟明牧師正式開始在利宣家服事，是利宣家

和弟兄姊妹一同學習成長的新一頁。 

 

感謝主！今年暑期聖經日營帶領了 15 位小朋友參加，當中

有一半不是常來教會的朋友。我們在暑期聖經日營中，與孩子們分享主耶穌的受死復活，讓他們認識福音。

日營最後一天有家長講座，邀請了曼華一位弟兄 Peter(高級教育心理學家) 和他太太 Doris 帶領講座「兒童行

為分析（家用版）」。多位家長都有很好的回應，他們希望教會舉辦多些教育講座。 

 

今年利宣舉辦了兩次的語言班學生迎新聚會，對象是在暑假來學習英語的大學生。參加人數不算多，只有八

位（都是透過單張知道有關聚會）。迎新聚會過後，他們又帶同學來參加每星期的查經班。 

 

感謝主，教會在 9

月 15 日有中秋福

音聚會及愛筵，讓

弟兄姊妹和未信主

的朋友們能彼此分

享和交流，各人也

帶一些餸菜讓我們

嘗試不同弟兄姊妹

的廚藝。 

三天兒童日營最後一日兒童分享 

Peter 和 Doris 帶領講座「兒童行為分析 

中秋福音聚會及愛筵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今年暑假，曼宣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除了少年營和兒童日營外，自去

年開始，我們籌組了短宣隊，前往東倫敦宣道會舉辧兒童日營。感謝神

帶領今年的短宣，參與的隊

員同心事奉，互相配搭補

位，大家都有深刻的體會。雖然今年共有 8 位成員，但要帶領

30 位活潑的孩子完成四日的活動，也實在需要加倍的體力和神

額外的恩典。 

香港建道神學院今年有兩位道學碩士班的同學來曼宣實習，加上

本堂的神學生，共有三位參與全時間的牧職實習。雖說他們是來實習，但也幫

助了教會舉辦的暑期活動，包括: 籌備短宣、擔任少年營講道等。感謝他們三

人付出的辛勞。 

八月底，承蒙姚添壽牧師來到曼城，

為我們北區的宣道會堂會主講宣道會

講座，內容包括:宣道會的歷史、信仰

傳統及體制架構等，讓我們對自己的

宗派有廣且深的介紹。當日共 30 多位

弟兄姊妹出席。 

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感謝神！奇妙的帶領！雖然曼華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們的青年團契

6 成的事奉人員離開了曼城，不過神也將好幾位的弟兄姊妹帶來曼

華。每年 7 月至 9 月都會充滿送別的情懷，當然見到學生能完成他

們的學業，也感到很開心（圖一）。 

以往暑假期間，我們各聚會人數，都會有很

大的落差。不過今年的暑期，神帶領了很多

新來的弟兄姊妹，兒童主日學的小朋友更是不跌反升，兒童主日學老師就面對不足

了。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一同來事奉。 

踏進 9 月迎新活動就開始了。感謝神！印刷了 2500 張單張，我們都可以順利的派出

去。主保守我們在第一次迎新會前，就派出了差不多 2000 分單張了。第一次迎新會也

有 61 個新來的學生，是超過我們的估計，

當晚事奉的弟兄姊妹情願自己省餸菜吃。不

過我們卻是興奮，見到這麽多從國內到來的

同學（圖二）。感恩是有 20 多個新學生在

三次迎新會中，來超過一次的（圖三）。今

年跟以往不同，就是新來的同學中，8 成是從國內來的。十月尾迎

新營會就到，我們已經有 30 人報名了，希望今次營會可以與新來同

學有更多認識。求神帶領我們這個重要的福音事工。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踏入 7 月「東宣」各成員忙碌於籌備 8 月份的兒童日營。為此

整個 7 月「東宣」各肢體到處探望親朋、附近的餐館外賣店並

派發單張、以不同的方式鼓勵華僑的家長子弟前來參加第二屆

「兒童日營」，結果有 30 位 4-12 歲的小朋友參加。 

 

今年的「兒童日營」

有曼城宣道會趙牧師帥領一家大小四

口、兩位曼宣肢體及兩位實習神學生前

來支援，另外也有布宣 Mabel 宣教士

及東宣眾多肢體一同並肩事奉。結果四

天的兒童日營順利進行，且有美好的成

果，有許多小朋友在最後一天決志信靠

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除「兒童日營」外，8 月初，東宣舉辦了一次教會夏天大

旅行，地點是「水晶公園」（Crystal Palace Park），合共

超過 60 多位家長及兒童參加。在 7-9 月期間，「東宣」嘗

試展開在附近的市區 Peckham 福音外展的探索及探望從事

超過 80 位「美甲、美容」的華僑，以表示教會對他們的

關懷。由於彭牧師夫婦於 9 月下旬回港述職，教會舉辦了

多次「當牧者不在時」之教會領袖及肢體配搭事奉諮詢會

東倫敦短宣@水晶宮公園 

同工、實習神學生與牧師一家 

宣道會講座 

大學迎新活動 

三天兒童日營最後一日兒童分享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踏入七月是放暑假的心情, 但南宣郤密鑼緊鼓, 正面對大學生工作的挑戰.  連

續幾次指導學生們如何應付英文考試, 有十多人出席; 他們全部通過考試.  大

家非常雀躍, 繼續而來的是戶外交誼活動, 先後到了劍橋ˎ 布里斯托ˎ 巴夫ˎ 和

牛津等大學城, 與大學生們建立了友誼, 現正計劃十二月的福音營. 

 

七月底有兩天一晚的領袖退修會, 有十多人出席, 有安靜親近神的時

刻, 也有彼此相交燒烤的狂吃, 當然也少不了談談教會前面的方向. 

 

溫偉耀博士以 “人是猿猴變成的嗎?” 為題的佈道會, 吸引了不少從沒

有到過教會的朋友, 他們熱烈反應, 從不同角度向講員發問, 彼此有很

好的溝通, 打開了傳福音的門. 

 

姚添壽牧師從中午到晚上在南宣講了多個小時, 有關宣道會歷史和承傳, 弟兄姊妹茅塞頓開, 說: ʳ嘩, 原來我們

宣道會好厲害!˼  九月踏入新的學期, 南宣開始專為中學生補

習班, 現有六個小朋友參

加, 這是南宣外展的計劃之

一; 同時少年組也正式成

立, 暫時有十位少年人.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感謝主，在本年 9 月 8 日，布宣順利完成了自加入宣道會以來第二

屆週年大會，因許多學生仍未回英國，所以出席人數不算多，但亦

順利通過所有的議程。弟兄姊妹亦明白明年教會的方向和財政需

要，以致能在各方面支持和配合，並一起學習信心和成長的功課。 

 

9 月份我們有機會在布萊頓兩所大學, Sussex University 和 Brighton University 的迎新日向新來的華人學生派單

張。今年在迎新日中，見不到很多的華人，但很感恩，Philip 和 Mabel 因彭牧師是 Sussex U 的義務校牧，一

起加入了校牧隊工, 平時在大學亦有機會接觸國内和香港的留英學生。 

 

廣東話查經小組和普通話査經小組在九月完成査考聖經人物亞伯拉罕，弟兄

姊妹有深入的分享和學習。恰巧有兩位香港傳道來英國體驗，能參與我們的

小組。廣東話查經小组更開始在一位長者家開組，不但能有輕鬆的分享，更

有温馨和充滿愛的感覺。 

 

八月尾布宣舉行第一次洗禮，

六位弟兄姊妹在海邊見證主。

布萊頓宣道會自從加入了宣道會後，在本年 8 月 24 日，舉行第

一次洗禮，這次洗禮很特別，我們在布萊頓出名的鵝卵石海灘

（Pebble Beach）旁邊洗禮，當中有四位年青人和兩位長者參加

洗禮，年長的是舉行了灑水禮，而年青的，他們就舉行浸禮，相

信他們的感覺很是特別和難忘。主為我們預備一個在那星期最溫暖和陽光普照的日子，亦有很多弟兄姊妹和

朋友到來觀禮。但願洗禮的弟兄姊妹，繼續在主內成長，在這世界做鹽做光。 

洗禮  

宣道会歷史講座 

佈道會後 BBQ 

领袖退修會 

補習班 



 

自製福音單張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時間過得真快，我在＋一月擔任華宣的兼職秘書已經有三年了。當

劉少棠牧師問我是否對這個職位感興趣時，我已經停止工作大約半

年了。我的兩個子女 Martin 和 Stephanie 都離開家了，不用再花時間

每天照顧。在壓力大和滿有挑戰性的工作崗位中忙碌了二十多年, 終

於退了下來。擺脫了多年來時間不足的感覺,我當時實在嚮往我的自

由和空閒。所以起初，我拒絕了這份工作。但是，上帝有他的計

劃。當我最終接受了這個服侍，我的心才平靜下來。我才知道這是

主要我走的路。 

我十歲已經從香港移居英國，離開父母跟著姐姐一家同住。丈夫柏堅是來英國讀 A 

Level 的。 柏堅是一名牙醫，我畢業於電氣和電子工程。我們的事業使我們與華人社區

的聯繫很少，但我們認為讓我們的孩子有機會學習中文是很重要的。因此，差不多 15

年前，我們帶著孩子來到曼宣讀中文, 更在曼宣認識主。柏堅和我真的很蒙福, 我們在

尋找神的旅途中彼此相伴，一同洗禮加入曼宣家,為此我們＋分感恩。 

  

我們的子女 Martin  向睛和 Stephanie 向琳現在在倫

敦工作和生活。Martin  在一家數字銀行裏工作，

Stephanie  是一名實習律師。在曼宣期間，他們心中

種下了屬靈種子，但願有一天會萌芽生長。使徒行

傳 16:31“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是

信實的,我們為此祈禱。 

  

我在華宣的工作範圍都很廣，從一般管理到財務和簿記。回想起來，我以前的工作經驗使我很快適應下

來。我深信以往的磨練是主為我現在事奉工作而預備的,這都是主的恩典。工作上儘管熟悉，但仍然存在許

多新挑戰。例如,我對捐獻索取稅退、工作簽證申請一竅不通, 真是邊學邊做。在過去兩年中，憑藉神的恩

典, 使用我這鈍器，總共有五名牧師,傳道,成功地從國外來到各堂會服

侍，齊心去擴張神的國度。哈利路亞！馬太福音 19:26“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我記得當我剛上工時，我對華宣認識甚淺，我發現這情況在許多兄弟

姐妹當中也是很普遍。我希望通過串聯, 華宣弟兄姊妹可有更好的溝

通和交流，聯繫在一起, 互相鼓勵扶持，同心事奉主。 

  

感謝主給我服侍的機會,願主繼續引導、帶領並教導我。歌羅西書

3 ： 23-24“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 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

的。……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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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是龐趙芷蓮 



 

有來自英國不同角落 20 多位長者參加，三天的營會夾雜着不同活動，有唱詩、敬拜、

祈禱、分享、遊戲。講員姚潻壽牧師以猶大書 20-21 節的訊息给予訓勉、鼓勵，正像暮

鼓晨鐘，喚醒沉睡的靈，再加上他生動有趣的講章配上他個人閱歷的豐厚，叫每位參加

者在屬靈上满載而歸。 

跟自已年紀差不多的基督徒溝通比較容易，因為大家的成長背景十分相似。營會中，從聆聽別

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到知道更多關於事奉神及聖經的知識，都讓我更開拓自己的視野。還

有，營會當中有些是非基督徒，讓我想起以前還未成為基督徒的自己。總括而言，這次是

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營會中的講道令我反省自己以前在教學時對學生苛刻的態度。現在我

會多以學生角度想，耐心的聆聽他們遇到的困難，跟他們分享我的知識及看法。    梁國彬  

長者營後 點滴  

續第一頁華宣牧者之言 

40 年間，透過這些宣教士的工作，奉天百姓知道了一個能給他們帶來生命和盼望的耶穌基督，透過他

們的工作，東北大地上撒下了福音的種子。我有時深感文字的有限，因為這短短幾行字的歷史是根本

無法表達他們在中國的流淚禱告與付出生命的日日夜夜，好在我們的 神都記得。回望中國的福音之

路，它是由許多宣教士的生命和鮮血組成的，正像一粒麥子的破碎重生，擺上一切為將耶穌基督的愛

傳給萬民萬邦，宣教士的使命正是源於神的呼召。 

 

如今，我們已經接過先賢手中的福音之棒。我們當以怎樣的心志去傳承下去呢？ 【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創世紀 12 ： 1） 對於侍奉神的人來說，神的呼召是一切

侍奉的開始。屬於主耶穌基督的人，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定會捨棄一切對神的話語做出回應。因

而，“離開”就意味著拋棄過去的一切。離開“本地” 可能是一個屬世的讓人安舒的環境，或穩定的生

活。一個被神呼召的人需要“離開”這一切，更需要“突破”和“破碎”曾經屬世的價值體系。而離開“本

族”與“本家”則代表了被呼召者需要脫離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以及這當中的人際關係，家庭傳承

等等。 “離開”是一種從根基上的“割斷”，這是一種面對世界徹底的【死】。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

去”意味著完全依靠信心。因此，眼見的已經不再是憑據，所有的“憑據”就在於【神的話】。 

 

是的！宣教之路，路途遙遠，任務艱難，但聖經說：【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

得勝有餘了】（羅 8 ： 37） 



  

                               

 

 

 

 

 

 

擕手、合作、成長                    彭黎燕芬  

 

每年的華宣週年大會，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都可以聚首一堂，除了議決事項，也加深彼此間的溝通和

認識，然而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沒有這個機會。那如何才可以讓弟兄姊妹也能對各堂會有更多的認識？

我想既有效又實際的方法，就是參加「短宣隊」。 

 

2019 年 7 月 29 至 8 月 1 日為「東倫敦宣道會兒童日營」，有 30 位年齡由 4 至 12 歲位小朋友參加。

今年日營的主題是「至『叻』神之戰隊」 ，鼓勵小朋友要成為神的精兵。去年的兒童日營，是曼徹斯

特宣道會趙偉初牧師率領短宣隊前來協助。經過去年的合作，彼此的認識加深了，所以今年合作配撘

得更好。原本兒童日營是計劃在八月底舉行的。但因為借用場地的原因，要改在八月初舉行，趙牧師

明白又體諒我們的情況，立即向弟兄姊妹發出新的呼籲，對於打算在八月底參加這次短宣行程的弟兄

姊妹只能說聲抱歉。提早一個月的活動，在趙牧師一家四口齊參與，聯同四位弟兄姊妹，組成一行八

人聲勢浩大的短宣隊，如期的舉行了。 

 

「曼宣」主要是負責兒童營的節目內容，包括聖經故事、唱詩、遊戲和手工。除了曼宣的短宣隊，

「布宣」的宣教士唐美寶姊妹，也單人匹馬的前來協助。姊妹可以說是這次兒童營的「全營助理」，

她沒有固定的負責崗位，那裡有需要，她就會立即補位，所以無論是大門口的接處、廚房或是飯堂，

都可以見到她甜美的笑容。遇有即時要購買的物品，姊妹更會不辭勞苦的跑出跑入。至於「東宣」的

姊妹們要負責的，就是在分組時的助教，或是在廚房預備午餐。 

 

東宣仍是一間很幼嫩的堂會，舉辦大規模的活動時仍需外來的協助。除了人力資源不足，一些物資也

有缺乏，因每日都要預備五十多人的午餐，特向「南宣」借用可以煮二十多人飯量的電飯煲。所以這

次的日營能順利完成，可說是由「4 間堂會」的人力物力合作的成果。各堂之間能彼此協助，弟兄姊

妹彼此配撘，這是非常美好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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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民事工 

2019 年底華宣聘請了第一位專職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傳道人，暫時只是部份時間

同工，主要工場是曼城，但也會應不同堂會邀請，協助推動向回民傳福音的工

作，今期特別介紹他和他的家人，往後，會藉此欄談及有關穆斯林福音工作。

望把福音傳到還未聽聞福音的人，我不斷祈

禱尋求神的旨意，並且積極地學習當地的語言。當時，有一隊來自英國的短宣隊來到

教會分享英國的需要。經過秘魯華人宣道會的聘請程序後，我到了首都利馬的英國領

事館遞交文件，事實上對於購買機票一事全不知情。官員手執「拒絕」的印章；開口

便問：「為何去英國。」我回答說：「因為神要我去。」他耐心聆聽神對我的呼召，

並把手上的印章改為「批准」。我沒有將我的需要告訴任何人，經過數天的禱告後，

神给我預備了機票。2003 年我抵達英國。 

剛開始的時，我認為神弄錯了，因為我感受不到一點想要傳福音的熱情。在倫敦三個

月後，我以前的宣教機構安排我到曼城。在那裏，神感動了我。三個月後，我回到秘

魯。與 Lilian 結婚（當時我們已經訂婚）。我們的教會再次把我們送到英國去，但沒有

提供資金的援助。不過，我們相信神的帶领，並相信祂會提供我們的需用。 

 

2005 年我帶着太太跟 3 歲的女兒 Joyce 再次回到倫敦。2007 年我們搬到曼城，當時我

的英語能力和對英國文化的認識有限，但沒有妨礙事奉。一位穆斯林朋友跟我說﹕

「我做了一個關於耶穌的夢，祂說你有個信息」。幾天之後，在不懂任何阿拉伯語的

情況下、以僅有的英文及有限的知識，我帶颌 7 個人決志跟隨神。 

 

2008 年，Lilian 認識一群不是從歐盟來的女人，他們只有很少的渠道學習到英文。Lilian

把握這個機會，開辦專為女仕而設的 ESOL 英語班。一年之內已經有 50 個穆斯林女性參

加，還有很長的等候名單，可惜當她們的丈年阻止她們來上課時，我們卻無能為力。 
 

在 2009 年，我們搬到鄰近的地方並加入了 Trinity Community Church (TCC) 一同建立教

會。在 2010 年兒子 Ethan 出生。2013 差遣我們到英國的秘魯教會邀請我們回去當他們的

牧者，這是一個很難的決定，但我們把一切決定都交到神的手裹，以信心和顺服神的帶

领，我們深深感受到神還未要我們回去。只有婉拒了，並把曼城當做我們的家。 
 

數年後，TCC 專門服事穆斯林朋友的教會建立起來。同時我們也成為英國公民，開設了

一亞歷山大書店。挑戰接踵而來，孩子被診斷患有自閉症，神藉此給我們開啟一道門，

讓我們透過這個機會了解當地的社區。 

 

去年，神再次呼召我們離開自已的安舒區，建立以穆斯林群體為主的教會。2019 年 7 月

5 日開始，Encounter 247 一個逢星期六下午聚會的教會誕生了。參加者主要是難民、尋求

疪護者，精神病患者，但這卻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把福音傳出去。 

 

這些年來，分享我們的經驗及培訓新一代接班人的熱情一直在我們心裹不斷成長，我們

很感恩及榮幸與英國華人宣道聯会同工。我們看到這是神回應我們的祈禱，及把接力棒

交給下一代。 

我們「Los Sanchez」跟隨神的呼召到英國未

得之民那裏。我們的故事開始於秘魯華人宣

道會，當時我只有 14 歲。 

2001 年時候，我有機會受聘於秘魯安第斯

山脈的一間教會當牧師。那時候，我十分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