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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2022年以來，不少人感到世界變化真是太大，甚

至我們像進入一種亂局裡。想不到的戰爭又會爆發，物價

不斷升高，煤電價格更不用說，生活壓力越來越加重。人

類的權力欲和貪婪更是越來越嚴重。我們很想主耶穌基督

趕快刑罰那些惡人，展示出神的公義。不過現狀好像沒有

太大改變，我們對神的仰望和信心,也會慢慢冷淡下來。當

我們見到謊言和黑暗勢力好像籠罩著世界，有時會懷疑，

真光能否穿透這密不見光的勢力。   

        我們希望可以躲開虛假和黑暗，找到一個平安穩妥地

方。不過原來想像是美好，真正的體驗又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神不賜給我平安穩妥的前路呢？神是否掌管著未

來？這些問題常常出現在我們的逆境和人生十字路口。其

實人類的罪惡和黑暗問題是不斷出現在歷史中，日光之下

無新事（傳1：9）。但以理書一至三章中，但以理先知和

他三個朋友，就有很深的經歷。但以理和他朋友們在少年

時候就國破家亡，信仰受打壓了。一代梟雄尼布甲尼撒王

為了他的霸权和政治穩固，推行了同化政策。這幾個逆境

中的少年人也不能躲避這些壓力。他們只有讓神作工，他

們不吃王膳，但神卻保守他們通過考驗，真光通過他們的

信靠，穿透了王宮的勢力。神的保守下，他們當時進入權

力，知識和富貴的階層。但是他們仍要見證真正的主。當 

然他們要面對王怒了。當王權受到挑戰時，王的專權威勢逼

著他們去選擇，就是放下見證神或是人生就此畫上句號。最

後他們跟王說出，超越一切逆境和威逼的信，就是【即或不

然】（但3：1718節），就是不如他們所料，但神的掌管仍

是繼續。  

        世界的變化速度快到一個狀況，我們不知道怎樣作出反

應。面對逆境，我們作出很多自救計劃，但是原來逆境或突

變，可能都是神的計劃一部分。我們不能逃避這些突變，但

是我們有否進入平安裡，就是基督的同在。 就算情況不如我

們所想，我們會否像但以理三位朋友有這【即或不然】的信

呢？就是我們可能要放下熟悉的安樂窩，接受這個新的事奉

地方。可能這個新的事奉地方，跟以往熟悉的人和文化很不

同，我們可能仍帶著別人無理所造的傷痕，可能......。 我們

怎樣可以平安面對這些可能？ 我們要知道神一路保護祂的兒

女，一切的逆境和改變，不是神要降禍患給我們，乃是賜我

們平安。我們看見主帶領我們來到英國，是要完成祂的美意

嗎？當我們以信心來交託我們的境況。我們會說：“主是安

排我們到這裡的，你一定能撫平我的傷口，給我經歷你的同

在”。至於順服神的結果，都是主來負責。就算是走在不如

意的道路上，主仍是掌管前路。即或不然，主仍是可信。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會長 

的話 

經過了二年多的疫情，我相信華宣各堂會的聚會和活動已大部     

份恢復實體，教牧同工退修會也不例外，9月中，我們一眾宣教士

和牧者去到Dorset，進行三日兩夜的營會，距上一次退修營，已是

三年多前的事。 

感謝神，讓我們在營會裡有彼此認識、分享和交流的時間，特

別是最近一年多，華宣教牧同工團隊有明顯的變動，有離職轉投其

他事工或回港進修的，也有因著回應教會人數增加而新聘任的牧師

傳道；雖然我們也有定期的同工祈禱會，但過去幾年都只能以視像

進行，這次能聚首一堂，確實有助促進我們宣道會同工和各會之間

的關係。 

我深深體會，宣道會是一個大家庭，教牧同工的團契關係，不

但讓我們在事奉中有同路人，可以彼此支持和代禱守望，同時也幫

助我們堂會之間可以資源共享、互補不足，以不同形式合作。我在

宣道會成長，自神學院畢業後，很感恩，也很自豪一直能在宣道會

事奉。 

華宣 

家訊 
赴曼城短宣的南宣家团队和曼城团队 

趙偉初牧師 

        英国今年的7月，乾旱少雨，天氣炎熱。 儘管如

此，参加「南宣」的主日敬拜者未见減少，每週仍不

断有新人前來聚會。 

         為了準備8月暑期的「青少年活動」导师們早已

提前忙碌起來；組織策劃活動、自制食物義賣、彩排

戲劇表演… 每個主日都熱鬧非凡。 

          8月中，「建道神學院」的陳偉安博士到訪「南

宣」，以講道，訓勉的方式為「南宣」的弟兄姊妹提

供屬靈成長的支持和生命食糧。 

          而9月3日「南宣青少年活動」的匯報表演，令

人眼前一亮；尤其是青少年的感悟分享，让家长们看

到青少年在主里的成长與成熟，對孩子们展現出的恩

賜和能力，家長們心存欣喜和感恩！  

          9月中，「普通話團契」有了第一次福音性团契

聚會。人雖不多，仍舊感恩！有朋友在交流之际竟發

現彼此是大學校友，實在奇妙！ 

          9月中下旬「穆民短宣」也隨著「南宣」牧者和

弟兄姊妹的參與在曼城展開了。借由P.Lucho的协

助，實踐了「南宣」首次的跨文化宣教之旅，使弟兄

姊妹宣教的心志被点燃，更加理解了主的心意和福音

大使命。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在十年之間，「東宣」是一切從零開始，現今每主日

都有80多人一同崇拜，有主日學、查經小組、禱告小組、

還有十周年堂慶當天崇拜(2022年9月4日)，更有第一屆的

執事會誕生，這意味著「東宣」仍在持續地發展之中。 

        今年8月1-5日東宣舉了疫情後第一次實體的「兒童聖

經班」，有遠到而來美國福遍中國教會（FBCC）短宣前

來協助，有18位小朋友參加，是次聖經班老師、兒童，以

及家長都非常開心並將福迫的種子以澆灌在每一個孩子身

上。８月底「東宣」也有兩位青少年人首次參加「曼宣」

青少年夏令營，都得到造就而感恩。 

南宣青少年團契」及導師與「主日學」小朋友合影（虛化處理）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像往常一樣，教會在暑假總是有點兒清靜，幾乎所有來自香

港和內地的學生都會在暑假期間返回家鄉與家人團聚。今年

不僅有學生返回內地和香港，一些新移民香港家庭也趁香港

實施較寬鬆檢疫政策回港探親。 

        在2022年9月4日，本堂弟兄姊妹老幼並加上所借的 

Deptford Methodist Church長執代表濟濟一堂 舉行了「東

宣」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達100多人。另外堂慶崇拜後，

合共有107人參加堂慶聚餐。當晚有不同嘉賓前來道賀，包

括有香港宣道差會駐英國同工代表、西人教會的牧師和長

執，並南宣代表。藉著東宣成立了十周年，教會亦製作了一

本 「十周年頌主恩」電子版紀念特刊。願一切榮耀歸給天上

的神。 

請記念以下代禱事項: 

1.東宣仍向政府申請註冊為慈善機構 

2.新上任四位執事與牧者配搭事奉 

3.求神供應青少年導師前來教會， 

好讓青少年人有適當的牧養 



利玆宣道會《利宣》 

教會旅行 

        先是在暑假期間，我們透過舉行青少年室內歷奇活動，

及同步家長工作坊，一方面讓青少年人有更多空間彼此認

識，建立主裡相交關係，與此同時，可了解家長們對孩子成

長和學習的期望，藉著一些過來人的分享，交流學習心得。

除了學業層面，也有探討溝通和情緒的課題，讓家長和孩子

獲得守望支援。 

        暑期過去，九月份教會正式開始了中學生團契，是與成

人崇拜同步的；我們十分感恩，神預備有心的導師，與主日

學部一同籌備計劃，一同靠主恩典建立青少年人生命。現在

團友們都喜愛每週回來教會見面分享，學習福音真理。而每

月有一個星期，中學生團契會參與成人崇拜聚會，好培育他

們對群體敬拜的認識和體會，鼓勵每個家庭融入教會生活。 

        此外，為凝聚肢體一起服事，教會嘗試重設崇拜詩班事

奉，感謝神在招募過程中，有十多位弟兄姊妹表示願意成為

詩班員。十月份已開始正式練習，期望在十一月份堂慶時進

行第一次獻唱，把榮耀頌讚歸給天上父神，讓崇拜聚會激勵

人心！ 

        至於團契方面，隨著疫情影響漸減，各團契紛紛回復實

體聚會，弟兄姊妹都積極投入，份外珍惜見面相處的時光；

也有未信家人在團契中開放認識主，感受團契生活的溫暖！

另外，由於有些肢體工作時間不定，較難穩定出席崇拜聚

會，我們嘗試邀請他們，在平日組成同行小組，隔星期見

面，分享主內關愛情誼，使靈命熱心不致減退。 

        最後，由於移英家庭增多，教會擬舉行多一堂崇拜聚

會，求主帶領一切溝通和預備工作，更讓會眾整體明白主的

心意，一同願意回應承擔神家服事，以信心和行動建立教

會，盼望成為主所使用器皿、舍鄰中見證的燈臺，阿們！ 

        今年教會的海邊洗禮在七月舉行,那天天氣很好,海灘上擠

滿了享受陽光的本地人和遊客,一位年輕人受洗,儀式結束後，

在沙灘享受陽光的英國人立即為這位弟兄歡呼和鼓掌, 興高釆

烈地與我們分享這快樂時刻。   

        暑期我們為少年和兒童舉辦了日營,還邀請了在鄰近城市

Worthing 一個華人團契的少年和兒童参加。感恩少年主日學

和兒童主日學的導師一起籌備這日營 ,一些家長也被請來幫

忙。孩子們和大人都非常享受這天日營, 而弟兄姊妹在服侍過

程中也加深了彼此認識。我們祈禱明年可以舉辦更長的夏令

營。   

        因疫情暫停了兩年的教會旅行再次舉行。一行二十多人,

老老少少去了布萊頓著名的Devil's Dyke ，那裏風光如畫, 有

一條可供步行的低谷山徑。走完低谷山徑對長者來說是有點

挑戰，但對弟兄姊妹是很好的鍛煉。只有一位長者沒有接受

挑戰，留在咖啡店享用咖啡。我們都很享受這種一邊行一邊

閒談的團契。對於新來英國的家庭，這次郊遊是一個相互認

識的好機會。   

        為了讓更多弟兄姊妹一起實踐傳福音，我們成立了一個

「福音使命小組」, 一起策劃和參與福音外展。第一個計劃是

在九月底Sussex大學迎新周歡迎新到埗的國內和香港留學

生。而下一個目標是接觸新移居英國, 未有信仰的家庭。願天

父賜我們智慧服侍他們並與他們分享福音。 

兒童主日學 

        在過去幾個月份，我們看見神對利宣家的看顧保守，除

了眾弟兄姊妹樂意謹守崗位，繼續在神國度裡服事之外，教

會亦尋索以下幾方面的需要及開展。 



        過去幾個月，教會聚會的人數持續增加，現時母堂連兩

個分堂成人崇拜已達1,100人，兒童和少年聚會也接近500 

人；為了容納更多信徒可以參加崇拜，沃靈頓分堂加開了主

日午堂崇拜，德福分堂亦於週六早上多加開一堂。由於曼宣

中心可使用的空間已見飽和，教會計劃於大曼城區的南部

Stockport地區開設聚會點，希望可以疏導人流，並發展該

區的福音工作；但現時仍在醞釀當中，請各堂兄姊記念。 

        暑假期間，教會舉辧了兒童日營，得德州的福遍中國教

會組成短宣隊來到我們當中主領聚會，並探訪未信家庭。另

外，我們亦於8月舉辦了少年營，因著兩年疫情而暫停了兩

屆，有些少年人認為人生中少了兩次參加少年營是一種遺

憾，足見少年人對營會充滿期待；不少家長告訴我們，他們

家中的少年人參加今次營會，離營後，不斷分享營會幾天的

事情，感謝主帶領，讓少年人更願意委身信仰，更投入教會

生活。緊隨著少年營是教會的度假日，今次共有60 多人參

加，參加者都十分享受營會的活動和彼此建立友誼的時間。 

        2020年底，我們為香港移民開設了一個新團契，稱為約

書亞團，今年開始，團契已成立了自己的職員會，並分成五

個小組，有自己的組長帶領查經。由於參與團契的人數增

加，教會最近開設了另一個新團契—以斯拉團，現時分為三

個小組，合共30多人參加，這團契也正在籌組職員會，和物

色小組組長。 

中學生團契首次聚會開始祈禱  

家長分享會中交流子女相處心得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會眾 

投稿 《東宣》吳家麗姊妹  

（圖一） 

（圖二 ） 

（圖三 ） 

        感謝神！ 從這半年疫情減退中，曼華可以漸漸始恢復更多的

實體聚會。 復活節的洗禮裡，我們有3位的姊妹接受洗禮（圖

一）。 其中一位姊妹更是上年佈道會信主的。 我們看見神的動

工，這段時間有八成的弟兄姊妹出席實體崇拜了。 暫停了兩年的

郊遊，我們6月分再次出發。今年郊遊很特別，我們有不少的小朋

友參加暢遊了。 曼華大家庭的氣氛是散播在郊遊當中。當然每年

暑假，就是曼華送別一些畢業同學的時間。 大部分畢業同學已經

在8月回到家鄉。 不過我們送別這些同學，我們也展開了迎新的時

期。 我們在9月分已經舉辦了兩次迎新聚會。 今年我們可以重新

舉辦有晚餐和破冰活動（圖二）。 雖然今年到來的同學還是比疫

情前少了，但是神仍帶領了一些新來的同學和弟兄姊妹。 在未來

10月分裡，我們有學生的郊遊和迎新營的活動，更重要是10月底

的佈道會。 

        我們成人小組也在暑期中有實體見面的聚會（圖三）。 特別 

曼華團契  

是青年夫婦小組，已經在5月分開始實體聚會了。希

望我們可以有更多相交的機會，使到各小組有健康的

發展了。 曼華的特殊兒童中文班也會在新一年度，恢

復實體上課了。希望今年我們可以與那些兒童和家

長，有更多接觸和溝通聊了。 



        2021年1月經歷了另一次人生風暴，年頭疫情仍然嚴峻，在家

工作了一天，晚上如常的吃完晚飯。門鈴聲響，急步往開門，突然

整個人感到氣促，隨即在梳化椅躺下，血氧儀顯示含氧量急跌到80

幾。因為害怕在醫院會感染Covid 19，而不肯入院。因此，好友立

即打電話給我的醫生，醫生和我對話，見我反應緩慢，說好危險，

要立即入院。於是急電救護車，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救護員到

達我家後，為我作詳細初步檢查，並安排我吸氧氣，幫我穿鞋。從

這些細節中，一一看到神的眷顧。 

        在救護車內需要繼續吸氧氣，但輸氧度數更由開始的2度提高到

3度。心中默默祈禱，求神為我預備一個合適的醫生。在急症室等候

期間，環境非常平静。不一會，有一個印度裔的醫生來看我，起初

有點不習慣，但隱然有一把聲音說：『印度裔醫生也有好的！』果

然非常細心，看到神垂聽禱告。 

        經過一輪密集式抽血，檢查和即時照肺片，之後就被送往隔離

病房，大房內沒有任何病人。經過詳細詢問病況和個人平常生活細

節，結果只是繼續吊鹽水、吸氧氣和打抗生素。而病房內四周氣氛

很平静，人也很安静，轉眼就安睡到天明。 

        早上有一病人被送來病房，而我則立即轉到獨立隔離病房，但

我心仍然很平安，從沒想過會染疫。不論吃和睡都很好，只是人比

較累，並需要繼續吸氧氣，(因自身含氧量不能提升），只能留在床

上。 

        病房內有一電視機，因沒有遙控而關掉了。在三天獨立隔離期

間，只有吃和睡，並回答醫生問題。在最後一天隔離的晚上，自己

坐在牀上發呆，腦海中突現浮現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片段。其間，

好像魂遊象外，有一把聲音對我說:『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

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

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

時就不見了。』跟着又有聲音說：『若神今天要取回你生命，你會

怎樣？』自己內心回答說：『我有很多未做或放不下的人和事。』

但心裡又有聲音說：『神要收回你的生命，你甚麼都要放下，不論

家人、朋友、工作、財富、開心或失望的事等，所有的人和事，都

要放下。』我就對主說：『我願意放下。』然後就如常的躺下睡

覺。當中看到神眷顧孩子，衪知道我怕感染Covid 19，就全程安排

我不論住在大房或隔離病房，都只有我一個病人。 

        住院的第三天，醫生說我是普通肺炎，就將我送回普通病房，

但仍然要吸4度的氧氣，醫生找不到原因，自己還以為可以過幾天就

出院。在留醫第四天，一位顧問醫生帶住一個醫科學生，手中拿著

手提掃描器，在我心臟位置掃了幾下，就對我說：『你心臟有一個

瘤，要即日做手術！』我只說了一聲：『嗯。』不一會，醫生就馬

上安排我照3D超聲波，在不同醫生對話中，理解到我病情非常危

險，並需要立即安排傍晚做開胸大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更需用人 

工肺協助呼吸。當時腦内一片空白，祇知醫生說非常

危險，心中告訴自己，要快些找人代禱，就急電熟悉

的弟兄姊妹，留言叫他們代禱。她們也發動不同的人

和教會為我向神禱告。而院牧也親自來電安慰及祈

禱。與此同時，世界各地代禱的人多達百多位，自己

在病牀上感覺有一股力量托起全身，相信這就是祈禱

的力量。 

        在傍晚做手術前，想起一位教會老傳道說過，在

手術牀上要對神祈禱說：「我將生命交給祢」，我做

完禱告後，就因麻醉藥睡了，順利完成手術。到我醒

來已在ICU，左邊全身插滿了天地線喉管，由頭到

腳，但一點痛楚也沒有。又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和眷

顧。 

        病情穩定後，就轉到普通病房，可以拿到手機與

人溝通。當時想到神的話語：『我從前風聞有祢，現

在親眼見到祢。』又再一次被神提醒。 

        在住院期間，看到很多病人很擔心自己病情，其

中一個病人，在晚上抱怨痛哭了很久，到她出院時也

很擔心。在往後的檢查過程中，穿梭不同的座數和樓

層，從中見到不同階層的病人和外判護理員工，各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憂慮和快樂。神又讓我開了眼睛，離

開同温層的思想，看到不同階層的人怎樣生活和面對

自己處境，在平庸和簡單的生活中，只是分享一點兒

食物，或分享幾句鼓勵的說話，都可以令他們很高

興，流露一臉滿足的笑容。我想到自己本來的工作環

境，由於每個同事工作壓力都很大，很多時祇顧低頭

工作，多年來已沒有見過這些彼此分享，互相鼓勵的

感人場面了。 

        由入院到做完手術出院，只是11天時間，經歷不

同場景。在這次人生風暴中，全然感到平安，沒有一

點懼怕，讓我看到神細緻的看顧和保守，更藉著弟兄

姊妹給予的愛及家人的支持，全然地圍繞著我！每當

回想過去四年的疾病經歷，好像神抱起我走，經過一

次又一次風暴，每次經歷讓我更認識神。不禁想起一

位牧師的一句話：『不是埋怨為甚麼會是我，而是依

靠神怎樣走下去。』正如詩篇90章12節「求祢指教我

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因我們認識神，所以我們有主這寶貝在我們心裡。我

只能說：『哈利路亞，讚美主，神是信實的，祂總不

撇下我們。願榮耀頌讚歸於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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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耶穌有巨大的光；他差點讓我失明… 他

的光芒…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盧喬」：「阿卜杜

拉…那我們可以學習聖經了嗎？」「阿卜杜拉」：「為了

什麼…？我認識耶穌，我見過他，我聽過他...」 

故事3 : 一些基督徒在討論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時，其中

一位說：「... 為此，我離開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

那可是 40 天呀！很長的！這雖然很困難，但我做到

了！」然後，他自豪地問「阿卜杜拉」：「你呢？」 「阿

卜杜拉」比之前的那個更自豪，並提高了他的聲音，為的

是讓我們所有人都能聽到，「我為了基督離開了我的家

人，我為了基督離開了我的國家，為了基督「他們」幾乎

殺了我，為了基督，我徒步穿越了整個歐洲，為了基

督…」 不勝枚舉。 

故事4: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但耶穌的話是否在一個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謊言的

土地上講的呢？ 當然，如果你覺得我是在這裡評判誰，請

原諒我。但我們這些人是在那個「系統」上長大的… 你可

以做這個實驗，詢問他們的出生日期：可能你會聽到「1

月1日…」他們的名字可能是「穆罕默德/法蒂瑪」的組

合，可能他們的故事沒有太多細節（如街道名稱、對他們

的社區和風俗的描述、當地貨幣，他們的故事可能很籠

統），因為他/她可能是從另一個「阿卜杜拉」那裡借來

的。或者是「摩洛哥人」假裝是「伊朗人/敘利亞人/伊拉

克人」，如果他們說：「我們來自厄立特里亞人」，您可

能會聽到「埃塞俄比亞」的濃重口音… 可能「伊拉克庫爾

德人」會說，我來自「伊朗」。當然， 你還可以讓他們在

你的《聖經》學習班或星期天與你一起敬拜，但要注意，

他們還不是基督徒，聖靈還沒有改變他們。  因此你需要

祈禱；特別是來自上面的智慧，並且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CACU的朋友，你們好！ 

或許你可能想知道； 什麼是「阿卜杜

拉」似的「門徒」吧？  那我就和你分

享幾個關於他們的故事。 

故事1: 一次在他們家中查經的時候我

問大家：「 你們會為什麼感恩？」 其

中一位「阿卜杜拉」分享了他所蒙的祝福，因此我有機會和一

群「阿卜杜拉」一起見證了上帝在他們一周的生活中所做的工

作...「我想戒煙，我真的很想戒煙，你知道的；我的衣服聞起來

很臭…所以昨天，我把所有的煙盒都扔進了垃圾桶並開始鍛煉，

我也想踢足球，但是又想抽煙了。事實是，即使我想買包煙也

不可能，因為我沒有錢。 於是我開始祈禱，而上帝以一種只有

他才能做到的方式回應了我；我在附近的街道上行走，有人車

子損壞了，我走過去幫了他。要知道以前在我的國家，我是會

修車的。幫了他之後，他感謝了我，問我住在哪裡，然後就走

了。幾天后，車上的人來到我家，給我留下了…三包煙。讚美

神！「盧喬」牧師你看到了嗎？上帝回應了我的祈禱。這個人

是街角那家商店的老闆，所以他每兩週會過來一次， 上帝通過

他給了我急需的香煙。」 周圍的人都說：「阿門！」 

 故事2 : 我們教會的一位弟兄說：「仔細聆聽上帝的聲音，尤其

是留意祂為我們的生命所作的一切。」有位「阿卜杜拉」問

我：「他所說的上帝的聲音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這好像是以

一種詩化的方式來閱讀聖經並服從上帝對我們的要求…。」我反

問他，「嗯，你是這麼認為嗎？」「盧喬兄弟」, 阿卜杜拉再次

問道，「那麼，睜開眼 睛看到上帝是什麼意思 呢？」「盧

喬」： . . .「阿卜杜拉」繼續說：「盧喬，你聽過上帝的聲音

嗎？」「盧喬」：「嗯... 聽得見嗎？很清楚的那種？... 」「阿

卜杜拉」：「你知道，耶穌的聲音是有能力的、甜蜜而神奇

的。你見過耶穌嗎？」「盧喬」：「嗯…你是說，異象？」 

木民

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