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的發生，令 全世界人都恐慌起來，人人都希望自己不受感染，趕忙搶購口罩和清潔劑，甚至厠紙，

後來更搶購食物。而政府為保障生命，不得不全城封鎖，不準自由聚會，以減少病毒的蔓延。有些國家更封

關，不容許別國人民進入。這一連串的反應，反映全球政府都希望減少受感染的人，並生命的喪失。忽然

間，人人都重視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生命比任何東西都寶貴，聖經早已題醒人們，人若賺得全世界，郤喪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

能拿什麼換取生命呢？  神同樣看人的生命寶貴，聖經說：「你們的生命不是比天上的飛鳥更貴重麼？ 天父

尚且看顧飛鳥，祂不更看顧你們的生命麼？」   

我們無論怎樣小心不受感染，都只能延長生命多一點點，而神的愛郤帶給我們有永恆的生命。神愛世人，甚

至將祂的愛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神的愛子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這

愛的人就得到永恆的生命。   

政府為了減少失去生命，便不斷宣揚如何保護自己的方法，經常洗手，保持二米以上距離，咳嗽時用紙巾掩

臉等等；這些連小孩子都知道的， 在這時候，天天都題醒市民，  政府期望多一個市民遵守，便多一個人的

生命受保護。  在這時候，愛護家人的父母，天天題醒兒女們洗手，戴口罩，不要經常摸眼摸鼻等等， 為的

是兒女的生命安全。我們若愛那人，便期望那人平安，便經常題醒他們。 

神也期望我們信主的人，不斷宣揚神愛世人的救恩，神願意人人都得救，不願一人沉淪。祂不斷吩咐凡信靠

主的人，要去萬民中宣揚這永生的好消息。 我們若愛我們的家人朋友，便要將這永生的好消息告訴他們，可

能他們已聽過很多次， 可能他們都知道，最重要是他們遵守神的吩咐，真真正正的照着而行。 

看到親人面對危險之時，人便不計較自己的面子，和他們的反應，首要是將他們拯救。這是嚴峻之時，政府

也不理一些人的反對，要強行推行一些措施。主耶穌說：「舉目向田觀看，禾稼已熟，是收割的時候。」  又

說：「當趁著白日時作工，當黑夜到來，便沒有人能作工了。」除非我們看到那種迫切性，才會不理他們的

反應，不斷向他們傳講主的愛，只要有一刻，他們自覺醒來時，便會聽到神的呼喚，接受救恩。 

想到一個故事，有一天大清早，一個孩子和父母來到一個海灘，在海灘上有很多海星， 

若太陽出來前，海星還在海灘上，很快便會乾死。孩子動了慈心，便趕快一隻一隻海星

抛回海中，父母親對他說：「千千萬萬的海星，你能救多少？」 孩子單純地回答：

「我能抛一隻回到海裏，便多一隻得回生命。」傳揚主的福音，只要多一個人接受，便

多一個人得到永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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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曼華曼華曼華》》》》    

感謝神！神保守曼華這 3 個月疫情的經歷。3月與 1月頭的聚會情況，真

的有很大的改變。從 1月底，我們日間小組有破紀錄的 18 個弟兄姊妹出

席了團年聚餐，我們經歷了第一次熱鬧的聯歡聚會（圖一）。當然我們

各小組都有大小的團年聚會（圖二），人數都比上一年更多了。不過踏

入 2月分，因疫情的情況，很多聚會的人數就下降了。我們 2月中的崇

拜人數，已經下降了 4成，到 3月頭我們崇拜人數都只有大約平常的 4成人數了。我們在 2月底已經開始準

備網上敬拜的情況。到 3月 22日我們已經正式進行網上敬拜模式。感恩是敬拜人數約有 60 人了。因疫情有

幾個星期未能來崇拜的弟兄姊妹，他們都很興奮能再參與崇拜。見到弟兄姊妹之間的關心和感情，我知道神

要我們學會，更珍惜我們一同敬拜和團契的機會。 

因疫情緣故，曼華已經將未來 3 個月的事工調整了。我們會將多個大型聚會改到暑假之後，也有活動要取

消，如 4月的浸禮。希望神保守和憐憫，叫疫情能漸

漸減退。在進行網路上的聚會，我們也有一些新的啟

發，就是離開了曼城的弟兄姊妹亦有參與我們的網上

聚會。感恩我們可以與本來各散西東的肢體保持了聯

繫！ 

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玆宣道會《《《《利宣利宣利宣利宣》》》》    
2 月中旬，利宣開始部署網上崇拜的需要和測試，往後也因此要陸續取消各類

活動和聚會。感恩方面，執事團隊因著疫情的發展，作出不同的應變措施。另

一方面，有熟識網絡運作的肢體，幫助教會製作網上崇拜，讓弟兄姊妹能網上

敬拜，甚至聖餐記念主。一些團契也嘗試網上聚會。 

在疫情期間，有肢體主動幫助教會一些長者，購買食物並送到家門外。此外，危機也是契機，這疫情使華人

外賣店的生意受到影響。教會預備了福音刊物及單張的福音包，在政府宣布市民需留家

中的較早前，個別肢體送給他們住所附近的外賣店東主。 

疫情期間，利宣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經歷。稍為節錄一些分享：有肢體表示，雖因著疫

情不能回教會聚會，但能通過網上崇拜親近神，沒有把神忘記，實在是恩典。有姊妹表

示，看到今天的疫情，體會主再來好像又近了，無論是因為甚麼原因返天家，重要是好

好預備自己迎見主面。 

亦有姊妹家裡下水道漏水，地毯全濕了，然後很奇跡的是在學校關門，在全國居家隔

離之前這些事都辦完了。家裡的下水道雖然沒有拆牆去修，但是工作人員找到了問

題，稍微往裡面推了一公分，就暫時緩解了很多，地毯也都乾了。她還嘗試網上團

契，能夠連接到中國英國幾個不同地方的姊妹，大家能夠在一起討論和分享抗疫過程

中的心情、當中的壓力，家庭和事業的平衡，查考聖經、聆聽主的話語，有非常好的

主內支持，為此而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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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曼宣曼宣曼宣》》》》    

當今年年初，香港不少教會因為武漢肺炎，都開始了網上崇拜，想不到事隔兩個月左右，輪到

我們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同樣開始了網上聚會的安排。但事實上，早在春節過後，教會已受疫

情影響，由崇拜人數的下降，至平時的五成到六成可見一斑。 

曼宣因開辦中文學校，考慮到學生家長的擔憂，加上春節過後，旅英華人陸續從家鄉回來，

傳播病毒的機會大增，所以教會議會決定暫停中文學校兩週，直至情況明朗才復課。後來，

雖因幫助會考班同學預備 GCSE 而復課，但仍只限於兩班高年級同學，其他的一直復課無

期。兒童主日學和少年團也因中文學校停課而出席人數不多。 

及後英國確診人數飊升，政府也開始倡議在家工作和保持社交距離，曼宣自三月後期，便採

用預先錄影的方式，再放在 Youtube 供兄姊參與崇拜，我們沒有採用現時流行的 Zoom 進

行崇拜，因為考慮到長者未必懂得使用這軟件。我記得兩位兄姊在教會花了三個多小時安裝

錄影設備，一口氣錄製了該主日的廣東話崇拜和英語崇拜，怎料，這設置只錄影了一次，便因為

政府頒令更嚴厲的抗疫措施，而又要另作安排。 

現時，我們崇拜還是以預先錄影的方式安排，主

席帶領詩歌、講員講道、教牧佈告和代禱，各自

在家自行錄影，再交給負責剪輯的兄姊做後期製

作。至於其他團契和小組聚會，大家都採用   

Zoom 來進行。盼望這些安排，能保持我們和兄姊一同集體敬拜，並與兄姊分享相交。 

叫疫情能漸

我們也有一些新的啟

就是離開了曼城的弟兄姊妹亦有參與我們的網上

感恩我們可以與本來各散西東的肢體保持了聯

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倫敦宣道會《《《《東宣東宣東宣東宣》》》》    

    
 

在政府面對疫情未有明朗的措施之前，英國宣道會南區的牧者，就商討日後教會可如何運作。其後再經東宣的

工作小組討論後，就決定在三月最後一個主日開始網上崇拜。正當東宣要落實籌劃之制，還沒有心理準備，可

利用甚麼媒體來進行崇拜及小組聚會、人手又如何安排，政府就發出停課和停止大型聚會的禁令。這一宣佈，

對東宣來說，實在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東宣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勞動階層，對 IT及網絡的認識並不多。在

我們軟弱、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和人手之下，在黑暗中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神讓我們進行了兩次即時網上敬

拜。雖然並不完善，但主恩夠用，兩次網上即時敬拜也算是順暢進行。 

 

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在互聯網上有許多的交流，也有許多難辯真假疫情的傳播，令教會弟兄姊妹，包括牧者

都被攪紛了腦袋，真的如主耶穌所言，在未世連主的子民都會被迷惑。為此，教會弟兄姊妹平常不甚關心時

事、政府甚麼措施，因著疫情的變化，人心惶惶之下，大家都緊張起來，也開始更認真「張開眼睛看世界」、

留意週遭發生何事。 

 

我們不知英國「禁令」會維持多長，但弟兄姐妹彼此關心、代禱卻自自然然一镮緊扣一鐶連接起來。除主日崇

拜外，東宣都以WeChat、Zoom來進行不同小組查經、開會…。除此之外，為了弟兄姊妹可得到更好的牧養及

培育靈命成長，牧者每日都定時在個人聯絡上，都提供「每日靈糧」，也將進行網上「門訓」、「洗禮班」…

等等學習，請你們禱告中記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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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倫敦宣道會《《《《南宣南宣南宣南宣》》》》    

大年初二是南宣家停了很久的聚餐，崇拜後，隨即

是農曆新年慶祝， 節目豐富，有跳舞、 結他演

奏、話劇、書法等。

當然少不了一齊

吃晚飯和全家福

相片。   

因新冠肺炎原故自 22/3

南宣家改為網上崇拜，

一切團契聚會也改在網

上進行；神也施恩給我

們，崇拜和團契人數有

增加。 

 

 

 

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萊頓宣道會《《《《布宣布宣布宣布宣》》》》 

教會在 1月 26日舉行農曆新年慶祝, 當天主日約有 50多位弟兄姊

妹參與, 不少弟兄姊妹做了他們拿 手小菜一起分享, 樂也融融。 

感謝主,在 Sussex大學的元宵歡聚順利完成。1月底在大學的第二

次迎新日當中我們派了差不多 150張宣傳單張。當時在英國的新冠狀病毒疫情不是

太嚴峻,只有在東北部約克郡一兩個個案,但我們亦擔心活動有可能要取消,在禱告中

交托,求主帶領。當天來的學生不算很多,有十三位華人學生,其中有八位是沒有宗教

信仰,亦未曾到過我們的教會。很特別有兩位意大利學生參與, 因其中一位正在學習

普通話。當晚充滿歡樂,看得出,他們在這異地感受到當中的愛和親切感。希望這次

歡聚是一個撒種的好機會。 

因新冠狀病毒疫情, 3月底布宣已開始網上崇拜, 並陸續使用網絡進行查經班和主

日學, 最初並不熟悉相關運作, 但經過不斷禱告和摸索 , 現已基本掌握一些技巧。

然而教會中較年長的, 有些沒使用智能電話或上網, 

便用電話 跟他們多連繫 ,關心他們。也有一些長者是獨居的或家人不在

布萊頓 , 便需幫助他們購買和運送日常用品和食物, 讓他們能遵從政府的

指引, 安心留在家中, 避開感染的風險。願弟兄姊妹縱然面對疫情的威脅 , 

仍毋忘身邊有需要的人, 彼此守望 , 作鹽作光, 以信心

仰望天父, 一起經歷疫情中的盼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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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福音單張 

我叫劉思銘，英文名 Chris，在 2018年夏天加入曼宣大家庭，是英文部的傳道。我

在香港土生土長，直至中七畢業才到美國升讀大學。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的，但因入讀教會學校，自幼認識「耶穌是誰?」。我知道耶穌是好人，但因着家

人和朋友 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沒有返教會。自中學階段起，我便問 : 「為何你們

的耶穌那麼好，信徒卻只是躲在教會內忙，不把耶穌介紹給我?」這個我在少年時

發的問題，今日正正在曼宣尋索。 

 

入職曼宣，絕對是神萬事互相效力的結果。我在香港考不上大學，轉到美國升

學，發奮努力學習英語，卻錯過了朋友邀請我返教會的機會。畢業回港工作，感

受到成長那份迷茫；在這段期間，讀到《標竿人生》一書，作者華理克牧師一開

首便說 :「人生不是以你為中心」，神給我們每人也有

祂的旨意，後來我跟大學同學返教會，隨後信主。本

打算半工半讀法律，卻不成功，卻學會了看書和研究

的技巧；因着家人生病，星期日不能返主日學，只有

在網上用英語收聽聖經和神學的頻道；入讀建道神學

院後，做功課、寫論文也是使用英語，「你已慣了用英文交功課，何不嘗試在

說英語國家牧會?」同學鼓勵我。二年級時的海外牧職實習，我來到曼宣學

習，完成神學院課程後，便受聘在曼宣事奉。 

 

為何要來曼宣事奉呢?  曼城是英國第三大城市 ，居住在其中的中東及印巴裔人

仕不少，這是擁有多元文化的地方、有不同人士聚集，很受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影響。而我在香港成長、

說美國英語，在曼宣這個以香港移民為主的教會，有着香港那種華洋集處、中西夾雜的氣氛，來參與曼宣

的英文部，這是一件十分跨文化宣教的事!  

 

在曼城生活了差不多兩年，我見英國本土的屬靈光景十分低迷。在街上廣告或

書店，不難看見很多人追求非基督教的屬靈奧秘或神秘主義，就如保羅指出雅

典人在敬拜「未識之神」(徒 17:23)。於我觀察，不是英國人對屬靈事物沒有追

求，只是受着後現代相對主義影響，他們在竭力尋找能令生命達致豐盛的奧

秘，卻不懂或不願認識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穌。情況就像我少年時代

在教會學校成長的光景，對耶穌略有所聞，在成長的跌碰路上亦希望尋找生命

的價值，但卻不察覺那真理的道，從來都離我們不遠 (羅 10:8)。在後現代世界

下如何向人表達、傳遞福音的訊息，在多元、反對獨一真理的氛圍下，如何叫

人看到主所給我們唯一的盼望，這是我少年時代作為教外人曾發問的問題，而

祂給我在人生的後半段去學習和為祂擺上，一切都是出於祂的恩典。 

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串联將會逐一介绍華宣同工同工同工同工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人，，，，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增進華宣家彼此認識，，，，在主愛中互相在主愛中互相在主愛中互相在主愛中互相

結連結連結連結連。。。。今期是今期是今期是今期是劉思銘傳道劉思銘傳道劉思銘傳道劉思銘傳道    PastorPastorPastorPastor    Chris  

猜燈謎 猜燈謎 猜燈謎 猜燈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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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體會                                                               閻石傳道 

  

 

疫情隔離期間，家似乎成了“牢房”；那些經常見面的朋友一下被推到千里遠，

卻將千里外親友們殷切的關懷（擔心）透過網絡帶到你面前來。還好，短暫的不

適應後，一切又恢復正常。隔離只是禁錮了人的慾望，卻不能禁錮 神的愛。 

    隔離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花多些時間重新認識《聖經》中神的警告和應許。有

時會背誦詩篇二十三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這句，覺得很

是安慰。可是再想第二句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就想，若我如羊一般躺在

家裡半年，這隔離豈不是成了”養羊“的福音了嗎！當然這只是玩笑而已，隔離

雖然使身體停止遊走，卻有機會讓信心在神的話語中走得更遠，更深。 

    回想疫情爆發之初，每日看著孩子如常的上下學。有時孩子回來告訴我們；

“同學中有人咳嗽了” 看著兒子無畏的表情，說不擔心是假的。那份擔心也唯有

做父母的才能體會。但我們也深知；神呼召了我們出來服侍，在艱難的環境面前

我們必須要在等待和逃離之間作出選擇。在試煉和試探面前，我們必須確信 耶和

華是掌管一切的主並將一切交託給他... 

     然而“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他的時間是最合適的。就在面對疫情加

重，英國首相宣布學校暫不停課的當日下午，學校竞發出郵件通知家長全校停

課，我知道那是神的回答。 

  《詩篇》二十三篇 4 節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

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桿，都安慰我。”... 6 篰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

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瘟疫尚未結束，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幾何，但我知道我已有了永恆的應許。 

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    

面對新冠肺炎的橫行無忌面對新冠肺炎的橫行無忌面對新冠肺炎的橫行無忌面對新冠肺炎的橫行無忌，，，，令人聞肺炎喪膽之際令人聞肺炎喪膽之際令人聞肺炎喪膽之際令人聞肺炎喪膽之際，，，，而同時也是我們數算神恩典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我們數算神恩典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我們數算神恩典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我們數算神恩典的時候。。。。    

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   Connie HungConnie HungConnie HungConnie Hung    

三月初開始英國超市搶購廁紙，但是我沒有太恐慌，相信下

個禮拜就會正常供應，連續兩個禮拜去超市都沒有買到廁

紙，才開始擔心，和教會姐妹分享，艷麗姐妹晚上 12 點去

Tesco 幫我買到廁紙，第二天早上又去榮業行幫我買了二袋大

米送到我家，Jo 姐妹也去不同的超市排隊幫我買廚房用紙和

退燒藥，感謝神派這些天使來幫助我。兒子三月十五號回家

主動隔離，因有大學同學（一起吃飯）確認感染，為了確保

每個保護細節都做到足夠，每天高度緊繃神經，有洗手強迫

症，手被洗得皺裂出血，感謝神的保守，兒子平安度過兩個

禮拜的隔離期，我每晚睡覺都有神的平安。昨天去超市買到

想買的食物，排隊時間十分鐘，這個經歷讓我感到主內一家

細心的關懷和神奇妙的供應和祝福。 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神適時的供應               Dora Wong 

在這嚴峻疫情下，很多東西供不應求，我每次去超巿都買不到厠紙，一

天我從超巿回家，經過 pound land, 

感到有一般推動力，促使我進去，就這樣買到了厠紙，好像是神刻意留

給我的。當我來到空置的皂液架前，失應的呆立着，不知為何我會俯身

向架底探看，被我發現兩瓶隱藏的皂液。 

又有一次；神在衆人搶購的超巿裡，按祂的時間安排店員將唯一被忽 

略，而留在貨倉的一排黃豆罐頭搬到我面前的空架上，使我滿心歡喜。

我要感謝讚美主的供應，願榮耀歸主名！阿們。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Heidi 

16/3 疫情已漸漸緊張, 政府已逐步加強措施管制

人流, 我的小兒子正在馬來西亞旅遊,  預定一個星

期後回來, 當日收到航空公司的電郵, 通知他預定

的航班取消。 

情況很不樂觀, 我趕快通知他, 催促他回來, 但因

為當地的時差, 未能即時聯上, 17/3 電台也宣告馬

來西亞關閉關口, 我十分焦慮, 又再發訊息給他, 

警告他要立刻想方法回英國, 他也明白情況緊急, 

就開始安排一切, 但是當地情况相當混亂。晚上

和他通電話, 囑咐了要注意的事後, 我知道往後的

事只能仰望神給他保守及賜他平安。 我就禱告一

切, 然後就睡覺。18/3 一早起來, 心情很平靜, 精

神也很好, 這一覺睡得很好, 立刻感恩禱告。 昨晚

我只求父保守我兒平安, 郤沒有為自己的內心求

平安，然而神卻保守。 

慈愛的父知我的需要, 我得着超過我所祈求的.  往

後的時間我留意消息, 但內心郤是很平安冷靜。 

18/3 約下午四時左右, 收到兒子的消息, 他已找到

機位, 從馬來西亞飛往星加坡, 再轉機回來。 

感謝主的保守, 他在 19/3 日下午平安回來了.  感

謝主在我焦慮的時候, 給我的安慰, 給我的平安。 與新冠肺炎之戰與新冠肺炎之戰與新冠肺炎之戰與新冠肺炎之戰                                    Helen 口述口述口述口述    

第一個星期, 只有發燒, 幾天後開始有氣喘, 聯絡上醫生, 醫生安慰後, 說再

過一個星期後仍有症狀, 就致電救護車。  之後開始有咳嗽, 很辛苦, 打了

999召救護車, 可惜救護車整晚也沒出現，很失望。我感到 這個病毒有點

像惡魔, 覺得有種力量把我往下推, 我一遍又一遍的在半清醒中, 唸着主禱

文, 我說我已經把生命交托給主了, 我的一生沒有遺憾, 我完全地相信上

帝。 

後來到了醫院“他們沒有給我胸透，但驗血了，也做了 ECG 測試，我血

液中的氧氣是可以，我已經挺過來最難熬的一周。現在的恢復過程會慢

一點，但各項指標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醫院沒有给我做 Swab 檢

測，醫生說現在檢查沒有意義了。我血液的指標顯示我應該是 post 

Covid19. 也就是說我已經好了。但因為抵抗力降低，感染其他病毒。 

終於捱過了, 家庭醫生給了抗生素, 吃了幾天, 也逐漸安復.  

「「「「東宣東宣東宣東宣」」」」弟兄姊妹之感言弟兄姊妹之感言弟兄姊妹之感言弟兄姊妹之感言：：：： 

曾：疫情中令我難忘的是「我們的⽣與死，只是⼀念之差，

都是神在掌管。  

曾

曾曾

曾：

：：

：在這段疫情當中，我們每天都處於緊張和恐慌狀態，每

天都在看刷新增病例有多少？有多少人死？感覺自己都屬於

生與死的邊緣。這一刻感到自己很微不足道！世人算什麼？

如果沒有神的新鮮空氣給我們，我們一刻都不能存活。 這

一刻讓我明白一件事：我們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 



                                                                                                                                                                                                                                                                                                                                                        

可以放在超市或購物商場， 以方便大眾自己做基因測試。由於很多人擔憂數据會被利用，測試是自己操作， 所有數據會直接轉到

用戶手上， 而公司不會保留任何數據。用戶只需要在口腔做棉簽(swab) ， 樣本放在一個叫 DNA 墨盒(Cartridge)裏， 當時的墨盒是做

有關營養測試， 再將墨盒放在基因測試機內， 一小時便將結果發送到用戶手機內，當用戶進入程式中(app)便可看到結果， 例如測

試： 鹽、 脂肪在入體的儲存。 另一個研發就是一只基因手環, 手環可以讀條碼(barcode) ， 只要將手環讀食物包裝上的條碼，紅色和

綠色分別顯示適合或不適合進食。 

7/3 公司决定参與新冠肺炎病毒的測試， 技術上的挑戰有三方面 1. 需要將測試人類基因 DNA 調較至測試病毒基因 RNA，本質上有

很大的改變； 2.   人手短缺，做研究一定要在實驗室大家一齊做才有結果，但同事則希望在家工作； 3. 物资 因停工而短缺， 所以很

多原材料， 化學物品， 儀器用具，有很大短缺和延遲。感謝神我們用了兩星期成功將測驗 DNA 改為測試 RNA， 亦成功探測新冠

病毒的 RNA。並在 St. Mary 醫院做臨牀實驗， 用病人的病毒樣本來測試， 團隊從早到晚做研究， 不斷抽取病人樣本， 結果令人興

奮，準確率超過 90%。  NHS 滿意這項研究结果，要求生產基因測試给前綫工作人員。測試只須一小時就知道結果， 對前綫人員有

很大幫助。 

這個經歷讓我看到神很大的供應和祝福， 因為從沒有想過可以運用這個技術來测試病毒， 亦沒有想過可以參與幫助全球疫情的研

究， 感受到神給予我的力量， 保護和供應。  那天早上運動後， 看到天上有個十字架， 正對着我家的十字架， 神用 詩篇 23 鼓勵

我， 雖然每一天要接觸病人， 護士， 病毒， 然而神的仗， 神的杆是我的保護， 是我的安慰， 在病毒面前， 讓我得勝， 耶和華是

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神也保護我的家人得至平安。  請代禱： 為團隊健康 並盡快將技術運作，發揮最好果效。 

信心交託信心交託信心交託信心交託，，，，神會帶來驚喜的作為神會帶來驚喜的作為神會帶來驚喜的作為神會帶來驚喜的作為                                                                                    Michelle 

當疫程情到達英國後，直接影響我的生意，武漢肺炎這個名字，確實觸動人的神

經，有些人在美甲店門外說攻擊性說話，生意跌了 50%；當首相說要有心理準備，

將會失去至愛的親人時，生意更跌了 70%。焦慮不斷在腦海中打轉，一日之間焦慮

接踵而來，擔心同事因收入不足而影响生計，但當有客來時又害怕，又擔心要承擔

同事的薪金，租金等。 

雖然信主十多年，然而只是 3年前，我才實行十一奉獻。三年前喪父後，有很大的

屬靈反省，感到人實在是一無可誇，從前的驕傲，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成就，心中

沒有承認上帝是掌權的，此刻、謙卑下來，體會到我所有的恩賜都是來自上帝。撒

母耳記記述大衛建築王宮的同時也掛念上帝，希望為神建殿，我被大衛這個行動深

深感動，自此，我將生意交給神，我只是上帝的僕人，神才是老板。自從實行十一

奉獻後，我將每日的結帳，預留十一，放在一個箱中，我稱為 Jesus Box，所以這個

箱時常都有錢，此刻現金周轉開始出現問題，就想起 Jesus Box裏有現金，因為要出

糧給員工，只有動用上帝的錢。當天我跟神坦蕩蕩地表白一切，這是屬於神的錢，

用來支付人工，可以嗎? 我深信上帝曉得我的心，跪下祈禱：神呀！ 我是祢的僕

人，現在我什麼都不求，我記得所羅門王求智慧，我就求智慧來面對。禱告後，我

動用了十一奉獻來出糧給員工。之後就只有等待，我相信神愛我，必不給我承受不

起的困難。首相宣告員工會有 80%人工津貼，而且房東不可因疫情驅走房客，所有

我擔憂的事，神已為我解決。封城前生意突然回升， 我奇怪客從何來？他們不是很

害怕的嗎？  賺回用了 Jesus Box的錢，並且未來幾個月的舖租也不用擔心，我有 2間

舖，另一間舖的房東來電說，你不用擔心，此刻開始不用交租。哈里路亞，萬萬想

不到，當我跟上帝倾心吐意講我的難處時，神就為我開路，  在疫情中我真是感受到

只要將神放在首位，什麼都不用害怕。 

相信下

第二天早上又去榮業行幫我買了二袋大

姐妹也去不同的超市排隊幫我買廚房用紙和

兒子三月十五號回家

為了確保

有洗手強迫

兒子平安度過兩個

昨天去超市買到

這個經歷讓我感到主內一家

 

病毒測試的挑戰                                                                         韓子健病毒測試的挑戰                                                                         韓子健病毒測試的挑戰                                                                         韓子健病毒測試的挑戰                                                                         韓子健    

我在DNA Nudge公司仼營運總監，負責公司的運作和技術的研究， 

四年前當我參與這公司時，主要是研究測試基因，研發這儀器並不單只是放在實驗室，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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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二，老公因為大意沒戴口罩騎自行車

出門買菜，回到家，感覺呼吸不暢，與平常

不一樣，有點感冒症狀，忽冷忽熱的，我有

點擔心，他特意不靠近孩子和我，我有點失

落感，平常我們夫妻關係比較親密，常常說

說笑笑，逗對方樂，偶爾向他撒嬌一下。 

 

有點距離感，不習慣，也不確定他是不是得

了病毒。我情緒起了波動，上樓坐在地上，

發現一張聖經卡片，不知道什麼時候丟在地

上了，卡片寫著：應該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讀到這句話挺開心

的，向神禱告看顧保守我們全家平安無事。 

 

我和老公一起讀詩篇 91，通過聖經的話來幫

助我們信靠上帝，而不被擔心和害怕所捆

綁，也幫助我們的心思意念去思考神的話

語，而不讓自己花時間去思考萬一得病毒，

全家感染會有怎麼樣的可怕結果。 

 

幾天觀察，老公說他感覺好多了，也沒有出

現發燒症狀，就是有一些乾咳。不過也好了

很多，他終於可以抱抱孩子們了，當然他也

可以抱一下我，非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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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Union  

http://www.cacuuk.org/ 

會長: 岑偉農牧師 

副會長：趙偉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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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on Alliance Church 

c/o United Reformed Church 

Saunders Rise West 

Brighton BN2 4EU 

宣教士：黃國輝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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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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dersfield Huddersfield 

Huddersfield 團契

團契團契

團契 

  

 

宣教士：羅慶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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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s Alliance Church 

c/o Blenheim Baptist Church 

Blackman Lane 

Leeds LS2 9ER 

www.leedsallch.org  
 

堂主任：張濟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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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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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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Alliance Mandarin  

Fellowship 

Unit 9, The Quadrangle 

Hulme Street 

Manchester M1 5GL 

堂主任：李德信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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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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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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禮牧師, 姚添壽牧師  

Anne Goh 

⽊⺠事⼯   Lucho 

一天牧羊人與他的羊群在一起時, 看來那天沒什麼異樣, 一切都是那麼平靜.  遠望時郤

看見一人從遠處跑來, 他身後被一頭公牛追着.  在羊柵內, 所有的牧羊人都緊張起來, 

羊群也開始亂跳, 羊的皮本是柔軟的, 現在也開始硬化起來. 

那人打開羊柵的門, 但那公牛也趕到.  一輪混亂過後, 那人說: “不要多謝我, 只是給你

們牧養多一隻公牛吧了.”  那人就笑笑口地離開了。一條簡單的問題, “你和你的教會預備好去

迎接這頭公牛呢?  它可能會使你們大改動。 幾點需要考慮的: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同歸一例 (利 24:22).  神建立國際化的天國.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創 1:26-31, 詩 8).  你們還記得嗎? “世上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 

在創世時, 人是單數的,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他那時沒有種族和國藉的. 

聖經提及 “寄居的” 共 93次.  同時, 寄居的或作客的是要受保護的一群.  如路得記中, 摩押 

族和以色列人是敵對的, 但因着幫助路得, 而路得成為猶大支派大衛的祖母.  還有耶穌以撒瑪 

利人作例子, 如何愛人如己. 

以色列人要平等對待寄居的和自己的百姓. 寄居的和外邦人提醒以色列人自己的身份: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 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 並

要愛他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 19:33-34) 

外人在你們中間, 是要題醒你們的身分.  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如何對待外人的基本原則. 

耶穌也引用舊約的教訓.  他雖然說: “我奉差遣, 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但他郤經

常打破自己的說話, 接待了撒瑪利亞人, 羅馬官員, 和迦南婦人. 

耶穌與被社會不屑的人在一起, 又打破當時習俗, 吸引了不少人進入神的國.  然後他向我們挑戰

地說: “我餓時, 你給我吃, 我渴時, 你給喝, 我沒地方住, 你給我住.” 

當耶穌降生時, 有幾位東方博士來敬拜他.  他的父母帶他逃到埃及去寄居。保羅按照耶穌的教訓, 

他寫道: “因他使我們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4) “並不分猶太人, 

希臘人, 自主的, 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你們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加 3:28-29)  在基督裏, 神的應許實現了. 

希伯來書也說: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先知們指責以色列人不合理對待寄居者, 以賽亞說: “禍哉, 那些以房接房, 以地連地, 以致不留餘

地的, 只顧自己獨居境內.” (賽 5:8)  他們將欄杆圍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不容許人出入.  更用圍

欄將井圍着當為私人之用.  外人和寄居者的需要都被忽視了. 

相反地, 詩 24:1 這樣說: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以色列人在不

同時代, 對這句話都不大遵守. 

最後, 寄居的成為我們活出信仰的挑戰.  林後 8:9 “他郤為你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

成為富足.”  耶穌道成肉身打破了界限, 主在我們當中, 帶領教會跟從他的脚踪. 

主呼召我們去支持有需要的人.  我們遵守主的誡命, 又知道我們不分種族, 國藉在主裏成為一 (加

3:28).  我們按照天國的根本而作, 又按照在天國的盼望而行. 

Samuel Escobar 在他的書中提到, 寄居者給我們三個基督徒省察的三個挑戰: 

* 挑戰我們對寄居者的同情心和敏銳       *  挑戰宣教事工應重視向寄居者傳福音 

* 挑戰教會針對社會對寄居者不義之事發出警誡之聲 

Sheryl Haw 回應道: 

• 教會在對待外人和寄居者上, 應反映出神的屬性.  就是歡迎寄居者, 保護孤兒寡婦, 照顧

孤單軟弱者.  教會在行動, 和教訓上要將主的旨意完整地傳揚出來.  如果教會實踐主的宣

教事工, 針對寄居者的需要是責無旁貸的.  

• 教會一定要在世將天國活出來, 這包括教會如何對待寄居者, 包括勇敢地傳講真理, 揭穿

使人恐懼不敢行的荒謬, 和活出愛心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