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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4章 19節提到在基督耶穌裏, 神應許照祂榮耀的豐富, 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神是創造

萬有的主, 是生命的主, 是讓宇宙不息運作和萬物繼續存留的主。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詩篇 24:1)。 一切榮耀的豐富皆屬於神, 生命和能享用的也源於祂, 我們只是管理神所賜與

的, 是管家。 

 

世情難測, 人生無常。 有富有的人因身體毛病不能享用其所得的, 亦有身體健壯的卻遭窮乏  , 都不能好

好的享用神賜榮耀的豐富。 但是屬主的人, 神卻有應許, 使他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這裏提到需用和充

足,  甚麼是需用? 需用就是讓生命繼續存留和讓人能在地上生活的基本物質需要, 包括衣物讓身體保暖和

食物讓身體有力氣。天父明白我們的需用, 並應許充足。充足就是不缺乏和足夠。神應許祂的兒女, 並非榮

華富貴或奢華宴樂, 卻是需用的都不缺乏和足夠。錢財無定, 天父卻厚賜百物讓人可享用 (提摩太書 6章

17節) 。  神的兒女在基督耶穌裏得蒙救贖, 罪得赦免, 出死入生,有永恆復活的盼望, 更有今生需用的應

許, 是何等有福。 

 

保羅提醒信徒, 只要有衣有食, 就當知足 (提摩太前書 6章 8節)。人容易忘記和失去感恩和知足的心。路

加福音 12 章 16至 27節論到一個不知足, 想要不斷建立更大糧倉的財主, 今夜生命就要離他去而。在地上

富足, 卻在神面前貧窮的, 是何等可悲和可憐。約伯記 1章 21節和傳道書 5章 15節同樣精辟地描述到人生

的本相,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赤身而來, 也要赤身而去。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生命的衰殘和敗亡 , 也要面見公

義和不會錯誤審判的神, 向祂交賬。   

  

什麼會讓人落在不知足的陷阱中?  人天性其中的弱點是在比較中讓所關注的成為

試探和網羅 。 為什麼對方擁有這麼多, 我卻不是這樣? 為甚麼他有這麼多機會, 

我卻沒有?   在比較中人容易失去感恩的心,  變成埋怨和苦毒的心  , 扭曲了人

對現實的客觀評估,  我們忘記了神賜今生生命豐足和我們是否在永恆中豐足可以

是完全沒關係,也忘記了有衣有食有生命能享用並非必然 。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許多貧窮國家根本沒有疫苗可接種, 但英國許多人已注射了兩劑疫苗, 這也並非

必然。弟兄姊妹, 讓我們不要忘記不能朽壞天上的財寶才是最重要, 也存感恩不

忘恩的心, 一起領受神榮耀的豐富, 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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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宣道華語團契《曼華》 

 

 

 

    「 

 

感謝神！曼華雖然經歷了疫情起起伏伏的變化，不過大部分會眾都

蒙神保守，可以安穩渡過疫情的影響。我們本身計畫在 7月恢復實

體崇拜。隨著 6月分英國疫情再爆發，我們唯有又改在 8月第一周

舉行實體崇拜。雖然我們很多聚會仍然在網上進行，但青年團契 6

月裡舉行了一次實體聚會。弟兄姊妹都很願意出來見面，當晚我們

真的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圖一）。感謝主！有好幾位年青的弟兄姊妹畢業後，能夠在離曼城不遠地方找到工

作，這都是有神的恩典。希望青年團契可以慢慢恢復實體聚會，雖然留在曼城的團契學生真的不多。盼望神

在 9月分帶領一些基督徒和新留學生來到。我們也正計畫新的學生迎新活動了。 

 

從 3月到 5月中，有幾位肢體參加了一個宣教課程（karios）。感謝神！這幾位肢體對宣教，得到很好的鼓

勵，他們都願意跟更多人傳福音。感恩是自從 5月中，我們可以恢復與個別弟兄姊妹見面。我們各小組暫時

仍在網上舉行，不過我們計畫在 8月底，會安排有實體聚會了。真的長時間在網上聚會，使到我們與弟兄姊

妹的溝通，都受到影響。希望會眾能夠享受親切的分享和關心。 

                                                                                               

我們的特殊兒童中文班，都有好幾位兒童出席。他們都比前年長大了不少。他們願意跟老師去學中文和生活

的禮貌。疫情真的阻礙了我們見面，但是神在曼華的工作和帶領是沒有停止的。 

利玆宣道會《利宣》 

圖一 

教會舉行戶外活動兼野餐 

雖然弟兄姊妹因疫情的種種限制，「習慣」了透過網上進行的崇拜或小組團契的聚會模式，但弟兄

姊妹也期待能夠見面，因此 6 月 12 日，教會也趁著政府放寬戶外聚會 30人的上限人數，安排了一

次戶外旅行兼野餐，藉此機會讓部份來了利玆定居，但一直未能實體見面的香港移民弟兄姊妹，彼

此見面和認識，及讓大家從過去 Lockdown 的沉悶日子中，既走到戶外舒展身心，也有團契的時間，

一同唱詩、野餐及遊戲，也讓當中的兒童遊戲。 

在 6月下旬，大學生正忙碌於學期考試或完成學期

習作，但也因為恍惚沒完沒了的疫情，返港的航班

隨時因為疫情的變化被取消或不能降落，有些大學

生趁完成考試，找着航班便立即返回香港探望家人

及放暑假。 

6至 7 月份，教會安排了一連四次在網上舉行的

「小組團契帶查經訓練」，內容主要是查經服事

的事奉心態；「O, I, A」及「六何」的運用來預

備查經；及善用合適的網上資源等等。讓參與的

弟兄姊妹接受裝備，预備日後的事奉。 



曼徹斯特宣道會《曼宣》 

隨著政府有限度放寬防疫措施，曼宣在四月下旬恢復實體崇拜，維持先行登記才可參加，限 50家庭參與。由

於越來越多香港人搬進大曼城區，參與崇拜的會眾亦以剛到埗不久的香港移民佔多數。為疏導參與主日崇拜人

流，教會決定於七月尾開始增加週六崇拜，以服侍香港移民為主，同步安排粵語的兒童和少年聚會。執筆之

時，雖然我們仍維持人數限制，只容許禮堂坐最高容納人數的一半，但兩堂粵語崇拜出席人數已達 240人，當

中近 200 人為香港新移民。因著多設一日崇拜聚會，教會亦需要更多事奉人員。 

 

除了曼宣的約書亞團和 Sale 團契外，教會於 6月開始開展了 Warrington 團契，以回應該區急增的香港移民。

現時穩定參與三個團契的家庭超過 100 個。因著發展的需要，以及羅慶偉牧師師母離職，教會增聘了三位半職

傳道牧師，分別負責植堂，及開展輔導服務，他們於 7、8月陸續履薪。 

為了幫助新到埗的移民與教會兄姊融合，曼宣設計一系列的真理迎新課程，開始了第一個課程「從零開始」，

旨在讓不同信仰傳統背景成長的信徒，有機會在一些具爭議的課題上反思，求同存異，是次課程平均約 50人

參加。 

 

布萊頓宣道會《布宣》 
布宣在七月十一日恢復了實體敬拜,除了以往的肢體, 當天有不少新移居

到英國的家庭到教會聚會, 約五十人差不多將不大的禮堂坐滿, 很是熱

鬧, 這一幕令太太 Mabel 感受殊深、心中激動。回想過去一年多，雖然

疫情肆虐, 感恩可跨過重重障礙,能順利使用網上科技,讓弟兄姊妹無間斷

的繼續敬拜。我們在實體敬拜前做了不少準備, 弟兄姊妹須重新適應和熟

習各崇拜崗位的角色, 也進行了一次實體敬拜前的訓練。過去年多預先製錄崇拜後放上 youtube,不同的事奉崗

位在網上較容易安排時間,也不受地域限制,就算有兩位姊妹身在澳門和香港還未回英,他們仍可負責一些事奉

崗位。另外有兩位經常侍奉的弟兄姊妹因家庭和事業的需要,會遷居到倫敦,眼看當實體敬拜開始時,侍奉人手

更形短缺,感恩天父為我們適時預備了一些新移居到英國並願意服侍的弟兄姊妹, 彼此配搭, 一起服侍成長。 

 

最近認識了一位到英國另一城市讀大學的年青人,由他在港的信主家人轉介,Philip 跟他

在網上聯系,邀請他參加福音性研經,年青人查考聖經時問了不少從前未有機會探討和處

理的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尋索, 年青人願意悔改,接受主耶穌作個人救主。回想他決志祈

禱那一刻,聽到他哽咽的回應,深信是聖靈觸動他的心,感恩神在不同地方,不同境遇施行

祂的拯救。 

一位信主一段時間的弟兄渴望能在今年洗禮,約兩年前教會第一次在布萊頓海邊洗禮,我

們初步安排在八月初天氣較暖時舉行第二次的海邊洗禮,另外一位年青姊妹亦正考慮洗

禮,求主引導和保守。 

由於多了新移居到英國返教會的家庭, 因此也多了小朋友和少年人, 兒童主日學也熱鬧

多了, 又禱告天父預備少年人導師, 能開展少年人主日學。 

實體敬拜前的訓練  

實體敬拜前有不少肢體已進入禮堂 



 

南倫敦宣道會《南宣》 

   東倫敦宣道會《東宣》 
   在政府於 7月 19日下達「居家令」結束前，「東宣」做了好多事。對內，我們每週都維持「網上」現場崇 
   拜，平均有 19個家庭。除了崇拜，有每週定時教會禱告會，網上查經、電話、WhatsApp, Wechat 探訪、關 
   顧肢體。 
 
  「東宣」於四月份開始實體崇拜的同時，也以網上同步直播提供不能出席實體崇拜的肢體在家一起敬拜。感 
   謝主過去幾個月得肢體們同心協力下，每主日崇拜都順暢進行。 
 
   7月 26-30日「東宣」與「華宣」轄下的幾所堂會合作，都成功舉辦了一個「網上暑期兒童聖經班」，主題 
   是「耶穌說，我是…」有 52 個小朋友報名參加，導師及助教有 16個一起參與。 
 
   因著從香港來英國的新移民漸多，「東宣」於 7月份開始，成立一個週二晚的「廣東話」查經，平均有六位 
   參加。感謝主，香港新來主內的肢體漸漸投入敬拜及開始加入事奉。 
 
  請記念： 

「東宣」如何關顧從港來的「新移民」及福音拓展禱告 
為「東宣」向政府註册 為「慈善機構」進行禱告 

 

雖然 5、6、7三個月仍是網上活動，但各小組郤急不及

待回應政府放寛限聚令，舉行戶外活動，青年人率先行

動去 Kew garden，伉儷團契去 Morden Park；少年人也

弄個 BBQ；在教會的花園內燒烤，沒有見面很久了，大

家都非常期待相見。 

 

粵語婦女組也不甘後人、每隔一星期便安排不同活動，到農場摘蔬果、行公園、茶座等。 

 

買中心和賣物業進行得如火如荼，仍仰望神的恩典，請繼續代禱。 7月 19日放寛所有疫情防控，教會的

活動逐漸增加。  

 

此段時間，並不是忙著接學生機，而是接 BNO到英的朋友/弟兄姊妹機，幫忙安頓等事宜，又是另一翻忙

碌。 

華宣的幾間堂會在七月底聯合籌辦了網上兒童聖經

班，有 50多位小朋友參加，南宣除了有小朋友参

加，更有少年人協助聖經班運作，實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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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是岑偉農牧師 

我在英國讀書時，親戚邀請我返教會，開始接

觸基督教，在大學時信主受洗。 在教會認識了

現在的太太，與她一起教主日學和中文班，並

在青年團契服侍，三年後結婚。 當我在倫敦做

研究時，神已經呼召我全職事奉祂，我求神給

我印証。回港工作後，父母先後信主受洗。 

 

於是我和太太帶著剛出生才幾個月的兒子，踏

上了讀神學之路。在英國讀神學時，協助在英國中部的盧敦開荒建立華人教會，感受到

神呼召我服侍在英的華人，神藉著以西結先知第三章向我說話，同時得到了香港兩間宣

道會支持，就是錦繡宣道會和北角宣道會，香港宣道差會的前身差會，差派我們到英國

加入了基督教華僑報道會 COCM。 

 

八九年八月，第一個工場是里斯特華人團契，四年後成立了教會。當時北愛爾蘭華人團

契只是說英語團契，他們期望我們過去幫助他們建立華人教會，當時的北愛戰火連天，

帶着兩個幾歲大的孩子，在神的感動下，便踏上了第二個工場 。一去便是七年， 北愛

的團契成立為教會，不光只是說英

語，還有粵語和普通話，更自置了

堂址，實在是神的恩典，當北愛聘

任了傳道人後，我們便離開。 

 

二千年、我們便轉派到雷汀華人團

契，八年後，轉眼間，團契也成立

為教會。  這個時候，宣道差會邀

請我們返回，直屬宣道會大家庭，

在英國的南倫敦宣道會服侍至今。 

岑牧師夫婦與兒孫們 



 

 

華宣牧者祈禱會

 

 

 

網上暑期聖經班感言                                       李曾鳳鳴師母 

感謝主讓我有份兒參與本年的網上暑期聖經班。感謝主賜我幾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所面對的難處下都

能同心的師母們。也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服侍 52位可愛的小朋友，這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本年暑期聖經班的主題是約翰福音中耶穌說：「我是」。這在講道中也常被選的一個主題，正如其中一個

師母分享說，她在講道中也覺得並不容易讓會眾明白耶穌的七個「我是」。但經過今次的聖經班，我們原

來可以這樣簡單地表達耶穌宣稱的七個「我是」。小朋友也聽得津津樂道，也能明白。有時候人大了，思

想真的太複雜了。無形中也把那公義的主、賜恩典、賜憐憫的神想得太複雜，以致我們常在疑惑中。 

 

在疫情中，我們能有這兩年的網上聖經班實在是神的恩典。我們感謝多倫多宣信宣道會的同工所帶領的青

年小組所製作的內容影片和詩歌影片。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導師和一班年青的助教們，最後我們要感謝負責

影音操作的姊妹，她所擺上的時間，在主裏面定不是徒然的。我們眾人雖然戰戰兢兢地事奉，但神補了我

們一切的不足。榮耀歸主！ 

 

 

順服，遵主旨意而行                                            彭黎燕芬師母 

去年三月，政府實施『限聚令』，教會停止了一切的實體活動。抱着做到老學到老的心態，嘗試使用

zoom 舉行網上崇拜。其後，經過禱告知道神要我們舉辦網上聖經班，於是戰戰兢兢按着神的心意而行`。 

表面是忙碌的籌備着各項事務，但我知道內心是既不滿又無奈的。我問自己為何有這樣的心態。因為我是

『電腦盲』哦，平常的主日學，每有狀況出現，我就已經手足無措。我怕網絡不好，突然就終斷了。我怕

小朋友走來走去，我無法在鏡頭前把他們找回來。原來我怕，我不滿，我不喜歡，是因為我怕面對很多我

沒有把握的情況。 

神讓我看到祂的慈愛，祂是那位領導的主。祂沒有因我的不甘心而責備我。聖經班順利的完結了，小朋友

的反應，積極回答問題，用心做出精美的手工。青少年的助教，對事奉的投入，盡心的完成交給他們的責

任。我要學習順服，要遵主的旨意事奉祂。若我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而行，做我想做的事，這可算是我的工

作，並不是事奉。事奉是甘心樂意的完成神要我去做的。可以事奉全是主的恩典。撒母耳記上 15： 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

不同堂會的師母/弟兄姊妹攜手合作暑假網上聖經班，主題是：“Jesus 

Said， What? “用了耶穌說；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門；我是世界的

光；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生命的糧。連續五個早上，將耶穌介紹給孩子



 

 

 

            

               網上暑期聖經班感想                                   黃國輝師母 

                   教會計劃七月分教會會恢復實體敬拜，需要很多培訓和安排，亦有兩位主力事奉的弟                   

兄姊妹因家庭和工作上的需要會搬離 Brighton，所以正趕忙地培訓實體敬拜的事奉人員，同時亦已安排八

月底我和 Philip會回港述職，亦預見會有很多新移民來到 Brighton，和新的家庭來到教會。因這些種種

的培訓和交接，舉行暑期聖經班看來是沒可能，雖然是在網上進行，我亦擔心自己應付不來，但主是信實

和滿有恩典的。教會主日學兩位助教在這暑期聖經班亦有參與幫手，在當中更「實習」了做老師，主自己

親自培訓他們，其中有兩天我發燒發冷(check過不是 COVID，,但主讓我見到小朋友，能精神起來，繼續帶

組。今年的題目是比較概念性的，亦擔心小朋友不明白，完了聖經班的那週日，有一位小朋友居然留意到

教會牆上的掛畫是跟其中一兩天的主題是一樣。當我和他們在主日學重溫所學到的東西時，他們不但明

白，還記得五天所學的東西，心裏很是感恩。但願神的話能成為他們生命的根基。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銀行假期，便是華宣的周年大會， 由於疫情關係，今年仍然是網上舉

行。大會的講員是姚添壽牧師，他用約翰福音 15:1-17帶出了宣道會屬靈領袖的傳承，有

兩方面： 

1.是靈命進深，Deeper Life的生命: 就是被主的道修理潔淨，並連結於主話語， 成為  

結果子的生命。 

2.使命承擔，Mission的生活: 就是願意結出彼此相愛及宣揚福音的果子，讓天父  得榮

耀，主的名被高舉。 

姚牧師鼓勵屬靈領袖們不光只顧自己靈命得到進深，更要一代傳一代的傳承下去，廣傳福

音，榮耀主名。 

華宣新董事 
部份参加 AGM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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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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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dersfield 團契 

宣教士：羅慶偉牧師（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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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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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羅慶偉牧師（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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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ho 

有機會學習 “把握時機”這課程，思想到耶穌的大使命(太 28:18-20) ，

是回應亞伯拉罕而說的(創 12:1-3) 。我自己也因此而思考如何回應 2021

年的當今教會。 

五旬節前期： 

信徒只是寥寥可數，大部份是以色列人，也有一少部份改教的外邦家庭。他們分散、孤單、 害

怕，主要信息是在地上建立天國，很少提及外邦人進入主的國，忽略了列國的屬靈需要， 宗教

領袖反而成為以色列人和神之關的絆腳石。 

 

五旬節時期：  

幾篇道後，信徒增至數千人，强調佈道，快速增長和跨民族傳揚，主要語言是希利尼語， 用口

傳揚為主，平信徒領袖也將福音傳開，他們在普通樓房聚會，被外邦人接受，小型的家庭教會容

易適應不同環境，福音很快地在不同城市處境化，引致不同民族相繼信主。 

      

五旬節後期：  

信徒不斷培增，至現在的數以億計，普遍而言，在教堂內敬拜，牧者都是知識份子。回復至五旬

節前期一樣，教會越來越單一民族化。教會增長是“轉會”多於“新信主” 。神學家强調的主

第二次再來，研讀的只由羅馬書至啟示錄。可惜的是，越來越少宣教士被差出去。 

 

2021年全球對有關失喪者的需要，資料極之豐富。另人驚訝的，有感動願意為主踏上的的仍然

很少。 

英國華宣廿五年的歷史，終於向未得之民打開門戶。  

以下是我在曼宣時所體會到的： 

*曼宣英語部，你可以和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敬拜主，同時又保留一些華人傳統。 

*我們的傳福音策略是: 將網放進有魚的地方，我們在街頭巷尾與人禱告，分享主的愛，  我

們邀請有 興趣者進入教會，我們嘗試用他們的語言與他們交談。 

*在週日，我們有個別家庭的栽培，這樣可以多點面對面的個人交通。當他們感受到愛和關心時 

 ，便會邀請朋友來參加。  

*週間也有家庭式擘餅和代禱時間，信徒大部份都是貧民和失學的人，所以我們用簡單的聖經教 

 訓。 

*在學習聖經時，帶領者只是協助者，不是老師。我們可以回答:“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盡量適應他們，不是要求他們來適應我們，或曼宣的中國文化。我們的焦點是用他們的文 

 化來學習聖經，並以關係來栽培他們。 

  

我們為一對夫婦禱告，期望有領袖帶領新團契。這對夫婦領袖能明白中國文化，土生土長華僑文

化，和新信徒文化，不容易的混合。 

 

我期望能在別的堂會開始同樣的團契，並期望華宣各堂會學習遵守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

門徒。” 並致力培訓新信徒的領袖，我更期望能說華語又擁有國際視野的本土領袖。 

這些是新的東西嗎? 

宣信博士在紐約市開始宣教運動時，就在貧苦大眾和富豪中、在意裔、波蘭裔等不同民族中間傳

福音，我們的創辦人心向萬民，就差傳美裔和加拿大裔人去中國傳福音。 

我個人很興奮看到這麽多香港新移民來英。這也是向他們顯出愛心的時候，同時也要與他們同

行，和他們同得萬民。 


